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會消息

66

參加澳母校130校慶的感想
龍基逸會長

感懷－往事 如 煙，不堪 回首。
感 動－前輩的努力，艱辛 努力求存。今 輩的 創 新，近 年成 就 驕 人。
感 謝－母 校 和 同 學會 熱 情 的 招 待。
感 恩－1 30歲 月蹉 跎，紅 藍 兒 女 仍然 是 如此青春茁壯。

學 生
龍基 逸 鞠 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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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同學日

藍星禧光照滿樓
（匡社）楊東權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在三藩市國際機場附近的豪華酒家香

滿樓歡迎灣區培正同學光臨，齊心舉行每年一度的培

正同學日，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曰十時開始報到。由於今年

是培正建校一百三十年的大慶，也是我畢業的一九五四年匡

社離校六十五周年藍星禧的賀日。本來我考慮由加州首府沙

加緬度至香滿樓酒家要近二小時車程，但80號高速公路經

常擠塞有時需三小時才能到達，儘管是大喜也打算不參加算

了，但多位灣區同學鼓勵甚至住在香滿樓附近的常廣原同學

建議我留住他家，避免當日來回駕車的勞苦，於是下定決心

參加這次盛會。今年家中後院兩棵日本甜柿樹大豐收，提早

盛裝一大包柿子放車上給灣區同級同學嘗新，早上六時多便

急匆匆開車出發，計劃順路80號高速到Davis�女兒家幫她家

餵兩隻寶貝貓，因她全家已到南加州探親家未回，可惜我忙

中有錯把她家大門號碼鎖按錯而無法入屋，只能繼續開車直

到香滿樓酒家。當日早上沿路有大霧故車輛也不太多，很順

利約上午九時十五分便已到達目的地。香滿樓剛開門不久，

我趁早駕車直入底樓停車場泊車在直上三樓電梯附近的殘

疾車位，乘電梯很快便到了三樓同學日報到處。只見一位女

義工坐在剛鋪上桌布的枱旁，等待聚會餐桌的編枱名單，當

我詢問戚嘉慧會長何在？回答是在餐廳內開會而要我夫婦坐

在外面等待。不久戚會長出來和我夫婦寒暄並告知她見過匡

社的編位，但要等到拿編位名單的人到了，才知道具體餐廳

枱號的安排，同時她送給我一張她複製的培正名校一百三十

年視頻光碟並說這是第一張送人的。很快名單到了立即知道

匡社同學編排是一號枱，戚會長又發給我夫婦每人一個用黑

筆寫上1字的甜桔作報到收據。當我夫婦步入餐廳內發現近

廳內門邊枱坐著輝社的孫必興理事，孫理事要我寫藍星禧

前奏曲後再繼寫一篇藍星禧稿文，

他會幫匡社拍攝得獎後合照傳給

我。我又看見他鄰位坐著很久未有

聯繫的匡社鄧合義同學(見圖一我

指著介紹穿灰色西裝站立者)，我告

知他我坐的1號枱應已滿座，鄧合

義同學告知他昨日才報名，幸李宗

愷同學夫人今日不能出席就讓鄧合

義補上。今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日熱

烈慶祝有至尊禧昭社至銀禧頌社共

十二級社，按順序藍星禧匡社排第四，由於文稿篇幅有限我

只著重報導匡社得獎情況。輪到匡社時戚會長要我逐一介紹

匡社同學姓名給會眾認識，本文讀者可從圖二至圖四由右至

左認出：楊東權（本文作者）、鄧合義、余則誠、何榮新、梁

永超、常廣原、李宗愷共七位皆是香港培正中學1954年畢

業生。圖二為我逐一介紹同窗姓名，圖三為三藩市培正同學

會頒發每人一顆晶瑩藍星後合影，圖四另外一張較好得獎藍

星合照，但很可惜梁永超總低頭看手中藍星不願抬頭看人美

中不足矣。另外我們要多謝某位不留名的培正同學的尊老愛

心，補助在培正畢業超過五十載的培正同學每位美金十元，

使我們得享香滿樓的高擋美食，當日美味菜肴人所皆知不用

細閱。這次盛會有感如下：藍星禧光照滿樓，花白七翁贈獎

留，楊鄧余何梁常李，感恩培正育名流。結朿本文前要感謝

戚嘉慧會長不辭勞苦，親自預訂購買各款慶祝獎品而不怕行

李沉重，自遠方萬里携帶歸來美國，我們再次致謝並祝她參

加今年十一月中旬後香港、澳門、廣州旅途平安!

