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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民生學長，區紹螽，鍾朝英同學：
你們安好。

看了你 們寫的“ 培正記憶 廣 州培正「銀 樂隊」的輝 煌 歲
月”。 勾起了60 多年前的美好回憶，入隊考試，苦練，到各處
演出，參加各種遊行，隊員們一起學習，練習，歡樂頑耍…。
現在各散落各地，能交流敘敘，也是樂事。 我先把一直保存
的舊照片送出，我記得有一次在廣州誠社集會，我也曾把照片
交給過一位負責同學，也許你們也有這些照片了，但這次未
看到。 不妨再次送出。 我仍和一些隊友有所連系，我現在住
Houston，一切還好。

廣州誠社高偉利
誠社金禧 2003 紀念本中的位址，電話仍然有效

廣州誠社高偉利提供銀樂隊幾張舊照

這是首期28位隊員，何安東，李榮康老師，何老師手拿指揮棒(也是藤條)。
這教室是靠煙墩路的平房，當時那麼貴重的樂器怕被人偷走，還特加厚牆壁，
請校工吳保池專門保管。我是手拿短笛(PICCOLO)。
可惜我沒有隊員的名單。他們自己看到照片會認得出的。

這可能是二期隊員及老師，這地方可能是在芳園前。

我不知這是那次集會了，不過可以看出何安東老師正在走出來，
李榮康老師是右五位穿著白西裝。

1950年培正中學銀樂隊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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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篇發表之後，當年銀樂隊誠社樂手高偉利同學
從美國電傳數張珍貴的照片。為何安東基金會和廣州何氏家
族都沒有保存這些資料，讀者自己去探討原因。羅馬政治家
西塞羅 (Cicero) 說：「不知道你出生以 前的事情會令 你一生
都是兒童」(Not to know what happened before you were 
born is to be child all your life)。

廣州培正銀樂隊的輝煌歲月，馮棠校長和何安東老師等
人功高至偉，讓我們再說一說先賢們。

何老師教我們高中音樂課，教 室 是在澳州堂後面的平
房，大家 坐在長條板 凳 聽課。每堂課何老師介紹一 位音樂
家，講音樂家的歷史，著名作品，然後何老師演奏一曲音樂
家的代表作，印象最深刻是介紹勃拉姆斯 (Brahms)，何老師
演奏《匈牙利舞曲》第五，後來我在上海一次晚會上，聆聽一
位音樂家用手風琴演繹此曲，熟悉的旋律強化了我對何安東
老師的印象。

弘社 (1950 年級 ) 高中三 上學 期 廣 州解 放，有些 進 步同
學突然對何安東老師批評，給何老師造成精神壓力。有一次
音樂課上課，我收拾點名冊 ( 我是班長 )，隨何老師一同走出
課室。何老師一邊走，一邊嘴巴喃喃有詞，我不記得他說什
麼，總覺得何老師並不愉快。

1950 年弘社畢業了，到了1957年聽說何老師調職在圖書
館當管理員，只發生活費，有校友回憶當年在廣州財廳前 ( 現
為北京路 ) 一間咖啡室拉小提琴謀生活。

文化大革命期間何老師是怎樣一種處境，只能意會無須
言傳，何老師的跌宕人生直到胡耀邦平反寃案錯案之後，何
老師獲得平反，並有了人民音樂家的榮譽。

筆者在編《我們唱的歌》時，張紹衡同學寄來一份剪報現
抄錄如下：「黃天驥談重溫《松花江上》( 廣州日報 2013 年九
月十一日星期三 )1931年 9月18 日是中是中華民族的國恥日，
1936 年張寒暉先生目睹了東北同胞流落在西安的苦況，他一
字一淚寫成《松花江上》哀怨悲憤的歌聲傳遍大江南北。當年
廣州民眾組織「廣州民眾歌詠團」帶領群眾高唱抗戰歌曲。

當時培正中學最為活躍，其中何安東老師所寫的《保 衛
中華》，《全國總動員》等抗日戰歌，旋律激昂，很快傳遍全
國，何安東這位愛國音樂家卻深深印入腦海裡。

何安東老師的《保 衛中華》，就是保 衛中華民族，正如
《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現在我們再談馮棠校長，馮棠校長，馮棠校長領導省港
澳培正三校立下功勳，為了表璋馮棠校長的功蹟，弘社鄭樹
安同學，建議為馮棠校長立一銅像，從銅像設計，撰文選點
聯系好制作單位，最後為廣州培正同學會會長否決此案，他
說培正只能立黃啟明校長塑像，此決定是合理的。

