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長的話                                                                            戚嘉慧     
自今年春茗過後，一眨眼同學日又快來臨。如果各位讀者覺得至今只收到

一本通訊，不是錯覺，因為一稿難求，予其讓通訊內容空泛，我們不如精益
求精，每年只登兩期。

七月九日我們在 Milpitas 的 ICC Table Tennis Center完滿舉行了紀念梁錦琪
學長(54匡社)乒乓球日。大家在這個先進的俱樂部玩得很開心，詳情請閱讀本
刊內"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日簡報"一文。在此我要多謝鄧國謀(55忠社)和朱
啟鵬(57輝社)兩位學長策劃這項活動的功勞。

今年同學日，將於九月十七日在南灣王朝海鮮酒家舉行。由早上十一時開
始，直至下午兩點半，希望各位學長踴躍參加。

在此我特別要多謝各位理事，因為我已經搬回香港。今年大部份時間都不
在美國，所以除了參加活動之外，所有活動都沒有幫忙準備，連開會時間都
改完又改，在此我要向各位理事致謝及致歉。

上期通訊多謝鄭國輝學長寫了澳洲遊記，我完全沒有寫作天份，在此我順
便多謝紐西蘭 Auckland 培正同學會的徐德輝會長。徐會長給我們安排了一個
愉快並難忘的行程，除了漂亮的景點， 舒服的酒店， 還有美食， 對一個很少
旅遊及從未到過紐西蘭的我，真是一個大驚喜!

                                                                  

                                    

在此敬祝各位心身康泰， 心想事成。希望九月十七和大家見面。

多謝各位校友的捐款              
  年級 社   姓  名          通訊   獎學金       基金   
 1940 毓    葉兆光紀念基金        $1,000  
 1945 毅    陳雲柱夫人                  $100         
 1945 毅    譚連德             $10      
 1946 雁    黃錫文             $20                     
 1949 堅    鄧慶鍾             $100                          
 1951 明    譚振德             $20
 1956 瑩    Marie Ho                 $20
 1961 善    雷鐵源             $50 
 1961 善    馮啟生             $5
 1961 善    善社社友              $33              
 1967 恆    何子峰                $800 
              1967 恆    陳宇擎             $40
 1971 剛    吳淼垚             $50
  1973 勤    林國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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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春茗專題講座                                                 孫必興  57 輝社

二月二十日，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在 Millbrae 香滿樓酒家舉行春茗午宴賀猴年。
到會人數共計120，其中八成是"馬騮頭" 。筵開12席，席上談笑風生，增加場內一
番熱鬧。參加人數最多是70年級謙社，共計16人，贏了一筐水果。特別多謝陳雲
柱夫人每席贈送一瓶香脆花生。

午宴後專題講座開始，主講員是1960年正社同學區錫機中醫師。十八年前他從
灣區返回香港行醫，應用獨自創發的中醫腦理論來治療頑症。以下簡述錫機兄專
業經驗的心得和成果：

中西醫學有所不同。中國醫學是全面性表示用整体性去治療，西方醫學是針
對性表示用局部性去治療。例如一個瘡，吃中藥後會讓它發散，但西醫會將它割
掉，如瘡復發再開過刀。有人誤以為中醫治療時間過長導致無效，但中藥會慢慢
地調整肝臟暢通血液循環而不會讓瘡再復發。

正如CPU能控制電腦網絡內各種的運作功能，我們的腦部操作亦具有自動回授
和自我調節的功能。假如我們身旁有事發生，我們立刻知道出事的方向並轉頭去
避開，這就是自動回授的反應。

腦("元神之府")是和人體中五臟六腑與各部肢體的經絡相聯。每部肢體在腦部
都有一個相應點。例如手指感受疼痛，腦部亦有一個手指相應點，疼痛來源是腦
部積累的瘀血壓住腦部相應點的神經受到阻塞。如果瘀血能被清除，疼痛定會消
失。這個理論和針灸原理是一致。針灸是刺激各身體的穴道，穴道帶到腦部中樞
神經，最後用氣機來調理，讓身體恢復正常。但針灸有一個限制，因為它可能不
能處理瘀血。跌倒、爆血管或意外事故損傷是瘀血產生的主要原因。

每一個五臟器(心、肝、脾、肺、腎)都會因細胞死亡而產生瘀血，尤其是肝
臟，若肝臟趕不及排毒功能，內積瘀血會變成鬱血，最後會產生囊腫和瘤症等
等。關於心臟，它不停在跳動，當血液循環不良，留在心臟的死亡細胞會將心臟
力度減慢。若能將死亡細胞的瘀血帶走，肝和心臟產生的新細胞會繼續新陳代
謝，回服到自己的健康狀態。

