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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卻在偌大的廳堂裡輕輕鬆鬆的吃，更有充裕地方
擺陣拍照。菜式之美更是不在話下，雞糠輕輕一句：「唔啱食
就唔俾錢！」上上下下馬上打醒十二分精神，細心泡製，魚蝦
蟹、蟶子、扇貝、鮑魚，應有盡有。人人都吃得飽、吃得開
心、吃得滿意，結帳每人平均不到$500，超值得很！但不得
不給大家「溫馨」提示：千萬不可以這價錢作準，沒有雞糠坐
陣，起碼要兩倍價錢才能落樓！

2）2014年11月22日紅寶石禧加冕慶典
自1999年，我們每次加冕都會約其他級社打籃球友誼

賽，增添禧慶。銀禧（1999）對1968仁社、珍珠禧（2004）對
1996Spree（球隊名）、珊瑚禧（2009）對1969昇社，大家都
盡興，玩得開心。除了對1996Spree那場球賽「僅」輸幾分
外，我們在其他兩場都談笑用兵，贏成條街。於是大家都有
點囂，覺得無謂再找老人家消遣，浪費青春。

本來1979榮社（珊瑚禧加冕班）已接受了我們挑戰的，
但他們竟然臨陣以湊不足人組隊為理由而打退堂鼓，簡直不
成體統，情何以堪？見到學弟臨陣退縮，我們的心更雄，不但
挑戰更年輕的1984智社（珍珠禧加冕班），黃景怡、區春生
等更想多約一隊元老隊，以發洩過剩的精力，「可惜」元老隊
又是組不成軍，只好「將就」與智社玩兩手，聊勝於無！

球賽開始，區春生、鄭浩華、黎秉然、黃循紅、黃景怡
先打頭陣。我們「差點」便先開紀錄，先拔頭籌；雖然開賽即
落後，但我們並沒有氣餒，又曾經「差點」追成平手。本來「友
誼第一，比賽第二」，無論勝負，彼此切磋，確是賞心樂事，
但這班小朋友卻不跟老學長客氣，衝撞搶截，全力以赴，毫

韶華不為少年留，一晃眼便畢業四十年，能不驚心！

先賢高瞻遠矚，設立了意義深遠的加冕典禮，讓同學一
起回到母校，驀然回首，重拾幾分斑駁漫漶的老情懷，惆悵
中不無欣喜。2014年11月，基社一百二十多位同學興沖沖的
聚首，一同慶賀紅寶石禧，歡度了難忘的一星期。

1）2014年11月21日新界一日遊與海鮮晚宴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正是良朋郊遊佳日。除

了潘皓珣因為身體不適，與華志平臨時決定不來，另外陳志
文因為工作而來不了外，43位同學上午九時齊集九龍塘地鐵
站，揭開紅寶石禧慶典活動第一炮。

上車後，導遊小姐知道這是我們畢業周年紀念活動，問
是大學畢業抑或中學畢業四十周年，我信口答是幼稚園畢
業，頓把她嚇呆了！可惜我這副尊容欠缺說服力，硬把年齡少
報了十二年，怎麼說都難以置信！

今天所去的幾個地方，對我來說都是新景點。濕地公
園、屏山文物徑、紅樓，聽是聽過好多次，開車也經過不少
次，但卻從來沒有去過，能夠和老同學悠閑優游漫賞，信可樂
也。

午餐在流浮山海鮮酒家吃素—沒看錯，是在以海鮮稱著
的流浮山，海鮮酒樓裡吃素！感覺確實有點周星馳，但這無厘
頭的安排卻更突顯出晚餐在容龍吃海鮮的豐富。在公佈了紅
寶石禧活動後，關溢康馬上打電話來，請纓為我們安排這個
晚宴。雞糠長袖善舞，能方能圓，各行各界都吃得開，經他打
點，我們整晚都享受到上賓式招待。大堂擠滿人客，氣都透

