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寅定暑假期間赴加拿大多倫多市探親，8 月14日蒙冼
永就顧問盛情邀請在 Scarborough 的御膳豪廷午茗。冼顧
問並邀請林英豪校長、劉永安會長出席，共聚甚歡，最為高
興的是見到分別多年的恩師林英豪校長精神奕奕，一起暢談
紅藍往事和近況。為母校蓬勃發長，各方面取得佳績而額手
稱慶。

香港培正中學前訓導主任許明光（1936 翔社）之千金許
盈學長（1971 剛社）於 2016 年 6 月21日與夫婿及女兒等歸寧
母校，得到中、小學譚日旭校長、張廣德校長的熱情接待，
許學長對母校豐富的新建設甚感開心，對母校不斷取得好成
績最為欣慰，並感謝校長、老師們的努力貢獻。中午，剛社
譚世英社長於唐宮設午茗招待，席間談笑甚歡。

蕭寅定拜侯林英豪校長  冼永就顧問

許盈(1971剛社)歸寧母校

左起：蕭寅定夫婦、林英豪校長、冼永就顧問、加拿大安省（多倫多）培正同學會劉永安會長、
右起：冼永就夫人、冼永就寶眷（左１，２及後３位）

右起: 張廣德校長、譚日旭校長、譚世英、許盈、許盈千金、許盈女婿、許盈夫婿、蕭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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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校園　這班房　這走廊　這禮堂
告別時　是我心的家鄉
到未來　那一方　人飄泊　路茫茫
仍然在這裡找到一點點光

《告別校園時》

時間過得很快，頤社同學畢業已 20 年。過去 20 年大家
忙於讀書工作、結婚生子、移民留學回流，能夠整個級社相
聚的機會不多，藉住畢業周年，早前在 6 月11日級社聚會，
讓各同學聯誼之餘，亦藉此機會答謝當年盡心盡力教育我們
的一班老師。

讀書時期的友誼大多更珍貴及真誠，很多同學都對是次
聚會熱切期待。當日，有同學自願一早到場準備，接近70 位
同學參與，更有同學專程從外地回港參加 ，亦有同學帶同小
朋友出席，場面熱鬧。

大家都懷念老師們當年的用心教導，讓大家能在良好的
學習環境及氣氛下渡過愉快的時光，都熱烈邀請老師們出
席。在此要特別多謝幫大家聯絡老師們的潘嘉衡老師及鍾樹
森老師，亦多謝當日接近 10 位老師抽空出席活動。

臨別時，大家都期待畢業 25 周年是再聚，5 年後的培正
大公宴再見。

頤社 (1996） 畢業20周年師生聚會

張美霞老師很窩心，將當年同學寫的紀念冊帶來跟同學相認

大合照

波波池是小朋友放電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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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有兩個同學帶同肚入面的BB出席。 我們即場印出大合照，送給老師留念，希望你們喜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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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剛社藍寶石禧參加2016三藩市同學日大合照（2016-09-17）剛社同學34人連家眷56人

我的花名叫亞袋，在 1951 年秋就讀香港培正中學高中二
上學期，是年秋高氣爽之際，我認識了花名叫亞汗的余煜培。

是秋某星期日，我的四哥君毅帶了我去參加香港庸社行
友的遠足活動，由大埔火車站徒步往返其東北的新娘潭（今
有公路直達）。是行我邀了同班同學詹益群一起參加，益群
又叫了同在培正讀高中一的堂弟益邦同行，益邦又叫了他的
同班同學余煜培參與，這樣我就認識了余煜培，他的班社是
匡社，我的叫誠社。

我在香港高中畢業後，遲了一年始赴台北讀台灣大學的
理學院，與當年匡社的余煜培、詹益邦、常廣 原等同住僑
生宿舍的一 個房間，這樣 我們更為親密 一點了，他們讀工
學院，余煜培修土木工程。後來我返到香港，做了港府公務
員。煜培、益邦等則在畢業後到美國深造，然後就業、定居
和成家立室。他們在美與在港 的我魚雁常通，天涯若比鄰。

