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堅社有鮮為人知的獨特往事�：�一是在高中二年級，因
不滿強制操練而衝撞軍訓教官。校方為平息事端，
全級同學被罰記大過一次，雖然是極少數同學幹

的。另一是畢業旅行，目的地為浙江杭州。那時正值徐蚌會
戰前夕（後稱淮海戰役），小伙子們仍勇氣瀰天，踏上征途，
飽覽西子湖的綺麗景色，雖然回程歷盡驚險，與殘疲不堪的
潰退軍隊，擠坐趑趄的火車，安全返校。其中還有插曲：�去程
至株州，一位同學突患急症，陳永江自動請纓，放棄遊歷，護
送折返廣州治療，這義舉充份表現了紅藍精神。至於他多年
在香港擔任社長，熱誠團繫同學，以及葉惠康推進香港兒童
古典音樂教育的建樹，張大釗為中醫註冊奠定地位的勞績，
和何壽南為培正建設的多方支持，都值得鐫刻於堅社的史冊。

��孔子臨川慨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套用沁園春
的詞句：「俱往矣!數當年軼事，還賸飛涎。」堅社轉瞬又屆畢
業六十五周年的藍星禧了。欣逢母校創立一百廿五周年慶典，
聯袂出席的社友有：陳永江、何壽南、張大釗、鄭作豪、鄺
士懷、張灼熊、李澤榮、杜煥光、梁迺泉、黃灼威、陳鶴
年、鄭志遷、梁維忠（均居香港），和黎文韡（溫哥華）。進入
新建的禮堂，從世界各方湧至的歷屆社友，浩浩蕩蕩，興致飛
揚，握手寒暄，笑容洋溢。仰望高懸講臺上的祝賀橫額，堅社
晉升位列鵬社、昭社之後，成為第三位的元老級了。擠在英
氣蓬勃的晚屆校友中，感染紅藍精神的強勁力量，心情也變
得年青起來;�何況看到鄺文熾學兄以百多歲的高齡，矍鑠慈

和，給我們無限的鼓舞。
歷來為堅社籌劃活動不遺餘力的鄭作豪，曾在零九年（鑽

禧）編製掛曆，把多年團聚的合照按月刊印，俾社友留念欣
賞，殊為珍貴。今恰值畢業六十五周年的藍星禧，作豪兄又
別具心裁，以本社歷次歡聚照片彙輯成冊，獻予校友會史料
室，雖是雪泥鴻爪，卻像天空百顆朗星，如培正之薪火相傳，
不斷閃爍。藉此表達對母校教導的感恩，亦屬堅社同學的�
期盼。�

每當堅社同學聚會，不免悠然緬懷在校一段寶貴而深刻的印記。我們創社於澳門，校舍附近教堂前（俗
稱大廟頂）平闊的卵石廣場，留下無數小學時代踐過的足迹; 盧廉若花園（今校舍曾兼賃該地）的九曲橋
畔，池中翠蓮凝珠、幽徑石山巉鬱，是課餘閒憩最佳的景物; 部份同學曾在粵北坪石培聯就讀，校舍雖是
竹織泥堊，仍能奮學自勵，後因戰火蔓延，無奈紛散。抗日勝利後遷返廣州東山，弘麗的校園，舒坦的球
場和跑道，讓我們苦讀後保持強健的體魄。直至一九四九年高中畢業，大家才依依不捨地離校，面對社
會的波濤和歷鍊。黎文韡

四九年級堅社同學歡聚

聊綴數言，略抒微忱：
猗焉堅社���仰慕高翱���濠江承教���培正劬勞
弦歌不輟���繼晷焚膏���倉皇畢業���飽歷風濤
立身善正���曷論榮褒���服務社會���基道薰陶
知足潔行���遠別邪囂���留此雁影���顧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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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臺佈置精簡，中置橫匾�培正光社翡翠禧”�左右對聯各一，曰：
光輝翅展環球迹；社友情牽翡翠禧 （赖長坤同學撰）
培元每藉维他命；抗老還憑贺爾蒙 （李纪欣醫生撰）
同學們見面，有賴長坤詩句描述，�社友重逢話不休，古稀

共勉喜悠悠。彼此寒喧，有唏噓者，有握手者，有擁抱者，有
交換訊息者，有說天南地北者，有說兒孫者，有說近日身心
状况者。白髮耄耄，今省親香港，感觸良多。�

六時許，各同學就座，彭會長宣佈翡翠禧Gala�Dinner啟
幕。司儀老手劉紹偉同學闊步登臺，唱校歌，祈禱。印製精美
的培正詩集，急急派發，有點倒瀉籮蟹。但氣氛輕鬆。

酒香忽忽，節目滔滔。�有打油對聯云�“臺上臺下各說東

時维2014年11月10日下午四時，來自英、美、
加、澳、纽、臺和香港的光社同學數十人，齊集於美侖
美奐的九龍美孚金殿宴會廳，筵開五席。五時許，彭會
長宣佈翡翠禧啟幕。

同學們見面，彼此寒喧，有唏噓者，有握手者，有
擁抱者，有交換訊息者，有细聲講者，有大聲笑者，千
状百態，見於白髮蒼蒼，實難予形容。旋間，彭會長請
各同學就座，且舉頭欣賞牆上賴長坤同學撰之七绝詩：

社友重逢話不休，古稀共勉喜悠悠；
情誼萬歲今如舊，揮手言歡笑樂留。 
稍瞬，彭會長敦請永安旅遊公司代表講解翌日臺

灣九天旅遊備忘。同學們馬上喁喁詢問公司代表。曾經
走遍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之白髮同學們，竟有如此多問
题即詢，奇也!

