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善社 55 年      胡劍豪   55  善社 

時光流水，年華飛逝。金禧似乎是不久前的事，但五年又過了。已經忘記
了是什麼禧。問到會長，才知是翡翠禧。不論是什麼禧，歲月催人，就絕不
兒戲。趁記憶猶存，翡翠慶典，回首前塵，簡述 55 年的經歷。

回想在高中時，在上一屆蕭蔭棠，郭仲武皓月之明的光輝下，在黃逸樵老
師眼中，我們顯得黯淡無光。但小時不佳，大仍了了。同學各有成就。很多
得到博士學位，有兩位教授，高大昕在 UC Davis 物理系任 Dean，林鎮藩在 
Carolina。其他所知者，胡志超是 Hubble Space Telescope 的成員，李傑華是電
子顯微鏡專家，田金忠是炸藥專家，李威漢在光學上，有十多項註冊的專利
發明（patent）。在各行業上，士農工商，沒有從事農業，亦沒有律師，藝術
家。但人人都能發揮在母校的良好教育，在社會立足，安居樂業。

畢業後，為保持聯絡，成立了永久社。朱炳超為會長。第一年，舉辦在香
港旅行及晚會，當時，尚玩集體遊戲，可見乳臭未乾，童稚未除。第二年，
租用遊艇，在船上集會。第三年，只在餐館晚宴。可見續漸縮水。第四年，
永久社名存實亡，是自然的發展。

隨著永久社，我們出版了社刊。由 1962 至 64，出版了三期。當時，很多
同學都熱心投稿，內容相當豐富。可惜，隨著永久社而停版。我對這三本刊
物，珍藏至今，成為日後，我們出版了25 年通訊的原動力。

不知是乏善足陳，還是記憶衰退，同學間的活動，似乎沉默了好一段時
期，但友誼的種子，始終再會萌芽。為寫這回憶，翻查收藏的文件，才知道
我們出版了一本離校十年刊，可見同學聯絡，依然不斷。當時，陳偉仲為社
長，我亦為這刊物投稿，但我已忘記了一切。

我在 1973 年移居到多倫多，住在多倫多大學市中的大廈。大廈前有一小小
的兒童遊樂場 playground。一日，行經該處，場內一人，突然大叫一聲，翻越
六呎高的圍牆，跳出來與我會晤。原來是同班張毓毅。他與妻女亦住同一大
廈，這真是他鄉遇故知。以後五年的農曆年宵，我都與他一家共進團年飯。

1978 年移民來灣居，開始了在善社極愉快的時光。當時已有多人在灣區定
居，在袁慶祥和李威漢領導下，十分團結，每二三月一次 potluck 聚餐。各人
孩兒年紀尚幼，每次必有兒童哭喊。但哭聲不蓋歡樂。隨著時日，兒童不再
是兒童，不再參加老人的聚會。而我們亦由 potluck，轉到餐館大食。

為聯絡其他社友，在 1981 年舉辦離校 20 年重聚大會。在 Pacific Grove 的 
Asilomar Conference Center，一連三日。全美各地都有同學到場，連梅修偉老
師亦參加。是十分成功和高興的聚會。

Asilomar 一會後，每五年都有一次重聚會。最重要的當然是 1986 年的銀
禧。回港加冕的同學很多，可說是盛況空前。而在三藩市同學日，我們到會
人數，屢屢獲冠。本社袁慶祥，余光源，李威漢，先後任同學會會長和理
事，服務至今不斷。

銀禧後，與袁慶祥回顧社務，見到畢業後出版的三本社刊，有感而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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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動機，決定再出通訊。在 1988 年十二月，出版第一期。當時文稿要寄回香
港，由陳志成打宇，真是慘淡經營。幾年後，得威漢昌導，學會中文打宇，
於是全部編印，轉回灣區。初時，通訊只有文章，後來加上圖片，最後多
年，更以彩色印製。由 1988 至 2012，出版了 24 期，最後江郎才盡，以金禧
特刊作結。能出版了這長時期，即使不是是前無來者，亦必難能可貴。

銀禧後第一次的五年會，是在 Santa Cruz 附近的 Capitola 市，連續三日。
以後聚會，都改為遊船河 cruise，每次都有約廿人以上。除此之外，威漢很多
年，組團遊中國，同學們亦有其他的旅遊，同學們足跡遍及全球。通過這些
聚會，天涯咫尺，大大拉近了同學間的距離。