田榮先
基社紅寶石禧慶典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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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情。結果，我們果然是「差點」，輸了實在無話可說，但
場邊擁躉、粉絲、啦啦隊興奮如常，依然看得開心痛快，氣
勢之盛，絕對大勝！

兩點鐘在大樓梯拍完大合照，三時參加小學的「錢涵洲紀
念大樓」與「基社李思廉禮堂」開幕儀式。這幢大樓，多番波
折，終於正式啟用，大家都興奮。基社向來支持母校不遺餘
力，建樓需款殷切，李思廉馬上解囊慨捐一千萬元，以促其
成，校董會遂以李思廉令名為新禮堂命名，以彰盛德。我等
忝叨同窗之誼，與有榮焉！

由於同學日加插了開幕儀式，同學日大會延至近五時才
開始，基社更要等到六時後才開始紅寶石禧典禮。林仙韻、
林惟良任司儀，李振強擔著社旗帶領百多位同學上臺，跟陳
力行、陳耀旭、劉紹其、李仕浣、與梁崇榆五位老師合照，
繼而呈奉紅寶石禧捐獻，回饋中小學各八萬元，儀式簡潔、
流暢、隆重。下臺後，接著上臺的是慶祝珊瑚禧加冕的榮
社，學妹在臺上說，每次加冕都是跟著基社，感到很大壓力，
看見我們的陣容、組織、紀律，令他們慚愧不已！

八時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母校125周年校慶晚
宴，筵開一百二十多席，基社坐滿了十席。

澳洲培正同學會會長徐兆敏（昕社），前陣子看到我們紅
寶石禧背囊，非常喜歡，有意照版訂製，作明年在悉尼舉行
世界培正同學日的紀念品。本來，培正一家親，實在無所謂，
更何況這個背囊根本談不上版權。但今晚見到徐兆敏，我乘
機藉此大造文章，硬拉他過來我們這邊，幾位同學馬上圍著
他，喊打喊殺的索取版權費，最後周美亮拉曾慶玨過來和徐
兆敏合照，總算是「暴力開始，和平結束」（香港一哥論「佔
中」的廢話）。

席間除了有學弟歌星、學弟魔術師表演外，還有不同的
遊戲。其中乒乓球賽，李振強與劉培森代表基社應戰，不但
動手，更要動腦動口，好在黃杏秀、林惟良在旁邊落力提示，
乒乓孖寶不負所望，贏了比賽！這晚，整個場地鬧哄哄的，
我根本無法留心臺上的事情，只當這乒乓球賽是一般的遊戲
節目，但賽後李振強竟然向我追討獎金！李老闆說話向來沒
正沒經，我從來都是聽過便算，沒有放在心上，但他卻鄭重
其事地連番追問，叫我不得不正視。原來那場球賽的確有獎

金，建設銀行（與母校合作推出培正信用卡的銀行）贊助了
$8,888給得勝隊伍，李老闆果然沒有吹牛！感謝李振強與劉
培森，慷慨將這筆獎金捐贈給基社，作日後支持母校或同學
會之用。發達囉！基社好嘢！

同學會藉今晚的盛會拍賣籌款。李思廉以$50,000投
得顧明均學長（1966皓社）送出的ImperialSize（6-litre）
名酒，李思即場以美酒饗宴同學。梁宗存（1977傑社）具心
思，以$30,000投得另一支林培培學妹（2003信社）捐贈的
ImperialSize名酒後，馬上送給我們，慶賀基社紅寶石禧，
大家莫名興奮感動，梁宗岳老懷大慰笑著說：「我教弟有方
啫！」