廣州培正銀樂隊被借走，當年知情人可能作古了，筆者
提供一個綫索，解放時培道岳社 ( 相應培正偉社 ) 有位美女，
歡迎解放軍入城遊行，培道中學持校旗就是她，後來她參加
部隊的文工團，培正銀樂隊只有文工團才用得上，尋找這位
女士應該不費力。

弘社梁民生

廣州培正銀樂隊的輝煌歲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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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客觀的自然規律，不以人們的
意志為轉移，誰也躲不了。

上了年紀的人，經過大半輩子辛勤工作，積累了或多或少
的財富。許多老人希望可以安排把辛苦經營、積存、取諸社
會的辛勞成果，還諸社會─用於例如助學、助養、安老、扶
貧、攜幼、扶殘、贈醫、施藥、賑災和弘揚中華文化等。我
個人準備在身後把房子、存款、股票和大小數百件收藏品奉
還給社會，（多年前經已辦理器官捐贈手續；2013 年又參加
了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畫；同年在師
友幫助下，把約一千冊數學書籍送交國內大學）。其實，財物
中的現金、股票、債劵、黃金、房地產等都容易處理，難處
理的是老人們付出大量心血收集、積累、珍藏了幾十年、朝
夕玩賞的心愛收藏品（例如古董、文物、首飾、工藝品、樂
器和字畫、藏書、唱片等，其實都是大人的玩物），有些還
可能是祖輩留下的傳家之寶。

每人的 情 況都 不一樣：收 藏品 有多有少，價值有 高 有
低，有真品（可能原來並不知道是寶貝），也有假貨（當年上
當買了贗品）；不見得每件藏品都有很高的市場價值，其中絕
大部份不夠檔次送交博物館保存；但最重要的是每一件都滲
透著收藏者的心血，希望這些鍾愛之物得到善待，不被隨便
棄置；更不甘心讓它們被當作破舊廢物，以賤價落入廢品收
集商的手裡；如果讓不識貨的人當作垃圾扔掉，那豈止是暴
殄天物，簡直是毀壞、湮沒文物，永遠無法彌補。

情況往往是：一方面，每天都有許多收藏家、愛好者，
不惜重金和時間，不辭勞苦地深挖細找，去工藝品商店、拍
賣行、舊貨攤、寄賣店...... 到處淘寶，訪尋自己心頭之好。

另一方面，有些老人沒有後人；或不打算把收藏品傳交
給後人；或者後人對它們不懂欣賞、不感興趣、不願接受，
就 算勉強 接受下來，亦沒有知識、心思、感情於以珍 惜 保
養，往往把藏品廉價賣出甚至乾脆丟棄，省得礙手礙腳。

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宋美齡女士 (1897-2003)。她在

蔣介石去世前已在紐約定居。先是住在長島的豪華別墅，保
存了大量從臺灣士林官邸精選過來的古董、文物，字畫和當
代名人的手跡，還有珍貴的明、清器皿和傢俱。後來為了方
便看病，搬進曼哈頓的公寓。她的外甥將別墅連同花園和全
部古董、文物、傢俱等，以 280 萬美元的廉價賣給斯蒂爾曼
公司（Stillmam Organization）。 該 公司 隨 即 在 報 上刊 登 廣
告：“公開拍賣蔣介石遺孀私人用品”，授權 Braswel 藝術畫
廊進行拍賣。畫廊主人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這批物品中，
光是古董就至少有六百多件”！像宋美齡女士這樣一位有背
景的知名人士，到了年老患病時，也只能無奈地看著晚輩如
此輕率地處理自己的財物。普通小老百姓就更不待言了。

另 一 個 例 子 是 梁 德 基 醫 生（Dr. Douglas Liang 1902-
1999）。他是香港著名的耳鼻喉科醫生，當了三十多年皇家香
港賽馬會董事，也是有名的古董文物收藏家。去世後，據說
他的大 量收 藏品被舊貨商以區區 100 萬港幣 一籃子全部收
購，聞之令人扼腕！

