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弘社榮譽

並對香港培正通訊編輯進一言
一九九六年「香港培正通訊」第153期「四五
懷舊及雜感」和 2002 年第 164 期 31 至 32 頁「懷念
港分」刊登同樣內容的文字。這是一件錯誤的報
導，重覆兩次向全世界校友和現在的師生報導，
涉及弘社人的榮譽，對某些同學很不公平。筆者
是事件的証人，弘社同學委託筆者澄清此事，還
歷史一個真面目。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九六年筆者在香港培正
同學會協助校對出版文字時，發現一篇文字是這
樣寫道：
「一九四七年，我們初中畢業後，大部份
同學到廣州母校讀高中，先讀暑期班，但難耐每
月只有一個週可以外出的校規。某週日港分同學
集體偷鷄外出，在外遊逛看電影後回東山，此時
回校本可平安無事。但吳兄提議不如食碗雲吞麵
再回去，眾生響應，那知雲吞麵吃完校內點名鐘
聲大作，
『柴記』已在門口守候，照章各記大過一
次。」
筆者既然第一時間發現，有責任通知是錯誤
的報導，當年該文作者被指定為弘社財務簽字銀
行取款人之一及同學錄出版負責人之一。於是我
在同學會打電話給他。對方回答是這樣的：他完
全不知此事，是潘世靖告訴他的。最後他沒有來
修改稿件，六年之後對方與弘社告別，移居美利
堅合眾國向香港培正同學會寫信告之移民，其稿
件「懷念港分」又重提此事，但增加了以下文字
「只有某君沒有偷鷄外出，可謂異數，故特受先生
表揚。」
該文作者會不會第三次拿此事做文章，筆者
與某些同學的觀點是一致的，他會利用今年弘社
鑽禧大典眨低社團，傲視同儕，因此必須澄清此
事。
筆者當年到廣州培正讀暑期班，暑期班是補
課性質，並不是專為港分同學升學而設，該文作
者又做了錯誤報導。筆者有下列理由說明該文作
者不在現場，全憑想像力寫作而已。
1. 前往廣州讀暑期班的學生團體票是由我負
責買的，當日上午家長和我到尖沙咀火車站找到
職員楊先生，領隊林宗仁和幾位同學已到了，林
宗仁一色白色衣服，在隊伍中沒有發現該文作者
一同去廣州；
2. 在廣州培正住王廣昌宿舍，分三間住，我
住地下室最靠左面的一間，同房有吳玉華、鍾寶
蘇、林宗仁、林良平和我。其餘兩間在二樓，全
體只有17-18人，從未見過該文作者在場；

弘社梁民生

3. 由於該文作者不在現場，連舍監點名也會
編故事，舍監從來不會站在校門捉人，如果該同
學晚上才返校，舍監就等到半夜嗎？
4. 學校點名是這樣的，鐘聲響後各人返回宿
舍，既然全體外出，剩下該文作者一人在宿舍，
這是很特殊的情況，該文作者說毫不知情，証明
你不在現場；
5. 該文作者說受到表揚更是無聊，初中已經
畢業，高中又未開學，那位先生表揚你，此案受
處分又不是全部，你從那裡受到表揚？
6. 當年前往廣州讀暑期班有：領隊林宗仁、
林良平、李濟成、鄭建基、鍾寶蘇、吳玉華、吳
王榮、黃瑞峯、方桂能、潘世靖、李潤鎏、鄺維
康、劉惠勤、梁民生等17-18人，從來沒有見過該
文作者。
王廣昌地下室宿舍成為港生俱樂部，港生話
多，動作多而且歌曲多，我們唱香港流行曲：
「草
繩當皮帶，走上摩囉街，舊嘢爭住買…」
，越唱越
勁，突然來了一位大隻佬，勸我們唱歌不要太大
聲，街外都聽到了，說話客氣而合理，原來是大
名鼎鼎的建社曹大哥是也，集體活動也沒有該文
作者。
弘社初中畢業典禮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卅日晚
上在籃球場舉行，七月初去廣州讀暑期班，第二
個星期天（七月二十日）上午去東山禮拜堂的同學
有請假和銷假手續，中午我和吳玉華、鍾寶蘇在
睡覺，二時後被一位同學叫醒（這位同學現居加
拿大）去吃飯，因星期天只吃二餐，伙食也不理
想，已經肚餓，於是走出校門，我和吳玉華是在
東山醫院對面稻香園吃豬扒飯，吃完就往回走，
林良平已站在王廣昌宿舍門口用惋惜的目光望著
我們，大家明白大事不好，第二天佈告出來了，
沒有請假外出一共13人記大過一次，港分同學六
人（筆者在內）
，國內同學七人。誰說港分同學集
體偷鷄外出？還說只有一人漏網，漏網的是不是
告密者？
該文作者為何多次報導假故事，原因之一是
過了羅湖橋就忘記毛澤東的教導：
「革命不是請客
吃飯，不是做文章，…。」
走筆至此，特向香港培正通訊編輯進一言，
今後遇見與集體榮譽有關的事件，希慎重選登，
該文作者兩次大喊「柴記」
，目無師長，同學讀後
很反感，當年這位老師健在，老師有何感想，編
輯是有權刪改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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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極平凡的事情發生以後
林潤棠（1958銳社）

