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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周榮超 1967恆社

光陰似箭，轉眼又是新年，謹祝各位師長，校友馬年身體健康，馬到功成！
去年12月7日四時在“香滿樓”開理事會，我在三時多才收工由三藩市趕來，因
最近業務甚忙，差不多一週七天都要趕工。怎料坐下來便選會長，經一番唇槍舌
戰，眾位理事盛意拳拳下，又被推了出來作今屆會長，真有“措手不及”之感。
小弟今次是第六次做會長了（第四次是做副會長）。全因在座理事信誓旦旦
說會各司其職，鼎力支持，更有兩位為同學會服務多年的戚嘉慧和談雲衢作副
會長。有這倆得力助手，我才敢接下這個燙手的“熱山芋”。記得我第一次做會
長時，代表三藩市同學會回港參加同學日，受到香港同學會首長和中小學校長們
的熱情款待，在席上當時香港同學會通訊總編高雁雲學長拉著我的手，以慈祥誠
懇的語氣鼓勵我說：“榮超，人生如在舞台上演戲，你年少有為，在台上就做一
塲好戲給大家看看罷！”語重深長，言猶在耳。我在三藩市同學會參與了三十多
年，每有不如意的困難或挫折，全靠高學長這番話支撐，堅持繼續扮演下去！在
此，我要特別鄭重多謝各位師長（尤其林英豪校長和鄺文熾老學長多年對三藩市
同學會的支持，理事們和校友們多年來的鼓勵和支持，我們才有今日的成果！
今次理事會成立了以下小組和負責的理事：
1. 公關外交組：吳宣倫、戚嘉慧
2. 通訊總編輯：孫必興
3. 通訊地址錄：勞錦儀
4. 財政：李健
5. 獎學金：陳淑賢
6. 事務組：談雲衢、黃維廉、何汝顯、吳麗齡
7. 文娛組：鄭國輝、李威漢、史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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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會2013年培正同學日紀盛

李君聰 1953誠社

這次2013年的同學日改為午宴，九月二十八日於 Cupertino 的王朝酒家舉行，遾
開三十二席，參加人數三百五十人，盛會也。這次大會，羅省培正同學會黃文輝
會長率領二十五人到來參加，他們又致送了禮物與三藩市同學會，謝謝。
大會開始，首先頒發優異服務獎牌與鄭國輝同學，實至名歸。跟著是1988年曦
社同學畢業銀禧之加冕典禮，由鄺乃良學長（亦培正老師）給李行健同學戴上了
紅藍之冕。敬老活動開始了，首先是1948年建社學長畢業離校六十五週年之紀，
由戚嘉慧會長致送了禮物與陳偉強、劉文偉等六位老學長。跟著是1953年誠社同
學離校六十週年鑽禧之賀。這次大會舉行新猷，由先五年中學畢業的校友為後五
年畢業的同學掛紀念牌，於是便由建社代表給誠社李君聰、楊素堅、麥祥莊等十
八位同學掛了壽椑。接著便是由誠社同學代表為1958年銳社吳宣倫、談雲衢等八
位同學掛紀念牌。如此類推，銳社同學代表便給1963年真社陳振熊、單金珠等八
位校友掛上金禧金牌。
離校四十五年的1968年的仁社同學非常大陣仗，由黃如珍同學率領，有三十一
位同學出席。然後1973年勤社同學也不甘示弱，在陳淑賢同學帶領下，有十六人
出席了這次盛會。今年同學日的宴會場所很好，寛敞明亮，大眾校友都享受了一
個很愉快的紅藍同學日。

理事們，各位校友，同學會這個大家庭需要每一位的參與和支持，這樣這個家
才能興旺，繼續發揚光大。今年同學會的活動，多姿多采，看來今年馬年真要馬
不停蹄了！

日期
----------

2/22
3/1
6/21
7/12
9/27
11/22

活動

地點

-----------------------

------------------------------------------------------------------------------------------------

春茗午宴
香滿樓 (Hong Kong Flower Lounge), Millbrae
結隊參加羅省同學日 (詳情請閱本刊第18頁通告)
夏季郊遊
Flood Park Pine Picnic Area, Menlo Park
乒乓球日
見下期通訊
同學日午宴
皇朝酒家 (Dynasty Restaurant), Cupertino
結隊參加省港澳創校125年校慶

會

長： 周榮超 67年 恆社

理

事： 何汝顯 57年 輝社

孫必興 57年 輝社

鄭國輝 57年 輝社

吳宣倫 58年 銳社

黃維廉 59年 光社

林鼎彜 60年 正社

李威漢 61年 善社

余光源 61年 善社

范更生 64年 協社

李曉篷 64年 協社

吳麗齡 65年 耀社

陳淑賢 73年 勤社

田鈞祥 73年 勤社

李

勞錦儀 76年 敏社

陳永輝 92年 義社

史天慧 06年 禧社

胡子揚 08年 希社

健 76年 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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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嘉慧會長致送紀念品與羅省黃文輝會長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四年度理事會
副會長： 談雲衢 58年 銳社

