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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8日悉尼同學會
紅藍茶聚

悉尼培正同學會，�紅藍茶敍在六月十八日有聚會，�今次改

在週五，�十一時開始，�主因可以有其他校友們也能抽空出席，�

新發現的印度變種冠狀病毒，�Delta�variant，�有在悉尼出現的

趨勢，�果然，�州政府決定從六月廿五日又封城兩週，�話今次傳

播力突強，�大家一切小心，�室內必需戴口罩。

今次聚會，校友們主要話題，都是打不打疫苗，政府主

要提供AstraZeneca.

UK有六千萬人接種，�紀錄了六十歲以下的女性有血栓現

象，�我們校友六十歲以上佔大比數，�真的，�接種疫苗決定在自

己，�西方民主制度的正常現象，�自己做好清潔和自保最重要。

近日，�英倫取消限制，�中招人數又急升，�打過兩Jab，�也再中

招，�多次檢測陰性又變陽性，�病毒太古惑或是我們的測試劑

失效，�這些要專家們再用心研究。

我們的191期培正同學通訊，�第三十四頁，�寇懷誠學長，�

文中有詳細簡介美國的疫苗是如何煉成的，�替大家消除不

少疑慮。�悉尼的疫情比東京奧運會，不算太嚴重，�今天七

月廿二日，�悉尼有124宗新症，�不斷升温，�州政府本來訂七月

三十日解封，�看來又要延長了。�各行各業正在掙扎中，�超大

的avocado，�綠色黃金，�平到澳幣一元一個，�對我的身體健康

狀況有幫助，�主因是餐館關門要不了那麼多。大家還好，�能

安坐在家中，�看奧運。�七月廿三日開幕至八月八日，�“連汁都�

撈埋”。�

出席人數 23位
朱光凌（堅），李少君（偉），�李桂榮伉儷，�楊自宗伉儷（瑩），�

鍾明生伉儷（輝），�黃奕榮（光），�王小聰伉儷（真），�莫婉芬，�王小

莉，�李世洪伉儷，�區尚勇伉儷（皓）及友人，�徐兆敏（昕），�陳震威

（英），�區文成，�王祖仁（勁）

�

� 徐兆敏前會長（昕）

� 悉尼培正同學會

� 22/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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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大流行後紐英崙 
（波士頓）培正同學會 
第一次實體聚會 
昇社 寇懷誠

