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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戚嘉慧 

    各位學長，一眨眼 2010 年代已到了最後一年，明年便要邁進 2020 年了。今

年培正慶祝創校 130 年。去年我回香港及廣州培正校慶時，三地同學會已開始

籌備今年的慶祝。不過除了慶祝外，也有令人婉惜的事。我們去年失去幾位敬

愛的培正重要人物，包括年初時一百歲的張春熙老師，年中有 105 歲的鄺文熾

學長，年底十月廾四日同一天我們失去林英豪校長及張啟滇老師，十二月三十

日，107 歲的黃汝光夫人也息勞歸主。在此我代表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向幾位

離開我們的致最崇高的敬意。 

    今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有四個活動如下:   

      活動             日期               地點 

      春茗  二月十六日(星期六)         香滿樓海鮮酒家, Millbrae 

      郊遊              六月八日(星期六)     Bayland Park, Sunnyvale 

      乒乓球日      七月六日(星期六)              ICC Table Tennis Center, Milpitas 

      同學日          十一月九日(星期六)          香滿樓海鮮酒家, Millbrae  

    鑑於去年反應熱烈，今年春茗有幸再請到羅裕康醫生為我們演講，題目是失

眠。其他活動詳情代日後公佈。 

    我們從去年開始，通訊是每年兩期。  諴邀各位給同學會您或家人的電郵地

址，那您們便可以及時收取我們的活動資料。在此再敬祝學長及家人們身心康

泰，希望在春茗見到各位。 

 

同學會獎學金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歡迎各校友子弟申請，資格限於

今年(2019)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欲申請，請與陳淑賢理

事415-681-7309(H),415-939-4363(C)聯絡。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有文件，

請在8月15日前寄達同學會郵箱: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 謝謝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九年度理事 
會  長：戚嘉慧 77 傑社  

副會長：范更生 64 協社  許永懋 73 勤社 

理  事：何汝顯 57 輝社  孫必興 57 輝社   鄭國輝 57 輝社  朱啟鵬 57 輝社 

談雲衢 58 銳社  吳宣倫 58 銳社   黃維廉 59 光社  李威漢 61 善社 

李曉篷 64 協社  吳麗齡 65 耀社   周榮超 67 恆社  朱樂怡 67 恆社 

        陳淑賢 73 勤社  李  健 76 捷社   勞錦儀 76 敏社  江苑絳 90 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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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金鑽禧感言    黎啟培 48建社  

 2018年 9月 22日三藩市培正同學會舉行同學日聚會，並為我們建社

金鑽禧舉行慶典。參加這次聚會的建社同學有:鄭國樑、陳偉強、劉

文偉、黃琪添、曾全光和我，還有恰從夏威夷來的梅子熙共七人，其

中有些同學還由社嫂社姪陪同參加，以示隆重。我是近年才從中國移

居三藩市，第一次參加三藩市培正同學日聚會，所以這次遇見的同學

都是久別重逢，有些還是自培正畢業後 70 年來第一次重逢，確是他

鄉遇故知，珍貴和難得。 

 回憶 70年前，從入學讀書開始，國家和民眾慘遭外侮、飽經戰亂，

國弱民窮，同學們立志將來投身社會，建設和振興祖國(建社就是以

此命名)，幸好我們自培正畢業後不久，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舉，我

們這一輩正是逢時，竭盡微力奉獻青春為建設新中國添磚加瓦。在這

次慶典上，鄭國樑同學深有感觸地回顧過去 70 年，吟出七言絕句與

我們分享: “鮐背之年身猶健，俯視今昔若天淵; 無悔青春甘奉獻，

國盛民康心自甜”。詩中道出了我們這一輩同學的心聲，今天祖國富

強，其中有我們一份的奉獻而感到無悔和自甜。在此我們還要不忘感

謝 70 年前辛勤培育和教導我們的各位老師。 

 

  

 

 

 

 

 

 

 

加冕學長左起: 黎啟培、鄭國樑、劉文偉、陳偉強、梅子熙、黄琪添、曾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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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日會後雜感        李君聰 1953誠社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中午，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在灣區