非奇也，來自英、美、加、澳、紐、臺和香港，護照不同，
起居不同，昔日是同學，今日生活習慣已不同了。

西，不知不覺都是紅藍。”
是晚主题，�談古論今。古人云：”�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

腸”。發言者有莫燕秋，劉紹偉，陸志中，孫必達等。十多位
擁躍上臺述古。劉紹偉特別细說這本小册子，培正詩集。編
輯過程，艱巨非常。今能付梓，端的是红藍精神之體現。

說到那些離我们而歸主懷的同學，”�五十年來渾似夢，白
頭此日哭同窗。”�黯然。

继而口琴合奏，高歌舊曲。
在纏綿依依的酒香中……�情誼萬歲今如舊，揮手言歡笑

樂留。（長坤詩掇句）
十時許，席畢。

時維2014年11月20日下午四時，來自英美加澳纽臺和香港的光社同學和親友七十餘人，當日衣香鬢影，
齊聚於古典高雅的九龍又一村俱樂部宴會廳，筵開七席。熱鬧非常。謝順佳

培正光社翡翠禧Gala Dinner紀盛

金殿宴會廳之菜色，敢誇環宇，葷素两全，塩油皆宜白髪蒼
老。色香味之優，極品極品。

十時許，席畢。

培正光社翡翠禧歡迎晚宴紀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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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22日是培正創校 125
周年紀念及香港培正同學日，也
是 1964 年協社離校 50 年之金禧

社慶。前校長林英豪博士曾經説及同學
會，同學日及社慶的意義。同學會讓離
校同學能夠便利聯絡交往，同學日是同
學會一年一度之盛事，級社活動如社慶
聚餐，亦多於同學日前後舉行。在這三
合一的聚會，學長學弟妹，不分老少，
又不分彼此，濟濟一堂慶賀，對從海外
回港的同學，更有意義。

同學日是由同學會主辦，除了同學
會週年大會外，是日節目豐富，在校園
有各 項 活 動， 包 括 平 板 學 習 新里 程 研
討會，各式教學成绩展覽，音樂武術表
演，校友籃球比賽，還有各禧慶級社慶
典。當然，最高峯是創校 125 週年紀念
晚宴，可謂盛況空前。

協 社 金禧 紀 念 慶 典已經在 香 港 11
月19 日盛 大 舉 行， 范 更 生 同 學已 紀 錄
詳情。想到我們在短短的六年，十二或
十五年在培正念書，雖然時間上約佔母
校歷史十分之一，但却留下深刻難忘的
印象，加上離校五十年，我們擁有一半
的培正悠久歷史，怎能不感到自豪呢？

數位協社同學首次重返母校，興高
彩烈與同學相敍，重遊校園，參加同學
日及金禧社慶。當日下午三時，社友紛
紛到達校門，男同學穿上深藍色的西裝
上衣和配帶校呔，女同學則頸繫紅藍色
絲巾，表達「紅藍精神」，胸前掛着金禧
紀念牌，步入校內長廊，在簽到枱上的
級社簽到册留名，隨即在新小學禮堂前
集合，及欣賞這個首次使用於同學日的
會場。雖然同學日大會儀式延遲開始，
我們全不介意，利用時間歡談舊事和閱
讀新179 期同學通訊及周年紀念活動程
序表。片刻之後，排隊入坐，接受禮堂
內觀禮同學歡呼與掌聲，登台拍照（附
圖），盡享霎時的光輝。

禮 成 後， 各 社 同 學
坐 專 車 到 九 龍 灣 國 際
展 貿中心，出席 晚 宴 盛
會。 協 社 有 88 人 參 加，
人 強 馬 壯， 席 開 7桌 有
餘。 展 會 地 方 龐 大， 人
山 人 海。 有 些 在 找 同
班 同學，另一 些 忙著拍
照， 有 說 有 笑， 是 一 個
懐 舊的 好 機會。培正 銀

樂隊高奏校歌，晚宴節目開始，各級社
代 表 持 旗 進 場，由 1933 年長老 級奮社
至 最年 輕 的 2021 年盛 社 都 有代 表，社
友高叫，歡呼 拍掌，有聲有色，場面雄
偉。主禮人介紹各地出席同學會會長，
高齡102 歲的奮社 鄺文 熾 學長 主持「薪
火相傳」儀式，將同學會會旗交給在學
學弟，象徵永存的「紅藍精神」及「紅藍
兒女一家親」。晚宴後，餘興節目豐富，
包括「乒乓」大賽丶校友歌唱丶魔術表演
等等。

珍珠禧智社社 友上台高歌一曲「朋
友 」， 對 協 社 同 學 來 說， 具 有 特 別 意
義，因為通常這是世界各地協社聚會的
壓軸歌。這次同學日與協社盛典，不但
與同級同學相聚，享受美好的回憶，也
能與畢業不同年份級社，聚首一堂，談
天說地，互道情誼，表現出同學會、同
學日和社慶最真摯，最純潔，及最永恆
的意義。「緊握你手，朋友 !」同學們，珍
惜吧 !

香港培正同學日與
協社金禧盛典
周英強1964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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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Sung Piano Recital and 
Master Class By Bernard Shing Sheng Mo (武承聖), Class of 1964 (協社)

The year 2014 will be remembered by 
all of us as we celebrated Pui Ching's 
125th Anniversary.  It was also a 

year that carried special meaning to the 
Class of 64 as we celebrated the Golden 
Jubilee.  As part of theses celebrations, 
our classmate Alexander Sung ( 宋允鵬 ) 
exemplified the Red and Blue spirit by 
holding a fund raising piano recital for 
Pui Ching Primary School on November 
23.  This event was sponsored by the 
School, the Alumni Association, Parson's 
Music and other classmates.  The concert 
raised over HK$400,000.  Attendance 
was estimated at over 800 people.