不但同學愛護我社，連家人都愛護基社，基社的確好嘢！

3）2014年11月23日謝師宴暨惜別會
很多人對「維景酒店」這個名都陌生，但若說「沙士酒

店」，大家便馬上知曉。當王瑞華問我「什麼維景」時，我也
是這樣回答，但他竟然說：「沙士？乜而家唔係興伊波拉咩？」

每次加冕，我們都必定舉辦謝師宴，以感激老師當年無
微照顧與悉心栽培。今年謝師宴設在維景酒店唐宮，筵開八
席，陳力行、劉紹其、李仕浣、梁崇榆、與余榮端五位老師
出席，接受我們致敬。林仙韻與林惟良兩位金牌司儀繼續擔
綱，將整晚氣氛都搞活了。再加上梁宗存送的6-litre紅酒，劉
達邦與周光明每人再帶來一箱酒，整個場地都紛紛鬧鬧，情
緒高漲。

酒過三巡，自然要來點集體遊戲。先是鬥培正年資，我
那桌坐了幾位自詡為長期顧客的李振強、劉志恩、黃瑞源
等，其中光是李老闆已獨具17年資歷，滿以為必勝無疑，但
卻不明不白的輸了，幾位台柱都極不服氣，質疑其他人篤數作
大！再鬥寫老師花名，我那桌又是兩下子便寫出近六十個，而
且全部說得出老師原名，又滿以為必勝，卻遭鄰桌妒忌，硬
說我們沒有把原名「寫」出來，犯規出局！

勸君今夜須沉醉，樽前莫話明朝事，又是動情傾情忘情
的一夜。雖然這幾天因為要駕車而滴酒不沾，嚐不到美酒，
但和老同學把臂交往，蕩著青澀歲月，蕩著舊日夢憶，蕩著不
解情緣，醺醺然我沉醉在紅藍同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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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4年11月24日至27日臺灣四天遊
謝師宴中，黃進源（剛去臺灣回來）與邵家健都苦口婆心

溫馨提醒，阿里山上冷，切記多帶厚衣，以免受涼。是夜，
余家材回到家裡，馬上翻箱倒籠，找出羽絨褸、Fleece等寒
衣，重新執拾原已準備好的行裝。提示果然「溫」馨，在臺灣
那四天，溫煦暖和，陽光普照，熱到幾乎出熱痱，余家材媽然
有聲，誓要找黃大仙與邵百冇兩人，見鑊打鑊！

臺灣導遊趙仰偉先生，香港出生，幼時舉家搬到臺灣，廣
東話還算靈光。尊翁為他取名「仰偉」，足見趙老伯對兒子寄
予厚望，只可惜來到臺灣，國語讀音就變成「陽萎」，於是老
趙千叮萬囑，切不可直呼他的名！既然「陽萎不行」，我們唯
有以「偉哥補救」！但他的大名實在深入人心，所以在最後一
天，填寫意見表時，伍德賢主教下意識的問：「個導遊叫楊乜
嘢偉話？」

在臺中逛逢甲夜市，品嚐路邊臭豆腐、胡椒餅、各式小
吃，別具風味。不能不試的，當然是著名的「老董牛肉麵」，
基社同學坐滿了整個二樓，熱鬧異常；在臺灣，原來「牛肉
麵」與「牛肉湯麵」並不一樣，雖然兩者都是湯麵，但前者是

「牛肉」加湯麵，後者則只有「牛肉湯」加麵！
參觀廣興紙寮，負責講解的小妹妹，說話不是「阿」、

「喔」、「啦」，就是「喲」、「囉」、「嘛」個不停，黏黏甜甜，
聽得人軟軟膩膩，糯得厲害；跟著她做紙扇，儼如小學生上
勞作課一樣。我向來手藝不工，再加上小學教勞作的鄭煥時
老師，偏心女同學偏到出面，使我對勞作課更無興趣，但對
著這位可愛小妮子，甜言軟語，最難將息，於是老同學都很聽
話的跟著她「左一圈，右一圈……」的唸，意趣橫生。

雖然到過臺灣不少次，但臺中、臺南這一帶卻是第一次
來，景色是出乎意料的美。清境農場，青山綠茵，藍天白雲，
心曠神怡；阿里山上，古木參天，清幽恬靜，寵辱皆忘。但最
令人驚喜的，不是景色，是情。