自從瘟疫（COVID-19)�在2020年2-3月間傳入美國，爆發

大流行，麻州州政府頒行一連串的防疫法令（restrictions）

後，我們取消了當年春季聚餐的計劃，在往後的十九個月

中，除了於十二月十八日曾擧辦過一次網上介紹�Pfizer�公司

所研發的疫苗現况外，也就沒有擧辦過任何的實體活動。而

在這段期間內的大部份時間，陳振煥會長也「被」滯留在加州

三藩市。直到今年（2021）五月廿九號查理貝克州長宣布取消

所有與瘟疫有關的禁令，相繼於六月十五日又取消本州「緊

急狀態」的情況，大家生活逐漸恢復正常。陳會長在返回麻

州後，就積極籌辦疫情後第一次實體聚餐。日期訂在�2021年

7月24日（週六）�，假座�Newton�市的珍寶海鮮洒家擧行。

當天下午五點左右，同學們陸續抵達會塲，大廳中早已

高懸紅藍校旗及本會不久以前設計的新會旗，以及一副甚有

歷史性的「培正校友聯絡處」框架�（相片一）。原來這個框架

曾經於上世紀60 ～ 80年代掛在波士頓華埠藝術學院的窗

口，讓當時初到波士頓的培正校友得知本同學會的存在，及

提供聯絡的橋樑。是次聚會共有卅一位出席�（相片二），席

開三圍，除了十一位家眷，佳賓外，培正同學有二十位之眾，

芳名如下；

1953�誠社�～�陳振煥（會長）� 1954�匡社�～�梅小湄�吳民介

1955�忠社�～�崔慶桂� 1956�瑩社�～�曹小皇

1957�輝社�～�余日健�陳偉民� 1960�正社�～�蕭蔭堂�孫必成

1965�耀社�～�陳念蘭� 1969�昇社�～�寇懷誠

1971��剛社�～�岑志仁� 1972�勤社�～�關榮傑

1973�勤社�～�張翠芳� 1974�基社�～�余曼彤�李素貞�黄培輝

1980�頴社�～�黄薇� 1981�勁社�～�黄暉

1984�智社�～邱嘉敏

在陳會長致歡迎詞後，會衆站立唱校歌，接著按培正學

校傳統，由寇懷誠同學帶領謝飯禱告，並祈求天父保佑、賜

福培正學校，作育英才，永為真理之干城。席間，派發由香港

同學總會為我們設計美倫美奐的名牌（相片三），各人寫上中

英文名字及社別年份，以便大家認識大家，名牌背面並印有

校歌歌詞（相片）。陳會長做會務及財政報告，並將他在�2012�

年時如何「奉命於危難之間」，再次承接會長一職，加上於

本同學會草創年代的「掌門人」職責計算在內，陳會長服務

本同學會共計十餘載矣，他將服務同學會的心路歷程做一總

結，最後以自己年事已高，是薪火相傳交棒之時，乃提名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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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英崙( 波士頓）培正同學
會會長一陳振煥
李素貞 1974 年基社

剛剛禦任美國紐英崙（波士頓）培正中學同學會會長一

職的陳振煥（誠社/1953年）�老大哥於今年年底就88歲了，他

看起來一點都不似這年紀，他做事十分有魄力，樣樣事都做

到一百分，由於他希望在禦任後可以多參與培正其他事務，

尤其是多放一點心在聯絡各社同學，希望他／她們多參加培

正同學的聚會或活動。他說今次好幸運可以將會長一職傳給

寇懷誠學長（昇社／1969年）因寇學長過去曾擔任大湖區密

芝根培正同學會會長一職，而且是退休心臟科醫生，知識廣

博，為人誠懇又謹慎，實在是最佳人選，他希望在寇學長領

導下，美國紐英崙培正同學會將來更活躍。

話說陳會長在戰前出生於臺山，曾就讀於廣州東山培正

中學，回想當年在廣州讀書時的趣事，陳會長娓娓道出，真

的有趣又可愛。他回憶起在校寄宿時。一個月只有一個週末

回家，年輕的他尤其是惦念著家的溫暖、美味的家鄉小菜，

正巧他表姑母家就在學校隔壁，表姑母常常烹煮好湯水用繩

子吊給他享用，相信那湯的滋味至今他仍記得。當時學校校

規甚嚴，因為學校舍監極喜愛中國戲劇及音樂，常常在自己

宿舍練習自娛，而陳會長及另一位同學非常欣賞及感興趣，

常常留連在宿舍欣賞，因此舍監常給機會陳會長兩人週末可

以去劇院看大戲！看來法律亦不礙乎人情，這因緣亦令退休

後的陳會長時常回味中國粵劇之音韻，閒時亦與同好合唱何

非凡、新馬師曾的名曲.……，所以陳會長的中文程度亦能保

持非凡水準。希望有一日可以聽到他的歌聲。陳會長甚愛籃

球運動，他曾是香港培正中學鐵茅籃球隊員。相信當時球隊

表現一定標青，所以他曾在遊輪巧遇上隊友誠社劉國堅同學

（已故）及夫人時，大家談及球隊的團結、勇猛表現，至今陳

會長仍未有忘記那美麗驚喜的重遇。

懷誠同學接任會長一職，獲得出席在座同學鼓掌通過�（相片

四），寇同學自稱為「麻州新移民」，由密西根州搬遷到麻薩

諸塞州未及五年，一切都仍在學習之中，冀望大家本著愛護

培正的紅藍精神，繼續支持同學會，並積極邀請和鼓勵「新

血」參加，以便更加壯大同學會。陳會長卸任後，將在理事會

服務一年，以輔助新會長熟悉會務，並且將制訂本同學會的

「章程」(bylaw）。衆同學對陳會長在紐英崙（波士頓）培正

同學會多年來的的辛勞和貢獻莫不感激萬分。

在此同時，我們也進行本同學會通訊錄的更新，以便通

訊及做為以後擧辦活動地點之参考，由於個人對隱私顧慮�

(privacy�concern)�的不同，除了姓名、級別、電郵地址，居

住城鎮以外的資料，均自由填入。在陳會長的提醒之下，有

三位同學合共買了十隻本同學會會杯，賣杯款項歸入會費，

以支付本同學會必需的開銷，蓋本同學會是不設會費的。

今屆紐英崙（波士頓）培正同學會職員會成員如下：

會長：寇懷誠�(William�Kou),�69�昇社

副會長兼財政：黃培輝�(David�Wong)�74�基社

榮譽理事：陳振煥�(Frank�Chin)�53�誠社

理事：余日健�(Sam�Yee)�57�輝社

�������������董健強�(Steve�Tung)�63�真社

�������������岑志仁�(Steve�Sham)�71�剛社

聯絡地址：�109�Oxbow�Road,�Framingham,�MA�01701�U.S.A.