Here is some background about 
Alex.  He came to Pui Ching as a 3rd grade 
student and finished high school in 1964.  
His musical talent was discovered at the 
early age of four.  He studied piano under 
Professor Lin Sheng-Shih ( 林聲翕教授 ) in 
Hong Kong.  In senior high, Alex served 
as the leader of the school Chamber 
Orchestra and took the orchestra to play at 
Macau Pui Ching to enhance and promote 
fellowship. Throughout the years he had 
won numerous trophies for Pui Ching in 
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Alex continued his studies at the 
Mozarteum in Salzburg, Austria under 
Professor Heinz Scholz.  Upon receiving 
a Diploma of Piano Performance, he 
then moved to Vienna Academy of 
Music to study piano under Professor 
Richard Hauser and harpsichord 
under Professor Isolde Ahlgrimm. 

After capturing the public attention 
by winn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 Belgium and Germany, Alex started 
his performing career around the globe 
and teaching care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Many of his students have 
gone on to lead outstanding careers 
as professional concert pianists and 
teachers.  Currently, besides performing 
and recording, Alex is still teaching 
young students and providing master 
classes to piano teachers.   Recently, on 
a performing tour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lex was named ‘Taiwan's 
Teaching Godfather’ by Sing Tao Daily.

The piano recital of Robert 
Schumann's Eight Novelletten Opus 21 
was an unforgettable and exciting event.  
I believe that Alex, being fascinated by 

Schumann's unyielding love for his wife 
Clara, was inspired to play this piece of 
Fantasy of Romance between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in a profoundly touching and 
beautiful way.  Alex's special and unique 
way of conducting the performance was 
displayed fully to the audience.  He shared 
with us the life, background and intentions 
of the composer prior to his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Alex turned himself into a witty 
and honest fairy-tale teller by narrating 
what the composer wanted to express 
prior to each movement. This allowed each 
of us in the audience to become part of the 
music rather than just mere listeners.  This 
way every one of us could resonate with 
the music and enjoy it to its fullest extent.

After the performance, the school 
arranged a Master Class for Alex to teach 
5 Pui Ching piano students from Grade 
1 through Grade 12.  Recognizing the 
composers of the pieces played by the 
students, Alex taught them how to express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composers as 
well as improve their own technical skills.  
This was done individually and specifically 
with each student.  The first student, a 
1st grader, played the Schubert piece 
very musically.  Alex told him ‘this is the 
path to Heaven’ to encourage him.  The 
second student, a 3rd grader, who played 
a Beethoven Sonata with great passion, 
was taught to play with the correct tempo, 
and the student picked it up right away 
on stage.  An instant success!  The third 
student, probably a 6th grader, played 
a classical children piece.  He indulged 
himself into his own world of fantasy in his 
music.  We all felt comfortable and soothed 
hearing him play.  Alex encouraged 
him to spend more time to improve his 
techniques.   The fourth student, a 9th 

grader and the only girl participating in 
the class, played Liszt's Tarentelle.  We 
were all amazed and overwhelmed by her 
technical capabilities and her movement 
on the keyboard.  She hit all the notes 
forcefully with concentration and in such a 
fast tempo.  Alex's approach was to show 
her how to express the deep emotion of 
Liszt.  He started by telling us how each 
part of the 9 ft long concert grand piano 
functions to produce  great music.  Then 
he told the student that each note carried 
its own meaning and one must allow 
the piano to have time to demonstrate 
it.  The fifth student, a 12th grader who 
played Chopin's Nocturne, was tall and 
strong.  This big boy has all he needs 
for playing the piano.  His arms and 
his entire body were built with perfect 
proportions as well as his fingers.  Alex 
showed him how to carry his arms weight 
and fingers while touching the keyboard.  
He also advised the student how to 
put more expression into the piece.

At the end of the Master Class, Alex 
and all of us were delighted and grateful 
that Pui Ching has so many musical talents.  
I believe that if Alex, with such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in piano teaching, could 
hold a Master Class for the piano students 
at Pui Ching on a regular basis, say once a 
month, this would bring a huge blessing 
to the students and the school he loves.

Lastly,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along with Alex and the other classmates of 
64 deep appreciation for the sponsorship 
of Parson's Music who facilitated the use 
of the top of the line Faziole piano which 
was critical to making the entire event a 
success.  The concert grand piano made 
in Italy i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and 
a favorite of many Piano Great 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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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畢業五十年   同學情牽半世紀   金禧慶典需籌劃   社長成立委員會   協社校友通訊網   聯繫溝通效率高   同心協力共策劃
全部活動均辦妥   首先七日韓國遊   十號先飛到香港   住宿富豪大酒店   翌日齊集在機場   乘搭韓航至仁川   全團人數六十六
紅藍兩車往首爾   入駐旅館排長龍   附近商店自由行   團友到處可碰見   十二號作城市遊   參觀戰爭紀念館   回顧近代韓戰史   
英雄事蹟受崇敬   午餐用後往金浦   飛往南端濟州島   先往綠茶博物館   綠茶雪糕供品嚐   漫步遊覽玻璃城   精巧裝飾很特色