遊畢阿里山與奮起湖，當晚就在山上晉膳。去到餐廳，鍾
麗芬居然遇到熟人，上前擁抱。當時心想：「來到這裡也會踫
上朋友？麗芬真是相知滿天下！」

正感欽佩，忽然見到鄭徽也上前擁抱，更是一驚：「連鄭
徽都識得？」

接著是第三位女同學……但我依然懵然不知，只是對眼
前景象驚訝不已，忽然旁邊有人說：「曾慶瑜嚟架！」我老人家
才恍然大悟，這份驚喜頓為阿里山的蒼茫暮色平添三分春意。

慶瑜禮數周到，親切有加，不但專程從臺北趕過來相
聚，並早早準備好山野乳豬，即場燒烤，更帶來一大箱啤酒，
親自逐桌子端上，柔情似水，熱情如火，怎生消受？大家都感
激感動感戴，也只有紅藍兒女，才能享受這隆情厚誼；臨別，
伍德賢帶領唱校歌和校旗歌互勉，才與慶瑜依依道別。

酒醉飯飽，大家都不想動，正好在回程車上小休；回到
賓館，依然感到飽飽的，尚未落格，但心想明天就要回香港
了，死就死啦，一於再去吳景唐房裡，繼續吹水，完成阿里山
上未竟之燒豬與啤酒，飽食終日，快哉！

5）無言感激
籌辦經年的紅寶石禧慶典，在一片歡樂聲中落幕。
紅寶石禧圓滿成功，全賴多位同學衷誠合作，齊心努

力；大家都沒有計較付出多或少，一心只想辦好慶典。雖然
忙，卻忙得開心，更享受著整個籌備過程，於是有事沒事都
召集開會，乘機刷一餐吹一番。

紅寶石禧圍聚了不少「失蹤」多年的同學，有些是多年沒
亮相的，有些更是我「聞所未聞」的同學，但不管是相熟不相
熟，見到面便很自然地感到親切，彷彿你我昨天才在圓樓梯
上追逐。有同學全程全情參與，我們感到鼓舞；有同學只參與
部份活動，我們同樣興奮；更有同學雖然無法參與任何活動，
卻努力抽空跑過來見面，甚至越洋過來拍一張全家福，叫我
們無限感動。對每位同學有形無形的支持，我們由衷感激。

都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學了，兩心相照，不必多說，講多便
嫌囉嗦，嫌世故，嫌見外。

6）壎箎翕翕（粵音讀作「圈辭泣泣」）
在屏山鄧家祠，導遊指著牌匾上這四個字，問怎麼讀？

我們幸不辱命，沒有丟培正的臉。v
壎箎，分別是以陶製與竹製的古樂器，比喻兄弟親切和

睦，壎箎相和。
走了近六十年的路，沉浸半個世紀基社情，壎箎翕翕，

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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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2日的同學日是我榮社離校35周年紀念
的珊瑚禧，當天共有60位同學出席慶祝活動，其中有
專誠由外地回港參加的，有當天才下機匆匆趕到學校

與同學一聚、拍個大合照的，有幾位甚至是25周年時未能聯
絡上，離校三十多年才第一次與當年的同窗相聚的，大家還
是少不免要相認一番。

大伙兒下午在中學小食部集合舉行茶聚，慶祝畢業35周
年。會上派發特別為禧慶活動訂製的風褸，這風褸是用榮社
社旗的主色配合珊瑚圖案設計的，不但色彩繽紛，更顯示動
感和活力。

茶聚中舉行了五年一度的社友大會，由於社長何重恩同
學因公事未能出席，副社長岑建樂同學和鄺敏儀同學代表報
告會務及是日活動詳情，並一致選出新一屆社長及委員，任
期五年。新任委員名單如下：

社長岑建樂
副社長：	鄺敏儀、陳啟生
財政兼文書林淑儀
班代表兼聯絡：
信：關沛芳、陸偉強
望：李藍青、林家榮
愛：王雅玲
光：林志明
善：梁寶海
正：張美英
提早離校同學：張儀鈞
顧問：尹奇偉、何重恩