電話:�(734)�834-1894

電郵：william.kou@gmail.com

若有同學路經或遷入紐英崙(波士頓）區，歡迎與我們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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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初三下學期那年陳會長轉至香港培正中學，直至

1953年春由父親安排到美國麻州，完成大學建築結構碩士

工程。當時因陳會長兄長（陳振祥）亦畢業於培正1935年（覺

社）而且女兒陳碧婷（58銳社）也曾就讀廣州培正，故此他熱

愛母校，所以有心建立培正同學會。1958年陳會長協助兄長

組織紐英崙培正同學會，培正同學會就由此時開始。在各種

困難，團結、互助之下輾轉數十年，其中亦由多個不同社的

大哥擔任會長，直至2012年陳會長再擔起會長一職。其間他

代表紐英崙培正同學會參加世界培正同學會聚會，例如包括

首屆美國西岸洛杉磯及上屆加拿大多倫多世培歡聚會。他亦

參與鄺文熾校董籌款募捐活動，幫助興建臺山培正中學的黃

啟明校長紀念堂。其目的亦是為了培育後進，幫助年輕人能

多受教育、明白做人道理及明白是非，這証明陳會長心存培

正紅藍精神、永為真理之干城！

陳會長有個美滿家庭，與陳大嫂羅凱樂在1962年結

婚，大嫂亦是職業女性，化學理學士畢業後曾在藥物化學公

司擔任研究要職，她精通英、日、法、普通話，夫婦育有2

子1女，都出於名校，有9個孫兒女亦聰明絕頂，名校紛紛羅

置。可謂精英滿門！陳會長於大學畢業後從事核能發電廠設

計建造工程，後來更自創建築�結構公司，工作至退休。

我問及陳大哥的心願：我感到他好驕傲於活到今日（中

國人好少話自己驕傲，係我覺得，而且他是值得感到驕傲的)�

在美國有事業、擁有自己的公司，兒孫滿堂，夫妻恩愛，共

用舒適晚年。他自覺情牽於培正獨有的紅藍精神。在過去多

年有機會參與為培正同學爭取利益，他願意及希望繼續支

持參與，促進加強海外校友之間的聯繫，增進友誼，互相學

習、指導，將培正至善至正的校訓發揚，將紅藍精神的德、

智、體，群�延續發揮。他呼籲各地培正同學會的紅藍兒女當

支持當地同學會，薪火相傳，互相幫忙，以真誠的無私�心，

和平共處，以基督愛世人的精神共存！

我好幸運能為陳會長簡畧述他為培正我校之貢獻，希望

我所簡漏之文沒有讓其他認識他為人的好朋友有掛�一漏萬

之感！如有不盡之處，見諒、見諒！

� Irene�Li�（李素貞�1974年基社）

台灣培正校友聯誼會 
校友聚會
池永昌 (81 勁社 )

2021年8月29日�開齋啦!�

自今年4月底5月初，台灣北部開始爆發本土COV19疫

情，民眾自發性封城，政府也把防疫措施升至三級，島內居

民終於實際體驗到，去年世界各地面對疫情的慘況，台灣從

原本世界防疫地區中的優等生跌落至後段班，人心惶惶，台

灣培正校友聯誼會本來在5月份舉辦的會長之夜被迫取消，

而最重要的第六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在台北亦因此延期至2022

年6月舉行。

現在情況終於穩定下來，幾位校友學長早已忍不住五臟

廟的呼叫，培正仔相約一齊去傾計飲茶，疫情過後再嚐粵菜

港點好滋味，實在是有一種雨過天晴的感覺。當天，我們都

把2021世界同學日紀念衫穿在身上，紅藍精神立即湧現，連

餐廳經理都知道，培正同學又開會啦!�雖然世界培正同學日

在台北已延期至明年六月舉行，但是我們相信世界同學日的

內容一定會更豐富，活動一定會更熱鬧，盼望世界各地的培

正同學一定要好好規劃來參加，疫苗要打好打滿，明年6月

我們能在台北相聚，辦好這場別具意義的同學日活動。

�

� 會長�池永昌�(81�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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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發生罷課風波。基督�教浸信會張立才、張新基、李錦倫

