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培正同學日

牽動全球脈搏 情溢香格里拉
——記「培正創校120周年紀念暨2009世界培正同學日」活動
廣州培正仁社梁少棉
夜讀，王廣昌的吉他曲，運動場的足球賽，牽動了遊子幾十
年來的凝思苦想，難掩切切情懷……回首往事，思緒如潮。
再看看山河的巨變，校園的富麗，心底裏共祝祖國繁榮，母
校輝煌，同學友誼長存！
12 月 5 日上午，冬日的陽光灑落在珠江河畔，香格里
拉大酒店一派沸騰，遠道而來的全球紅藍學子齊聚珠江宴
會廳，共同見證這難忘的時刻。年過90的何信泉董事長來
了，來自美、加的白髮蒼蒼的老學長來了，來自大洋洲的學
子來了，專程從北京飛抵廣州的瓦努阿圖共和國駐華大使、
昇社校友羅治偉來了，來自世界各地和全國各地的同學會、
紅藍學子相約而來，場面動人……培正的同門——香港培正
和澳門培正及同學會、台山培正、梧州培正以及廣州培正中
學、東山培正小學、西關培正小學紛紛結隊而入。滿堂喜
慶，金碧輝煌，富麗堂皇的大廳座無虛席，137桌宴席排開
氣勢非凡。
10時正，大會在雄壯的國歌聲中開始，接著奏響培正校
歌，全場肅立，沉醉在這期待已久振奮人心的時刻。奏畢，
主持人李定怡、徐媫宣讀了中共廣州市委朱小丹書記賀信：
「歷經120年艱辛而輝煌的征程，廣州培正中學始終秉持『至
善至正』校訓，在教育教學各方面創造了輝煌業績，為國家
建設、民族振興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有用人才，並形成鮮明
的教學風格，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成為享譽南粵、輻射
海內外的著名教育文化陣地。特別是近年來，培正中學以科
學發展觀為統領，深入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政策和市委、
市政府關於推進教育優先發展的各項工作措施，在建設教學
設施、培養師資力量、創新教育科研等方面又不斷邁上新臺
階，成績可喜可賀」。接著，三地校長分別致辭：廣州培正
中學校長呂超祝各地培正學校校務蒸蒸日上，教學品質不斷
提高；香港培正中學校監何建宗希望三地培正母校發揚至善
至正精神履行內圓外方的校規，讓培正光垂萬代；澳門培正
中學校監羅永祥祝願培正的品牌繼續發揚光大。然後三地同
學會會長祝詞：廣州朱素蘭會長祝培正母校生日快樂；香港
雷禮和會長祝願全球紅藍兒女愛母校頌師長團結友愛；澳門
黃漢堅會長則祝母校校務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全場歡聲雷
動，經久不息。呂超校長就培正的商標註冊情況作了報告，
全場為「培正」的商標回歸共同慶賀，各地培正同學會還為
此簽署了維護、管理培正商標協議以及倡議書，並同時接受

2009是個輝煌而又難忘的年份，偉大的共和國60周年
大慶剛過，又迎來了母校培正的雙甲子——120周年誕辰。
這是全球紅藍兒女的盛大節日，是培正人向全世界展示和慶
賀歡聚的激動時刻，也是遊子思歸心潮澎湃盼望已久的積聚
與爆發——來自世界各地的培正學子，喜今日相聚，同慶華
誕！
為了紀念培正創校120周年，為大慶而盡歡，今年以來
穗、港、澳學校和同學會已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以示慶祝，
計有文藝匯演、徽章設計、徵文比賽、攝影比賽、足球比
賽、羽毛球比賽、學術講座以及三地共同參與的陸運會、
水運會以及足球、羽毛球、籃球、網球聯誼賽等等，精彩紛
呈，絡擇不斷。各個年代、各個級社甚至來自各地不同的培
正校園的同學校友通過各種各樣的活動加深了瞭解，增進了
友誼，團結在紅藍的旗幟下，大家深感培正這個大家庭的廣
闊與溫暖。
早在一年前，同學會已經接過承辦「2009世界培正同學
日」的這面大旗，而且為如何高規格、高水準辦好「培正創
校120周年紀念暨2009世界培正同學日活動」而出謀策劃，
費盡思量——讓世界認識培正，讓培正感動全球！讓紅藍兒
女盡情地歡樂，讓至善至正精神傳遍五洲四海！記不清開
過多少次籌備會議，數不盡滿腔熱情填滄海，只道是大家
熱血沸騰、同心協力勁往一處使，山移地動泣鬼神！計畫在
12月4日—6日一連三天為「培正創校120周年紀念穗校開放
日」
，舉辦隆重慶典：發行培正個性化紀念郵票，發行各式
各樣的禮品和紀念品，舉辦校史文物博覽展、集郵展覽、攝
影作品展覽、美術書法作品展覽、專題講座，舉辦培正創校
120周年紀念會和「何安東基金頒獎音樂會」
，組織「廣州新
建設一日遊」
；其重頭戲是12月5日假座廣州最豪華的香格
里拉大酒店，席設140圍，舉行「2009世界培正同學日大公
宴」
，以及下午緊連的「世界各地培正同學會會長會議」
、晚
上同歡盡興的「世界培正同學日餐舞會」為此向全世界培正
同學發出邀請。
這歡慶的日子終於到來了，全球紅藍兒女紛紛歸寧母
校——大門口、紅廣場、美洲樓前、大榕樹下、百周年紀念
堂……歸甯學子互訴衷情，師生相會老淚縱橫。無論是白髮
老翁，或是嬌麗美眉，都是從這校園走出去，闖蕩世界。如
今寸草思源，劬報春暉。曾記否？美洲樓的鐘聲，白課堂的

