
弘社光輝歷程精華
          前 言

弘社同學約有400多人曾在1938-1950就讀過穗、港、澳三地培正小學、
中學。弘社自1942年(小學五年級)建社至今(2015年)已七十三載，直到今
天，同學們在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中，歷盡滄桑，艱苦奮鬥，到處奔波，
勇敢拼搏；嚐盡了人間酸甜苦辣和各種人情世故；終于成家立業，創造自
己業績。弘社人胸懷坦蕩，心胸廣闊；樂于助人，熱愛生活；關心集體，
團結友愛。無論就讀母校期間，還是進入社會後，弘社人盡自己的品德才
智為社會、國家和母校做出應有貢獻，爭得一定榮譽。
 

                                 幼苗初長 - 弘社成立

培正有一傳統，每個年級在小學五年級建立級社。級社成立後，比自已
高三年級的級社是〝哥哥班〞，低自己級社三年的是〝弟弟班〞。弘社的
〝哥哥班〞是虹社，〝弟弟班〞是誠社。弘社同學在1938年秋入讀培正小
學一年級，在1942年五年級上學期組建級社。在澳門南灣培正小學主任劉
耀真和澳門盧家花園培正小學主任趙璧蘭兩位老師主持下，兩校五年級代
表在許延建老師提出的〝鷹社〞，〝凱社〞和〝弘社〞三個社名中，經過
討論協商，一致選擇〝弘社〞社名。

我們這些〝小頑童〞在劉耀真、趙璧蘭、鮑賽玉(同學們喜稱鮑二姑)、
許延建、高啟明、鍾敏慧、李劍光、劉慕良、廖慕芬、李鎮嵩、吳駒等老
師先後指導我們開展弘社社務和活動，給予我們奠定初步基礎。

1944年3月(六年級)一天上午正上課，突然聽到隆隆巨大爆炸聲，我們在
教室感到樓房震動，師生們都跑出教室到院內空地，還聽到飛機轟鳴聲。
不久就平靜下來。後來聽說是美國飛機轟炸松山下新填地的一個日本倉庫(
可能存儲汽油和武器)。盧家花園培正中、小學就在松山另一邊，故感到較
大的轟炸聲。同學們非常高興，認為抗日戰爭快要勝利結束，可以過和平
日子了，大家高歌已學會的〝抗日〞歌曲。 小學畢業後進入新的歷程。

        健康成長 - 弘社新篇章

在初中一參加學校舉辦的環山接力賽跑，每個年級選派10個同學參加。
從校門開始，環松山跑一圈，回到校門終點。弘社獲乙組季軍。在初中二
參加全校乒乓球賽，獲團體季軍。

1946年春，母校從澳門遷回廣州東山培正中學原址。東山培正小學和西
關培正小學也相繼在原址復校。香港培正也在何文田窩打老道原址復校。
澳門盧家花園培正中、小學仍繼續興學。

弘社體育在初中已初露頭角，獲初中組籃、足、排三項冠軍。全校籃
球比賽，比我們高一年級的堅社是我們弘社手下敗將。全校運動會，弘社
獲團體總分第四名。弘社各班都有籃、足、排、壘，乒乓等球隊；各級有
田徑隊。1947年第15屆廣東省運動會，培正中學單獨組團參加。其中乙組
運動員(身高不超過1.50m)多為弘社同學。在運動會上，一位弘社同學獲男
子乙組跳高冠軍，並以1.50m打破該組省記錄。有弘社兩個同學參加獲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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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乙組4x100m接力冠軍，培正還獲該組的籃球和足球冠軍，排球亞軍，隊
中的主力隊員均是弘社同學。1947年廣州市中學〝百磅組〞(俊賢杯) 籃球
賽，以弘社4位同學為主力的培正中學隊榮獲冠軍。當時規定〝百磅組〞
隊員身高不超過1.50m，體重不超過100磅。弘社有兩位籃球〝好手〞為了
學校榮譽，體測前一夜服瀉葯，第二天〝清肚〞，禁飲食。上午到中華路(
現解放路)籃球場體測前，還在馬路上跑步出大汗。體測時體重〝過關〞， 
但身高在〝收縮腹肌〞後還是高1cm未〝過關〞。但這種精神令人欽佩。
弘社這位〝跳高冠軍〞獲當年培正〝體育獎〞，在培正歷史上獎給一個初
中三年級學生，真是〝史無前例，後無來者〞。因為〝體育獎〞一向都是
高中同學獲得。