（時任培正校長）楊迎靄等十多人商議由華人自辦女校�並取名

培坤女校。�1921年改名為培正女校。�後又改名為培正附屬女

子小學。�1947年合

併入東山培正小學、�其在恤孤院路的校舍成為東山培正

小學高小部(5一6年級）。1918�年先賢黃啟明由美返穗任校

長、同年創建西關培正小學、在恩寧路。�1933年創建香港培�

正分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由黃啟明校長帶領遷校至鶴

山縣城。�1938年遷至澳門、同年�創建澳門培正分校。

1953年至1984年期間、�東山培正小學曾先後改名為東

山第四中心小學、保安街小學、�育紅小學、東湖街小學。�

1984年復名培正小學、而同樣在1953年改名為恩寧路小學

的西�關培正小學、亦在1984年復名。�1953年培正中學改名

為廣州第七中學、�1958年校舍被�徵用興辦廣州師範學院、

原七中學生遷往培道校舍上課。1961年廣州師院廣東師院合

併、�培正校舍交回市教育局、改名為私立僑光中學、1966年

改為人民一中，1969年改為廣州第五十七中學。�1984年�復

名為培正中學

我高中畢業於1959年、說來我和培正的緣分也算崎

嶇。1946年入讀東山培正小學一�年級、1947年見證中小及

培正女校合校。�五年級時便在原培正女校校址上課。�1951

年我�因故轉往西關培正小學讀六年級、�1952年入讀中山二路

培桂中學、�1953年見證了培正、�培桂改名為七中和十六中。�

初中畢業後、由于十六中只辦初中、又往西關私校學習兩年�

後、于1957年夏返回七中讀高二。�1958年夏、見証了七中

攻名為廣州師範學院、七中學�生遷往培道校舍上課、七中

和三十中(當時培道校名)�合併、改名為廣州師範學院附屬中�

學。�我們有幸成為廣州師院附中的第一屈畢業生。�1960年

廣州師範學院附中又改名為�廣州師院附屬實驗學校。�1961

年廣州師範學院結束、廣州師院附屬實驗學校又改回廣州�

第七中學、校舍保持在培道原址。培正校舍成了私立僑光中

學、六年後改為廣州第五�十七中學。�1984年12月22日培正

復名、我們畢業後第一次回校參加銀禧加冕、重回了培�正大

家庭、有校友告知我們是光社學子。�培正今年踏入創後132

週年是我們所有學子引以�為傲的名校。

至此培正一門八校(廣州3-香港2-澳門-台山-梧州各

一)�。�各地的同學會有40個、�各行業的精英普遍全世界、�這

就是名校的魔力。�如果沒有先賢們的艱辛、先輩及現任教�

師們的辛勤勞動、以及馬騮頭們的努力、要達到此境界談何

容易。�最後摘錄校歌頭兩句�作結:�培正培正何光榮、教育生

涯慘淡營--很貼切的歌詞啊!�以上資料摘自校史和網上�“歷

史現場”中“東山說不盡的醉美時光”一文。

培正校名頻改的年代及我與
培正的緣分 
黃維廉 光社

培正創校于1889年11月28日,�名培正書院。�校址在廣

州德政路。1890年夏遷往大塘�街、�1891年遷雅荷塘。�1893

年遷珠光里、改名為培正書塾。�1903年改名為培正學堂。

1905年因經濟原因停辦。�1906年在榨粉街開辦培正師

範傳習所。1907年變賣珠光里校舍

及得到華僑捐助四千元、予同年十月十日在東山動工建

校、並開闢培正路。�從以上資料已可看�到先賢們辦校之艱

難。�所幸1907年建成的校舍能保存至今。

再來看下面資訊:�1918年培道女校西人校長專制欺壓學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會長的話
陳淑賢 (73 勤社 )

2021年只剩下三個月就快完結了。自從去年三月開始我們

飽受疫情困�擾，去年我們三藩市同學會所有活動都被迫取消。

今年六月份原本以為疫情可以得以舒緩，理事們有一次

愉快的聚餐，�我們討論今年餘下的活動，原本計劃在九月份有

一年一度的戶外聚餐和11月�份的同學日，可惜疫情因為Delta

病毒再次猖獗，我們被迫取消九月份的聚�餐。有一些理事還

認為應該取消11月的同學日，但因為有很多禧社同學，很�想

有一個聚會來慶祝他們加冕，我們現在暫時決定到10月15號

再決定要不要�辦同學日。

由於場地關係，我們今年的同學日只會是比較小型的聚

會。希望各級�社代表能盡快聯絡你們的社友，決定能來參加

的人數我們好作安排。暫定只有10至12枱，先到先得，禧社

同學有優先。�日期是十一月六日在香滿樓，�請社代表在10月

15号前聯絡戚嘉慧同學，電話：510-701-6368。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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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限於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

的學生，如欲申請，請與陳淑賢會�長�(415-939-4363)聯絡。

現正接受明年的申請、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有文件，�可寄往同

學會郵箱。�謝謝!