頒發晶瑩藍星紀念品後合影, 左起:李宗愷、常廣原、梁永超、何榮新、 
余則誠、鄧合義、楊東權

楊東權學長(站)介紹匡社同學:左起:李宗愷、常廣原、梁永超、何榮新、余則誠、鄧合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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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母校培正130年校慶，十分慶幸除了三藩市培

正同學日外，我亦参加了香港、澳門及廣州的培正同學

日。三地成功的同學日，各位在網上可以看到，我不重覆，我

倒是想分享一下各地同學日前後的得著。我文筆有限，希望

珍貴的照片可以替我加分。篇幅有限，看圖片請自備放大鏡

(一笑)。11月9日三藩市培正同學會首先慶祝，所有理事們盡

心盡力，把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感謝無名氏學長的捐贈，補

貼了金禧以上學長每人十元餐費。多謝1940年毓社葉兆光學

長的千金Sandy的贈‘柑’，多謝范更生副會長夫人Dora�焗

的美味曲奇餅，更感謝到來的每一位學長和嘉賓，帶著愉快

的心情回香港！

11月16日是香港培正同學日，鑑於香港去年年底社會

有些動盪，很可惜在培正校內的學生遊戲攤位全部被取消，

但不減低我們校友回校慶祝的心情。每個人到了學校，便立

刻到簽名板簽名和拍照留念，更有去到小學、中學和同學會

的各攤位購買紀念品。感謝香港培正同學會贈培正130的紀

念章和圓珠筆(回美後我借花敬佛，把這麼寶貴的紀念品與

首府沙加緬度和洛杉磯培正同學會的理事分享)。下午二時，

各禧社慶典如期在小學大禮堂舉行。慶祝完畢，學校安排了

多部前往機場亞洲國際博覽館的巴士送校友們去聚餐。一路

上多少有被時局影響我們慶祝的心情，但到了博覽館之後，

得知當晚筵開260席，一點沒有被外界影響。每個人都情緒

高漲、興奮、感動，個個忙著跟同學們拍照和寒暄，最終進

入一個完美的130�年慶典。席後大會更特別安排巴士前往港

九各區，好讓學長們省了不少時間回家。真感謝大會的悉心�

安排！

回想起來，我去澳門培正參加活動的次數比我去廣州

少。原因是我會暈船浪，所以過往很少過澳門。但從現在開

始已經沒有理由不去，因為開通了港珠澳大橋。我期待了很

久，終於等到11月22日，早上從香港口岸，坐上了金巴士前

往濠江。我還很積極地走到巴士上層，剛好第一排有一個座

位，我坐上去，沿路拍照留念，興奮不已。感謝澳門培正同學

會熱烈招待及安排，更多謝羅志豪副會長和吳海峰副會長在

澳門不同口岸接車，然後送我們幾位海外同學會會長到皇都

酒店報到。到達酒店時，感謝蕭文毅學弟已經為我們安排好

房間。休息片刻，多謝禮社馮方丹學妹（現任於澳門特區政府

人才發展委員會秘書處）引見，安排我們幾位海外會長，去了

路環竹灣酒店餐廳與澳門人才委員會的領導兼澳門高等教育

局局長凱社的蘇朝暉學弟見面並下午茶。我這個大鄉里從未

吃過葡萄牙餐的，多謝馮學妹和她的同事，人才回流部門的

培正130外傳－得著與感恩
傑社戚嘉慧

 簽名板前與蕭寅定（忠）學長、林翠微（敏）學長

後排左起﹕施永輝（多倫多）、梁乃森（ 英國） 、區文成（悉尼）、
蘇朝暉局長、徐兆敏（悉尼）、許國華（美南）

豐盛晚宴

熊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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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雁玲小姐，點了很多美味的葡式餐點。除了美味的小菜，