各地會長們在宴會上合影留念

穗港澳三地同學會會長致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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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征途，也照亮了全世界紅藍兒女的熱情和希望！
了穗、港、澳三地同學會的贈旗，場面感人，顯示了全世界
文藝演出開始——為了使大會更加隆重和熱鬧，同學
各地培正同學會的團結協作精神和培正大家庭的力量。頒獎
和校友們排練了精彩的文藝節目：管樂合奏、舞蹈、男聲獨
儀式開始：培正創校120周年紀念徽章設計總冠軍由廣州穎
唱、粵曲獨唱，叫人目不暇接；明社、誠社、匡社的徐育
社沈志華奪得，而輝社黃竹三獲徵文比賽（廣州賽區）公開
強、唐啟望、廖漢年等10人登臺演唱英文歌《金髮銀絲》
、
組冠軍，廣州培正中學的張建國老師連奪攝影比賽（廣州賽
，引來陣陣喝彩；以皓、恒、仁、昇社歸
區）公開組一等獎和總評公開組金獎，
「盧荷渠杯」則頒給了 《當我們年輕時》
僑同學為主體的10位年已花甲的學長跳起了《東南亞風情
獲得籃球冠軍的香港誠社隊。
舞》
，全場隨著舞曲的節奏為他們豔麗的服裝和矯健的舞
香格里拉的大堂始終充滿著熱烈的氣氛，作為慶典的重
姿熱烈鼓掌；70 年代校宣隊員們奉上一幕新疆舞《西域風
頭戲金鑽禧、鑽禧、金禧祝壽與銀禧加冕讓全場激動不已，
情——跳起來吧》
，頓顯當年風采；香港培正小學創社的姚
培正紅藍精神的發揚光大與級社文化的優良傳統再一次展露
子晴同學獻上小號獨奏，嘹亮激奮；而東小和西小的小同學
無遺。三位1939年畢業的鵬社學長的登臺讓全場響起雷鳴
們則演出各一場京劇和粵劇，氣氛隆烈；而最後出場的是集
般的掌聲，他們畢業離校已經整整70個春秋，閱盡了人間
體創作、分屬15個級社的校友出演的歌曲串唱《培正，成長
的精彩冷暖，迎來了這令人稱羨的金鑽禧；1944年畢業的
在祖國的懷抱中》把全場帶入最高潮，一曲《明天更美好》
，
昭社學長精神矍鑠地登上臺來，他們離校也有65年了，這
全場共唱，祝願培正大家庭團結奮進，培正的明天更美好！
20多位鶴髮老人手捧「壽牌」個個神采奕奕，還共同高聲唱
感動世界！感動2009 ！香格里拉，激情永在，我們永
起了《校旗歌》
，此刻，全場為他們的精彩人生熱烈鼓掌；
遠難忘！
1949年畢業的熹社同學拉著大紅橫額走上台前，這些與共和
國同歷程的新中國第一代建設者為祖國的社會主義
建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迎來了60年甲子話鑽禧，
有多少話兒湧心頭！如今安度晚年，感謝祖國，感
恩母校；1954年匡社陣容鼎盛，60多人昂首挺胸走
上台，這些走出培正校門的70多歲的白髮老人為培
正的光榮而驕傲，為人生的旅途駛進安全的港灣而
自豪；1959年畢業的光社今年是金禧大壽，當學校
和同學會的領導為他們掛上「金牌」的時候，他們的
笑容和50年前一樣燦爛，仿佛回到了青春時代的校
園生活！銀禧加冕的智、博社100多人最後出場，
他們步入人生的壯年，正是精英輩出，收穫秋天的
碩果。當年任教的老師們為他們加冕、擁抱、合 參加大會的澳門培正同學會全體代表
照，那場面多麼令人振奮，令人熱血沸騰！
大會進入高潮——「紅藍薪火代代傳」
，全世界
的紅藍兒女都期待著這神聖的時刻。呂超校長首先
把點燃的火炬交給了港校校長葉賜添，再依次交至
港校小學校長李仕浣、澳校校長高錦輝，然後交至
廣州同學會會長朱素蘭，只見朱會長與香港同學會
雷禮和會長、澳門同學會黃漢堅會長三人共擎火炬
揮動，全場再次響起熱烈掌聲。然後，火炬交至98
高齡的1930屆敬業社的廖壽柏學長，再交至1933年
奮社的96歲的鄺文熾學長。鄺學長洪鐘般的聲音高
聲朗道：我的黃金時代都在培正，我學會做人的道
理全來自培正！火炬再傳至1936年翔社學長、年過 呂超校長，何建宗校監，羅永祥校監向顧明均學長頒發獎牌
90的培正中學董事會何信泉董事長，何董事長美言
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愉快！話畢，繼續一個一個
地往下傳——40年代、50年代、60年代……新世紀，
這象徵紅藍精神的火炬照亮了一代一代培正人120
年的歷程。只見火炬手們接過火炬，心潮激動——
昇社的梁雪娟同學從泰國歸寧母校，幸運地成為
「火炬手」
，讓她激動萬分；仁社的馮潔蓮同學剛從
香港歸來就被「委以重任」
，令她百感交加……這是
一份榮耀，一份重任，也是多年才圓的一個夢。火
炬最後一直傳到2015屆東小同學手上完成了傳接。
只見東小、西小和培正中學三位應屆畢業的小同學
共同燃起了三把火炬一同揮舞——全場高潮迭起，
千百雙眼睛在注視，千百顆紅心在跳動，火炬照亮
香港培正同仁在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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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年以來，培正培育人才無數，服務社會，貢獻
國家，光耀寰宇。為慶祝雙鑽禧校慶，香港培正於二零零九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校慶週，舉行連串盛大慶祝活
動，與師生、校友和社區人士同慶創校紀念。
校慶週首個活動是佈道會，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晚上在香
港培正中學禮堂舉行。當晚校友、家長、師生和社區人士濟
濟一堂，同證主愛，共揚福音。佈道會的所有分享嘉賓，都
是培正學生或校友，包括由譚慧芝校友和葉超校友領詩，由
培正幼稚園及培正小學學生獻唱詩歌，然後由培正小學學生
至年長校友共十八位基督徒分享見證，讓佈道會的氣氛推展
至高峰。校方更邀請了資深科學家吳宣倫校友擔任佈道會講
員。吳博士以「從知識學堂走向智慧殿堂」為題，分享他年
少在培正求學，培養了尋根究底的精神，讓他在追求知識，
啟發思維，及探索真理上奠定了根基。