我在港婚後，自1975 年起，我一家三口（一獨子）常到美
國旅遊，尤其喜歡遊他們西部的國家公園，亞汗便常常為我
準備資料和地圖等，真是感激不盡。

1988 年，我一家移民美國加州，定居三藩市灣 區。當年
亞汗居羅省地區，是南加州華人登山會的會員，並曾出任會
長。我和內子便常時飛到羅省，追隨亞汗參加他們的登山和
宿營等活動。

2005 年九月，亞汗和華人登山會組 織了到中國河北省
作長城萬里行的首程，我和在加州的匡社李宗愷同學及在港
的益邦捧場參加，步程頗為艱苦，但算順利完成。2013 年九
月，亞汗又籌備策劃了到瑞士阿爾卑斯山作走下坡之步遊，
我夫婦又照捧場，愉快之至。

亞汗近年在我住處的 Fremont 買了屋，是為兩頭住家，
是以我得與他伉儷常時見面，飲茶、傾偈、步遊等等。

亞汗的家人將於 2016 年九月在灣區的 Palo Alto 舉行亞
汗八十歲的慶賀派對，在此的匡社同學和我都會一起參加。
我也書此蕪文以記下我和余煜培六十多年的友誼，並盼我二
人雖亷頗老矣，尤能山照登、遊照步是也。

 2016 年八月於加州 Fremont

李君聰 （1953 誠社）

我認識的亞汗余煜焙 

三藩市培正同學日-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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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匡社張焯槐將於明年（2017）一月五日至九日於香
港大會堂高座七樓展覽廳再度舉行「詒耕書影」書法展覽。

張學長為五十年代我校「紅藍」藍球隊主將，他熱愛運動
之餘，亦醉心藝術，跟隨著名篆

刻書法家馮康侯學習經年。自1977年起受聘為官立中文
夜學院講師，開始講授篆刻書法。

張學長其後於1988 年創立「詒耕書學社」，繼續發揚和
推廣篆刻與書法藝術，多年來門生眾多，過去曾舉辦多次展
覽，如 :

1990 年得到加拿大溫哥華哥倫比亞卑斯大學贊助於其
亞洲研究所作為期十多天的師生展覽。

2005 年又得到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場地作為期
十六天名為「文房勝覽」展覽，並作即席揮毫示範。

其他在香港大會堂七樓展覽廳也作過數次展覽，每次展
覽都得到參觀者的好評。

中國書法歷史悠久，由平直瘦勁的大篆、優雅秀麗的小
篆、剛直穩重的楷書、到妙曼奔放的行草，姿態各美。畫重
形書重意，欣賞書法比欣賞繪畫便多了有趣的韵味，觀者要
在橫直彎點、字裏行間，以及黑白分布裡，了解它的氣勢與
神韵。下面印出來的是展覽的部分作品，有興趣的話，到時
請到來指教與欣賞。

展覽資料  

名稱 : 詒耕書影
主辦 : 詒耕書學社

展覽場地 : 香港大會堂高座七樓（愛丁堡廣場）
舉行日期 : 2017年 1 月 5日至 9 日

黃潔玲

匡社張焯槐「詒耕書影」書法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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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佳節後九月二十四日中午，住在北加州的香港
培正中學匡社的同學們，大部分開車到 Palo Alto 小鎮一間
旅館參加壽星公余煜培的八十生日聚會。這個溫馨的完全美
國式生日聚會，由煜培的同一生日的女兒 Lisa 及他的兒子，
特別為父親在九月二十四日出生的正日，在北加州灣區首先
舉辦的第一次生日聚會，因為接下來的十月一日，將在南加
州舉辦為煜培在羅省的親友而辦的第二次生日會。Lisa 余抛
棄自己的生日慶祝，為老父盡孝盡心的愛，值得我們讚賞。
在這古式旅店的宴會廳內小型樂隊的舞台對面，跳舞的小舞
池兩邊，分別各擺了三桌园枱供賓客午餐坐，午餐也是西餐
主食是 BBQ 牛肉或沙文魚塊。小樂隊在主人歡迎及賓客的
祝賀的美國音英文簡短講話外，不斷連續地奏出五六十年代