香港培正弘社同樣開展很多社務活動，有聲有色。有籃、足、排、壘
球隊； 有文娛組、歌詠組、戲劇組、口琴組等。舉辦過作文比賽和烹飪比
賽。組織同學參觀農場和〝遠足〞旅行。在校運會獲團體總分冠軍，足球
賽冠軍。畢業前出版幾期弘社通訊是廣州弘社初中時沒有的活動。(因了解
極少，故不能真實詳細顯示全貌，望補充)。穗、港兩校弘社分別舉行初中
畢業慶祝暨弘社成立五週年紀念活動。弘社在求學漫長歷程中又跨越一段
路程，光輝的前途在等待着我們。
 

                                       茁壯成長  -  弘社在校鼎盛時期

1950年以前，香港培正只設初中、小學、幼稚園；尚未設立高中。1947
年弘社同學初中畢業，香港大部分同學轉到廣州培正讀高中。從此穗、港
弘社融為一體了。

進入高中一時就分工科、理科和文科。按每個學生平均總成績排列(
每年有改變)，成績最前者在甲班(工科)、次之在乙班(理科)，其他在丙、
丁、戊班(文科)。甲班者可選擇在乙、丙等班，乙班可選擇在丙等班，但
不能逆向選班。高中二只有四個班，高中三則只有三個班。換言之，每
年淘汰一個班。是以平均總成績為準。如果那一班有缺位，學生可申請該
班，但要經學校批准。從高中一年級開始，數、理、化課本都是採用美國
大學一年級的英文課本。老師用中文講課，有些術語和專用名詞當然用英
文。考試題是英文，學生可用中文或英文答題。培正是一所基督教教會學
校，是華僑捐資創建，在華南享有盛譽。同國內很多教會大學有密切聯
系。這些大學的校長和校領導很多來廣州東山培正中學考察過，認為培正
教學質量高，歡迎高中畢業生總成績在年級前25名者可保送免試進入該大
學。故弘社個別同學成績不在甲班或乙班者，為了取得更好總成績就選乙
班或丙班。

培正管理非常嚴格，一切依規章制度為準，無特殊照顧。約85%學生住
校。平日未經請假或批准不得走出校門，若被發現則記〝大過〞一次。 犯
小錯， 記〝缺點〞(黑點)， 中錯則記〝小過〞， 大錯被記〝大過〞。 被記
三個〝大過〞或犯特大錯者則被開除出校。 四個〝缺點〞算一個〝小過〞
，三個〝小過〞算一個〝大過〞。 每個學生可在每個月選擇一個星期日外
出， 從早上七時到下午七時前，因為星期日同每週一至五晚上7:00 –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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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晚自習。有時突然聽到鐘鈴聲，住宿生立即到自己住房等候〝舍監〞(每
座宿舍一位老師擔任)來點名。在高中二上學期的一天下午中學生籃球賽，
培正獲得了〝決賽權〞，隊中主力隊員有六位弘社同學。球賽後的晚餐未
吃好；這六個弘社同學在晚自習時沒有請假就到校外附近〝發記〞餐廳吃
〝消夜〞補充一下。可能是因為球賽勝利，得到決賽權，興高彩烈，得意
忘形，就大聲高談，當時比賽情景和決賽時應用什麼戰術等。突然見到訓
導主任莫昌叠老師(兼教化學)來到大家坐的〝卡座〞前看了一下，沒說話
就離開。大家覺得不妙，立即回學校上自習。第二天上午見佈告板欄上貼
出弘社五位同學因未請假外出，各記〝大過〞一次。另一位同學住梅花村
家中，故沒有他的名字。這六位同學立即找體育主任吳華英、主教練陳天
利兩位老師說明情況，如果不撤銷〝處分〞六人就不參加〝決賽〞。經過
吳、陳兩位老師同當時代校長，教務主任林瑞銘老師與莫昌叠老師研究
後，改為各記〝缺點〞兩個，這就輕多了。在決賽時， 莫老師還到場給加
油助威。最後培正奪得冠軍、弘社六個同學立下汗馬功勞。 