有不少人在世時就把財富捐贈出去，原因各自不同：有
人是為了防止身後在親友間引起爭議、糾紛；有人是因為年
老體衰，再也無力玩賞、照顧心愛之物；有人擔心年紀再大
後沒有精力打理；也可能是因為興趣改變，鍾情於其他類型
活動；更有人是大徹大悟，覺得為善最樂。清朝欽差大臣林
則徐在家訓中說道：“子孫若如我，留錢 做什麼？賢而多財
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過。” 
2008 年，中國第一 位裸 捐慈善家余彭年，只留給兒孫每人
一套房、一部車和一份酒店的工作，把過百億財產全部捐獻
給慈善事業。他指出：“（兒孫們）有房子住，有車子坐，這
就夠了，其餘的，要靠他們自己去打拼。”他還奉勸那些手握
大權的政治家和億萬身家的富豪們，千萬不要多留錢給子孫
後代。他說：“與其將錢留給兒孫花天酒地，不如享受做好
事的意義。”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世界首富比爾。蓋茨（Bill 
Gates），他在 2008 年 6 月27日辭去微軟公司執行主席的職

（一個八十老人的願望）

休夸六國黃金印，了卻生前身後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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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捐出全部家財 580 億美元，連人帶錢全身心地投入慈善
事業。 

我們 認 為，根 據 個人的實際 情 況，捐主無論健在或身
後，都可以隨意捐出全部或部分收藏品；健在者不妨留下一
些藏品繼 續把 玩，暫時先捐出一 部分。至於收 藏品出售所
得，有兩種做法：一是裸捐（即除了留下約 15% 作為行政費
之外，捐出全部貨款用於慈善），這當然最為理想；二，如果
考慮到年紀大，往後可能需要較多的醫療、生活費用，可以
只捐出藏品售價的一部分（建議不少於30%）。但是這後一種
做法因為具有商業因素，不是純粹的慈善活動，操作起來要
複雜得多。

如何使老人們捐出的收藏品得到妥善處理，變成實際可
用的資金回饋社會，實現他們的善良願望，卻是絕不容易。
因為老人或沒有時間、或沒有人脈、知識、門路，或健康日
差、疾病纏身，雖有心卻無力，如果找不到可以放心交托的
人士或機構幫忙，往往無法實現回饋社會的善心。許多物品
得不到妥善處理，空留一輩子的遺憾。

香港 有 許多慈善機構，但 是我卻沒 能找 到一 個機構，
其服務物件是那些想把自己的收藏品捐獻出來回饋社會的
人們。經過深思熟慮，我衷心希望能籌建一個不涉意識形態

（政治、宗教、種族）的、受法律規管並由政府監督的慈善
機構，初步擬定名為“收藏品捐贈慈善基金”，專為那些願把
自己的財物，特別是收藏品捐獻給社會的人們服務，既協助
老人實現他們的愛心、善心，又讓他們捐獻之後能夠放心、
舒心，使收藏品成為社會有用之物，切實說明有需要的人。
如果有了這樣一個平臺，相信許多老人或他們的後人都樂於
把部份或全部收藏品捐贈出去。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持之
以恆，這筆財富對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將是可觀的幫助；而對
於收藏家、淘寶者也是一個喜訊，既以較低價格買到心頭所

好，又做了善事；可以說這真是一件三贏的大好事。

我的這個願望，前幾年一直被譏為神經病、妄想狂。這
是因為它絕對是一項極為艱巨、極端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
龐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和心力。但首先需要有一個比較大
而安全的地方存放捐來的藏品，否則一切無從著手。去年八
月九日清晨，一位不願具名的善心朋友來電，說要把他的一
間已經裝修好的房間免費提供我們使用，這真是天大的喜
訊，初步解決了主要的攔路虎，我們終於可以 起動了！於是
馬上購置傢俱，並動手搬運物品。十二月一日，這位善長更
把一個建築面積約三千平方尺的單位給我們免租使用兩年！
更是從天上掉下來大餡餅！我們便螞蟻搬家般，每天運送一
些收藏品過去，至今已擺滿了三十多個陳列櫃，目前還在繼
續添加。關於收藏品的處理，初步的想法是：貴價的（主要是

