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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春茗專題講座

		

孫必興 (1957輝社)

二月二十五日，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在 Millbrae 香滿樓酒家舉行春茗午宴
賀雞年。到會人數共計130，其中出席人數最多是55年級忠社(16人)，57年
級輝社排第二(13人) ， 68年級仁社(12人) 緊隨其後。
午宴後專題講座開始，主講員是57年級輝社黃煥慶同學，黃同學在美
獲取博士後，分別在Georgetown University (1971–80) 、University of Iowa
(1981–82) 、UCLA (1982–92) 、UC San Francisco (1992–99) 、香港理工大
學 (2000’s) 和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00 –) 任教。黃同學是知
名圖片存檔和通信系統 (PACS)及圖像信息學 (Imaging Informatics) 研究領域
的先鋒。1991年他在UCLA開發了PACS，1995年在UCSF設立了醫院綜合
PACS，1999年他開始圖像信息學研究工作。當日黃同學的講題是“香港醫
管局發展電子病歷記錄系統的演變”，講座內容在此簡述如下：
香港醫管局 (HKHA) 於1990年成立。現時管理42間醫院和121間門診診
所。各醫院及門診按其所屬區域，劃分為七個醫院聯網:港島東聯網、港島
西聯網、九龍中聯網、九龍東聯網、九龍西聯網、新界東聯網、新界西聯
網。成立後在十年的期間，醫管局已研發綜合臨床資訊系統(Clinical Management System)，包括全港縱向電子病歷(ePR)。2000年初，醫管局聘請黃
同學為顧問，開始研發綜合電子病歷與圖像顯示和處理系統(Integrated ePR
- Image Display and Processing) ，這是一個突破性的發展項目。ePR-IDP系
統主要特點包括: 1) 通過圖像數據提高患者病歷記錄的完整性; 2) 私人醫院
可參照醫管局數據庫的圖像 (例如PET Scan)，消除重複圖像製作和處理; 3)
可使用公私接口（PPI）令牌共享存取醫管局 ePR數據庫和私人患者信息。
最後黃同學和我們講及使用ePR-IDP系統進行微創脊柱外科 (Minimally
Invasive Spinal Surgery) 的主要優點，包括: 6毫米切口相比5-6吋傳統手術切
口、血液流失及對身體的創傷大大減少、 手術後身體復原快、 感染率非常
低。筆者相信黃同學半小時的講座能增加一點我們對醫學圖像 (Medical Imaging) 技術和應用的知識。

   

     謝謝下列獎學金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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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日簡報               

范更生  1964 協社

第七屆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日於七月八日在 Veterans Memorial Senior Center
(1455 Madison Ave, Redwood City) 擧行(12:00 to 5:00pm)。這次乒乓球日的策劃和
籌備，包括場地的選擇，發佈通告及註冊參加人數，採購小吃，場內攝影，特別
歸功於同學會理事朱啟鵬、孫必興、戚嘉慧和黃維廉的勞力，在此表示萬分感
謝。筆者大約於12點左右入場，已經看見不少紅藍兒女在場，還有食物抬上擺滿
點心（叉燒包，蛋撻之類）、礦泉水、橘子水、蘋果水等。加上培正之友Penny
Cai 供應的餅乾，帶來同學們的口福真不淺。
場地是一個大廳，有四張乒乓球桌。不久同學們開始各自練球。大約一点鐘，
朱啟鵬學長召集在埸同學及嘉賓講話。第一件事是報告梁錦琪夫人於7月4日逝世
的不幸消息。梁夫人是培正乒乓球日的贊助人，大家為悼念梁夫人靜默1分鐘。然
後朱啟鵬學長帶領團體禱告。完畢後朱學長宣布今天有乒乓球雙打循環賽，及有
專家 Joe Young 教導乒乓球技。三張球桌用來比賽，一張用來教球。並言其他在場
的同學仍然歡迎參加報名雙打比賽。在李曉篷同學的鼓勵下，筆者也報名參加比
賽。大約一点半，朱學長宣布雙打規則：雙打搭檔由抽籤決定，現場共有八組，
每組要打七場（11分，三盤兩勝）。我抽到與袁慶和同學同組，我們第一和第二
場均以二比一勝出。第三場要對最強的一組，是洪楠麟和陳暉華同學。第一盤我
方慘敗於對方的殺球，第二盤我的搭檔以刁鑽的發球避免對方的殺球，於是領先
10比9。我的搭檔再發球，對方殺球到左死角，我睇這球完蛋了，但只能盡力擋一
下，乒乓球高飛半天，但去不遠，看來不過網。忽然奇蹟出現，乒乓球竟然落在
對方的網邊，彈了數下，對方也以為不過，沒有還擊，我方糊裡糊塗地贏了第二
盤 。第三盤我們打成平手10比10，然後你來我往再打數次平手，最後對方可能沒
有耐性，一連二次殺球出界，我們又僥倖贏了。以後幾場我方都贏，於是我們便
成了當天的冠軍。洪楠麟和陳暉華同學獲取亞軍。
比賽完畢，由吳宣倫和鄭國輝學長頒發豐富的獎品及拍照留念。然後同學們繼
續打乒乓球和跟專家學習球技，直到五點鐘才高高興興地回家。今天的活動有四
十多位同學及嘉賓参加， 希望明年参加人數會更多。