西醫認為服食降血壓丸最理想能保持120/70的測量指標，這僅適用於年輕人。 
但對於年齡超過60-70，這是太低，原因是血液供應腦部灰質地區不足夠，會產生
腦部萎縮的現象，導致肌肉及神經酸痛、腰骨彎曲、眼朦、耳聾，影響體力全部
衰退。要保持體康成功的關鍵是腦必須要維持最健康的狀態，此狀態表示腦部沒
有阻塞，血液流通，內部所有不同功能的細胞能保持活躍。

錫機兄聲稱十多年來應用他的腦理論經過中藥配方來治療多種頑症，包括瘤
症、自閉症、糖尿病、柏金遜症及老人痴呆症等等，都達到非常成功的治療效
果。

最後錫機兄向我們提供三種下列補單配方:

1)  20粒紅棗墩一 隻熟雞蛋(切片) ，用一碗水墩2小時。此配方將有利於睡眠不   
足的人， 對心臟特別有幫助。

2) 青人黑豆煲雞腳加些瘦肉。此配方補肝補腎。
3)  田七(4錢)墩2隻雞肶(去皮) 用一碗水墩2小時。此配方能幫助排除五臟六腑瘀

血及降低膽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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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日簡報                  朱啟鵬   57 輝社
 

感謝神，紀念梁錦琪學長(54匡社)乒乓球日如期在七月九日舉行。這次活
動參加人數踴躍，反應良好，全歸功于戚嘉慧會長、鄧國謀、孫必興和勞錦
儀同學的策劃和協助。今年首次舉辦乒乓球日的場所，是從舊址的Peninsula 
Table Tennis Club, Burlingame 轉移到位於1507 N. Milpitas Blvd, Milpitas 的 ICC 
Table Tennis Center。這俱樂部有三十多張乒乓球台，燈光和地膠都合符國際
比賽標準，並備有可容納數十人的交誼客廳。同學會選擇這俱樂部之主要目
的是讓到會者能經歷在一個設備規模宏大的環境下亨受打球和彼此交流的氣
氛，籍此增強同學們對乒乓球活動的興趣，這正是梁錦琪學長的願望。ICC有
很好的訓練項目，更有高水平的教練。在今年代表美國參加奧運的三位女選
手中，有兩位是 ICC 會員。目前 ICC 正被鑑定為美國 Olympic Table Tennis 訓
練場所。

這次乒乓球日參加的人數大約有70人，包括培正校友及梁錦琪學長生前好
友及親友。其中55人參加乒乓球活動。各人盡情參予乒乓練球、單打、雙打
和基本技術訓練，親身體驗了紅藍兒女如何在國際球場上大演身手。除了戚
會長預備了豐富食物，更有同學和朋友們帶來美食供參加人士享用。我們也
享受到在球場 Pot Luck 的風味。

希望下一次有更多同學參加。我們策劃組也計劃有更多的改善，如加強初
學者對乒乓球基本技術的訓練，以及組織自由參加的單雙打比賽等等，令乒
乓球日更添多少樂趣。

                      場地設備一流                            梁錦琪夫人(左四)親臨球場助興

                 周榮超迎戰蘇學勤                                 「全神貫注」的鄧國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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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樹人與樹木
實源遠而流長                   區次嫻   1946 雁社

雁社同學畢業離校已有七十個寒暑。光陰似箭，我亦已屆垂暮
之年，總愛想些往事。高中三那年教過我的幾位老師，給我留下的
印象最是深刻，他們的音容風範，儘管年代久遠，也偶爾在腦海浮
現。高中三那年也是學問豐收的一年，我衷心感激老師們教導之
恩。我覺得高興，這個年紀了，仍然能夠把一些塵封舊事記叙下
來，表達我對老師們感激之情。

何宗頤老師是一個數學天才，聞名大江南北。擁有(七省棋王)的
榮銜。他教學有方，簡潔易明，循循善誘，頑石也點頭呢。每遇到
難題，經他解釋，不過三言兩語，好像一盞燈，一點就明。同學都
下苦功，考試拿到八、九十分，成績突飛猛進。數學不就是一個有
趣的數字遊戲麼。老師激勵我們學習的熱情，培養我們對數學的興
趣，為母校造就了不少數理精英。

李寶榮老師，頭戴呢絨帽子，身穿剪裁合適的西服，手提公文
袋，足登革履，一個典型的紳士，一位持重的學者，他就是我的英
文老師。捨棄嶺南大學英語系主任的位置到培正教中學，一時傳為
佳話。我選修文科，有英國文學的課程。特別喜歡他教的英詩。我
跟隨十九世紀那些浪漫主義詩人的引領，在浩瀚的詩海航行，開啟
了我對詩歌的探索與追尋。