晚餐道地韓國菜   導遊賣力服務好   連日行程感困倦   入宿旅館便休息   十三號留濟州島   先往自然生活園   欣賞黑豬坐滑梯   
排隊滑下尖聲叫   再來白鵝也仿效   鵝掌按梯振趐下   豬叫鵝聲逗人笑   可稱獨特幽默戲   繼續前往民族村   導遊小姐講故事   
濟州島有三特色   風多石多女人多   男人稱為王巴利   一夫多妻乃風俗   好吃懶做是家規   羨煞不少男團友   再來推薦買土藥   
品嚐各種萬靈丹   濟州經濟靠遊客   只好買下馬骨粉   導遊宣傳若真確   老來關節不退化   稍後車往臥龍岩   瞭望海景心寬暢   
黃昏去看龍頭岩   寒風刺骨難久留   觀望一眼便轉頭   返回旅館去取暖   晚飯豐富海鮮餐   同學為食演膽色   八爪魚放頭上爬   
口咬魚鬚剪斷吞   看得手腳都發軟   適逢芷薇過生日   導遊送上小蛋糕   社嫂吩咐男同學   排隊恭賀並獻吻   芷薇大方夠風度   
社長示範夠精彩   引得全場笑聲曝   十四號飛往釜山   遊覽龍頭石公園   買票登上瞭望塔   鳥瞰釜山城市景   高樓大廈沿海建   
背山面海風水好   午餐特色夠口味   飽嚐人參糯米雞   餐後閑逛免稅店   團友購買化妝品   美容護膚一整套   回復青春有希望   
沿著海灘逍遙行   心曠神怡真舒暢   遊客拿著攝影捧   作狀自拍好陶醉   海產市場稍逗留   大小魚乾任君試   團友來個大購買   
人人數包買斷貨   是日晚飯自助餐   整個飯堂都擠滿   因為太太吃素齋   阿彭自願陪吃素   捱過幾日蛋炒飯   今晚不能再禁肉   
恭喜祥哥及祥嫂   結婚四十周年慶   同學輪流舉杯賀   美滿幸福好姻緣   十五驅車往慶州   參觀古都天馬塜   再到今日精華遊   
世界遺產佛國寺   古董文物供觀賞   品嚐香味佛果餅   有甜有酥頗可口   買些大家一起嚐   佛國寺內殿堂多   自由觀看或參拜

談笑蹓躂數小時   驅車繼往普門湖   此為風景旅遊區   酒店林立沿湖建   稍停觀望瞻星台   再往大邱過一晚   十六早到香草園
嘗試手工做肥皂   藝術創意任發揮   我做圓球你做餅   何子煒嫂做天鵝   手工精巧人驚嘆   阿 C 一柱朝天豎   女士看見手遮眼
香花拌飯做午餐   味道清淡亦可口   下午遊覽文化村   韓劇很多在此拍   民間風俗得見識   找尋景點自拍照   沿途停留水果園
品嚐鮮梨香蘋果   當晚歸程到首爾   入住首日華美達   十七前往景福宮   歷史皇宮夠氣派   不能參觀總統府   只能在外拍個照
飯後遊覽女人街   琳琅滿目化妝品   街邊棉襪花式多   大小尺碼買幾雙   女子大學在附近   校園整齊清新感   部分團友乘巴士
購買有名補肝品   火鍋辣味食到夠   韓國之遊近尾聲   歡樂出遊平安返   飛回香港渡金禧   畢業離別五十載   相貌改變處境變
舊日情誼仍未變    談笑猶似少年時    團體旅行很難得   相見時光需珍惜    但願同學身康健    再組協社旅遊團              

馬民健
培正協社金禧韓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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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嘉賓，各位師長，各位同學，有謂蜀中無大將，廖化
作先鋒，協社大將多的是，不過臥虎藏龍，老虎不出來，只好
把貓作老虎，我是 64 協社的小人物趙任君，多謝大家給我這
機會分享 < 紅藍精神五十年 > 這題目。

今天我試用三個字來分享我對紅藍精神和至善至正校訓
的感受，這三個字是：信，理，和情。

第一，信，指的是信念，人活在世上，必須要有一個基本
信念，然後才能在上面建立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有了信念，人生才能落實，對自己才有自信，對人才能有信用。

對我來説紅藍精神的核心價值來自基督信仰。這信念從
相信有神起首，以至認識神的公義憐憫，知道祂用權能創造
萬有，以恩典托住衆生，他從一本造出萬族，住在全地上，給
我們尊貴榮耀為冠冕，派我們管理萬物，治理世界，因此我
們才能發展各門學科行業 ;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祂所愛，我們的
生活存留都在乎祂。

培正的校訓——至善至正——原出自聖経申命記 12：28
（古文版，行耶和華眼中“至善至正”的事），詩 25：8 又説耶

和華是良善正直的。基督的一生是我們的典範，祂既良善又
正直，卻沒有獨善其身，反而道成肉身，進入人群，基督的精
神不是消極避世，而是出世而入世，以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
心志服務社會，拯救水深火熱的人類。這是我對紅藍精神核
心價值的認識。

我第一次接觸基督信念在培正 ;初三那一年，在我不知所
謂的時候，得了一個聖經分科獎，那時高中團契兩位大哥就
衝著我問：保羅幾歲死 ? 我被問得唖口無言，好勝的我，心有
不甘，開始查聖經，一查就查了五十多年，雖仍未有答案，卻
查出了翻轉生命的信仰！

與此同時我 必須一提的是隔行坐在我旁邊的黃立生同
學，他當時 有種“ 嘲笑 不能 迫，分數不能 移”的堅 定信仰立
場，令我對基督徒刮目相看 ; 還有蕭麗嫣同學，她勇敢邀請我
去教會，開始了我在信仰路上的獨行和探索，到了美國，終於
得到突破。我謝謝培正，也謝謝同學。

第二，我要講的是人生有理，培正最棒的是理科，我是
理組出身，但大半生搞的是文，發現無論文理都要講道理 ; 化
學張，張啟滇老師的週期表對角綫，不同熊人拍拖等等，我
早己經忘得一乾二淨，但他罵人時常掛在口邊的名言< 讀書
明理 >，卻一生受用不淺，所謂讀書明理就是不讀死書，能轉
彎，能推廣引伸，無論理論科研，文學創作，待人處事都要先
明白大義，才能整理出方案，按部就班去解決問題和困局。
人生的確要讀書明理。