Millbrae 香滿樓酒家舉行培正同學日午餐聚會，近三百人參加，甚是熱鬧。 

  這次同學日，同學會為七個級社舉辦了他們各自的禧年盛典，由金鑽禧

(高中畢業離校七十周年)以至紅寶石禧(四十周年)。 

  我們 1953 年畢業的誠社同學今年是為畢業離校六十五周年，屬藍星禧。

我們灣區誠社社友有十一人參加了這盛會並獲同學會頒贈每社友紀念玉石

一枚。這此社友是培正穗校的陳泮榮、楊保民和楊素堅 ; 港校的林聖培、潘

占培、李媛妍、梅剛銳、陳景添、簡幼文、麥祥莊和李君聰。 

  宴會中，輝社孫必興同學過來與我們誠社簡幼文同學聊天，相談甚歡，我

也湊熱鬧加入他們的龍門陣，助興一下。 

  由此，我的感想是: 孫必興和簡幼文的先翁都是民國時代的黨國要人，孫

同學的尊翁孫乾老學長屬培正 1927 年級會仁社 ; 簡同學的尊翁是簡又文老

先生。簡老先生曾留學美國，返中國後服務於馮玉祥將軍的西北軍，又服

務廣東省教育部，亦曾任立法院委員等等，並研太平天國史甚精，自留學

美國始凡四十年，至有心得。 

  簡老先生曾於 1934 年在上海出版了其幽默散文集“西北東南風”一書。

家兄君毅戰後在香港藏有此書，我在高中時代已熟讀之，三十年前我擕此

書移民加州，今存我家中。 

  簡老先生早年與梁寒操先生極為老友，  簡又文先生在“西北東南風”此

書中， 有叙其與梁寒操先生互相調侃之趣事多則。例如簡先生稱梁先生為

涼、寒、燥、濕(梁綽號阿濕)，無望矣。   梁亦贈簡一對聯: “簡直一員大

武，又充無賴斯文”。 

  梁老先生曾於 1950 年代初期居香港，並曾執教於香港培正中學， 授國文

課。 我在香港培正就讀高中三期內， 國文老師便是梁寒操老師。 有一次，

我在上國文課前，依我讀“西北東南風”一書之心得，在黑板上書“陳琳

檄 : 射老師名一”，很多同學見了都莫名其妙，梁老師踏入課室見此黑板上

之字句，便笑笑口說 : “各位同學，你們知此謎底嗎 ?  這就是我了。漢末

三國時代初期，袁紹曾令其書記陳琳草檄征討曹操，後來曹操見此檄，毛

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是為寒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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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老師又說: “我不會追究責罰寫此謎語的同學，呢位同學係讀過很多書

的，你們要學下佢”。這段往事，我一直都很少與培正校友或親友道及，

而今六十五年過後，便不妨提出這逸事，重溫一下。 

 

  左起: 李君聰、麥祥莊、簡幼文、陳景添、梅剛銳、李媛妍、 

        潘占培、林聖培、楊素堅、楊保民、陳泮榮 

         
 

離校六十週年之聯想  談雲衢 (1958 銳社) 

2018年 9月 22日在香滿樓酒家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培正同學日，今年是 58年

級銳社同學離校六十週年，並舉行了慶祝鑽禧的儀式。六十年對人生可以

說是一個漫長的日子，在這漫長的日子裡，對每一個人來講，有許多經歷

和遭遇，當你在慶祝儀式上掛上鑽禧紀念牌的時候，對你的經歷和遭遇你

會聯想到什麼呢?! 

聯想當年廣州的政治氣氛非常濃厚，中共政權講的是階級鬥爭，因此家庭

背景不好的同學(如地主、資本家等)成為鬥爭的對象，故對前途非常渺茫，

於是就千方百計地想找出路，有海外關係的就設法投靠，沒有海外關係的

就投奔怒海，爭取自由，總之想盡各種辦法離開廣州。最終在天父神的帶

領下得以來到美國這個民主自由的移民國家，來到之後大家都在各行各業

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自己的未來。經過了幾十年各行各業中的打拼，總算捱

出了自己的一片天。聯想初到美國之時，其實每一個人都是由平凡開始，

沒有什麼特別的權利，只有不斷地奮勇向前，接受體能極限的挑戰，也可

能是心靈上的無限煎熬，不停地流汗工作，願意忍受所有的抱怨和責備，

只因為心中很明確地知道自己為理想在捱世界。講到“捱”，捱是一種對

身體的鍛鍊，要經得起狂風暴雨的摧殘，其實也是一種對心靈的考驗，要

頂得住種種苦難打擊，“捱”就是不輕易放棄，緊守崗位，始終在那裡一

步步地努力，慢慢捱出機會也捱出智慧，終究達到目標，自我實現，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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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裡每個人都可以如此地捱出來。在這裡你不一定會