一看《廣州培正銳社美西分社》
行進的腳步

港穗兩地的距離，清除了我們異地母校心理的障礙，
讓分社第一次組織社友參加三藩市同學會在香滿樓舉
辦的2000年社團加冕的晚會，自此，同學會每年舉辦
的活動，分社都組織校友參加。這樣分社的同學便有
更多的相聚機會，而更重要的是體現出世界培正一家
親的精神，讓培正人在這個大家庭中充分感受青春的
活力，充分展現團結的力量。
2008年是銳社金禧慶典，美西分社再次全面發動
和組織海外學友回穗參加活動，并盡力支持香港和廣
州的社委籌辦金禧慶典，包括美、加和英國在內海外
社友連親屬共30人回廣州參加了歷時四天兩夜的旅
遊、加冕活動。這又是一翻難忘的重逢，又是一場難
捨的別離，分社語重心長告別社友：
「各位保重，珍
重再見於2018 ！」
按分社紀念金禧慶典的計劃，分社編錄一張光
碟，收錄了分社於90年、96年、08年所組織的活動、
校友互訪的專輯和部份珍貴相片，錄製送給海外每位
社友，作為金禧紀念的珍品。很多社友表示十分感謝
分社的心意，他們將會倍加珍惜。
正當分社大部份社友回廣州參加金禧活動，有
一個人卻留在灣區，他代表分社「單刀赴會」參加三
藩市培正同學會當年舉辦的社級加冕和銳社的金禧的
晚會，他亦是在上一篇故事中被問路的那位「體形健
碩的中年人」
，他究竟是誰？他便是廣州培正銳社學
友，名叫談雲衢。這位對培正社團文化的熱心人，卅
多年一直多方打聽和聯繫各地校友，96年分社成立任
聯絡員，為社團工作盡責盡力，一路走來，到今年他
和光社的何平略一同被選入今屆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
理事，這是對他多年來為培正人獻心出力的肯定和表
彰，更是將讓他有更多的機會為更多的培正校友奉獻
愛心。
這一路上，分社和社友們一直都在陪伴著他，今
後亦定將給他鼎力支持！透過他，大家可以看到銳社
分社的腳印一步一步的向前、向前 ……。

人生在成長的過程中，Formative year，是極為
重要的階段，在這段時期所凝結起那純樸、真摯的友
情會沉澱在他一生記憶的深層之中。作為培正人，這
一層次就是在培正小學到中學這段年間所積累。獨特
的培正校園文化孕育和加深了這份友情，保存和積累
著培正特有的社團的凝聚力。我們正是懷著這份情，
憑著這股力，在散別四十年後，第一次重聚於異國他
鄉。為的不是遊覽、不是吃喝，為的是「返回」那段
已流逝的時光。昔日的故友，只有在經歷過這漫長的
歲月，在這種特定的氛圍裡，才能激發這種穿越流光
返老還童的感受。試想，這次相聚縱然不是絕唱，但
今後的人生還能有幾回？難得，難捨，得而復失，這
是人生的無奈。講真，這亦是每位參加聚會者在興奮
之後的遺憾。
作為社團在各地分支的擔旗者，其貢獻就是讓培
正的校園文化得以傳承和發揚。從98至08年間，培正
銳社美西分社的組織者們憑著這個理念，揮動社旗，
利用各種機會組織活動，讓社友一次又一次地享受歡
聚的喜樂，一次又一次地奉獻培正人的愛心。
然而，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初中讀語文時
的這句課文，無情地、悄悄地追上了這班銳社學子。
「能否？」客觀規律必然是一個個先後走入搖頭的一
列，能走能吃的必然越來越少。2000 年以後，老社
長梅捷成移居外地與兒女共享天倫之樂，分社便由張
綺雲擔綱。大家都意識到只有自己社的少數學友，很
難把活動持續下去。培正中學從 1920 年創立以年級
建社團的建制，在不斷延伸的社團陣列中，銳社排在
第三十八位，當看到我們那面一位勇士滿拉弓、箭在
弦、昂首挺胸、弓步屹立在科技日新月異的大地上的
圖騰的社旗，飄揚在眾多社旗之中，心情是何等寬
敞、溫馨、抒懷。90面社旗、
90個年級，一代傳一代，
一浪推一浪。香港培正恆社學長周榮超就是這一浪一
浪眾多弄潮兒之一。在2000年，他任三藩市培正同學
會會長，是他的細心，是他的熱情，縮短了我們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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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社珊瑚禧
時光飛逝，從銀禧加冕至今轉眼又是十年，明年是我
（敏）社畢業35周年珊瑚禧慶典，一眾同學正開始籌備，爭
取聚首一堂，而本年更先與捷社（明年同為珊瑚禧）在聖誕
節期間共同舉辦省內遊，作為珊瑚禧的序幕，期盼我社社友
預留時間，參與各項慶祝活動，共聚情誼。
最近接獲葉喬生（前澳洲雪梨同學會會長）電郵，願與
一眾分享。