還有一個理性上的基本邏輯，來自數學林英豪老師（當年

是老師，後來是校長），他的名言是 < 天落雨地下濕，地下濕
未必天下雨 >，凡事有因有果，要弄清楚因果，才不致本末倒
置，作錯結論，人際關係上很多誤會紛爭，也是因為忘了地下
濕未必天下雨這簡單邏輯，有賴老師經年的教誨受用一生。

笫三，人生有情，有激情，也有溫情。
我們活在一個有情世界中，正如傳道書所説，哭有時笑

有 時。（There are time to weap，there are time to laugh
我們當代的流行曲 <Turn，turn，turn> 歌詞出自此。）

紅藍激情來自培正的學校生活，班社活動，級夕社辰，
都散發團隊精神，特別協社更是標榜協力同心的服事; 激情亦
可見於運動場上，每年的學界運動會，培正不但田徑隊揚威，
啦啦隊也不遜色，總是聲大過人，落力打氣，這種激情是紅藍
精神的表現。

社團活動訓練我們的領導能力，責任心，忠於所託，昔
日為社務廢餐忘寢，今日在社會職埸上亦擺上一切，全力以
赴。我 們 的 社長 彭守柱，從中學時 代 到現在都忠心 服事協
社，發揚紅藍精神五十年不變。

激情發自一時之勇，溫情卻是長期的付出，今日我們協
社同學畢業後 50 年仍回來團聚，因為我們珍惜這份友情，雖
久未相見，仍一見如故，偶遇不幸，亦手足相助，這是紅藍精
神的長遠表現。

最後我要向在座的紅藍弟妹講一句：作夢是年青人的權
利，不向現實低頭是年青人的勇氣，實現理想是年青人的希
望，我為你們打氣，希望紅藍精神的信，理，情伴你們成長，
薪火相傳，百尺竿頭更進一歩！

趙任君
紅藍精神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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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兆初

中學畢業後，經過五十年的奔波歲月，終於有機㑹回
母校參加金禧慶典。為了譲同學們能夠有更多機會
相聚，籌備委員會為同學們安排了很多的活動，除

了金禧掛牌儀式，母校的一百廿五週年慶祝，宋允鵬同學鋼
琴演奏會等活動外，更安排了韓國七天遊及廣州二日遊。參
加了一個多星期的韓國遊後，漸漸尋回昔日同窗之樂，回港
稍歇一天，再度出發廣州之旅。

十一月二十日早上，協社同學等一行廿九人在港鐵落馬
洲站華界集合，乘坐豪華巴士出發參觀廣州培正中學。當天
陽光普照，氣候溫和，同學們談笑甚歡，專車很快便由綠色
的郊區駛進高樓林立的鬧市，導遊特別指著一座很高的電視
塔，介紹說這是最新的景點「小蠻腰」。在珠江夜遊時會看到
高塔由閃亮的燈光把它襯托出婀娜多姿。很快巴士已經停在
旭景酒家門前休息吃午飯，有機會品嘗地道粵菜，發現與香
港相比，雖有不同，卻難分伯仲。我們胃口奇佳，在短短的
三十分鐘內，已把枱上的食物一掃而清。在拍團體照後，隨
即啟程開往廣州培正中學。

廣 州培正 是 香港 培正 及 澳門培正的母校，在香港 讀書
時，已聞有廣州培正，因有多位老師及主任都曾經是廣州培
正的學生，從他們的言談中，略聞他們在那裏的逸事和他們
如何受環境，時間及培正教育的影響。廣州培正一直是一個
我所響往的地方。

廣 州東山培正中學 位 於廣 州市中心 的 越 秀區，環 境優
雅，校園附近㚒集髙雅的舊式住宅及較新式的三，四層高洋
樓。學校位於「培正路」，一條頗為窄狹的街道。幸好沒有很
多汽車停在路邊，否則巴士司機很難駛進。

巴士剛好停在一座富有中國式彩的圍牆邊，入門口的牆
由三道鉄欄門組成，正中的一道，比左右兩邊高，大門上方，
有橫匾書寫著「培正中學」，圍牆上配有拱形的綠色瓦片，雍
容華貴。在鉄欄門邊，看見廣東省教育廳授予的一幅框架，
刻有「廣東省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另一幅題字「教學水
準優秀學校」。

同學們魚貫下車，急不及待地邁進校園，面對莊嚴優雅
並富有民國初年色彩的建築物，衆人讃嘆不已。到處可看到
圓形的紅藍色校徽，校訓「至善至正」出現在不同的角落。環
境好像生疏，但又感覺到親切熟落，很容易把它與我熟稔的
校園連在一起。各人忙著取景拍攝，校園地方廣大，在廣州培
正副校長及主任帶領下，參觀了多個建築物，包括美洲華僑
紀念堂，黃啟明校長紀念銅像，課室宿舍，圖書館，運動場等
地方。參觀時正值一群中學生在上體育課，練習賽跑，面對一
個四百公尺的壯觀運動塲跑道，多位同學都躍躍欲試，在短跑
健將陸權輝率先及彭社長帶領鼓舞下，梁明江、何耀輝、周寧
宇等幾位同學都下塲跑了多圏，顯示寶刀未老，童心未泯。

接著我們參觀培正校史博物館，舘內陳設有香港培正，
澳門培正，東山培正小學，西關培正小學照片，歷史文物，創
校先賢，並一代良師的多幅照片都展示其中，細察下不乏我
們熟悉及敬仰的校長和老師，近代譽滿國際的校友照片也在
陳列當中。最令人興奮是看到協社社旗和歴屆的社旗展掛在
牆上，立即再次拍攝團體照，以為記念。

