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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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我對老師們懷
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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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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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在黑板寫的英文字漂亮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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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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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都用心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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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雁社區次嫻

思樹人與樹木  實源遠而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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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業剎那五十載
笑指白髮公婆是何人

十六書友化作鬼
窗下謦欬切磋記猶新

今日高歌離別後
他朝共慶古稀又逢君
喜見孫兒領唱紅藍曲
爺們哄笑不覺淚霑巾

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注：
一 . 閱第 181 期培正同學通訊耀社金禧特輯，感慨良多。因草蕪詞，預祝耀社諸賢七十大壽。

二 . 羅君諸學長皆華髮盈顛。
三 . 耀社離世者十六人，死亡率约爲八分之一，或百分之十二點五（12.5%）。

四 . 金禧慶典，諸學長共唱 Auld Lang Syne（蘇格蘭民謡）諸曲。
五 . 二零一七年 耀社諸賢同登七秩。
六 . 鍾君二孫領唱校歌，後生可畏。

一九六五年 耀社 老人 梁國豪 謹草

古稀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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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朋友聽見我們培正同學時常說「紅藍精神」會覺得反
感。他們不滿意的地方是好像有什麼好東西就歸了入培正的
數。例如將「勤奮、團結」說成「紅藍精神」，好像我們培正
包攬了一切優點，別的學校就比不上。當然這種想法難免有
些酸葡萄的味道，不過「紅藍精神」這個觀念，確實是值得我
們紅藍兒女認真地考慮下，才不會濫用它。我社（謙社）同學
從母校畢業，剛好四十五年。希望這四旬又五年的觀察和體
驗，可以歸納出一些想法，供各紅藍兒女作參考。

一 . 我覺得培正同學一般都很重視傳統。這不等如培正
人喜歡一成不變，而是培正是很注重歷史。我們知道前人用
了很多心血，培正才有這樣的今天。如果我們不小心毀壞了
這個招牌，那就等如是對走在前頭的老大哥、老大姐們的一
種侮辱。傳統也是把不同年代的培正人連在一起的一條繩
索。想當年在母校讀書時，每逢同學日見到回校的老大哥、
老大 姐們，心中好羨慕，憧憬自己一 天 也可以 上臺接受 加
冕。今年回校慶祝藍寶石禧，看見同學們的興奮，感受到對
培正人來說，傳統是個多麼重要的凝聚力。

二 . 團 結當 然 是培正的 特 色，就 算 不是培正 人都留意
到。我自己就經驗過無數次：如果知道剛認識的人也是曾經
在培正讀書的，立刻便倍覺親切，好 像有說不完的話題似
的。雖然級別相隔多年，也不減尋找共同經驗的興趣。這間
學校在曾經受其薰陶的人中，實在有不可思議的親和力。當
我告訴就讀 別些學校的朋友我社有多少人回校參加藍寶石
禧時，他們都是又驚奇、又羨慕。這豈不是團結的一種表現
嗎？團結也表現在彼此幫助和關心上。今次畢業四十五周年
的活動，把許多多年沒有見面的同學又帶在一起。短短幾天
活動之後，聯絡沒有停止，繼續以不同形式維繫。在通訊上
不乏關心彼此的健康、家人、靈性等話題。甚至在什麼地方
有好的食物、好的用品也立即介紹，好不熱鬧！

三 . 「至善至正」是培正的校訓，進取心自然便成了紅藍
精神的一部份。紅藍兒女在學術、文藝、宗教、工商、政治
各方面人材濟濟，這是不用細數的了。但不見得每個畢業生
都是凡事勝人一籌。而且別的學校也會出「猛」人。其實培正
人的進取，並非是現代社會崇拜精英的那種態度，總希望出
人頭地。這四十五年的閱歷終於讓我明白，老師們的苦心是
教導我們凡事都盡心盡力去學、去做。就算失敗也不輕易放
棄。如果要和什麼人比拼的話，最好是和自己比。如果自己
的那關可以過得到，別人怎樣看我，也不是那麼重要了。我
們這一社的同學，已漸漸加入退休的行列。回頭看雖然並非

人人都是什麼「長」，或得過什麼「獎」，大家卻都是曾經在
自己的環境內力求上進，努力耕耘。沒有看見同學中有人只
是為了糊口，隨隨便便地找些事應付三餐。絕對是給予社會
積極的貢獻。相信也值得老師們以此為欣慰。這樣的進取，
是培正在我們生命中播下的種籽。