       
     
                              球賽大廳                                               球員與嘉賓合照

            
                
                       范更生 袁慶和                                          鄭國輝  吳宣倫 陳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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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秉度 52 偉社

65周年偉社藍星禧回顧  
一九四四年秋，偉社誕生於澳門培正小學。

一九四六年秋廣州東山培正中學戰後第一次招生。初一級學生共有七個班達三
百五十人之多。初中二年級時偉社社務有進展，通過競選，陳榮炎當選社長，梁
乃雄為副社長。初中二年級即獲第二十三屆全校運動會團體冠軍，這是建校以來
史無前例的。
一九四九年初中畢業時，偉社決定編印畢業同學錄，在培正六十年的歷史上，
初中獨自編印畢業同學錄是絕無僅有的，這是一次大膽的創舉。廣州解放後，偉
社也不可避免地卷入這個時代的浪潮中。先投身這個浪潮的有數學奇才鄧耀羅，
接着是李景開等四十多人，為投效祖國而投身於各項活動中去。
一九五二年畢業離校後同學會和偉社都無存在的土壤和氣候。
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不少同學受到沖擊，陳榮炎同學更被“小將”
們“革了一次命”，飽受各種“苦頭”。
一九七八年政革開放以後，與港澳偉社同學也逐步恢復聯系，於是推舉陳榮炎
為社長。
一九八一年港澳偉社主動承擔廣州偉社舉行慶典的大部份經費，《慶祝偉社畢
業三十周年紀念專刊》也由香港偉社編輯出版。
慶祝畢業四十周年的時候，廣州偉社第一次派社長參加香港的慶典。
在籌辦50周年的慶典中，穗、港、澳、美、加等地偉社同學密切聯係，協調部
署，由廣州偉社承擔編輯《慶祝偉社畢業五十周年專刊》。廣州偉社對同學會亦
有所貢獻。陳榮炎連任廣州培正同學會兩屆副會長，五屆會長，凌紹框連任兩屆
級社代表大會主席，蘇家榮長期擔任同學會秘書。六十多年過去了，幾經劫難，
數度浮沉，可歌可泣之事，何暇細數，紅藍情宜，永志心田。

           吳靄悌 62 旭社

旭社離校55年

眨眼之後，中學畢業已經有55週年，我們都過了“七十古來稀”。
回顧我們畢業後的旅程，我們應該非常感激培正。母校的教育是至善至正，畢業
同學絕多都是循規蹈矩去走正路。培正教育注重平衡發展，我們畢業後能在每一
方面都有基本的認識，準備去選擇追求不同的職業。 62年的畢業生擁有廣泛多樣
的職業，真是文武雙全!
我不是一個正式培正的“馬騮頭”，我不聰明，父母對課後活動亦很嚴格。
同學們在大公宴中談論和開玩笑時，有時覺得自己像一個局外人。不過，我記得
我們畢業旅行在大嶼山寶蓮寺過夜。我加入一群不能忍受每晚吃蔬菜的同學， 決
定下山買肉， 晚上偷罐頭肉入寺院， 我們完全不尊重佛教傳統及老師的警告， 我
們也不能忍受寺院的廁所， 決定在野外解決，這些經驗讓我想起了行為不端的樂
趣， 算我也做過“馬騮頭” !
培正的經驗， 讓我知道自己有非常的溺愛和幸運，但不要忘記社會上其他有困
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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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感慨………

       談雲衢 (1958 銳社)