李老師的粉筆字漂亮極了，真是一位書法大家。中文字也寫得
端正，他跟李竹侯老師研究中文，以補不足。他富有民族自尊心，
在美國生長，深知少數族裔被歧視的痛苦，常訓勉我們要有愛國之
心。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那時雁社同學仍在澳校上課，
記得全校參加了慶祝抗戰勝利火炬遊行。聽說這場大型慶祝活動是
李寶榮老師向澳門政府教育部建議舉辦的，整個城市的中學生都出
動了，我們的火炬照亮了全世界。
                                                           

黃振鵬老師教物理，同學尊稱他(物理王)，他是這個領域的權
威，老師教學認真，給的分數頗為嚴謹。考試前，有些同學憂心忡
忡，十分害怕，後來知道及格了，可以畢業了，都雀躍起來。同學
不是愛聽故事嗎? 大家都喜歡韓一英老師教的歷史課。他講外國史，
不時發揮一些精彩的議論。他有宏觀的思想，視野廣闊，觀察時局
變化有獨特的見地。陳榮芝老師教地理，介紹每個地方的地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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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重要城市的歷史沿革，農業、工業的經濟概況，交通運輸，各
處的名山大川，江河湖泊，古蹟名勝等，十分詳盡。多是陌生的地
方，我大開眼界。老師們用心教導，孜孜不倦，身教言傳。

國文老師有兩位，高中三上學期(澳門時期)是一位穿長衫的，我
們稱呼他區夫子，是個書生，堂上作文，規定要用文言寫。高中三
下學期(東山時期)來了一位大學講師。記得他穿著一雙皮靴來上課。 
這類皮靴是美軍的裝備，戰後流入市場，變成了城市裡年青人風行
的時尚，班裡許多男同學也喜歡穿著。老師每次來上課，人未到，
先聽到他的皮靴在美洲堂課室外的長廊咯咯作響，堂上作文，我們
可以用文言或者白話文。他出的題目給我海闊天空的想像空間，靈
感一到便下筆如有神了。記得我寫了一篇散文，老師的評語是:雖然
不分行寫，也不能說不是詩。

白雲山屹立不移，珠江水奔流不息，時代也在不停地向前邁進，
老師多已作古，他們的精神不死!培正精神也將會一代一代承傳下
去。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回顧過去，或是感懷，其實是專誠向各位老
師的敬禮。讓我用下面的詩句作為全文的結語吧:

  同學少年得志  清泉佳木鍾靈秀氣
  老師德高望重  山模水範教澤長留

明社懷舊                                                               吴社培  1951 明社  

2016年恰是明社畢業 65週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為明社籌備慶
祝藍星禧，在此我們表示衷心感謝各位理事的關懷與愛護，並向各
社同學致以親切問候。

1945年9月3日，日本在米蘇里艦向所有受日本侵略的國家接受
無條件投降。9月9日，日本在華總司令官崗村寧次上將在中國南京
中央軍校向何應欽上將接受投降，舉國歡騰，祈盼祖國走向繁榮昌
盛。   

1946年正月，我們澳門培正小學約有十一二人，北上廣州母
校，於是成立春班，後因人數不足便歸入51年級，成為明社社員。

淪陷時，廣州培正還是日本陸軍醫院，傷兵很多，在大操塲
上還有四座火葬爐，初中宿舍地下層為停屍房。復課後，清除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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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進行清潔，我們就住進去了，真是胆色過人。校園經過逐步清
理後，美洲堂是高中課室和辦公室，白課堂是初中教室，旁邊是飯
堂，古巴堂是高中宿舍，所有的鐵架床是日本醫院留下的，王廣昌
仍在修理中，高中飯堂前為日本軍人食堂，所以仍很清潔和完整。
           

1946年春，由校長黄華宗率領，恢復了學校基本設施，學生
桌椅，講台，黑板都有了，其他只能逐步補充。各教職員也大致歸
隊，如音樂蔡曲旦，圖畫吳馥餘，國文李竹侯，童軍吳茂生，體育
許榮光和陳天利等，後來化學莫昌叠，生物老瑞麒和宗教阮其巨，
教務主任黄華宗，監學李荣康，李寶榮和何宗頤等也陸續回來。至
此教師隊伍更加充實。

1947年春季，培正突然發生罷課學潮，經過了大約三個星期而
平息，罷課後，黄華宗先生辭職，由林瑞銘先生任代校長兼教務主
任，莫昌叠先生任監學。

1947年6月，馮棠校長由美歸來，帶來差不多二百名華僑學
生，有的不會講中文的，並帶回八十多件樂噐，於是成立銀樂隊，
開始組織和訓練，由何安東先生教授。銀樂隊是廣州市培正獨
有，1947年廣東省校際運動會在百子路的東郊塲舉行，各校選手繞
塲一週，銀樂隊在培正選手後，奏起雄壯的進行曲，加上培道女同
學高歌助陣，真是威風一片。

以上所述之陳年往事，已經歷了70年的歲月，記憶或有錯漏，
請老大哥更正，謝謝!   