“古董”）送去拍賣；其它的擬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在網上銷
售或在陳列室展銷。建議暫時收取售價的約 15% 作為行政
經費，其餘都作為基金的善款，定期（例如每年一次）結算，
除留下約半年的行政經費外，全數捐出。基金的全部帳目一
律透明、公開，由政府和捐主們審核、監管。目前重要的是
要準備相關檔，研究註冊成立這個慈善機構。除了熱心人士
外，還必需有律師、會計師、醫生和文物鑒定專家參與。將
來可能還需要大量的文物鑒證、資料記錄、電腦操作、維
修保養、包裝搬運等等人員。總之，這是一項龐大、長期、
細緻和艱苦的工作，需要老、中、青一代又一代人漫長的接
力。希望你也認同這個設想，願意為之努力，參與協商、策
劃、宣傳、組織、動手創辦這樣一個平臺，使老人們的善良
願望得以早日實現。如果你和你的親友能夠捐贈或購買一些
收藏品，那就是更加實際而具體的支持了。

芻蕘之見，赤子之心，盼望能夠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
齊心合力，共襄善舉。

石濟民 2017年 4月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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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們培正畢業的六十周年，非常
珍貴 ! 在這個寶貴的時間裡面，不禁讓我想起
了三個”“七”，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原因
有二：

〈一〉感謝天父一生的恩待和引領，直到
今日，仍有機會服侍主耶穌。

〈二〉大家在生命過程中，彼 此交談，
在這個生命最成熟的時候，活得更精彩 !

第一個“七”——1937
清 代 末 年， 朝 政 腐 敗， 列 強 乘 機 入

侵；當年，英法聯軍藉故起兵，清廷戰敗
之後割地賠款。並且強迫中國設立海關和
郵政，結果前者屬英國所管，後者由法國
主理。家父在皇仁書院畢業，因此考入中
國海關，經過多年經歷之後，被派往天津任職，父親帶領三
位姐姐、母親舉家從廣州北上，當年是1937年，七七盧溝橋
事變，日本人正式侵略中國，一下子佔領了華北地區，我們
被困在天津。年底我出生，因此取名“津”，但因中國海關屬
英國管理，父親仍任職其間。五年後再被調往北京，因此開
始在北京上學，直到小學四年級戰爭停止後兩年，我們才申
請回廣州。故此，我離開北京的時候正是十歲。

 
原來，父親從廣州北調的時候，我已經在母親腹中，這

第一個“七”所帶來的十年華北生活是一生的基礎，在家裡
我們使用粵語，在學校裡面卻用北京話，而二者都在今天的
教會講台上，被 主大大使用，感謝 主的恩典 !

 
在這裡讓我記下神對先知耶利米所說的話：“我未將你

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耶
1：5

願天父的旨意因着我們完全的順服，暢通無阻。

第二個“七”——1957
這是我在培正畢業的一年，一九四九年，我們全家移居

香港，當時英國政府面對湧進香港的人群，要求培正一分為
二，舉辦上下午班，學生人數倍增，因此，才有機會入學初
中一，事實上。港廣兩地的學習水準有很大距離，就英文來
說，當時在廣州才正在學習字母，而香港初中一已經學習故
事述說了。結果，一敗塗地。就在這個時候，母親卻做了一
件特別的事：

暑假開始，母親帶我前往九龍真光中學的畢業禮，二姐
是真光女中的首屆畢業生，我們被請到第一排嘉賓席，當所
有程序到最高潮的時候，校長頒發學生各科的優異獎，而二
姐竟然獲取大部份的獎狀。當姐姐的名字一再宣讀的時候，
帶來我內心極大的震撼；次年，我重修初中一，竟然成了班
中的優異生。從此，心志開放，努力向上，直到今日。天父使
用了母親的智慧，成就了祂的榮耀。誠如詩篇的話說：

“至於我，我必憑祢豐盛的慈愛進入祢的居所，我必存
敬畏祢的心，向祢的聖殿下拜”詩 5：7

第三個“七”——2017
妻子在十九年前回了天家，次年 我 放下牧養 教會 廿六

年的工作，全時間投身在福音廣播的事業，想不到離開北京
五十三年後的北京話，竟然被主重新復活使用，到現在福音
廣播已經有十七年了，許多
來信，都 看見天 父的恩典，
下面一位七歲孩子的信，証
明了福音的大能，叫一切信
靠的人都得到鼓勵，張道明
是我的筆名。

願以一節寶貴的經文互
相支持：

“ 你 的 門 閂 是 銅 的， 鐵
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
量也必如何”申 33：25

馮津1957 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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