弘社體育在高中一時已顯露頭角，高中二時已是校內〝霸主〞。在第廿
四屆校運會獲團體總分第一。 4 x 100公尺和4 x 400 公尺接力兩項冠軍。
特別是個人400公尺(55.8秒)和跳高(1.59m)獲冠軍並破校記錄。還有跳遠冠
軍。弘社獲校內籃球賽甲、乙組兩組冠軍，足球賽冠軍。高中三寒假弘社
籃球隊到澳門進行三場友誼賽，兩勝一和，以一個中學的一個年級同當地
三個有名球隊比賽，可謂成績優秀。1949年春，培正籃球隊〝遠征〞香港
(5場)、澳門和中山(各1場)友誼賽；同年夏天江門賑水災籃球義賽的培正同
學會。這兩次都有弘社4 - 5位同學作為主力參賽。同年在廣州，培正迎戰
來訪的上海冠軍回力籃球隊，也有位弘社同學為主力隊員。 

馮棠校長尊翁馮星衡老先生親筆手書條幅，分別贈送給弘社籃球隊同學
各一幅， 並設雞粥宴招待。手書為：

               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  
      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  
      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勁星文。

培正慶祝建校60週年(1889-1949)活動，也是弘社慶祝建社7週年(1942-
1949)。馮棠校長克服困難，親自主持穗、港、澳三地培正的慶祝活動。因
為當時形勢和環境，故校慶和社慶都比較簡樸，大大不及既往大事慶祝的
熱鬧場景。弘社建社五週年曾演出獨幕劇〝以身作則〞，六週年演出三幕
喜劇〝小心火燭〞還有各種文娛體育活動，今後就不再有了。 

                        天各一方，弘社情誼系心間

高中畢業後，弘社同學約佔65%多些在國內，而在港、澳和國外者約
35%。自此，弘社同學身處五湖四海，東西南北各處一方。但是沒有因為
遠隔大海重洋而有碍同學間友誼。不僅國內同學經常通訊聯系，在同學較
多的廣州，北京經常聚會。國內和國外同學亦互通訊息。後來因國內政治
運動不斷地進行。國內同學的聚會停頓了，通訊也極少了。國內和國外同
學的通訊也停息了。但國內外同學的訊息可從香港同學處獲得，故香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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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社的〝大本營〞，弘社同學親密友情得以永存。

正如曾任廣州東山培正弘社已故社長陳俊，在社史中提及：〝從這些史
實之中，我們可以深切的認識到，弘社是具備着優良的團結友愛的傳統和
充分互助合作精神的一個團體。以往史實使我們非常堅決的具備着這樣的
信心：我們一定能夠好像創造我們美麗的過去一 樣，去創造我們將來的遠
大前程 〞

                         天生我才必有用，弘社精英耀光輝 

弘社同學走進社會，在世界各地展現宏志。各國國情不同，社會環境和
人文習俗均有差異。同學每人的信念、志向、機遇和經歷很不相同。弘社
人在這個萬千變幻的世界中拼搏前進，克服各種困難，沖破重重險阻，開
拓自己的事業，創造美好前途；為社會、為國家、為人民、盡心盡力做出
一定貢獻。此生可慰藉了！