香港培正中學

十一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十二位名人校友雲集香
港培正中學禮堂，擔任「永為真理之干城──廿一世紀知識
發展」學術講座的主講嘉賓。講座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涵
蓋數學概念、科學發展、人體奧妙、醫學研究、環境保育、
商業行政、藝術教育和語文學習等範疇。講者不單為培正
校友，更是社會精英和學界翹楚。十一月二十四日，校方邀
得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院長鄭紹遠教授演講「數學與人類文
明：文藝復興篇」
、香港大學理學院院長郭新教授演講「太
空天文學」
、葉氏兒童音樂實踐中心音樂總監葉惠康博士演
講「學習音樂乃全人教育的重要基礎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
生物系榮休教授麥繼強教授演講「栽培人才的一些體會」
、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何鍾泰博士演講「符合可持續發展原
則的固體廢物管理」以及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院院長何建
宗教授演講「環境生物學的新視野和挑戰」
；十一月二十五
日，校方邀得港鐵公司行政總裁周松崗爵士演講「商業世
界，海闊天空」
、資深科學家吳宣倫博士演講「人腦與思想
的奧秘」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車鎮濤教授演講「殊
途同歸─談談中西醫學的異同」
、美國貝勒醫學院考倫眼科
學院漢克摩爾講座教授吳淼鑫教授演講「眼睛、腦、視覺與
藝術」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聖華教授演講
「凡事必『成功』？好惡皆『分享』？──談譯文體對現代漢
語的影響」以及香港浸會大學校長吳清輝教授演講「政治參
與以推動社會發展」。學術講座除讓香港培正學生參加外，
還吸引不少教育界同工、校友及社會人士參加，誠為學界盛
事。

