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騰社銀禧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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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raise a toast to our friendship today,

holding hands let's make a wish and pray,

may the magic of our friendship last long,

may the faith between us grow strong...

HAPPY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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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 1940 年毓社離校 75 周年，我聯想到７５年前舊事，無限感慨，當時我
級在澳門就讀。1939 年秋，母校舉行 50 周年紀念慶祝，我們請李竹侯老師撰聯，
貼在池塘上九曲橋的盡頭原有的對聯上，詞曰：

“豈為愛蓮來，不過池角小亭，堪作課餘游息；
權官遷澳讀，剛又校齡半百，也該紀慶裝煌。”

同時橋頭入口處，架上一木牌坊，貼了龔振祺老師所撰一聯。詞曰：

“綵綠笙歌，頌五十年前哲士；
蠨蛸鸛鹿，懷百餘里外東山。”

因此更懷念先賢創業功積，自此至今，又 75 年矣。於今
母校遷返廣州舊址，回首前慶，自覺歲月不留人，人事滄桑，
本篇作者，亦將感於斯文也歟。

1940毓社區東
毓社鉑銀禧

左起：區東、戚嘉慧會長、葉兆光夫人

毓社懷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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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三藩市灣區培正同學會為毅社同學離校七十周年辦金鑽禧慶祝，並致送到會每位社友一枚超級
鑽石留紀念。

三藩市灣區的毅社同學，原先很分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一次譚連德家聚會中，劉志超提議毅
社應該有個定期聚會日，大家一致同意，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六中午到香滿樓飲茶，由陳雲柱擔綱，不用
發通知、不必報名，到期社友自發參加，坐下就像家庭團聚。我們的月會，飲食在其次重聯誼。例如陳
雲柱身體不好，初時點心泡過滾水才進食，後來只食淡粥，陳國鈞也曾油鹽不進，張淑芳切去半個胃，
陳幹夫婦近十年來身患重病，他們仍然堅持參加。由於經常聚會，友情更加增進，社友消息更加靈通。
陳雲柱過身後，他的夫人黃珍妮女仕遵照其遺愿繼續主持至今。

毅社是培正的一份子，所以月會並不限於社友，57年輝社鄭國輝、67年恆社周榮超夫婦，他們不僅
常臨，而且是基本台柱。香滿樓毅社月會，現在可說是灣區培正同學會的一個據點了。

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上世紀七十年代毅社同學第一次參加灣區培正同學會的只有陳國鈞和
我兩人，1995 年在皇后酒家毅社金禧慶祝約有二十四人，2015 年王朝酒家毅社金鑽禧到會社友僅五人。
話不多說了，但愿灣區培正同學會薪火相傳，長保青春。

陳翹邦
1945年級毅社金鑽禧

左起：陳翹邦、陳幹、譚連德、李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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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社畢業65周年藍星禧慶典
趙善強

2015 年 9 月26日三藩市灣區培正同學會舉行每年一度同學日在 Cupertino（哥
怕天奴市）皇朝海鮮酒家，同時慶祝銀禧、金禧及其他每五年一屆的同學們加冕
及慶典，我們灣區弘社同學也趁機會邀請各地弘社同學到來參加離校 65 周年聚
會，對這群 80 歲以上的“老人家”交通問題很難處理，在戚嘉慧及孫必興理事安排
下，把這一班“老嘢”專車送到皇朝酒家，同時又贈送每人一顆名貴的“藍寶石”（約
50carat 左右），紀念 2015 年弘社藍星禧，除集體拍照外還享受一個豐盛的海鮮
餐，飯後再專車送別，麻煩了多位理事熱情的招待，僅此明謝。

此次聚會，灣區同學有潘永健、關威民、劉觀之、李朝勇、李添基、李保羅、
陳惠群外，還有外地來的蘇君樂（聖地牙哥）、朱樹椿（北京）、李宗枬（廣州）、鄭
建基（溫哥華）、陳兆金（典化）、甄炘文太太（泰國）及其他社嫂，請參閱照片。

兩日後 9 月28 日弘社同學再一次在 Millbrae 香滿樓酒樓聚會，因為有幾位社友
及社嫂未能參加同學日慶典，共 30 多位有機會再一次與各地同學們握手擁抱，共
享一次美味可口的午餐全部由郭同伋嫂夫人（包起）請客。