                                  海闊天高，任君翱翔 

弘社畢業25週年銀禧 (1975年) 正是國內〝文革〞末期，國內不可能舉行
慶祝會，只有香港弘社同學舉行，香港培正母校特為弘社舉行銀禧和晉升
元老級加冕盛大慶典。除香港同學外，還有來自澳門、台灣、美國、加拿
大、吉隆坡的同學共60餘人。母校鄺秉仁校長，林英豪校長，黃師母(趙璧
蘭老師)、何宗頤、吳華英等老師，趙汝光校監，香港、澳門培正同學會會
長，兄弟班代表等嘉賓200多位蒞臨祝賀。林英豪校長祝詞中的一段話十
分感動弘社人：〝弘社諸子離校後，服務社會。傑出才俊，大不乏人。或
成工商巨子，或膺社團領袖，或執業律師，或教育專才，或作名醫，或任
政要。雖則分道揚鑣，而皆敬業樂群，造福社會，成就之偉，聲譽之隆，
允為紅藍輝光，母校有榮〞。弘社同學謙誠受之，視為激勵，要更向上，
造福社會。

目前弘社同學在國外123人，佔50.4%，其中美國71人最多，其次為加拿
大36人。他們多從事商業。地產、建築、運輸、交通，有大學教授和學院
副院長，大學董事會董事和顧問、學術基金會理事。有從事航天，國防工
業等研究，有電腦專家，有音樂家和醫學家、牙醫專家。亦有教會和慈善
會的義務工作者。個別任職政府部門。有兩位同學曾參加美國軍隊到海外
接受戰爭考驗。他們在該國各自地區和領域中作出一定成績和貢獻。 

                          母校恩情永記心 

同學們懷想當年小學、中學老師們高尚的道德品格，精深淵博的學識和
豐富的教學經驗。使母校獲〝北有南開、南有培正〞和〝數、理、化少林
寺〞的美譽。但是在1953年以後改為公立學校，並在30年來數次改名後已
非原來的培正實質，加之老師們除到港、澳母校任職外，絕大多數被聘請
到各大專院校任教。雖然1984年復名培正中學，但已不復當年培正聲譽。
但弘社同學同國內外校友們一樣高興和積極贊助母校各方面建設。在母校
舉行復名大會上，當時在廣州工作的一位弘社同學捐出相當本人十個月工
資的獻款，雖然不多，亦是心意；而且在籌建培正百週年紀念堂更捐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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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本人20個月工資的獻款。其他弘社同學亦積極捐獻。一位香港弘社同學
共捐贈數十台電腦給穗、港、澳培正母校。在1980年代初期，廣州培正
中學是全市、全省，甚至全國第一所有電腦教學的中學。他在其後捐贈在
穗、港、澳母校的建設款項總共超過千萬港元。弘社捐贈穗、港、澳母校
共約50萬港元。在弘社畢業50週年金禧紀念，捐贈廣州母校培正中學建立
〝弘社廣場〞美化校園。還參與母校一些基金會，如〝馮棠校長基金會〞
等和獎勵一些在教學和學習上有特殊成績的師生們。

                情深意長，友誼地久天長 

1985年10月13-15日在廣州南湖賓館舉行慶祝弘社畢業35週年珊瑚禧紀
念活動。從國內各地，港、澳、台和美、加、澳、紐、英、法、牙買加、
馬來西亞等國家前來參加的同學和社嫂140多人。記得林英豪校長在香港
慶祝弘社畢業25週年銀禧(1975年)的祝詞一段話，也適用于弘社畢業35週
年的真實情況：〝人生聚散，本屬無常。欣慰弘社諸君子，昔日同窗，切
磋學問，砥礪德性。自小學而中學，同遊共硯，親如兄弟，此種機緣，實
屬難得。況離校廿五寒暑，雖各一方，而能彼此聯絡，且或時相過從，
今更舊雨重聯，舉行晉升元老盛典，似此機緣，更屬可貴。諸君子論交有
道，聲應氣求，情比金堅，實堪敬佩也〞。