在導遊的催促下，我們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告別了廣
州培正，趕赴下榻旅館及晚餐。剛好碰上廣州市下班時間，也
許司機不太熟路，來到晚飯餐廳時，已超出預算時間，只好把
原本是一頓豐富的晚飯草草吃完，便趕赴珠江夜遊了。

珠江夜色實在太令人陶醉，沿岸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燈，
照亮了沿岸的建築，樹木與行人。更看見許多做夜市的小吃擋
攤，熱鬧非常。沿江有多條拱橋連絡兩岸，橋身鑲滿漫畫般
的燈光，船在橋下經過，別有一番滋味。遠處看見午間導遊介
紹的最新景點小蠻腰電視塔，這時塔身的燈光，果真襯托出了
像是鑲滿鑽石婀娜多姿的身段，很多遊客都抓緊機會用小蠻
腰作背景拍照。衆同學在上岸後，仍然興致勃勃的去嘗試聞
名宵夜小吃，盡情享受美食及重溫昔日同窗之情。

第二天，巴士送我們去參觀廣州市郊的「嶺南印象園」，
印象園是一個展介廣東文化遺產的遊樂塲。地方寬大，模仿
設置成一條古色古香的小村，小村內有多楝村屋，祠堂，露天
劇場，飯店等建築物。廣東聞名的刺繍，雕刻，陶瓷等手工藝
都展示其中，很多東西都是童年時熟悉的，有趣的是多幅油
畫，把趣怪粵語如：「通籠煎堆」，「賣大包」，「飲頭啖湯」，

「盲公食湯丸」，「黃皮樹鷯哥」等廣東生動幽默俗語，圖文並
茂的展示出來，只因時間倉促，同學們只好分散去流連各人
所喜歡的展覽或活動。約定時間在園區內的泮溪酒家午餐後
回程香港。

小時候，寫作常用時光如流水去形容時間快速流逝，經
過了五十年的歲月，驀然回首，可算是親身經歷了這樣的描
寫，一點也不誇張！但願我們能珍惜眼前所擁有的，竭力保持
身體心靈健康，帶著感恩的心去面對未來，在神的恩典下，我
們能有更多的相聚，中學時的情誼是最寳貴的。感謝這次為
協社金禧付出時間精力去籌備的同學們，沒有你們的犠牲，
我們不可能有這麽美好的時光與回憶。

1964年級協社
金禧廣州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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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校長、各位嘉賓、各位同學：
今日非常榮幸，有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紅藍精神的

一點體會。
我父母都先後在廣州和香港培正任教二十多三十年。我

也先 後在 廣州及香港 培正就讀，由幼兒 班一直讀到中學畢
業，因此可以説，我從母腹中直到中學畢業都是在紅藍精神
的薰陶下成長的。

究竟紅藍精神是什麽呢？紅藍精神的精粹是什麽呢？這
精神又為什麽用紅藍兩色來代表呢？

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的體會，目的是拋磚引
玉，希望校長、老師、學長們多多賜教。

培正是基督教浸信會創辦的學校，創校的目的是要本著
聖經的教訓，培育出在德、智、體、群、知識、智慧、和屬
靈生命都傑出的人才。培正的校訓「至善至正」就表逹出培正
作育英才的目標，也就是「紅藍精神」的精粹。

什麽是至善至正呢？在不同的文化中，會有不同的標凖。
在某些文化及社會中的「至善至正」，在別的文化或社會中可
能是「至邪至惡」。然而，我們的校訓，是毫無疑問的基於聖
經的真理，是聖經的標準。

聖經説只有神是至善的，也只有神是至正的。聖經在提
後 3：16、17 説：「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
備行各樣的善事」

所以若要發揮表彰至善至正的紅藍精神，便要在待人處
事中按著聖經的教訓，學習神的美善，神的公正，處處為他

人好處著想，不作損人利已的事，也不作違反法律公義的勾
當。即是説，要學效神無條件的愛，不為什麽的愛；也要學效
神大公無私和光明正大的處事方式。對人真誠關懷，而不是
別有用心。

在過去半個世紀，與培正同學的交往中，無論是同窗或
是前輩後輩，都實在體驗到這樣的風格態度，可説是紅藍精
神的表彰，這是實在值得欣慰的。

至於創校先賢為什麽用紅藍兩色來代表這至善至正的精
神呢？這似乎無可稽考，在歷年中聽過不少不同的意見，我相
信都不是校方正式的解釋。今天小弟藉著這機會同大家分享
我個人的意見。

神的至善是藉著祂的大愛表彰，祂的大愛是用祂兒子耶
穌在十字架上代替人接受罪的刑罰、流血捨生來表明。紅是
血的顏色，可以代表神的大愛，神極度的美善。

神的至正，也是用祂兒子在十字架上擔當了罪的刑罰來
顯明。神絕對公正的標準是「罪的公價乃是死」，「犯罪的，
他必死亡」，所以耶穌的死滿足了神公義公正的要求。當人相
信耶穌的代罪救贖後、聖經説：「祂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
海」（彌 7：19 下），又說：「諸天表明祂的公義」（詩 50：6 和
詩 97：6）。藍色是天和深海的顏色，可以代表神的至正。

所以，以小弟愚見，以紅藍兩色來代表至善至正，是非常
恰當的。

讓 我們 繼 續 發 揮表揚神至善至 正的紅 藍精神，造福 社
會、服侍人群，效法耶穌「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 1：
14），能至善至正，度此一生。多謝大家給我機會分享。