1979年榮社畢業35周年珊瑚禧

茶聚後大夥兒按傳統在中小學之間的大樓梯拍攝大合
照，又不禁懷緬過去在大路玩攻城的剌激和樂趣，深深地替
現時學弟妹未能有這特權而可惜。

及後參觀小學新大樓部份設施，並在新禮堂舉行的同學
日加冕典禮中，一同在台上與當年任教的老師陳燿旭、陳力
行、梁家榮及劉紹奇合照，及向母校中學、小學及同學會作
出捐獻。想當年我社畢業25周年銀禧加冕是在舊大禮堂舉行
的最後一屆，今年35周年又可以在剛建成的新大禮堂舉行，
實屬榮幸。

晚上大公宴上，我社同學連同家屬一共佔有六席。大家
珍惜共聚的時光，繼續訴說當年，分享近況。

一天的時光轉瞬便過，同學們在興奮而不捨的心情
下道別。活動過去後不久，社長便立刻履行職務，召集
各委員，共商後續社務：發放級社消息於Facebook專頁
PuiChingWingHouse（榮社）79、寄發照片予出席活動的同
學、安排下次同學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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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本社銀禧加冕，五年時間可謂一晃而過。轉
眼到了2014年11月22日，又是智社的大日子：畢
業三十週年珍珠禧加冕典禮。當然不可不提的是母

校培正中學再添五歲，創校125年更是可喜可賀！
	 由於母校125週年慶祝，加上參與加冕的級社比以

往多（珍珠禧就是新鮮的事物），為令典禮順利進行，熱心的
智社同學早在年初已組織籌備委員會。委員會汲取籌辦銀禧
加冕過程中的經驗，同時添入新意念，集思廣益，加上智能
手機的即時通訊功能，令聯絡工作事半功倍；而同學不分海
內外，都踴躍報名出席以至參與籌備工作。最終本社邀請到
8位老師為七十多位同學加冕，在當晚出席大公席的同學及其
家眷更超過120人。

加冕當日（11月22日）早上十時許，各籌委已抵達午膳
的地方（小學飯堂閣樓）分發物資。配備齊全的姓名牌、醒

目的紅白風衣、仿照學生手冊的加冕冊（內附三首歌曲的QR
碼）、美觀實用的紀念袋……	一按各組別（我們將參與者
分成十組）編配妥當。到了午膳時間，四十多位同學擠滿閣
樓，陳潔貞老師和陳炳倫老師也來捧場，實在難得。大家當
然志不在吃，有與睽違已久的同學敘舊聊天，亦有急不及待
試穿加冕特製風衣，也有欣賞社旗、舊照片等展出物品，合
照和自拍更是少不了的指定動作。噢！各位均勿忘記樓下籃
球場上的智社同學，他們或與基社同學進行籃球友誼賽，或
在場邊打氣，真是豪情不減。

午膳過後，同學越來越多了，我們借用了培正小學兩個
課室，進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切蛋糕儀式，又在加冕小冊子蓋
上社印，令加冕氣氛一直升溫。全體同學然後穿上風衣，精神
抖擻地聚集於中小學交界之大石級處拍大合照，陣容堪稱鼎
盛。然後有遊覽校園的，有三五知己閒話家常的，轉眼便到了

蘇仰山
智社珍珠禧加冕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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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時多，準備到培正小學新落成的禮堂進行加冕。
到了六時左右，本社同學逐一踏上舞台，真真正正的加

冕開始。今年，我們十分榮幸能夠邀請到以下老師為我們加
冕：李雪梅老師、梁玉愛老師、陳潔貞老師、陳耀旭老師、
陳力恆老師、陳炳倫老師、李家俊老師、梁家榮老師（排名不
分先後），雖然每位同學與老師握手、加冕以至合照的時間
很短，但大家重聚的情意和對老師的敬意，並非以儀式時間
的長短來計量。對上述應邀出席的老師，本社全體同學借此
深表謝意。