從世界各地湧來的同學和社嫂，頓使南湖賓館沸騰起來。很多同學畢業
後35年，甚至有些未畢業就分別，這時才有機會第一次重逢，怎不特別興
奮和高興！大家相互緊緊擁抱，用力拍背捶胸，熱淚盈眶，大聲喊叫對方
〝花名〞(外號)。不少同學互相抱着在地上打滾，〝拳打腳踢〞地嘻鬧。
歡聲笑語盡情釋放多年情懷。社嫂們突然看到這種激動人心的場面，也一
同享受歡樂情感，笑着說：〝那像已過半百〝知天命〞的，簡直就是一群
孩子〞。是的，我們都回到在母校青年時代的情景。

弘社全球同學第一次團聚，三天兩夜瞬間過去，依依不捨別離難。握手
再握手，擁抱再擁抱；送了一程再送一程，道別一次再道別一次。亦只得
互祝珍重，後會有期。真似是〝千載難逢機會，萬金難買歡聚〞。這得感
謝港、穗同學策劃、籌備；特別是廣州同學的組織安排，費盡心力了！

自此，弘社每五年舉行一次全球同學大團聚，已進行六次了。

1990年在廣東中山溫泉賓館慶祝弘社畢業40週年(紅寶石禧)紀念活動。
參加的同學和社嫂共約150人。

1995年在廣州白天鵝賓館舉行慶祝弘社畢業45週年(藍寶石禧)紀念活
動。參加同學118人，社嫂約80人，共近200人，是〝陣容〞最大的一次。

2000年，弘社畢業50週年金禧紀念慶祝在廣州東方賓館舉行。參加同學
和社嫂共約160餘人。

2005年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弘社畢業55週年小鑽禧紀念慶祝活動。參加
同學和社嫂共150餘人，將清華大學內的〝近春園〞賓館包下來了。大家
對能在國內著名的，在國際上有一定聲譽的清華大學(清華園)舉行慶祝活
動，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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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香港舉行弘社畢業60週年鑽禧紀念慶祝活動。慶祝晚宴第二天
訪問香港母校培正中學，受到葉賜添校長、老師和學弟妹的熱烈歡迎。   

                                       結束語 

弘社同學已超過八十歲耋耆之年，正在享受幸福歡樂晚年生活，建議做
到(可能很多同年已做到)〝三樂〞、〝三不比〞和〝三堅持〞。 
〝三樂〞：知足常樂，自得其樂，助人為樂。 
〝三不比〞：不與同輩比，不與自己過去比，不與前輩和後輩比。 
〝三堅持〞：堅持生活規律，勞逸結合，注意飲食。堅持每天運動，持之
以恒，量力而為。堅持良好心態，〝天跌下來當被冚 〞〝看得開〞。 

人生七十才開始，八十滿滿是，九十不稀奇，百歲笑嘻嘻 ! 我們足可〝
問心無愧〞渡晚年矣 !

編輯附註: 因篇幅有限，上文是原稿的精簡版本。原稿〝榮哉弘社-七十年光輝歷
程(2012年5月) 〞全文可上網(http://www.puichingwangse.hk/zhu_news_6.htm) 瀏覽。

                          弘社畢業65週年慶典     趙善強

弘社同學們：

1975年我們在香港參加銀禧 。
2000年我們在廣州參加金禧 。
2010年我們在香港參加鑽禧 。

時間過得很快，今年2015年我們可以在廣西或(和)三藩市參加藍星禧。

日期: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十一時
地點: 王朝海鮮酒家 Dynasty Seafood Restaurant
  10123 North Wolfe Rd. #1688, Cupertino, CA

有意參加者 ，請與我聯絡 ，以便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為我們安排一個愉快輕鬆
和有意義的聚會，希望大家在六月底前作好準備。

   電話：(510) 527-6051        亞強

同學會獎學金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歡迎各校友子弟申請，資格限於今

年(2015)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欲申請，請與陳淑賢理事 415-681-

7309 (H), 415-939-4363 (C) 聯絡。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有文件，請在9月1日前寄達

同學會郵箱: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  謝謝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八十六期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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