鍾寶穗分享紅藍精神

歡樂聚梁榮發
協社精英耀香江	 五十寒暑路漫長
金禧聚首齊共醉	 慶典一夕樂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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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協社金禧籌備委員會為我社
安排金禧典禮。此乃香港培正中學，小學及培正同學會聯合
為我社舉 辦的盛大金禧 典禮，我非常榮幸能夠参加這次典
禮。以下是筆者當天的回憶手記：

早上九時十分，我和內子在入住的龍寶洒店大堂，會同
了姚念詒同學及其夫婿 Henry Wu，從柯士甸道步行到彌敦
道的巴士站，一同乘 7号巴士去培正。上車後很高興見到梁卿
及何宇登同學（夫婦），他們在前一站上車。到了下一站，又
見有两位西裝友上車，武承聖與宋允鵬同學是也。握手，寒
喧數句，已到下一站。又見两位西裝友上車，馬民健及李曉
篷同學是也。李曉篷握手問宋允鵬同學，" 我係李曉篷，你好
熟面口，你係邊個 ?"。" 我係宋允鵬 "。" 哦，對唔住，唔記得
咗 "。李曉篷是協社頂級優異生，數學第一，無人能及。現在
見到班上的老同學都唔記得。嘆歲月不饒人，我地唔認老都
唔得（又可能 50 年未見面之故）。我們一行十人同乘坐7号巴
士返培正，純巧合也。

轉眼巴士已到達培正，進入培正新禮堂前的廣場，見到
全是協社的同學。喧嘩不停，互相握手介紹自巳，有些同學
多年不見，再見面叫不出姓名，甚為不好意思。於是趕快入培
正同學會內，登記及領取名片，以便認人或被認，唔晒再問 "
你係邊個 "。此名片由香港培正同學會的幸小姐精心設計，美
觀大体，戴在胸前，甚感光榮。有同學忘了帶校呔，金禧籌委
會已經代購了校呔，港幣二十呅一条，嘩 ! 抵到爛。不過係舊
貨，因今年的新貨未到，頂住先。價廉物美，冇呔的同學們皆
大歡喜。

當天的第一個節目，参加協社同學們捐出的課室冠名儀
式。那課室在前座樓上，由培正小學張廣德校長帶領到冠名
為「1964 年協社室」。此室將会係培正小學教務中心，會有电
腦及 WIFI 的設備，以供學生們學習之用。一百多人齊齊擠在
一間課室，觀看由張廣德校長，彭守柱社長，及李振威同學
主持剪采。剪采完畢，協社同學們按「信，望，愛，光」之序
拍團体照留念。在一百多人的課室內拍團体甚不容易。再加上
協社同學們興高彩烈，很難安靜下來。攝影師要不停叫同學
們：" 睇住 ! 睇住前邊 ! 唔好望隔离 ! 左便第二行第三位四眼哥
哥被遮住 ....."，很不容易才拍完團体照。

課室冠名儀式後，同學們魚貫進入禮堂，演習金禧掛牌

儀式。協社同學按「叫名次序」排隊上台，上台後按照女前男
後梯級排列，同學們很守秩序，很快排得整整齊齊，然後由
台下攝影師拍照。拍照完畢巳到中午時刻。大家一窩蜂冲去
金禧籌委會已在培正對面預訂的「唐宮酒樓」午飯。筵開十
席。同學們聚集一堂，談笑甚歡。亦有同學滿場飛，應酬多年
未見的同學。歡樂時光過得真快，不覺巳將到两點鐘 ; 協社金
禧典禮快將開始。同學們又速速趕回培正禮堂二樓休息室集
合。按照早上的排列次序排隊。忽然有同學高叫 " 邊個排我前
便 ! 邊個排我後便 !"，" 我唔記得晒，幫吓忙啦 "。幸而其他同
學都記得位置，並無出差錯，同學們很快排好隊，等待入場。

金禧典禮司儀由梁興同學担任，程序如下：
•金禧典禮開始―由溫賀強同學持社旗帶領，協社同學列
隊入場，在禮堂內接受在校培正同學及其他觀衆的熱烈掌声
歡迎。協社宋允鵬同學奏校旗歌（全體起立）。
•唱校歌―由協社高音歌王倪鑑光同學領唱（全體起立）。
•祈禱―由邱偉大同學（在美國加州担任牧師）領禱（全體
起立）。
•社長彭守柱致辭―主題是培正的紅藍精神蘊存在校歌裏

（有六位協社女同學唱校歌助興）―社長語重心長，勉勵在
校同學努力學習，把紅籃精神發揚光大。
•金禧掛牌禮（在大银幕上放映舊日相片... 回味青葱歲月時
期）―邀請到：劉彩恩老師，麥文郁老師及陳德全老師主
禮。劉彩恩老師以九十多歲高齡，坐輪椅來主持協社掛牌儀
式，甚不容易，協社之幸也。金禧掛牌禮開始，梁興同學逐
一介紹上台掛牌同學，既風趣，又幽默，花名及趣史無所不
有。引得台下觀眾哈哈大笑。要記得八十多位同學的花名及
趣史，真是天才司儀。間中亦聽見梁同學讀錯同學之名，不
過偷睇一吓貓紙，立刻更正。發覺天才亦有錯，表示他仍是
協社的同一族類，並非完美一族。金禧掛牌完畢，協社同學
按照女前男後，梯級式排列在台上。
•協社代表向主禮老師致送紀念品―由彭守柱社長主持，
送上有協社徽章的羊毛毯給三位主禮老師，以示温馨的意思。
•獻禮―給中學葉賜添校長，小學張廣德校長，及同學會
黎藉冠會長。分別由梁玉芬，宋允鵬，蘇寶禮同學担任。
•協社同學與在校同學分享「紅藍精神」―協社代表有：鍾
寶穗（醫生），趙任君（神學家）及宋允鵬（著名鋼琴家）。在