五年前金禧，在三藩市，羅省，及香港都有慶會。很多同學參加了三個加
冕。除同學日外，我們自己當然有慶祝活動，包括了旅遊廣東南部著名旅遊
點。這是人生只一次的慶典，為各人留下很高興的回億。

金禧後的翡翠禧，第一個節目是同學會的春宴。我們到會者十六人。破天
荒地有三位女同學出席。楊謙珍，梁潔貞可能是第一次參加春宴。三月初，
洛杉磯同學日，北加州四位同學，南下參加加冕。羅省同學全部出動，到會
卅多人，應是全場之冠，多謝百多高齡的鄺文熾老大哥為我們加冕。九月間
三藩市同學日，羅省已有同學預備北上。近年來，羅省同學與我們交往密
切，達到南北和。

翡翠禧最後節目，是北美東北船遊，有廿多人參加，將又是一愉快的聚
會。我們秉乘紅藍精神，團結合作，過愉快生活。在此，多謝母校，為我們
建立成功的基石。

皓社離校五十周年                                                           張均策   66  皓社

可歎判袂揚巾   東西各散   芳踪何處覓 
仍留玉照小傳   鴻爪共存   言笑此中尋

上列對聯是皓社畢業同學錄同學小傳的題詞，同學們多載同𥦬，畢業分別時依
依不捨，不捨彼此間的情誼，不捨黌宮的歲月。在校的日子， 除了一起學習外，
本社在運動塲上的戰績更是可歌可頌，我們曾經勇奪兩屆培正校運會全塲總錦
標，在籃球、排球、游泳方面，都是強隊，累奪冠軍，同學們群策群力，可見一
斑。那時有位老師告訴我們他的經驗，他說："中學時期是你們人生的黃金時代，
你們現在要好好的珍惜"，信哉此言。

我們分別後，藉通訊彼此聯絡（當時還未有email），天涯若比鄰。

在我社廿五周年銀禧紀念時，我們分別在香港母校，三藩市，多倫多，溫哥華
同學日盛大慶祝。銀禧乃培正校友的盛事，老師為我們加冕，晉升為元老，在三
藩市加冕升格為老柴前，我們表演皓社啦啦歌，高唱："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
四五六七，皓社皓社又第一"，歌聲滿酒樓，氣勢不遜當年，全場鼓掌叫好。

其後在三十周年時，在芝加哥歡聚，有六十多位同學及家人參加，遊密支根
湖，看歌劇，遊芝城，芝河，無所不談，包括在中學時的羅漫史，大家追女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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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事，樂而忘返，並作聯為記：

                                   卅載易逝 香江惜別 東西各散 芳踪何處覓
                                   四方雲集 芝城少聚 晝夜聯歡 舊事從頭說

聊應畢業時的離情。  

在三十五週年時，溫哥華的同學安排各樣的活動，遊楓葉國西岸，唱卡啦

OK，嚐美食，啖王帝螚，快哉，正是：

                                         卅五韶光皓皓風   相期而遇說西東

                                         雲歌花樣年華事   紅夢楓丹藍夢穹         

隨後，我們每年都有聚會，相聚於遊輪較多，比較容易安排，遊阿拉斯加，美
東海岸，加勒比海，巴拿馬運河，南加州及墨西哥，歐洲河道等，真是酒逢知己
千杯少。

韶光荏苒，彈指間已過了五十載歲月，我社同學在各方面在不同的領域，都有
很卓絕的成就，做生意做大老板者不少，從事教育，造就後學者，做學術研究者
衆，其中最使我們驕傲者是丘成桐同學，他在數學上有卓絕的成就，他曾經得到
世界最高數學獎  -- 菲爾茲獎 （ Fields Medal ），其後又得沃爾夫數學的終身成就
獎（Wolf Prize in Mathematics ）， 相當數學的諾貝爾獎。他在百忙中，仍然不忘
回饋祖國，幫助祖國學術的發展。他又與本社另一位數學家鄭紹遠同學合作證明 
Monge-Ampere方程式的存在性等等。

我們對同學會及母校事務都很關心，顧明君、陳德華等在培正校名回歸，母校
的建設及同學會的事務，出錢出力，值得我們欽佩。其他同學的成就，未能在此
一一細述。在香港慶祝我社離校四十年紅寶石禧時，英汝興社長對與會的林英豪
校長報告，自信我們沒有辜負母校及師長們對我們的期望。

 
今年是我社畢業五十周年金禧紀念，我們將於本年九月和十一月在香港及美加

各地慶盛大慶祝，屆時自有一翻慶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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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社四十五週年重聚通告                許永達     1971  剛社