大富大貴，但是只要是一個勤勞的人就會完全可以憑自己雙手開創出自己

的一片天地，生活安穩平和，同時也有機會品嚐人生的好味道。 

 

 後排左起: 屈越銘、詹孝人、陳子樂、關博文、徐翹新、林維相、盧慶煒、梁榮耀、  

           陳汝治、林潤棠、楊振中 

 前排左起: 吳宣倫、劉晶川、王楚霞、林國香、林鏡清、關秀容、黃婉儀、陳國成、 

           詹國銘、談雲衢 

 

現在我們能在這裡有平穩的生活，可以開心地慶祝鑽禧，在接受鑽禧紀念

牌的同時，不要忘記天父神給我們的帶領和安排，也不要忘記美國這個民

主自由的國家給我們的空間和機會，更不要忘記培正母校對我們的培育，

使我們掌握了基本的科學知識後才踏進社會去面對一切。加上培正“至善

至正”的校訓，使我們在社會上能以慈愛和善良的心對待人們和事物，    

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工作和生活。 為此，讓我們用讚美詩“奇異恩典”的詩

篇，美國國歌的篇章加上培正校歌的旋律編成一首培正同學在海外奮鬥的

交響樂，讓這交響樂響遍整個宇宙空間，永遠地承傳下去……。 

 

真社翡翠禧                                                      陳振熊     63 真社 

在孫必興學長再三催促下，終於硬起頭皮來寫一段真社翡翠禧慶的感懷。

手拿着筆，但腦子卻是一片空白。就像老鼠拉龜般，無從下手。正是書到

用時方恨少的最佳例子。幸好有心中常在的紅籃精神給我鼓勵和指引，才

不致於交白卷。 

説起來真社居住在三藩市灣區有十六位同學。除了有極小數的同學還在職

場上努力之外，其餘的同學都是處於退休狀態。大部份時間都花在照顧上

一輩和孫兒輩或到各地遊山玩水。所以在今年九月廢盡九牛二虎之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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湊夠了一枱築四方城的人數，羞愧地出席九月二十二日的慶典。非常感謝

同學會妥善的安排，當天的社禧典禮簡單但莊重。我們非常珍惜同學會送

給我們的翡翠禧紀念金牌， 令我們愛不釋手。 感恩的心情頓時從心中冒

起，慶幸我們是溫馨的培正大家庭的一份子。  

 

                 左起: 陳振熊、陳振榮、曹世祺、阮偉榮 

除了參加本地的慶典，我在十一月初回到香港參加了香港同學安排的一連

串真社翡翠禧活動。今次參加的真社同學有六十三位，連同配偶及家人一

共是一百零四位。活動包括從十一月十一日到十六日的越南遊輪，暢遊硯

港及下龍灣。十一月十七日的培正同學日，包括真社歡迎午餐及同學會主

辦的禧慶典禮及大公宴。十一月十八日探訪劉彩恩老師。十一月十九日在

又一村會所舉行全天聚餐及懷舊吹水活動。接下來便是十一月二十日至二

十二日的珠三角美食團，足跡遍及江門、新會、彿山、及番禺等城市，嘗

盡天下美食。 尤其是在佛山「滋粥樓」的一頓火鍋， 用白粥做湯底，別

出一格，令人回味無窮。最後的一項活動便是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南丫島登

山運動及海鮮午餐，一來可以欣賞天然景色，又可以享受美味的海鮮。  

今次在港的重聚，有數位同學是離校後首次出現。初見時有點陌生，畢竟

是容貌和身型都改變了。但相認之後，除了寒喧幾句及互道離挍後不同的

際遇，又徬彿回到中學時代那種天真無邪及絕無利害關係的日子，暢所欲

言和無所不談。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一位王姓同學及其同班的太座把他們

的二個兒子命名為王至善及王至正。其心繫培正，可見一斑。 

五十五年是一段悠長的日子，我們這些 7up 的同學都慶幸能夠敍首一堂，

暢談中學時的逸事。在緬懷過去之餘，同學們彼此互相叮噣對方保持身心

健康，以便五年後或更快的將來，再一次重聚和共渡美好的時光。最後，

讓我借用歌曲「似水流年」的一段歌詞，來表達我參加美港兩地真社翡翠

禧重聚的心聲。  「心中感嘆，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

念，一串串，永遠纏。浩瀚煙波裡，我懷念，懷念往年。外貌早改變，處

境都變，情懷未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