四 .  培正人常給人有點頑皮的感覺。「培正馬騮頭」好像
是對我們的取笑，但其實這是對紅

藍兒女的「喜歡玩、懂得玩」一 個準確的寫照。今次我
社慶祝晚會上的遊戲和表演，都是極之精彩。隨伴的姑爺、
社嫂也讚不絕口。在學校時，老師給我們比較多自由。學習
的環境基本上是正面和快樂的。培養出來的畢業生有較多樂
觀、活潑的性格，這是可預料的成果。就算個別同學有些不
愉快的經驗和回憶，相信不會比別的學校為多。

我認為「紅藍精神」不是指某些性格或者表現。它其實是
揉合了幾種構成平衡人生的態度。如果我們有什麼值得誇口
的話，就誇我們在成長期中，有機會生活在這個美好的環境
中。那是我們一生受用的福氣。

甘汝昌

紅藍精神之隨想

謙社歷任社長左起: 劉冠賢、謝成、甘汝昌、唐堃壬、袁貞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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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鳯琴

李群英

打油詩

珍重 

離校 45 年，真不是個短日子，但卻是弹指而過，那 60 多個歲月，都在我們背後了！

離校後各奔前程，各選擇了不一樣的途徑，人生路好走或荊棘，該有定調，是慢步下來，面向夕陽黃昏了。

回憶，總過濾了悲傷與失意，是滄海聲聲笑，还看今宵，你我喜相聚，非萍水逢，因我們都擁有個共同的回憶，

滋潤了我們餘暉歲月，朋友，願珍重，五年後重聚香江母校！ 

四十五年紀念週

回港十天同窗聚

樂而忘老成六歲

回來一覺香港夢

夢醒依依再重逢

謙社重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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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䂺小石
台灣行的第三天，我們經橫貫公路，乘坐旅遊巴，由花

蓮回台北，其中過燕子洞時，人人都要下車，步行過洞，因
洞中不時有石塊 掉下，所以 人 人都要帶上鋼帽。我們一夥
人，嘻嘻哈哈的走過了山洞，突然我頭頂一響，吖唷，被小
石子打中了，嚇得我！拼命找掉下來的小石子，一邊問旁邊
的同學：我被石子打中了，聽見嗎？看到嗎？各人但笑不語，
擾攘了一輪，才知道被胡弄了，原來是林奮初在我頭頂彈了一
下。唉，人生得矮就是這麼慘的了。

流動銀行
我們到泰國，當地劉冠賢同學，對我們照顧有加，為我

們安排車輛，晚餐等等，他更帶來差不多七萬泰銖，交了給
我，結果謙社泰國流動銀行就 此成立，沿途替同學找換 泰
銖，十分方便，在此多謝劉同學，銀行於到港後結業，一算
結果，冇賺冇賠打個和，如數交還，關門大吉。

你一定要搵番奇裡夫 
話説在台最後一晚，我們兵分幾路，首先旅遊車把我們

送 到 101 遊 玩，之後 將於 六時第一輪車回來 接 我們去西門
町，其後八點，另一輪車再來接其他人回酒店。我們幾個約
好坐六時的車，便到處遊玩購，將近六時回到集合地點，上
了車之後一看，發現周穎儀的男友奇裡夫不在車上，我們就
急了，奇裡夫乃美國土生華人，識一點台山話，當然不會國
語，不會看中文，不知道自己的酒店，身邊也沒有台幣，換句
話說，我們任誰走失了，打個車就可以回旅店，奇裡夫哥哥
就不好説了。真的是皇帝不急太監急，結果還是羅耀林夫婦
叫停旅遊車，陪周頴儀回去找回奇裡夫。

糊塗到冇遺失金錢
這次回港，我 因事比 甄伯伯早一星 期 回來。我 未出發

前，到銀行拿了些現金，包括美元，港元及人民幤，分開兩
份，一人一份。我到港後甄伯就傳訊給我，話他的錢找不著
了，後來居然演變成為：一定係你根本冇比到我。我神閒氣
定，明知銭一定在的，結果他在旅行箱的暗格找到了。

今次回港，先去泰柬玩了十一天，然後香港三天，台灣
四天，日日馬不停蹄，到了由台灣回港那一天，人已渾渾噩
噩，在 機 場 坐 著，突 然 想 起：咦，點 解 昨 天 晚 上收 拾行 李