1948年夏天，初中三大考完後，廣州市面好像很動盪，我因家
庭團聚的需要，九月便離開了中國。

          物換星移，六十五年過去，同學們多已白髮蒼蒼，散居世界各
地，已為當地社會作出卓越的貢獻，為家庭興旺美滿家園而付出了
一切。

明社當年的熱血青年，現在已老當益壯，廿五年來，在灣區的
同學，每星期四照常叙會，並歡迎各級同學朋友参加，大談賞心樂
事，講到興致之處，哈哈大笑，花邊新聞，會心微笑，承興而來，
歡樂回去，但願同學們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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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來瑩社和我拉雜談     龐敬鋆    56  瑩社
        

一轉眼過了六十年。記得1956年我們一百伍拾位同學畢業後，分別各奔前
程，除小部份仍留香港發展或就地升入大學外，大部份同學都分散到世界各
地，如美、加、澳、紐、大陸、台灣..等升讀大學，據聞甚至有到西班牙留學
的(好像庾邦成是留西班牙的)。至於我，我和王煜等一班同學約廿人回大陸廣
州升大學。

即使外放升大的同學數量較多，但一分散到世界各地，就使每一個地方的
瑩社同學的絕對數量，還是以香港為最多。而且社長和社總部在香港，只要
有任何活動，他們一發通知，隨便就能召集四、五十人。因此，六十年來的
瑩社活動，主要集中在香港。

26年前，我本人全家移民美國。之前30年間(1960-1990)，我曾參加過本
社在香港的銀禧活動。當年參加人數最多，老師有化學張啟滇老師等參加，
記得何弢和他妹(何?)也有參加。可惜前社長毛鈞年缺席。這段時間內，不斷
有接待海外同學回港探訪的聚會，我本人也不知參加過多少次。就我記憶所
及，就有李信雄、常紹珍、張啟光、關江源等同學從海外回來被接待過。就
連我本人，1990年移民美國後，也曾回港探親被社總部接待過。

然後足十年前的金禧。我也曾從美回港參加加冕盛會。當年節目很多，場
面熱鬧。其中，林秀棠、吳清輝、謝仕榮等三位同學在加冕盛會中對全校同
學的現身說法，分別介紹自己人生事業的成功經驗，尤其值得贊賞，令人印
象特別深刻。稍覺遺憾的是缺少了前社長毛鈞年的現身(因病)。這次金禧盛會
的成功，要特別感謝多位參與安排策劃者，如方鏗、劉家義及社長領導等的
秘書們(對不起，忘記了他們的名字)。

最後要談談在美國的瑩社同學。我是1990年9月2日移民入美國三藩市的，
是用兄弟姊妹的資格申請，在香港等待了超過八年，到三藩市不久，輾轉認
識了比我早多年移民美國的同班同學陳子玉，由她介紹我認識了譚振德、鄭
國輝等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各位前輩領導。參與過一些會務活動和工作，並做
了幾年社代表(當過理事)。但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好，一方面是我的能力不夠，
另一方面也有些客觀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一直有全職工作，當時不能全
時間為同學服務。另外，我們在三藩市的同學為數不多，部份來了的又回流
香港，(如黃永渝夫婦、譚燕萍夫婦等)，再加上這為數不多的同學，又多分散
居住於不同的郊區(埠仔)，要召集起來，交通是一個大問題。而且，我本人一
直沒有學車，這也是限制我與同學溝通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在三藩市同學
會當瑩社社代表這幾年，一直沒有完全盡到聯絡同學的責任。這是我應當在
此向各位同學會領導致歉的。

但是，我們瑩社在本市的十來位同學，應當盡可能參加同學會活動。我們
年紀都夠大了，見多一次面得一次。因此，我在此呼籲，連我在內，在本市
的瑩社同學包括(就記憶所及的)如鍾炎、梅剛健、李幹權、李偉方、劉美琦、
霍詠嫦、黃唯珍、章寶珍、林瑞霞等同學，抓住這次六十周年鑽禧機會，先
來一次聚會，商討決定一個定期活動。這個動議，請各位瑩社同學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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