我們有幸與蘇局長交流，使我們深入了解到澳門回歸後的驚

人發展和未來的動向。

其中澳門現在做研究或研

發都有用不完的資源，更是中國

中藥成葯的監控中心，真令我們

讚嘆及羨慕，與蘇局長一席話獲

益良多。我們從下午聊到黃昏，

會後司機帶我們回酒店，途中經過澳門大學，紛紛要求下車

打卡。也在回澳門的橋上看到對岸高樓林立的橫琴。回到

酒店，澳門培正同學會黃漢堅會長巳在酒店的西餐部訂了晚

餐。就如�part�2�一樣，繼續享受葡國佳餚，令人回味。�我們

也認識了澳門培正同學會的其他理事和校友，有幸坐在黃慕

貞主任的對面，她從前是老師，後來做了教務主任，現在是

同學會的監事長，她告訴我們很多澳門培正的歷史。看到澳

門培正同學會人才濟濟，難怪同學會辦得如此成功。席上更

多謝馮柏基學弟每人贈與一隻葡萄牙製造的"葡國雞"，是用

來量度濕度的，十分精緻。

第二天23號早上起來，我們在酒店早餐後便回培正校

園，有參加感恩崇拜，有去學生的遊戲攤位，有去買紀念品

的，各有各忙。黃會長及培正同學會很客氣，在酒店中餐部

梓園定了幾張檯，今次品嚐是上海菜。除了我們原班人馬

外，香港的何浩源會

長、 張 廣 德 校 長、

廣州的王達雄會長、

台灣的鄭宗信副會

長也紛紛到達(因為

分開幾檯，如看不見

的嘉賓沒有提及敬請原諒)。午餐後我們回到培正禮堂參觀

各禧社的慶祝典禮(恭賀馮方丹學妹珍珠禧和羅志豪副會長

銀禧加冕之喜)�。慶典後大會亦安排旅遊巴士送我們去澳門

漁人碼頭會展中心參加重頭戲的晚宴。享受了豐富及愉快的

晚宴後，我們便回酒店休息。翌日本來已是曲終人散，但澳

門培正同學會十分客氣周到，24�日早上，又麻煩了羅志豪副

會長及他的公子Thomas，還有吳海峰副會長帶我們半天澳

門遊。先去了熊貓館看熊貓，又去了路環媽祖廟，之後吳副

會長帶我們去安德魯餅家並請我們吃澳門馳名的葡撻，再帶

我們去氹仔和路環兩個離島參觀。最後帶我們去路環竹灣酒

店餐廳吃午餐。盡興之後，分別送我們到拱北關閘，和去港

珠澳大橋口岸坐金巴士回港。多謝澳門培正同學會的盛情款

待，無言感激。

過了拱北關閘，多謝多倫多理事王中强學弟開車回廣

州之前，順道送我和孫海珠學妹回番禺。並多謝孫海珠學妹

請吃晚飯。廣州培正同學會的周莉菁理事，在公在私都很客

氣，因為我提到有些背痛，她翌日便帶我去她相熟的理療師

處問診，效果十分理想。更有趣的是先父十七兄弟姊妹，可

惜現在只剩下一位姑媽和年紀最小的一位姑姐。姑姐住在湛

江，所以我邀請她來見見住在番禺的姑媽，也就是因為姑姐

到來，她帶我們到廣州拜侯一位多年沒見的姑丈（另一位已

過身的姑姐的丈夫）。從前每次家庭聚會，因為人太多，總

是先輩與先輩聊，我們老表與老表玩。從來很少跟姑丈直接

交談。今次姑丈見到我，問我為何來到廣州，我告訴他我是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代表，來廣州參加培正130�年的校慶。

姑丈很愕然，告訴我原來他也是培正的。當我問他是哪一年

的時候，他告訴我忘了是哪一年，不過記得是昭社的。我聽

了很興奮，因為昭社就是2019�年培正130的至尊禧，離校

75�年的級社。我欲邀請姑丈參加廣州的培正同學日，可是他

說太倉卒，沒有準備好。�我告訴他明年我回來時，再邀請他

一同出席。還有跟我們一同探望姑丈的堂兄告訴我，他小兒

子的太太，在移民加拿大前，是西關培正小學的老師。難怪

路環媽祖廟

小學弟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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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聽學長們說過，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

有 培 正 人(豎 姆 指�

Like)…�一笑.

11� 月29� 日是

廣州培正130�慶典

前夕，很多外地學

長 都 紛 紛 抵 達 廣

州。香港同學會黎

藉冠前會長發起去

私房菜，剛開始是四個人，很快這消息在外地會長群組中傳

了開去，結果當晚一起聚餐的共有19�人。名副其實私房菜

是一般酒樓的菜單上沒有的，�所以都是很精緻，很美味的菜

式。當然每一道菜都是相機先吃，所以我可以提供圖片。多

謝黎會長做東，我們邊吃邊聊，一下子便過了幾個小時，意

猶未盡，在此再次多謝黎會長的熱情款待。

到了30�號早上，小學部有義賣亦有攤位，非常成功。

之後回到培正中學，多謝黃達雄會長為我引見多位學長，還

有一位住在三藩市的學妹和一位住在紐約的學弟。下午在大

禮堂慶祝各禧社的典禮。晚上在花園酒店的宴會廳舉行了盛

大的晚宴。培正130�年校慶成功圓滿閉幕。跟澳門培正同學

會一樣，校慶結束不等於未曲終人散，翌日廣州培正同學會

安排了理事周莉菁、鷹社梁仕俊學弟和秘書長派的一位司機

大哥，從花園酒店送我們到西關培正小學。雖然是星期日、

感謝西關培正小學陳校長、楊校長和甘主任接待，帶我們參

觀了校舍。原來西關培正小學，就在廣東粵劇院的旁邊，打

開培正後門就直接可以走到粵劇院。�難怪在何安東音樂會

和130�培正晚會上都有粵劇表演。多謝楊校長和甘主任帶我

們遊覽著名的永慶坊，它就在西關培小的後園。因為時間關

係，到了著名的荔灣也沒有時間吃一碗艇仔粥，但感謝輝社

梁麗雲的公子，買了荔灣另一特產蔥油餅給我們吃，食在廣

州不是虛有其名。臨走前楊校長和甘主任還送了我們每人一

把扇子作為留念，回到花園酒店後，同學會招待我們在酒店

內享用了一頓十分豐

盛的點心午餐。我

在此感激廣州同學�

會的盛情招待，無限

感動。

培正紅藍兒女

一家親，這次旅程真

的親身體會到。每個

同 學會、 香 港、 澳

門、廣州培正同學

會都是熱情招待。住

的、 吃 的、 玩 的 招

待都是一份份的關

懷、使我有無限的得著、能夠跟世界不同各地的校友一齊活

動、更有每限的感恩。我在此再次感謝所有的關懷。最後祝

培正校務蒸蒸日上、各位很快又見面。

 我的姑丈 / 學長昭社李萬輝先生

花園酒店飲茶

西關培小

得個嬲字

永慶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