後排左起：甄炘文太太、李朝勇太太、關威民太太、李宗枬太太、潘永健太太、劉觀之太太、李保羅太太、鄭建基太太
前排左起：陳兆金、陳惠群、朱樹椿、李朝勇、關威民、李宗枬、蘇君樂、潘永健、劉觀之、李保羅、李添基、鄭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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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回憶
梁錦濤

唉！ 一百二十萬天又過去了，這 60 年不知怎樣過去的，但確確實實我們這一群
都是高齡老翁了，尤其是最近一兩年，我們走路慢了，背不怎直了，據最近統計，
我們四班培正高中畢業，共 160人，大概已走了一班，其他的我們，是在排隊，物換
星移，無法抗拒。

我們同班大概有 20人左右在灣區，這次王朝午餐出席約 11 人，已是不錯了，
最近數年又開長途車的人約有三分之一，從不參加活動者亦有四分之一，在未來數
年，能有一半人（10人）左右能參與活動的，已是萬幸了。

隨着年齡增長，人懶了，什麼都不想做，請人去寫篇中文報導，難之又難，不
是說寫不出中文，就是跟本不想寫，不能寫，其實只有一半是真的。

說了半天老話，又回頭說說我們這一群老者活動近況，大概三四年前吧，我們
一向有集會，午晚餐團聚之舉，現已無影無蹤了，有的是有朋自遠方來，聚首一下
而已。有志同道合者，麻雀友四人局，每月兩次（自已組合者）有每星期四早上，在
舊唐人街（SF）有一桌中午飯局，從明社到忠社都有，不超過十人。

上月Nov 9 － Nov 14， 2015 我們忠社鑽禧在香港盛大慶祝，並在珠海、中
山四天歡聚一堂，出席老師只有生物老師老瑞麒夫婦，年過九十矣！

同學姓名：劉粵琛、方翹楚、周興文、謝瑞津、鄧國謀、羅愛平、薛又梅
鍾美麗、伍維章、梁錦濤、陳若琪、張奮雄、趙崇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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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禧慶典盛況 多倫多培正忠社晚宴
2015年9月28日
李根田 2015年10月4日 11：06 pm

（多倫多同學於 2013 年 6 月7日開始考慮是否舉行鑽禧活
動，結果決定後如期進行。）

六時開始，同學們和嘉賓魚貫入場，簽名、佩上襟花，握
手暢談，洋溢歡樂氣氛，會場佈置華麗。

出席者有林英豪校長，安省培正同學會劉永安會長〔仁
社〕及 夫 人 蒞臨 参 與 盛會，難 得 有陳敏 娜 和崔 慶桂自遠 方
來，王載寶夫婦也首次参加，張雅倫夫婦也來了。張啓光〔瑩
社〕，張 雅 雄〔仁社〕夫 婦，伍 沃 衡、伍 周月明、賴 瑞 賢 夫
婦、唐仲矩、梁曼麗與夫婿李文彬、賴經倫、佟世華、李偉
勳夫 婦、李行熙 夫 婦、梁 祥發夫 婦、劉國勳夫 婦、顏昌齡
夫人、黄培枝夫婦、趙李華英、張雅靈夫婦、李潔新、張恭
敏、李根田夫婦。