社，本年入讀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我退任得實在及時，最近工作忙得不可開交，有幾個
發明品註冊專利以後，覺得適合自己投資開發，所以便不像
以往賣給別人的公司，但自己開發要投入的資金、心力和時
間實在非同小可，最近終於開發成功，產品已在全澳160多
間公司出售，甚受顧客歡迎，現在又繼續開發另一項發明，
所以真是很費神啊。很高興在網上見到小學有同學仔發明了
安全刀，而且還得商家垂青，真了不起，希望老師能好好指
導，鼓勵他繼續努力，打好各樣的學術基礎，俾能與創意相
輔相成，前途無量。
明年是我們畢業35週年，真快啊！可能由於同學之間
時有聯絡，我感覺上好像畢業了沒多久，不知這是好事還是
壞事呢？
有空來電郵傾下偈吧！
喬生 2010年10月

廣德：
你好！謝謝你的電郵，加冕事宜我會和徐兆敏跟進的
了。做了會長多年，感到有機會為同學和母校做一點事實在
非常榮幸、快樂和寶貴，真羨慕你可以每日都沐浴在紅藍園
地之下，培育紅藍新一代，看著他們成長和成就！
你的女兒好嗎？入了大學未？記得她有志從事社會工
作，幫助他人，希望她能如願。
（按：小女允寧乃2008年希

穎社—五年回顧
時間飛逝，猶記得在廿五週年聚會中，各人都帶著依依
不捨的心情離去；熱切期待五年後珍珠禧再聚首一堂之際，
這個日子己經來臨。
自銀禧加冕後，很多謝陳以恩同學不斷為大家安排聚
會：燒烤、卡拉 OK、自助餐、晚飯局等。同學亦趁此聚首
時機寒喧問好、各自相認、互訴近況；緬懷讀書時的歡樂、
回憶昔日在母校生活的各種點滴，洋溢著歡欣笑聲。每次聚
會之中，都會重遇一些「新面孔」
，席間各人言談甚歡，杯
盤狼藉，意猶未盡。
同學為事業、前途、生活、家人，港台中外幾邊走，
都明白大家聚少離多。而我社委員會的成員，亦因為各方面

情況，有些移民、有些長居內地、大家都為口奔馳、為家人
忙碌，難以兼顧其他，顧此失彼。五年之久，同學間亦有很
多變化，物是人非，當中已有同學離逝、有患病、有移居海
外、亦有提早退休，每個人都不斷有著變數，然而在當中都
看見同學間的關懷和支持。
雲雲人海之中，在這個「緣份的天空」大家能夠遇上，
可算是「緣」。過去的五年，大家情誼更深，實彌足珍貴。
所擁有的回憶，歷歷記在我們的人生之中，一小段的印記烙
在每個人的生命裏，揮之不去。盼望大家能抓緊每一天的時
光，享受生活、愛惜家人，並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機會。

請 捐 助「培 正 同 學 通 訊」經 費
「培正同學通訊」每期印刊分寄全球海內外校友同學，雖有校友捐助，仍入不敷出；為確保「通訊」能有足夠經費
繼續出版、傳達同學訊息，維繫校友情誼及發揚紅藍精神，請捐助通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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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聯繫，收到通訊，敬希儘速填妥登記表格，寄回香港九龍窩打老道80號（80 Waterloo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如蒙捐賜，支票抬頭請書「香港培正同學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Ltd)。
香港培正同學會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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