		

戚嘉慧 77年 傑社

			
1948年建社藍星禧
左起：陳偉強, 劉文偉, 梅子熙, 鄭國樑, 黃琪添, 黃國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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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誠社鑽禧

左起：楊保民, 吳鳳玲, 關梓輝, 吳月娥, 楊素堅, 韋啟榮, 麥祥莊,
杜典瓊, 李興華, 陳景添, 唐興義, 簡幼文, 梅剛銳, 陳振煥, 劉培培,
潘占培, 林聖培, 張植生
站在講台: 李君聰

			

						
1958年銳社翡翠禧

左起： 談雲衢, 陳汝治, 張綺雲, 關秀容, 吳宣倫, 楊振中, 陳國成, 林潤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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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真社金禧

左起：陳其偉, 陳振榮, 陳訓勤, 曹世祺, 單金珠, 汪大勇, 王通利
站在講台: 陳振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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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仁社藍寶石禧

		
前排左起: 何法賢, 馮景生, 黄希明, 任立民, 趟天煜
中排左起: 高子愷, 解秀玲, 鄭景鍾, 黄澤球, 王鼎華, 黄如珍, 伍素玲,
		
郭美玲, 聶聘, 黃齡兒
後排左起: 王華利, 陳錦美, 張明華, 王定遠, 吳秉銳, 黃淑清, 鄺翠琴,
譚玉雲, 湯必達, 譚穎林, 雷國沛, 李國良, 郭奕廣, 朱小華, 唐兆榮

5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八十三期通訊

						

夷陵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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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植生 1953誠社
		

					

第八十二期通訊刊登了鄭國輝同學精彩的“白帝城懷古”一文，小弟雖然
未去過該地，但仍想用一些三國資料作補充：
三國時期先後有最著名的三大戰役——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及夷陵之戰。
本文只談夷陵之戰又稱猇亭戰役，此役是劉備咎由自取，導致蜀漢幾乎滅
亡。赤壁戰役後吳，蜀兩國蜜月期已結束，交戰雙方：劉備，孫權：爆發
於公元222年，是三國時期吳國(孫權)和蜀漢(劉備)為爭奪戰略要地荊州八
郡而進行的一場戰爭，也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一次著名的積極防禦的成功
戰例。

			

1973年勤社紅寶石禧

前排左起：黃萬滿, 黄思博, 陳美玲, 湛兆平, 勞美妮, 陳淑賢, 張菊偉, 李國華
後排左起：李錦定, 許永懋, 劉值儀, 田鈞祥, 郭原威, 羅應權, 馬陽明, 林國維

因交戰於夷陵(今湖北宜昌東南)，史稱夷陵之戰；又因最後決戰於猇亭(今
湖北宜都北)，亦稱猇亭之戰。赤壁之戰後，三國分立。不久劉備入蜀佔據
益州，留大將關羽坐鎮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率軍圍曹操大將曹仁
於樊城，水淹曹操七軍，降於禁、斬龐德，震動許都。曹操採納謀士司馬
懿、蔣濟建議利用孫、劉之間的矛盾，勸孫權向荊州進攻關羽後方，以緩
和關羽北上的壓力.
居於建業上游的荊州直接關係孫權江東政權的安危，又是蜀與魏爭奪中原
的戰略要地，一直為吳、蜀所必爭。當年十月，孫權趁關羽與曹軍在樊城
作戰之際，派大將呂蒙襲取了荊州治所江陵。關羽腹背受敵，十二月南返
至章鄉(今湖北當陽東北)，與子關平皆為吳將俘殺。孫權佔領荊州，吳、
蜀聯盟關係宣告破裂。
夷陵之戰 - 戰役背景
曹廢掉漢獻帝后，建立了魏國，接著劉備，孫權也建立了兩個國家。劉備
不聽丞相諸葛亮和趙雲的勸告(我們的敵人是曹魏而非孫吳)，決定傾全國
之力(七十萬兵員)，攻打吳國，為關羽報仇。孫權在幾次求和都不獲劉備
接納的情況下，只好派出年輕的陸遜為都督，前去阻擋。
陸遜在進行大規模反攻的前夕，先派遣小部隊進行了一次試探性的進攻。
這次進攻雖未能奏效，但卻使陸遜從中尋找到了破敵之法--火攻蜀軍連營
的作戰方法。因為當時江南正是炎夏季節，氣候悶熱，而蜀軍的營寨都是
由木柵所築成，其周圍又全是樹林、茅草，一旦起火，就會燒成一片。

			

1988年曦社銀禧
鄺乃良老師給李行健同學戴上了銀禧之冕

決戰開始後，陸遜即命令吳軍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突襲蜀軍營寨，順
風放火。頓時間火勢猛烈，蜀軍大亂。陸遜乘勢發起反攻，迫使蜀軍西
退。吳將朱然率軍5000首先突破蜀軍前鋒，猛插到蜀軍的後部，與韓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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