范更生1964年協社

香港培正中學
協社金禧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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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同學有：鄧慧妍及梁思齊。他們二人訪問三位協社同學。
三位協社同學對在校同學的問題，應對如流，分享成功的要
訣，及紅藍精神的見証。鍾寶穗同學回憶 1964 年與二十多
位協社同學坐邮船來美國，同舟共济的情境，到了三藩巿，
見到美國培正學長們在碼頭接待的熱情，並指導初到步同學
如何適 應新環境，找工作，及自我剪髮 .... 等求生技 能，充
份表現出紅藍精神的存在。趙任君同學談及培正的聖經教學
培養了信仰的基礎，讀神學的經歷，及紅藍兒女遍天下的經
歴。宋允鵬同學的幽默回答，（例如：提 及手冊上的紅藍精
神）更加引得全場大笑。
•禮成（在校同學先離場），協社同學與主禮嘉賓及老師留步
拍大合照。

禮成後，協社同學們重遊校園。走出禮堂，沿着走廊漫
步，見左邊的幼兒園課室，室內設備完善。看見可愛的小朋友
們，穿着整齊的校服，正在課室內用心聽老師的教導，不受
外面参觀者的干擾。再看右邊的游泳地，有很多小朋友正在
接受游泳訓練。再走到小學運動場，見到六位大約十歲的女
同學，正在跟著音樂演習體操，集芭蕾舞及柔軟體操的美妙
姿勢，難能可貴，眼福不少。這是五十年前未見過的項目。想
信這羣幸福的小朋友們，能夠有機會來到培正小學，接受傳
统的紅籃精神，及嚴格的高科技教育，將來會成大器，有機
會名揚國際。

走出小學校園，沿操場直上中學校園。上到一樓，已覺得
累及口渴，真的是歲月不饒人。（回憶讀中學時，為怕遲到，可
以從培正大門口，一口氣跑到中學部四樓，面不改容，後生可
畏也）。在教務處，內子問職員那裡有水可喝。職員立刻招待
我們入會客室坐，並奉上茶水。盛情可嘉，温暖在心頭。

参觀完中學校園，步行到操場登上豪華巴士往上海總會
出席金禧晚宴。同學們上了巴士，自然又喧嘩不停，像一羣天
真的小學生，返老還童也。當天的交通非常擠逼，巴士行了一
個多小時才到達上海總會。走到樓上宴會廳，巳經有數位主
持節目的同學們先到。他們坐的士及地鐵先趕到，預備今晚
的節目。

上 海 總 會 的 晚 宴 場面 很 熱 鬧，筵 開 十三 席。座 上 嘉賓
有：中學葉賜添校長，小學張廣德校長，同學會黎藉冠會長，
朱振龍副會長，蕭寅定學長及顧明均學長等級社代表。晚宴

開始，上的是正宗上海菜，非常豐富及好味道。
宴會中的特別「懐舊節目」，由李振 威 及 馬民健同學主

持。两位均是協社的才子：

•馬民健：詩路敏捷，出口成章，常有含鹽味之佳作，且是鹹
在骨子裡那種，要慢慢品嘗，才能領悟其味。故有「詩佛龍」
之稱。
•李 振 威：有一 流 的 應 對 急 才，好 作 有異 味 的 笑 話。時 常
引得協社下一 代的小朋友們哈哈大笑，故有「史料丕」叔叔 
之號。

懷舊節目放映了許多同學在讀中小學時代的舊照片。李
振威及馬民健分別介紹照片中的主人。李振威先發制人，把同
學的花名，卓號及秘史逐一介紹，無所遁形。馬民健在旁唱
双簧，加鹽加醋，詐傻扮懵，時出有深鹹度的佳句，引得全場
大笑。當李振威介紹黄維欣同學的花名叫「蛇仔」時，黄維欣
立刻站出來要澄清他不應該叫「蛇仔」，陳飛龍才是「蛇仔」，
因為「飛」跟「非」同音，所以「飛龍」就是「非龍」，而「非龍」
便是「蛇」，所以陳飛龍應叫「蛇仔」。（按筆者猜想，黄維欣
可能想替陳飛 龍改花名，不料 弄巧反拙，自已反而得了「蛇
仔」的花名，現在跳入太平洋也洗不清了）。而陳飛龍同學，
手持酒杯，半醉半醒之间，出來否認其事，然後加入節目助
興，並且口吐絕句，針針見血，赢得不少掌聲。在場觀眾響應
熱烈，拍手，歡呼，或抱腹大笑 .........

跟着有抽獎節目; 由梁立智與潘恩惠同學（夫婦）主持，黄
維欣及夫人亦在旁助興。梁立智同學介紹獎品內容時，加添
鹹鹹濕濕味道，增加分發獎品的氣氛。有很多名貴獎品，是
由來賓及協社同學慷慨捐贈。中獎的同學們均是興高釆烈出
去領獎。有幸運的枱，連中數獎。羨死沒中獎的枱，因而笑問
抽獎人有冇出術。

抽獎節目完畢，晚宴繼續。做主持的同學們，直到現在
才有機會吃剩下的飯菜。晚宴未完，有同學已经開始籌備明
天的節目;有去澳門一天遊及去長洲的食嘢團。看來協社同
學們要搏盡老命，分秒必爭，盡情享受相叙之樂。我与內子
亦不甘落後，立刻報名，参加由蔡志森同學領隊的長洲食嘢
團。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宴會結束，同學們依依不捨話別，各
自回家或返酒店休息，預備明天再來一次新的沖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