San�Francisco�Pui�Ching�Alumni�Association

P.O.�Box�33-0083

San�Francisco,�CA�9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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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伯與培正同學會
彭守柱 64 年協社

有關培正同學會，我月前憶述協社於高中三上學期，當時

培正同學會司徒英會長(1940毓社)邀請協社同學参加於1963

年11月的培正同學日大會，並委托協社代為籌辦攤位遊戲及

主持招待事宜。�

協社出動大批工作人員，主持"醒獅祝賀"，演出"新疆舞

"，話劇"還珠淚"等。�

緊接着同學日的星期一，朱達三老師在數學堂上說:�歷屆

培正同學會迄今，以本屆的會長最有魄力了。�

時任副會長的鄺文熾(1933奮社)於1965年接任培正同

學會會長後，鑑於當時廣州培正同學會已停止運作，於是由

香港培正同學會發起，召集世界各地同學會，商議在香港創

立世界培正同學總會方案。

在1965年11月6日，世界各地同學會會長及代表，齊集

在香港母校大禮堂，参加培正同學日，在大會中，正式宣佈

通過創立世界培正同學總會並即席選出:�

正會長:�鄺文熾(1933奮社)�

副會長:�時任香港培正同學會的四位副長及各地同學會的會

長為總會的當然副會長。�

總會成立後，出版"培正同學通訊"，推動全球培正兒女發

揚紅藍精神，支持母校教育事業之發展。

至2003年，温哥華培正同學會，舉辦加拿大培正同學日，

那次是培正有史以來，首次舉辦跨洲跨國的紅藍校友大型聚

會，各地老中青來自五湖四海，踴躍熱烈。

在加拿大培正同學日的活動上，舉辦各地培正同學會會長

(或代表)聯席會議，香港培正同學會雷禮和會長倡議並獲與會

之各地會長一致贊成，以後每隔三年，由世界培正同學總會，

在各地巡迴舉辦世界培正同學日，並由當地同學會承辦。�

在2006年，由美國羅省培正同學會主辦第一屆世界培正

同學日，得到旅居當地的世界培正同學總會創會會長鄺文熾老

學長大力支持，出錢出聲;�在羅省培正同學會的周詳籌劃下，

令首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完滿成功。

鄺文熾(60年代吾輩後學稱呼他"鄺伯")先後担任四屆培

正同學會會長期間，致力同學會精誠團結，羣策羣力，發揮紅

藍精神，為總會新會所啟用，推動在香港崇基,�新亞,�聯合及浸

會等各學院設立培正同學會分會。�

司徒英及鄺文熾倆會長促成在香港培正中學內設立黄啟

明校長銅像。

金禧雜談
史振達 1971 剛社

時光荏苒，今年又到了我社離校�50�周年金禧的大日子了！

畢業�五十年，撫今追昔，言不盡意。走過半世紀流金歲月，體

味了人生。�驀然回首，只有感恩！

回想�25�年前我社銀禧加冕的時候，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

在�11月�30�日（同學日）

�那天，來到舊金山替培正美西同學會創下世紀參加者�人

數的記錄。不經不覺四分之一世紀後的今天，我們都已年近�古

稀，相信絕大部分同學都已退休，一卸仔肩，並且兒孫滿堂，

在家�享受著寧靜安樂的日子。

兩年多前，剛社同工還在計劃如何慶祝金禧。無他，我們

本著：剛社�50�年不變，

馬照跑，舞照跳，水照吹，餐照聚，剛照社，社照�剛，�禧

照慶……�剛�社�5�0�年不變應萬變，剛社�剛社照第一!

但當�covid�kid�+�grandkids�一來到並揮之不去時，我們馬

上變成�識�時務者，以守為攻。今年禧慶的節目比四十五周年慶

典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我們會注重社交隔離，戶外活動，和戴

口罩等。

現簡錄節目如下：

報名－�史振達（mshih2@comcast.net）�

� 曹仲欣�(jyunt@earthlink.net)