本年大公宴席設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我們到達會場
後，各程序隨即展開，

當胡渭康同學為大會獻唱時，他邀請智社全體上台合唱
「朋友」，我們頓成全場焦點，而同學歡樂的氣氛亦進入高
潮，在此由衷多謝胡渭康同學的心意。

總括而言，本人覺得這次珍珠禧加冕十分成功，在此感
謝所有曾經參與籌備工作的同學（排名不分先後：梁建彰、
曾寶雲、潘國樑、潘嘉衡、關芷茵、張偉民、周寶玲、林奇
慧、呂聯華、羅慶添、林家麟）。如果要表揚各同學在那一方
面作出貢獻，本文的篇幅恐怕要長一倍。不過無論如何，我
要指出梁建彰同學是主要的組織者，他提出很多新意念，他
所花的時間亦比其他人多，假如沒有梁同學的參與，珍珠禧
加冕肯定會失色不少。

然而，正如本人五年前的說話，最要感謝的仍是出席加
冕的所有同學，如果沒有你們，智社珍珠禧加冕毫無意義可
言。當我看見禮堂內智社同學排成長長的行列準備上台加冕，
當我知道有同學當日由深圳趕回香港，過了晚上十時仍堅持
赴會出席大公宴，我會說：一切的工作都是值得的。五年後智
社珊瑚禧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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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社銀禧加冕
人生有幾多個25年，約定大家25年後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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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天的加冕活動，讓我們那些年的心又再次緊靠，
畢竟，我們曾經天天見面，見証著一　同成長的點點滴滴，
25年的重聚，說不完的想當年，活動後我們被大家的照片在
FACEBOOK洗版，有些同學還笑著說著:這幾天拍的照比我
過去的25年還多，這些情，那些珍貴的片段，我們的紅藍精
神…。就讓我們重溫禮社加冕的點點滴滴。

懷胎10月……。大概10個月前一班同學組成了加冕活
動委員會，往後的10個月，每個籌委會的成員積極為各項活
動籌備，在這10個月內，我們的WHATSAPP訊息超過3000
個，有時說說笑笑，有時就各持己見，但無論如何，我們目
的只有一個，就是盡力做好加冕活動，團結禮社同學，傳承
紅藍精神，每個月飲飲食食的飯局會議已成為的期待，感謝
各籌委的盡心盡力，排名不分先後:方靜嫻，鄭恩娜，吳榮
卓，梁耀輝，杜惠苓，陳光明，梁竣傑，李淑賢，陳綺明，陳
安兒，唐迎，朱啟華，陸効民，鄧昕，何廸希，張之仁，黎鎮
豪，吳嘉文，陳穎之，李浩賢，陳德立，劉偉豪，衛卓麟，陳
偉信，以及在海外的蘇子勤。

11月21日，禮社同學晚會，懷著緊張又興奮的心情與我
們很久沒見的同學見面了！當晚有百多位同學參加，場面非
常熱鬧，有些同學更專程由海外回來，感謝老師到場與我們
一同懷冕當年在校的趣事，亦有充滿才藝的同學，為我們夾
band助慶，當晚聽到最多的兩句，“嘩！很久不見了”，“影
相，影相”，那些歡樂的聲音，片段，至今依然念念不忘！

（排名不分先後:感謝李家俊老師，鄭景亮老師，陳燕
萍老師，張兆煌老師，張柏友老師，李雪梅老師，為我們夾
band助慶的蘇子勤，謝殷文，鄧兆熙，以及支持，贊助活動
的同學，各到場的同學們，太多不能盡錄。

11月22日，我們的加冕大日子到了，期待，感動！
那天重遊校園，籃球比賽，亦有老師為我們作加冕儀

式，場面感人，晚上為125周年的大公宴，同學們仔仔一堂，
笑聲不絕，因篇幅有限，太多想表達的說話未能一一表達，
但願以相片記錄當天部份的珍貴片段，禮社的好同學們，學
校往後每5年都有加冕活動，約定您，期待更多的25年，凝
聚我們珍貴的“情、心”！