顏昌齡身體欠佳不能出席，林校長千金林翠微〔敏社〕因
事缺席，是晚筵開四席，忠社同學共二十位，濟濟一堂，温馨
熱鬧。

六時半拍照：全體、忠社同學、曾就讀廣州、香港、澳
門，以劉國勳最出眾，擁有三校〔穗、澳、港〕學位。席間自

由拍照，唰唰聲不絕。

七時正由李根田主席宣佈宴會開始：會眾肅立，懷念在
多倫多離世的同學：朱蘊瑶同學夫婦、趙     連同學、馮瑞麟
同學、任顯耀同學。

張恭敏帶領唱校歌及紅藍歌後；林英豪校長訓勉；劉永
安會長致詞；張雅靈感恩祈禱。

切 鑽 禧蛋 糕，紀 念 同學 畢 業離 校 六十週年，也是 忠社
六十八歲生日快樂，由林校長及伍沃衡、黄培枝、李行熙、
李根田主持。

宴席開始：鴻運乳豬件海蜇、百花炸釀蟹拑、翡翠珊瑚
蚌蝦球、竹笙蟹肉雞絲翅，美食進入肚腹，樂也！敬酒由四位
社委舉杯，祝各位身體健康，歲歲平安，幸福每一天。

自由發言：感言、憶舊、勉勵、分享、見證。同學非常
踴躍，有伍沃衡、李行熙、黄培枝、張啓光、李文彬、劉國
勳、張雅靈、張雅倫、李偉勳、唐仲矩、陳敏娜、崔慶桂、
張恭敏、李根田。人人道出真摯誠懇的心中話，充分表現出

舉杯祝賀：李行熙，伍沃衡，黄培枝，李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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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同學間蘊藏的友愛和關懷。

南乳吊燒雞、鮑魚菇扒苗皇、美極焗雙龍蝦、清蒸游水
青班又出現在桌上，繼續飽嘗。

精彩扣人心弦的抽獎時刻開始，林校長抽出由顏惠芳贈
送「三獎 $50」，趙李華英贈送「二獎 $60」，周月明贈送「頭
獎 $70」，分別由周月明、伍沃衡、張啓光中獎。 繼由劉永安 
會長抽出由李根田夫人贈送「魚翅海鮮同學歡聚宴一席」，由
張恭敏中獎。隨後由劉永安夫人抽出由劉永安會長送出同學
會贈送的「禮物二份」，分別由李行熙夫人和林翠微得獎。

林 英 豪 校 長 贈 送「 鑽 禧 大 蛋 糕 」， 張 雅 靈「 大 會 經 費
$100」，張恭敏「大會經費 $100」，唐仲矩贈送每席「香醇美
酒一大支」，張雅雄夫婦為「大會攝影」，在此謹向各位致以
萬二分謝意。

海皇炒飯、長壽伊麵、百年鴻運、美點双輝也出現在桌
子上。大家盡情享用，一同歡樂。

期間，同學們傾談甚歡，說長道短，來往餐桌之間，台上

下三五拍照留念，互祝健康、平安、快樂、幸福。

十時正，晚宴在一片歡樂中，完滿結束，留下了美好和有
意義的回憶。

晚宴假座世紀皇宮大酒樓舉行。

後感：雖然經過了長時間的思想、策劃、辛勞，沒有半點
埋怨、氣餒，為了達成重要的使命，付出是值得的。為了完成
鑽禧到來的冀望，是每個同學心底裡的喝求，努力吧！

少年、青年、壯年這些美麗的名詞都消失在我們的人生
中，那些為人所响往的年日也遠遠的靜悄悄地離開了我們的
生命中，惟有緊緊地擁抱着屬於我們的黄金歲月。

思念同窗時的好友，思念，像一條流不盡的活水江河；
像 – 片温柔輕拂飄浮的雲彩；像一朶幽香陣陣瑰麗的花朵；像
一曲扣人心弦和諧感人的樂曲。

同學們珍貴的友誼，總是一點一滴凝聚蘊藏在心間，它
包含了也流露出多少歡笑，多少淚水和多少的記憶，也有更多
更深的懷念和牽掛。

同學們，珍惜每次相見的機會，不要錯過相聚的時刻！彼
此記念！

2015 年 10 月 5日

黄培枝夫人，李潔新，趙連夫人李華英，陳敏娜，李根田夫人，周月明 林英豪校長訓勉

鑽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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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社鑽禧慶典
劉智遠－忠社鑽禧籌委會秘書 2015年12月29日

培正忠社同學 1955 年畢業，至今是 60 年了。兩年前，社
長鍾景輝建議要辦一個好好的鑽禧重聚。 這責任落在香港
同學肩上。鑽禧籌備委員會於是成立。 設有工作組（節目，編
輯，財務，等），負責各項工作，邀請有北美區代表們，提供
意見，和協助與當地同學溝通。兩年來與同學們一起，做了大
量的工作。