1）11/4/21�–�Carmel�/�Monterey�一日遊

2）11/5/21�–�歡迎晚餐

3）11/6/21�–�重頭戲，同學日午餐

4）11/6/21�–�晚餐聚會

5）11/7/21�-�午餐，討論鑽禧，金鑽禧等同學們，不論你在

何處，請記得要保養身心，珍攝貴體。願我們都能身體健

康，長命百歲，期望不止金禧，以至以後鑽禧，金鑽禧等,我

們都還可以再相聚。

祝願各位同學及家人，身體健康！�平安喜樂！�福杯滿溢！

八零年林英豪校長訪問三藩

市培正同學會（前身美西培正同學

會）、感謝校長留住紀念品、更

感謝林翠微學長分享

今年四月三藩市同學會痛失

47年虹社譚競德;並得知其姊45

年毅社譚連德�也于去年底返天

家。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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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校45年感言
76 年敏社臧之雲

從寫同學錄那刻的不捨，轉眼已近半個世紀！從摘馬尾

的亮麗黑髮，到如今銀絲不斷，原來已經離開母校45年！

回想更遠，在中學部樓梯階，從小不點到中學生，集體

喧喧嘩嘩，同學們密密排排企，老師們排排坐，好不容易又

要拍年照，卻留住了昨天！

無牽無掛的小學年代，令人響往，沒有長大後的任何顧

忌，約同學打乒乓波，爬馬騮架，男的玩攻城；嘻嘻哈哈，追

追逐逐，齊齊搭食，跳飛機，跳橡筋繩；少理被老師罰留堂

抄書；小息就約同學跑去買零食，吃什麼都不胖！

頑皮搗蛋的中學日子，記憶猶新，多少老師都被整盅，

灑癢粉在老師坐椅上，上課時用書本擋住吃雞脾，或不停吃

零食，偷看老夫子漫畫或明星相；老師用心講解之際，私下

便展開活動議論，從前未有膽量參與，不及其他同學的勇敢

行為！

珍貴的點點滴滴，抹不去！各自長大了，雖然各散東西，

卻因為那種優良的情懷，恆遠流長的紅藍精神，培育了幾許

畢生的友誼！感謝神的恩典，世上只有培正，能夠牽動各離

校馬騮頭，經常不遠千里維繫聚首！建立一個令人羨慕獨特

的大家庭！多少從書友變成最好的朋友，甚至變成家人！自己

是其中一例！

讓我們謙卑在神面前，數算主恩，彼此代禱，傳神的訊

息，直到地極！毋忘我外曾祖父輩，起初莘莘耕耘，創立培正

的初衷！

� 76年敏社臧之雲（楊海峯牧師外曾孫女）

� 2021年9月Sunnyvale�CA

於1969/70年間，鄺伯曾帶領我到他創辦位於旺角麥花臣

球場附近的"東南無綫電專科學校"参觀。�

隨後，他在旺角花園街覓地建設數層高的樓宇，作為"東

南無綫電專科學校"之校舍。�

於2018年6月22日，香港培正同學會舉辦的"鄺文熾會

長追思會"上，蕭寅定學長(1955忠社)�憶述:�

1994年，鄺伯將前"東南無綫電專科學校"校舍變賣，將

資金轉去故里台山，創建一所由幼稚園,�小學而至高中的台山

培正中學。�

再者，為紀念"培正之父"黄啟明故校長，他於2014年聯

絡培正同學會倡議在台山培正，籌建"黄啟明校長紀念堂"，他

的無私捐獻及全球紅藍兒女熱烈響應，踴躍捐資，羣策羣力，

眾志成城，共建一美侖美奐，功能齊全，先進實用的紀念堂。�

我們從中可認識到，老一輩的培正學長對母校的熱愛及

尊師重道，充份演繹何謂"紅藍精神"。

2 017 - 1 2 -

30� 攝 於NBC�

R e s t a u r a n t ,�

Monterey�Park,�

CA.�洛杉磯培正

同學會壽星:�當

年 黃 汝 光 夫 人

(106)�;�鄺文熾學

長(104)

2016 年在三藩市慶祝離校40年

中五迷你校服裙 40 年後舊地重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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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校友包場看電影 
殺出個黃昏首影
勇社高子彬