感恩25年前相識，感恩培正有這個傳統，讓我們在老地方25年後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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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鵬社至尊禧

1954匡社鑽禧

1969昇社藍寶石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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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紀念廣州培正母校創校125周年暨台山市培正中學建
校20周年慶典活動二十華誕喜相聚，萬千紅藍傳薪

火。12月8日下午，台山市培正中學鑼鼓喧天，管樂齊奏，彩
球高掛，喜拱迎賓，紅藍旗幟迎風飄揚。來自世界各地培正
同學會的校友，各地培正學校的領導、香港台山商會首長、
台山及香港溯源堂代表、兄弟學校領導等海內外嘉賓，以及
台山培正學校師生近4000人在台山市培正中學體育場歡聚一
堂，隆重舉行廣州培正母校創校125周年暨台山市培正中學
建校20周年慶典活動。台山市政協主席譚康樂、台山市市委
常委、統戰部部長梁小青、台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黃國忠、
台山市外事僑務局局長陳耀宏、台山市教育局紀委書記容惠
漢等領導出席活動。

台山市培正中學於1994年由台山市培正同學會倡議創
建。20年來，在政府和培正眾學長的支持下，在全體台山培
正人的團結拼搏下，從最初的借地辦學發展到今天占地130
多畝，師生員工3700多人的辦學規模，是台山市唯一一所實
施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一條龍”辦學特色的學校。

慶典儀式上，台山市培正中學黃北健校長首先代表學校
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黃國忠副市長代表台山市人民政
府致辭，他在致辭中滿懷深情地回顧了培正的發展歷程，高
度讚揚校董會鄺文熾董事長、陳中偉副董事長及已故的謝
天錫副董事長為台山公益事業、為台山培正創建及發展作出
了卓著的貢獻，希望培正學長、校友們一如既往支援家鄉建
設、大力發展台山培正，勉勵台山培正師生懷感恩之心，努
力爭創佳績，為學校增光添彩。

名譽董事長陳中偉先生在致辭中感謝與會嘉賓及校友們
的支持，並希望培正人要感念母校恩典，承傳紅藍精神，努
力為培正多做貢獻，令紅藍精神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壓軸出場的是世界培正同學總會創會會長、台山市培正
中學董事長鄺文熾先生。鄺董事長今年已102歲高齡，但依

台山市培正中學建校20周年
二十華誕喜相聚萬千紅藍傳薪火

然精神矍鑠，思路清晰，激情迸發，聲音洪亮。他感謝一直
以來支持台山培正的人民政府、社會各界賢達及培正校友，
深情回顧了艱難創建台山培正學校的歷程，介紹如今台山培
正的建設情況，並暢談台山培正的未來發展大計，號召全球
培正紅藍兒女團結一致光大紅藍精神，支持培正教育事業，
勉勵台山培正師生學習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得主崔琦學長

（1957年輝社）苦心研究的毅力，開拓創新，勤教勤學，至善
至正做人，敬業樂群處世，為家鄉為社會為國家多作貢獻。

隨後，主禮嘉賓和嘉賓代表進行了頒發副董事長聘書給
陳中偉先生儀式、捐贈儀式、贈送紀念品儀式及頒發了“升
學考試成績優秀鄺文熾獎”、“服務培正紀念獎”、“朱氏校
友科技獎”等獎教教學基金。會上，鄺文熾捐資人民幣28萬
元用於獎教教學及本次慶典經費等，陳中偉朱珮貞伉儷捐資
人民幣5萬元用於購置鋼琴、深圳新洲獅子會捐贈一批價值
25000元圖書給培正小學。

最有培正特色、最令人感動的活動是薪火相傳儀式。各
地培正同學會會長及培正學校校長擔任主禮嘉賓。主禮嘉賓
在台上致祝福詞及按順序傳遞火炬，最後將火炬交到台山培
正各級社代表手中傳遞。從與會最年長的1933年奮社學長鄺
文熾董事長手中開始，一直傳遞到小學六年級盛社學生代表
雷曉瑩同學手中，象徵培正紅藍精神代代相傳，寄託著培正
如火炬一樣生生不息，福祉綿長的美好願望。