決定做的主要項目之一是出版忠社鑽禧特刊。 委員會知
道這項目工作量很大，金錢投資不少，但堅信這些付出是值
得的：因為刊中相片和文字可以記下我們過去幾十年的點點
滴滴，同學們可以分享人生經歷，見解。 加強友誼和互勉互
勵。

有五十位同學投稿，北美編輯們提供了大量相片，香港
編輯組尤其是主編孫必勝，“艱苦奮鬥”，終於不負眾望，準
時在聚會的首日交貨。特刊封面鑽光閃爍（何家鏗設計），重
1065Gm，194 頁，內容豐富：包括培正母校新舊照片，師長
贈言，老師相片，羅慷烈老師（馬鳳儀同學夫婿）墨寶。馮奇
彬同學的”懷舊六，七十年前的香港培正中學”如數家珍般敘
述學校歷史，忠社歷史，老師花名，上課舉動細節，歷歷在
目，非常溫韾。馮兄記憶力驚人，令人佩服。

忠社同學畢業後，都在不同的領域，做出傑出的成績，供

獻社會。例如：
1）鍾景輝同學在香港戲劇，演藝界的貢獻，可說無人能

出其右，作品和得獎多不勝數。為人得人尊敬。
2）卓 以 和 同 學 在 美 國 Bell Labs（40 多 年，Semi －

Conductor Lab，1990 年升任 VP）的研究發明，MBE 材料技
術，Quantum Cascade Laser 是半導體光源的革命，應用在
現代生活，醫療，環保，太空通訊各方面，使他 1993 榮獲克
林敦總統頒發 1993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和 2003 布殊
總 統 頒 發 2003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2009 榮 登
National Inventors Of Fame. 卓同學對工作團隊的看法，人
生哲理，和傳承他的知識給科學界和下一代的決心，詳細表
達在他的鑽禧特刊自述文中。值得參考。

3）陳敏娜同學在加拿大 Montreal 讀醫科和工作 60 年。
是當地的知名兒科醫生。除了診症和教學外，她還關心多元
文化兒 科健 康，和為弱勢 社群爭取平等的醫療 和社會福 利
服 務。這 些 努力得到社區和醫院 的確 認 和多 個獎 項。另外
對兒科 專業，大學 和 Montreal 的貢獻，使 她得獎包括 2005
年 Noni MacDonald Price，2010 被 任 命 為 Member of the 
Order of Canada 加 拿 大 勳 章 成 員， 和 2013 年 在 McGill 
University 領 受 Queen Elizabeth Diamond Jubilee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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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証著她的工作貢獻。
培正忠社出的專業人士，大學教授，工商業老闆，管理專

才很多。這也是培正中，小學，紅藍教育為我們打好基礎的 
成績。

鑽禧活動十一月九日在佐頓西洋波會歡迎午餐開始。有
50 位同學，連家屬共 72 入參加。同學們再次相見，有的相隔
多年，少不了一番熱鬧。一個小插曲是周興文同學演出”夫妻
佐頓街頭失散記”。緊張一番之後還是找到了波會。（興文說
那只是為了娛樂同學，增加話題的即時演出）。次日開始了珠 
海中山四日遊。

第一 天（11 月10 曰）：一眾 乘 珠 江客 運 到中山，轉 乘兩
輛大旅遊車，去珠海橫琴海洋王國參觀遊玩。該遊樂場佔地
132 頃，是亞洲最大的海洋公園。投資不菲，入場費旅行團票
也要 RMB250/人。遊客頗多。可見很多民眾消費得起。不簡
單。（看來人民真是比以前富裕多了）。場內海洋生物包括有
企鵝，北極熊，鯨鯊，各種魚類等等。鯨鯊館魚缸的展示窗玻
璃尺寸是長 39.6 米 X 高 8.3 米 X 厚 0.65 米，（獲健力士世界紀
錄確認”最大的水族館展示窗”）可以想像該館的 SIZE 和展
品水準。（我呢個工程佬看這塊超大，超厚（26 吋），亞加力
玻璃多過看魚：大佬呀，點做咖，點運來，點豎起，點扶正，

點焊接，點…. 那麼清澈無暇。不能不佩服同胞們的魄力和本
事。）晚上的壓軸好戲是煙花，煙火，噴泉，快艇和空中飛人
表演。卻因為天下小雨，只有勇者同學才有福觀看。這”王
國”是要化一整天遊玩的。