我是培正舊生高子彬。我在電視、電影圈已工作了二十

多個年頭，�從副導演開始做起，跟過了多位前輩級導演，從他

們身上學習了很多事物，累積了不少經驗，令我在這二十多

年獲益良多。

<殺出個黃昏>�是我首部執導的長編電影。透過電影中

的三位主角，從年青的風光時代走進坎坷的老年，帶出現代

老人家缺乏關愛以及人口老化的問題。�現今的社會比起過往

三四十年前更為發達、先進，�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反比以往

更為嚴重。�

雖然老年人是一個沉重的社會問題，但作為導演，我選

擇用黑色幽默的方法去表達，希望讓觀眾能以輕鬆愉快的心

情去觀賞這部電影之餘，亦能容易引起觀眾對老人問題的關

注。為身旁的老人家注多一點愛與關懷。�

培正是我從幼稚園到小學，以至中學成長的"至善•至

正"之地，這所學校給予我很多美好的回憶。�離開培正雖已

多年，但仍會偶爾跟舊同學相聚，�2015年開始，還會每年回

校打社際籃球。�雖然近年因疫情影響，大家相聚機會少了，

社際籃球亦因此停辦。然而，在今年6月26日，機緣巧合之

下，電影<殺出個黃昏>�舉辦了一次"培正優先場"之包場活

動，當晚高朋滿座，共有80多人出席，除了一班熱情的同學

們到來支持，還有同學們的家人和多位老師的參與，令我非

常感動...我們歡度了一個極之愉快的晚�上！

在此，特別要多謝此次活動的發起人----方錦源�(勇社

社長)、陸効民、神谷詠和劉斯琪，為這次優先場作出安排和�

聯絡。

希望日後會再有機會和一班舊同學�"包場睇戲"，這種感

覺非常特別，且令我深深感動！！

再次非常感激大家對我的支持！！

再重聚
輝社鄭國輝

八月七日三藩市灣區輝社同學在何汝顯府上再重聚。個

多月前收到孫必興電訊，李澤洲、周劍虹夫婦將在八月初到

訪，他預約一批和他們相熟同學再來一次午餐以表歡迎。那

時COVID-19穩受控制。市區染病者數目每日多是零，總在

二十以下。傳媒界還誇說三藩市將成為美國第一個群體免疫

大城市。言猶在耳，印度變種Delta洶湧而來。世界很多地

方也被這浪潮淹沒，美國亦蒙其災。三藩市北百里外的小縣

Lake�County本來一年來相安無事，病毒突然飆升。三藩市

市區也沉淪了，每日感染者上二百，甚至七、八百，重聚前二

天，數目竟達一千以上。Delta來勢兇狠，已接受兩劑注射

的人亦感染了。輝社同學在這陰影籠罩下，仍如約赴會，真是

「冒天下大不韙」，可見得友誼的持久和真摯。

準正午，我帶上口罩，踏進何府，赫然見到李澤洲已在

廳中。「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四年前在香港鑽禧見

面後，這是首次。不覺樂極忘形，和他熱烈握手。周劍虹趕

過來說:「你們不能太親切，不要忘記社交距離啊。」澤洲是

我小四信同學，和他談起當年班主任周堯書老師，數年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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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高齡逝世。他