時，好像沒有看見那包有美金港元人民幣的包包！行李已入
倉，唯有回港再算。我在港是住在李群英弟弟家的，當天李
群英弟弟接了我們回家，我第一件事回房將全 個皮箱找一
遍，真的沒有，十分懊惱，我認定我早一晚也有看到的，還
鄭重放好，肯定最後一天被人由旅店房間偷走了，還打了電
話向團長黃醒紅同學報告，黃同學又向旅行社反映了。我自
己則冇哂心機，一直盤算要去銀行拿港元人民幣等等，甄 Q
說：會唔會係冇帶去台灣的箱子呢？我話：一定唔會，我在台
灣一直都看到，不過都看看吧。

一看，乖 乖不 得了，居 然 真的 在 沒有 帶 去台灣 的 箱 子
裹。馬上想起，我去台灣前，明知不用港元人民幣，所以畄了
下來，咁何來在台灣日日都看到之說？但當時真的覚得係咁
喎，死未？

之後甄伯權話：嗱，你一次，我一次，無數啦！

著錯鞋
前文提及我們在港住李群英弟弟家，去泰國的一天，五

時多摸黑起床到機場去。到泰國參覌了很多皇宮廟宇，入去
之前都要把 鞋子脫掉的。有一次由一 個廟出來，看到地上
的一對鞋，甄 Q 一邊穿一邊說：這雙鞋好似唔係我嘅！冇法
啦，當時只有這雙鞋子，一定有人拿錯了他的。回港後我們
又去了台灣，又再回到香港，李群英的姪子這才説他的一對
鞋不見了，即是被甄 Q 錯完又錯穿了半個月，真真不好意思。

謝謝你們
今次 回 來，玩得 特別高興。也見 識了香 港 同學 做事 認

真，一絲不苟。多謝籌委們，我知道你們勞心勞力，策劃大
半年，小靈更開天闢地，居然找到邊個係邊年同邊個同班，
一清二楚，範杏芳同學，我真的五體投地了，猜猜我是誰，節
目新頴，她與吳其健及淩小淩策劃的音樂會，真的做到與眾
同樂了。

另外我想在此多謝關耀文同學，這幾年，他都為我們安
排一年一度的的旅遊，為我們編排行程，找尋價廉物美的航
班，酒店，遊輪等，如果有任何回扣，他也會分攤給我們，
義務勞動，分文不取。我們有著旅行社的服務，卻享受比旅
行社更便宜的價格，所以說，你們不參與便走寶囉！

各位同學，我們鑚石禧當然要再見，但年年都要一起玩
耍啊！

茹名苑

遊記小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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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馮健兒的照片，內心抱歉難過，這些年回港多次，
卻沒有探望。楊 智和馮健 兒都是多年好友，看着 他們手牽
手，黙 黙 走在一 起，遠 足時，悄 悄 的 躲 在一角。輕 輕 的 説
着，淡淡的透着一絲滿足的笑意，沒有驚天動地的宣言，誇
張的婚禮，他們靜靜地成家。努力的置了業，開心的讌請好
友，分享喜悅。

馮健兒中文字蒼勁有力，隱含男兒氣概，大學時，助我
完成不小文書工作，分身乏術的我，簡直感激流涕，朋友找
她幫忙，她永遠亳不計較，做到最好。她樸實持家，不貪虛
榮，小夫妻很快換了大房子。他們不惜代價，把房子裝修得
清幽雅緻，為孩子們提供一個溫馨的家。

移居海外後，馮健兒因公幹曽两次到訪，每次見面都快
樂的訴說家常，談到丈夫和孩子，縂是滿足的笑，那是一種
出自內心的笑。我們都為她高興。

好景不常，她病了，一連串的治療，令人心力交瘁，楊智
在海外趕回，兩個老實人，大家再次手牽手，和病魔決鬥，
手術後，他們都以為勝利，但幾年後，二零零二，病魔重臨，
終於把她帶走。臨走前，他沒有驚動朋友，讓他們擔心，獨
自勇敢的面對，努力持家，一様上班，走到最後一步。

望着她的笑臉，她仍在訴説家常，她仍然守護着她的丈
夫，她的子女，馮健兒，一位令人懷念的沉默天使。

林奮初 梁僑翹

沈默的天使馮健兒

寒風冷雨掃千葉

窗外綠茵灑上雪

遙賞諸君千里聚

笑語飛觴吟詩句

細閱花絮心神醉

無忘沉默的天使

兒時老友馮健兒

克勤克儉過一生

持家有道守鴛盟

伊人渺渺乘鶴去

盼待共返瑤池聚

疾書狂草憶故情

惹來一臉傷心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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