香港培正小學學生在佈道會上獻唱

十一月二十二日，穗、港、澳三地培正的音樂菁英薈
萃一堂，參與演出於浸會大學會堂舉行的培正創校一百二十
周年紀念穗、港、澳音樂匯演。表演者包括香港培正中小學
合唱團；香港培正中學銀樂隊、弦樂團及管弦樂團；香港培
正小學管弦樂團、中樂團；澳門培正中學管樂團；廣州培正
中學管樂團；廣州東山培正小學合唱隊和西關培正小學管樂
隊。悠揚樂韻，扣人心弦，充分展示培正學生的音樂造詣。

學術講座邀得名人校友擔任主講嘉賓，並在會後安排對談及提問環
節。圖左二為港鐵公司行政總裁周松崗爵士，左三為資深科學家吳
宣倫博士

十一月二十七日，香港培正舉行校慶開放日開幕典禮，
榮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擔任主禮嘉賓。會
場內，各級社代表、學生代表手持級社旗幟進場，體現培正
團結一心及繼往開來之志。隨後，曾蔭權特首聯同何建宗校
監、楊國雄校監、葉賜添校長及李仕浣校長主持一個別具意
義的「騰飛火箭升空」儀式，寓意培正事業再創高峰，教育
成就更上層樓。開幕禮結束後，香港培正開放日和校慶嘉年

陣容鼎盛的音樂匯演充分展示培正學生的音樂造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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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隨即揭幕。各項展覽及表演活動，旨在介紹培正學生近年
在學術和體藝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以及學校推行課程改革的
成果。

是培正一百二十周年慶祝活動的高潮所在，筵開二百七十四
席，超過三千位培正校友、老師、家長和同學參加，當中不
少更是旅居外地而專程回港的校友。晚宴邀得政務司司長唐
英年校友擔任主禮嘉賓，主持「薪火相傳」儀式，以及「培
正教育發展基金」啟動儀式，又安排了戲劇泰斗鍾景輝校友
聯同鍾慧冰校友、歐倩怡校友、黃安琪校友以及師生一起擔
任晚宴司儀，營造歡欣氣氛，可謂別開生面。席間葉賜添校
長主持與周松崗校友、何鍾泰校友、鍾景輝校友對談交流；
並邀得小學學生家長、著名藝人黎耀祥先生接受訪問，令晚
宴生色增輝。

何建宗校監在開幕典禮上致詞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擔任校慶晚宴主禮嘉賓，主持薪火相傳儀式

校慶晚宴為「培正教育發展基金」籌款活動拉響頭炮，
不少校友捐贈珍貴藏品，供校友、家長及各方友好拍賣競
投。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校友捐贈親筆簽名Mouton Rothschild
1982紅酒兩瓶；香港科學藝術交流中心主席周耀祺校友捐贈
的藝術及郵票珍藏──天然彩色珍珠貝雕畫《香港回歸梅報
春》
、天然彩色珍珠貝雕畫《香港新貌》
、天然彩色大理石馬
賽克《雅典 • 北京》石藝畫、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純金紀念
郵票、
《奧運名瓷》──水點桃花瓷盤；阿虫代理人汪美玲
校友捐贈阿虫真跡名畫；葉賜添校長捐贈《2008北京奧運開
幕及閉幕紀念郵戮紀念封》。會場內競投氣氛熱烈，大家慷
慨解囊，成績令人鼓舞。

隨著火箭升空，十幅拼成「百年春雨 至善至
正」的橫額在許士芬博士大樓打開，嘉賓亦一
同發放禮炮致賀，氣氛歡欣熱鬧

十一月二十八日，香港培正於上午在中學禮堂舉行培
正創校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感恩崇拜，下午舉行培正同學日大
會，晚上移師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校慶晚宴。校慶晚宴

為培正教育發展基金拉響頭炮的拍賣活動成績令人鼓舞

際此培正創校一百二十周年紀念，讓校友們聚首一堂，
細味創校歷史、緬懷昔日校園點滴、展望未來氣象，誠為難
得的美事。香港培正為延續先賢創校使命，為傳播紅藍精
神，將繼續肩負薪火相傳的任務，帶領培正事業再創高峰，
教育成就更上層樓。

校慶晚宴於亞洲博覽館舉行，筵開二百七十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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