是外科醫生，退休

後 移 居Houston,�

Texas。 六 零 年 代

中，他 服 役 美軍，

隨伍出師越南，多

次經過三藩市，和我有多次機會聚首。這次來三藩市灣區，

寓居於Walnut�Creek劍虹姊姊府上，和趙文權幾乎是鄰居。

文權女兒Joyce一車載他們三人到此。

在露台上見到單瓊珠，單倫理老師掌珠。一年前Las�

Vegas大會前曾見面。她很注意老人健康。於是再交談些關

於血壓的學問。她是和羅愛碧夫婦同來的。我好幾年沒見到

愛碧了。她錯過了三藩市鑽禧和Las�Vegas鑽禧加二大會，因

為那時夫婿Wilson�Wu先生微恙不適。愛碧和澤洲都是小學

時同學。七十多年後翡翠禧在Las�Vegas首次見面。浮雲一

別，流水已是大半生。談起小學時另二位女同學:�王秀芳和

胡平，全無音訊。我想，憑輝社的存在，我見着很多同學，

是難得機緣。三藩市的高中番鬼同學，畢業後各散東西，有

如石沉大海。

寒暄未及半小時，應義勇、陳麗蘋夫婦踏進餐廳。義勇

中學時是優異生。我認識他時是在一九五三年，我離開香港

的前夕，我在信班，劉容福和他在愛班，是劉容福介紹我識

他。一九六四年容福在東京因飛機失

事去世，倏忽已過了半世紀有多。我重逢義勇，甚是偶

然。九一年善社袁慶祥參加香港留美同學大慶會，認識了

他，慶祥告知我他現居灣區。時他在一保險公司任高職。我

立即取了他的電話，託孫必興和他聯絡上。以後輝社頻頻活

動，義勇鮮有缺席。嫂夫人陳麗蘋家慈居於三藩市多年，他

們很孝順，常來探問照顧，總有機會約我聚首。所以我們混

得很熟落。

翁希傑、葉秀瑜也到了。車載同來的有霍秀森和黃煥

慶、黃新芳夫婦。希傑夫婦不久前到Dominican�Republic�

渡假，和兒孫們共享天倫之樂。他告訴我，從國外回來，登

機前要作COVID�-19試驗，呈陰性方許登機。這是對美國公

民的「優待」，外國人踏足此必要受隔離，加拿大也不例外。

霍秀森本有事務想回美京Washington�D.C.，令弟勸她

在病毒重起期間不宜遠行。她非常熱情好客，宴請同學多

次。Las�Vegas大會，她因早有赴倫敦約，不能參加，先在穗

香請我們午餐作「補償」。我提起此事，她說早忘掉了。她常

作孟嘗君，真是貴人事忘。

黃煥慶夫婦幾年前從洛衫磯搬來。府上在南三藩市。風

景絕佳，可比美何府，遙觀國際機場，遠眺航機起降，能不

挑動遊子之心?�千金出閣時，席設三藩市羊城餐館，菜餚之

美，猶有餘甘。

孫必興、吳冰明夫婦、賈士元、郭詩玲夫婦在三藩市

嶺南小館購買了午餐。這是譽滿灣區的餐館。飯後有何汝顯

嫂蔡煒國安排的龍眼、蜜瓜、青葡萄子。孫必興嫂吳冰明

特製的檸檬蛋糕。吃得腸肥肚滿，回家時晚飯可免。唯一憾

事沒有請賈士元嫂郭詩玲獻技，因為沒有鋼琴伴奏。她那清

脆女高音。我們在Las�Vegas時已欣賞過。(見「往日情懷」一

文)，我們各人本帶有口罩，用餐時索性除下。

老同學聚首，總不免說些兒時舊事，雖然已是重演故調

好多次。霍秀森對「補習」一事，頗有微詞。我解說當年教師

薪酬不很豐裕，這是學校眼開眼閉，給職員賺些「外快」。孫

必興和我談起「加餸」和「開餅櫃」。宿生伙食奇劣。允許家人

在外買菜作補充。必興跟着王劍輝(馮惠馨老師兒子)，每餐

他開罐頭，必興可分一杯羹，我更高攀，「傍」的是陳維揚、

陳維浩兄弟，他們是陳濟棠孫輩。「加餸」有臘腸、鹵味。

何汝顯和我說起在平房象棋枱間「踢波子」，陳明也參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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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陳明已故，

是「 大 炮 蕭」告

知 的， 去 年「 大

炮蕭」也辭世。

下 午 有 一

特別精彩節目，

何汝顯的精心製

作。放影畢業後

直至現在歷屆輝社聚會照片。包括Sunnyvale王曦光府上瓷

器禧、香港銀禧、屋崙銀禧、太浩湖珍珠禧、多倫多珊瑚

禧、三藩市紅寶石禧、New�Jersey藍寶石禧、香港金禧、三

藩市金禧、Las�Vegas翡翠禧、香港鑽禧、三藩市鑽禧……

還有紐約慶崔琦得諾貝爾獎大會，溫哥華加拿大同學日。我

們要認出照片中的人物。這也是自己從年青到年邁的寫照。

多年前的照片，自己未必能指出自己，有一部份人物遽返

天家，後會無期，我曾參加本地四位同學喪禮:�廖春柳、黃

佑、王曦光、朱伯衡。生離死別，人生不能避免。這些聚會

照片，展示着自己一生的歷程。見面時間的歡愉，雖是短暫，

總是斷斷續續，也是漫步人生路，從黑髮到皓首。不期然想

起南宋詞人劉過的警句:「人生行樂，何事催彼鬢毛斑。」放

下筆尖，迷惘黯然。

2021-09-17 
忠社第八次網上聚談

參加人數不很多,但難得的是老瑞麒老師露面,說了很

多近况,憶舊,訓勉的話,何營展示了些與先夫人温馨的舊照

片.期間還接通了電話讓各同學逐一慰問療養中的傅中同學,

饒有意義。

忠社2021年9月17日網上聚談

出席:林錫衡、薛又梅夫婦、陳敏娜、梅榮輝夫婦、梅

松沛、陳鈺成夫婦、李振伍、曾廣營、卓以和、孫必勝、陳

隆聲夫婦、金宜中夫婦、鍾美麗、馮奇彬、麥梓輝、麥德

勳、崔慶桂、何營、林伯偉夫人、李偉方夫人、老瑞麒老師

和他的千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