第二天（11 月11日）：吃吃玩玩，談談笑笑坐車去中山。
孫 必勝近 年很多時間居 住 此 地，所以間中扮 起 導遊 來，講
解當地風土人情，或其他課題當然更 加深入。（他說中國市
場大，只 要你有好主意，好產品，很容 易搵 錢）。下午在孫
文紀念公園漫步，照相。在豐盛晚餐後，乘船歧江夜遊，欣
賞兩岸美麗景色，和橋上及 建築物上色 彩濱 紛的 LED light 
display。一樂也。

第三天（11 月12日）：今天碰巧是孫中山先生 149 周年誕
辰。為了紀念這位偉入，本地地方和北京都派官員，在中山故
居舉行簡短莊嚴的慶祝儀式。必勝兄作為先生的後人，當然被
邀請接受祝賀。忠社同學適逢其會旁觀，是一額外收獲。孫
同學身穿中山裝，口說標準國語，係文係路，中規中矩。佩服 
佩服。

在故居參觀，遊玩，照集體相後去參觀沉香木雕，聽介
紹”香的文化”。午餐品嚐新 發明的蒸汽火渦。各人讚不絕
口，對這兩天的餐食大表滿意，並且原諒了第一晚的”王國”

38 39

總會消息



义燒飯盒晚餐。
提早回酒店準備今晚的鑽禧聯歡晚會。應眾要求，晚會

前加插了健康講座，由曾廣營，曹寶耀和馮奇彬三位資深同學
醫生主持。除答問外，並且作出多項保健建議：運動很重要，
要適量，姿勢要這樣，這樣，不要那樣，那樣。（一邊做美妙
示範）。同學們得益不淺。

忠社很榮幸邀請到老瑞麒老師為我們做鑽禧加冕。老老
師和師母全程參加我們的活動，更是難得。老師健步依然，
上下樓梯不用扶手，真叫我們羨慕。

鑽禧聯歡晚會由七時開始。郭子雲和薛又梅同學擔任司
儀。節目包括有舞蹈表演，李根田和林錫衡太太的相聲都贏
得不少掌聲和笑聲。老瑞麒老師在臺上為每一位同學掛壽牌
加冕，祝賀和勉勵。情景動人。為了加強交流，每位同學都上
臺簡略發言。介紹自已，人生經歷，家庭，體會，感言。
時間雖短，但已足引人動情。這可以是流淚或歡笑，可
以是思索或感恩。每人不同。不止一位同學要向另一半
確認阿孫人數，引來哄堂大笑。當然要上臺照集體相，
分班相，分組相。哄哄鬧鬧已是晚上十一時。晚會在歡
樂中，還來不及排排舞，社交舞便要結束。大家玩得很
開心。留下點還沒得到的東西在心中也是好事。

第四天（11 月13日）早上參 觀咀香園杏仁餅廠。這
廠頗具規模，有 90 多年曆史。同學可以自己做餅。好玩
兼好食。自己做的當然”比師傅做的重好食”。午餐後搭
船回港。

11 月14日培正同學日。午餐於唐宮共有 92 人參加，
歡迎 9 位澳門忠社同學加入。社長輝哥也百忙中抽畤間
參加。加上有其他級社也同時同地出現，場面很熱鬧歡

樂。
午餐後返母校，報到簽名，繼續談笑，到處看看。在”培

正石級”上拍了精美的集體像。所有人的璨爛的笑容，代表著
我們鑽禧重聚的歡樂心情，而記錄下來。然後去小學新禮堂
參加弟妹班加冕儀式。忠社上臺向母校中，小學，同學會致奉
獻金，表達對母校栽培，和同學會的支持表示謝意。拍下鑽
禧集體相留念。晚上參加九龍灣同學日大公宴，席開數十圍，
節目豐富，又是歡樂一番。

11 月15日自由活動。16日開始 8 日台灣環島遊。有七位
同學和家人參加。寄回相片和報告表示旅途愉快滿意。

集會後大部份同學都回家過聖誕和新年了。大家都有一
個歡樂，滿意的鑽禧團聚。籌委會多謝所有同學的支持，和
熱心贊助。祝大家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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