各位親愛的剛社同學,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今年是我們畢業離校四十五週年。很多謝母校留給
我們一個珍貴的傳统，鼓勵我們:「五年一小聚，十年一大聚。」

過往週年重聚，鑒於同學們都有工作在身，重聚只有一個週末，有點過
短。如今有許多同學已退休或已半退休，加上有幸我們身體仍算強壯，大家
一同抽空相聚、暢遊，實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故此，今年三藩市灣區的重聚增加了一個加州海岸7天遊的遊船河。好讓同
學們一起緬懷青少年時同窗共讀，一同成長的歡樂日子，又可以分享別後的
人生經歷，交換退休後的興趣活動、健康保養、理財計劃，以及一同欣賞加
州海岸的美景及美食。加州九月中，正值初秋。秋高氣爽，景物怡人，是個
旅遊的好季節。

重聚的機會不常有。下一次重聚會在五年之後，我們將會是古稀之年。希
望您不要錯過今年的重聚，一同抽空，與我們一起同遊，一起分享重聚的歡
樂。  

三藩市灣區剛社同學敬約

**************************************

另外，如有同學想逗留三藩市灣區多數天，重聚前有兩個額外加插的旅遊項
目(有同學報名就成團。座位有限，先報先得):

1.  “優山美地遊”: 遊覽世界馳名的“優山美地國家公園”，有高山流水及原
始森林，美境如畫。(三日兩晚)  
2.  “酒香一日遊”: 參觀著名北加州的 Napa Valley 葡萄園及釀酒廠。

***************************************

三藩市灣區剛社四十五週年重聚籌備同學:

報名:         曹仲欣、史振達
財政:            史振達、曹仲欣  
饍食:            許永達、吳淼垚  
住宿:            吳淼垚、許永達  
船務咨詢:    關敏儀、蔡永松、關頤賦、歐陽文德  
船上活動:    蔡永松、歐陽文德、 關敏儀  
交通:            余劍平及多位同學  
接送資料:    余劍平、關頤賦、嚴培人  
聯絡:            嚴培人、馬邦洪、關頤賦  
總務:            嚴培人、馬邦洪、關頤賦  
通訊:            郭耀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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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聚日期:

9月16日晚:      “歡聚一堂晚宴”    (“香滿樓”, Millbrae, CA, 晚宴) 
9月17日午:      “同學日大公宴”    (“王朝酒家”, Cupertino, CA, 午宴) 
9月17日晚:      “答謝宴”                (“香滿樓”, Millbrae, CA, 晚宴) 
9月18-25日:    “加州海岸遊船河” (California Coast Cruise, Grand Princess)

兩個額外加插的旅遊項目:   余劍平同學領隊。  
9月12-14日:   “優山美地遊”(三日兩晚) 
9月15日:         “酒香一日遊”(只一天) 
 
****************************************

重要聯絡:

曹仲欣                 余劍平 
(Cell:650-455-8011)   (Cell:510-828-8753) 
jyunt@earthlink.net  yeealankim@gmail.com

緣淺情真                                                           李南雁    76 敏社

最近拜讀了葉喬生同學畢業四十年的感言，說起他與培正不解的
緣份，相對而言，我與培正的緣份便沒有如此深厚。我是升中時第
三志願被派至培正的。雖說當時的培正，亦算是名校，但在七十年
代，畢竟英文中學優勢較大，至少爸媽是如此認為。上了一兩天的
課，爸爸便為我找到了別的英文中學，打算為我轉學，當時一向乖
巧聽話的我，也不曉得為何堅決留在培正，許是校舍壯觀，老師可
敬，或是剛遇上幾個一拍即合的同學，就這樣我便開始在培正的六
年中學生涯。

比起許多從幼稚園便已在培正就讀的同學，我和培正的緣份，
算是比較淺薄吧。但這六年的生活，卻給予我許多生命中最美好的
回憶。雖然歲月已經冲淡了很多當時的生活點滴，然而，每每回想
起，都會讓我會心微笑。匆匆那年，青澀的歲月，第一個在培正認
識的朋友，當年讓我對數學產生興趣的啟蒙老師，挑燈夜讀的日
子，美蓮的义燒飯，義結金蘭的眾人，甚至那個曾讓我心跳加速的
男孩子。這許許多多的情，足夠讓我感到溫暖一生，四十年，雖然
是個漫長的日子，然而，這份情卻溫潤了歲月，璀燦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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