的歐美樂曲，滿足喜愛跳舞的一對對盡情的跳，彷彿回到了
年青時代的春天。主人請了兩位專業攝影師不斷的拍攝，可
惜直到筆者寫稿時仍然未見相片，只能拿出幾張隨意拍下的
來濫芋充數，供大家欣賞當日的情景，並順祝煜培和參加的
各位匡社同學身體平安，家庭美滿喜樂延年。匡社參加的有
李宗愷伉儷、何榮新伉儷、楊東權伉儷、陳慧珍伉儷、常廣
原伉儷、余則誠、麥加龍及主人余煜培伉儷，以下為我得到
的當日唯一全部匡社成員集體相如下：掩面拍照者為梁錦琪
同學遺孀梁施鳴玉女士，為補不足另加一張掩面者原來美麗
的臉容。

 楊東權完稿於沙加緬度市十月七曰。

記匡社余煜培同學的
美國化溫馨八十大壽聚會

參加生曰聚會全體匡社同學留影

舞者陳慧珍夫婦 掩面者美麗臉暴光

余煜培及女兒LISA和小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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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煜培八十壽辰 敘事組詩

憶少年 敘事詩一
超過一甲子的六十七年前，
使我想起在香港九龍我們的初見。
那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巴士中轉站，
卻是我和你成為
親如兄弟的同學和朋友的開端。
你乘公車從南向北，
相反地我卻坐公車從北向南，
但都擠進了停站的十六號巴士，
香港培正中學是我們都下車的終點。
在母校我們靜靜地坐在同一教室，
聽取老師的講課和學習渡過每一天。
課後每週都去學吹口琴，
也曾共同爬上那高高的獅子山，
還有在渡海的跑馬地上
高放能飛自造的模型小飛機，
啊！美好的少年光隂多麼令人懷念。

我和你口中都戴有矯正牙齒的鋼箍，
你和我都曽住在上海而在港的認識真是投緣。
你家和我家是我們常常互訪的地方，
你妺和我的弟妺親切地呼叫我們哥哥，
我們都吃過你媽和我媽做的美食
現在一想起就更使我們留戀和回味流涎。

再相逢 敘事詩二
中學畢業後
你向西方深造發展，
我則北上回歸大陸求學和工作 ,
我們分開未見足有整整二十年。
開放的曙光衝破封閉的冰山，
感謝神！
我們現今都戴上了美國公民的冠冕。
你住南我住北同屬加尼福尼亞州在那大洋的西岸，
彼此互訪沿五號高速七小時的車程不算太遠。
你甘願作小女大學的監䕶人
令我全家老少放心平安，
你家的客房熱情地歡迎我們住宿，
給予了我們在遠東廣播作義工時的方便和支援。
無論你在南部的 Sierra Madre 
或是灣區的 Fremont 的客房，
常被你首先邀請入住有如親兄弟，
你對我家的幫助想起就倍覺得溫暖和甘甜。

賀慶八十 敘事詩三
秋高氣爽望天賞月只覺月更圓，
家家團聚共慶中秋佳節勝過當神仙。
收到 Lisa 為父慶八十生辰的請帖，
才有愧地記起煜培生日應是佳節後的某天。
大一歲為兄的早應銘記弟的生日，
為他慶賀和祝福
盡個作兄長該有的喜樂心願。
亡羊補牢地急忙搜索［大汗］的歷史相片，
不拍丟羞地書寫幾首懐舊短詩，
在生曰慶典中
獻出留作終生的記念。
神的恩典給你一位賢妻相依相伴
和賜你比別人更多的兒孫，
還有那匡社的同學和眾多朋友
遍佈全球談起真值得人羡。
去年我女兒為我慶八十
眾賓客送我上百塊大小不同的祝福石，
每塊石頭寫下的話語
現在仍然深深的印入了我的心弦。
神啊！願今年 Lisa 為你慶賀的八十壽辰，
有聖靈引導和主耶穌的福音
能進入你誠實、良善、寬廣的心田。
住在裡面安穩地沒有盡頭和無限，
在歡樂的歌聲、喜悅的眼涙、伴隨煜培直到永永遠遠！
愚兄 楊東權拙作於沙加緬度市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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