慶典大會結束後，台山市培正校董會、同學會還在黃啟
明校長紀念堂舉行了大公宴及文藝匯演。本次慶典活動，萬
千培正人及各界賢達齊賀台山培正二十歲生日，體現了人民政
府及各界賢達對培正的關懷和大力支持，更體現了培正大家
庭團結向上、光大紅藍的培正精神。建校二十年慶典，是台
山市培正中學發展的里程碑，也必將成為台山培正發展的新
起點。台山培正人定當益自奮勉，傳薪火揚紅藍，努力辦好台
山培正，讓紅藍旗幟在僑鄉高高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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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人民幣
鄺文熾壹佰三拾萬元
謝天錫壹佰萬元
鄺家駒壹佰萬元
李可喬、江妙開伉儷壹拾萬元
陳瑞權壹拾萬元
孫啟烈伍萬元

捐港幣
陳中偉壹佰萬元
陳國強壹佰萬元
陳德華壹拾萬元
楊康裔壹萬貳仟伍佰元
劉榮相壹萬壹仟陸佰元
鄺秉仁壹萬元
李群芳壹萬元
林濠江壹萬元
趙榮光壹萬元
梁麗雲壹萬元
林學廉壹萬元
龍基逸壹萬元
李仕浣伍仟元
陳力行三仟元
加拿大溫哥華同學會三仟元
朱金橋、鄭慧文伉儷三仟元
林英豪貳仟元
劉維張貳仟元
周榮超伉儷貳仟元
蔡偉棠壹仟元
鄺鑒開壹仟元

捐美元
美加南同學會伍仟元
趙羨藻壹仟零伍拾元
李雪珍壹仟元
黃文輝壹仟元
美國芝加哥同學會柒佰元
蔡敏儀伍佰元
劉煥文三佰元

陳文珠三佰元
羅根合三佰元
梅國治貳佰陸拾元
江心敏貳佰伍拾元
陳鐵廣貳佰元
余雅林貳佰元
李芳壹佰元
黃齡兒壹佰元
李漢光壹佰元
梅國豪壹佰元
周顯蒙壹佰元
劉大偉壹佰元
美國波士頓同學會玖拾元
邱超廉陸拾元
周兆憘伍拾元
森志仁伍拾元
梅榮輝伍拾元
梁國駒伍拾元
何展英伍拾元
梅松沛伍拾元
莫權英伍拾元
張文明伍拾元
謝哲明伍拾元
謝鴻基伍拾元
沈明崇伍拾元
梁茂和伍拾元
陳立益伍拾元
黃熊輔伍拾元
林惠祥貳拾元
何宜堅貳拾元

捐澳幣
畢慧瑤壹佰元
嚴銘求壹佰元
徐懷淑壹佰元t
陳秉麟壹佰元
謝鎮江壹佰元
王瑞兒壹佰元
畢慧聰伍拾元

為紀念“培正之父”黃啟明故校長，弘揚校長偉績高風，我會倡議籌建“黃啟明校長紀念堂”。蒙鄺文熾、
謝天錫、陳中偉、鄺家駒、陳國強五位學長熱心牽頭、無私捐獻，全球紅藍兒女熱烈響應，踴躍捐資，群策
群力，眾志成城，共建華堂。斯堂美輪美奐，功能齊全，先進實用，總造價（含音響燈光等設備）人民幣陸
佰柒拾余萬元，培正校友至今捐資合計人民幣伍佰肆拾余萬元，餘款由台山市人民政府鼎力支持。為表彰捐
建者功德，揚我培正紅藍精神，謹撰文銘石，永誌記念。

黃啟明校長紀念堂捐款芳名榜

世界培正同學總會
台山市培正中學董事會恭立

台山市培正同學會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