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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同學日禧社級聯歡點滴

2016 年 9 月17 日三藩市灣區培正同學會在 Cupertino 王朝海鮮酒家舉行每年一度同學日，同時慶祝八
屆禧社級加冕及頒發紀念品慶典，到會參加人數總共 209人。編者幸得禧社級社友支持提供一些有關
他們禧慶的活動彙報和感言。

後: 戚嘉慧會長 ; 前左起: 區次嫻、周亮高、冼玉珮、吳維國、吳鴻玉、周素芳、陳英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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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明社藍星禧-譚振德

1956年瑩社鑽禧-左起:龐敬鋆、王端玲、霍詠嫦、劉英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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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善社翡翠禧- 左起: 李威漢、許惠翠、曾妙珍、
余定一、楊謙珍、單寶珠、馮啟生、黃鎮棠、胡劍豪

1966年皓社金禧- 後排左起:方漢、梁永焯、張均策
前排左起: 鄒秉志、王瑋瑋、李潤錚、葉嘉音、黃雪影、
顧海銘、黃希真、陳行方、陳慎輝

1976年捷社、敏社紅寶石禧 –
後排左起: 勞錦儀、林翠微、彭瑋涼、李健、劉穎、林韻兒
前排左起: 黃文傑、陳樹森

1991年勇社銀禧-區次嫻學長給江勁翔同學戴上銀禧之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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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9.17 的金鑽禧，最難能可貴的在加冕拍照時，1944 年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吳鴻玉也就是在廣州高中三時同班上課領授李寶榮老師講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在坪石高中一同班 上課的周素芳就 坐在身旁，而她 右邊的
Washington Irving 的 "RIP VAN WINKLE", 七十多年後能夠齊

齊又坐在一起見面話舊歡聚，這不但是巧合，而是上帝的安
排和祝福，感謝主。

七十年前後的自憶

一九三七年我家已住廣州東山培正附近，我的大哥就讀

1938 融社，二哥1939 的鵬社，四哥在四二年的斌社。 1937
年 7月 7 日，抗戰軍興，藝群社剛好畢業，培正即遷往鶴山繼

續開學，照 顧學生的學 業，1938 念融 社的大哥 便在鶴山畢
業，隨即往外地升學。跟着培正在澳門設立分校，1939 年級

的鵬社是首屆在澳門畢業的同學，我二哥於畢業後即去上海
入交通大學。1940 年與 41 年算是平安的度過，可是在 41 年

men are created equal. ...

freedom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 ”

這是義正辭嚴，雷霆萬鈞，靠主導航，按既定目標走去

將永存於世的一篇講詞，楊校長以他演講的專長來講讀解釋

其內容，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在我們腦中，現在細讀過來

更覺其真知灼見。現在培正同學已在這個新大陸的國家中有
了個家
（同學會），讓我們紅藍兄弟姐妹有個聚集地，是何等

感謝主的安排及恩賜呢！七十三年前在坪石培聯高中一時，
那會 體 歷 到今日我們 紅 藍 兄 弟姐 妹 們 共同移植 生 活在“民
有，民治，民享”的家中呢！多謝上帝的看顧領帶

我們到這裡來生活、讀書、工作、成家立業，這真是奇

12 月 8 日，日本突炸珍珠港，後又攻佔香港、菲律賓及星加

異的恩典，請不要忘記是從天父上帝而來的。

門亦受到嚴重影響，但培正堅持辦學責任精神，以關懷愛護

年培正成立，1911 年中華民國成立，1948 年 5 月14 日猶太人

西桂林與培道學校聯手創辦“培正培道聯合中學”
（簡稱： 培

Israel), 1949 年 10 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當中的部分

坡，太平洋戰爭爆發了！給當地帶來很大的傷亡及損失，澳

之心與學生共同面對解決一切就學問題，即在廣東坪石與廣
聯），坪石由趙恩賜校長主持、桂林由溫校長主理，大部分

同學均來自港澳。1942 培正斌社順利完成畢業，四家兄亦隨
即往粵北升學。我和在毅社的五哥亦跟著離澳門經肇慶、梧

州、柳州、桂林、衡陽到達坪石進入培聯的民三五級
（即培
正 1946 的雁社和培道 46 的崧社），生活環境完全改變了！
高中三的民 32 級
（1943 鋒社）是我們的哥哥姐姐班，在一個

聯歡晚會中，我們抽簽自己的學兄學姐，一時成為佳話。很快

便眼看他們在 1943 年夏畢業離校去了！可幸，中山大學大部
分的學院和嶺南大學的農學院都在坪石附近，大學入學或轉
校均很方便。而我們在培聯的同學暑假不便回家他去的，仍

有了留校生活，坪石的校園非常優美，有山有水，正如校歌
歌詞所描述：
“金雞亦雲嶺，白沙武水日夜東南流，流到珠海
東山，如此好江山…”

金雞嶺就在水牛灣坪石火車站旁。白沙河、武水就在校

側和正面，順流南下經廣州東山入海。粵漢鐵路坪石站離校
不遠，乘車南下到韶關、曲江……北上往湖南衡陽向西南轉

往廣西桂林、雲南昆明…..很方便，有些同學回家渡假九月才
回校上課，學校狀況非常充實穩健，我們在校生活一切蒙上
帝眷佑，和諧相處好似一家人一樣。

1943 年高中一在坪石上課，教我們英 文的是楊元 勳校

長，他特選了美國 林肯 總 統的“Gettysburg. Address”教 導

1776 年美國立國，1863 年林肯總統發表這篇宣言，1889

經歷三千年的流離失所，終於蒙上帝帶領回歸建立以色列國 (
歷史演進會是我們親眼見到或經歷過的。美國立國 113 年後

培正創辦，林肯總統發表演講 26 年後，培正創立，從歷史觀
點看當時創校的元老們可能都曾受到“美國的”深刻影響，他
們以基督教為座標，信靠主 (In God We Trust) 為動力，這傳

統精神流傳至今有 126 個春秋了！比兩個中國及一 個以色列
國的建立要早些了, 這並非僥倖巧合而是上天給安排好的，切

要謝恩穩定的經營做去。1944 年春，日本在東南亞及中國戰
場受到盟國的施壓，開始敗退撤回至中國東北去。在坪石的
一個早上，經升旗禮後，林瑞銘主任登台，以嚴肅沉重的聲

音宣布“早飯後，請同學大家回宿舍去將各人的行李整裝好，

我們要出發乘火車南下到樂昌去。這不是疏散演習，請大家
趕快依指示做去。”真是個旱天雷，大家都心照不宣，默默的

快去執行李，便集合在操場上一同往坪石車站，搭乘火車往

樂昌去。午後到達樂昌，大家可各自安排回家或暫時留着與
校方一起，要作快快決定辦理手續去。因為我們培聯中學是

第一批離開坪石的有好組織的學生群，故大家可以從容妥辦
一切離去，這是學校對當時的卓見決策，給同學們極大妥善

安排，七十二年後的今天仍念念不忘，深深感激當時對校方
及戰區長官的照顧，各方配合得很好，這就是培正認真辦學
的精神，大家想想看會有同感、認識與謝忱。

1945 年春，戰局稍穩，學校即在湖南桂東復課，幸有九

我們，特節錄一部分和大家回味：

戰區長官的支援給學校的食宿，有很好的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 conceived in

生不多，老師 很 充實，有趙 恩賜 校長、林

Four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處理安排。學 校的中心就在一祠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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