2017年7月1日，廣州培正中學1958年級銳社、1959年級光社兩屆的同學在
東灣 Chabot Lake Park 相聚會。就是藉着那麼過大半天，同學們有一個歡聚的
時間，重新將記憶掀開，再次把心情激蕩……。
歲月的刻痕縱橫地刻在每個人的臉上，年輪的圓圈在每個人的身上有不同
的擴展，親愛的同學，別來無恙? 熟悉的老友，而今安康?
在這兩屆的同學之中，有幾個是從廣州東山培正小學就已是同學，到現
在可以說是共同走過了一個甲子有多，確是一件難得的事情。回憶過去的種
種，早已模模糊糊，相連的情節也漸漸淡忘! 過去有什麼委屈已隨着時間的逝
去而消於無形，人生憾恨的事無數，世間的不公現象如今再沒有多少時日可
以去計較，同時現在也沒有多大的心思去撥弄世間的諸事，一切都讓它隨風
而去吧!
談笑間，相互觀望，兒時的模樣矇矓地浮於眼前，過去的種種也隱約可
見，突然間在醒悟中，發覺小時候功課上的光芒早已消逝，突出的特別才藝
也已淡矣，現有的是白髮蒼蒼的和行動不便，以前那超強的記憶力，已被健
忘所代替，在手中的球拍也被拐杖替換，腹部六塊健美的腹肌，也變成了凸
出的一塊，輕盈的步履不再，煥發的熱情減去，有的只是緩慢的舉止，剩下
了那只有夕照西下的感慨!
其實不管從前如何?現今是怎樣?在老天的面前是一律平等的，一切都靠
着自然的法則在進行，到了這個年紀，你會發現回憶過去就有如坐在搖椅之
上，卻無法使人前進半步，過於回顧過往的燦爛時光，只能增加煩惱，沉溺
在從前的悔恨中也於事無補。何不利用我們唯一還能把握的現在………，已
經過去的事情，不要回頭去觀望，聖經腓立比書第三章、3-14節也告訴我們 :
我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
標竿直跑……。
我們要知道世上的一切都不長久，所有的事物最終都會得以面對，再回顧
一下，已近百年身，世上的名利爭逐早已無興趣，心只想抵達嚮往已久的天
父為我們設立的家園 ------天國。
親愛的同學，經過六十多年的輾轉漂泊，到如今還一息尚存，還能相知相
惜，實是難得的美事，故此在這一刻在天父的帶領下，經常喜樂。讓我們大
家多多保重，並一齊來高歌一曲“哈利路亞”願天父保佑我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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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正社歡迎李錦池、何奉賢同學暨夫婿來訪茶聚         林鼎 (1960 正社)
7月30日之茶聚，可謂千里逢迎高朋滿座，極盛了。平時灣區正社活動出席人數很
少超過11人。昨日，25位同學出席了這次茶聚。出席賓客有瑩社老大姐霍詠嫦和夫婿
忠社周興文老大哥、馮國森、李錦池夫婦。何奉賢、江國榮夫婦、黃文輝和汪嘉振夫
婦、目前灣區洛杉磯两棲的周其樂夫婦。稀客林傑屏，他住在灣區但不常出現，不過
比起從不出現的好多了。1977年傑社前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戚嘉慧。阮明、莊文侖
上海友人葉雲娟 。
多謝何奉賢借田徑隊重聚之名發動了培正四百接力名將跑 Anchor leg 之霍詠嫦和周
興文夫婦参加此次茶聚。霍詠嫦雖比我們高四年，但灣區正社同學無人不識。有人說
她是當年之校花，有人說跑步跑得最快。真是＂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之人物呀！可憐我們排球隊贏了1957年全港乙組公開賽冠軍。還是被冠與波牛之不
甚光彩的稱號 。
多謝何奉賢送來的節瓜和新鮮紅棗。使我們城裏人吃到親手種植之新鮮有機農產
品。還有，不能不提的，Fresno 特種茉莉和白玉蘭花。那種芳香比宋祖英唱茉莉花更
甜。據李錦池說，何奉賢人好。如果你肯開聲，很可能會收到與 Amazon 一樣的 OneDay Free Shipping之服務。不信就試試看。
多謝黃伯熙，雖然他不讓我們在聚會時公佈，却仍免費借出其正社第一位超80嵗生
日之名以作此次茶聚宣傳。結果黃文輝和汪嘉振夫婦不遠千里從洛杉磯飛來。本來已
在灣區揍孫的周其樂夫婦開始時因找不到 Babysitter 無法出席。幾經周折，縱使出席時
Diaper 之陣陣幽＂香＂，仍隱約可聞，最後還是在歡迎黑池、鳳姐之茶聚中與大家見
了面。可見第一位超80嵗之名還是有很大之號召力的。黃伯繼續努力。把平時的固執
用在與年歲爭斗上，誰敢說活到120、150是不可能之事？
多謝阮明莊文侖，憑着三寸不爛之舌說服灣區正社之稀客林傑屏重出江湖。應記大
功一次。不知甚麼時候，阮明莊文侖活學活用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詩
句。史無前例的介紹一位非培正非正社之上海友人葉雲娟來参加培正正社茶聚。葉女
士雖是不速之客，畢竟人多好分帳。有誰不倒屣相迎？特別是汪嘉振。如假包換的阿
茂整餅，冇個樣整個樣。居然敢考葉女士的上海話。搞搞震之綽號又一次自我證明 。
多謝黃文輝邀請前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前會長戚嘉慧参加茶聚。戚嘉慧是近年三藩市
培正同學會最賣力之會長。既肯擔當，又能團結校友。在他短暫停留灣區時間裏，除
了邀請戚嘉慧外。他還動員了五位同學去探望陳銘華。一起在陳銘華Moraga家度過了
一個愉快之中午。希望陳銘華早日康復 。
多謝本地正社同學，盧遂全夫婦、馬文洪夫婦、莊文侖阮明夫婦、黃伯熙夫婦、
林鼎夫婦、余甘文、李穎芳，林傑屏不要以為本地薑唔辣。如果他們都缺席，誰來倍
客、誰來訂菜、誰來召集、誰來.....誰來.....？

                      

6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九十二期通訊

灣區忠社茶聚

            梁錦濤  1955  忠社   

2017年9月9日灣區忠社社友出席 Millbrae 太湖酒家聚會共十九人，中山來
之孫必勝夫婦，New Jersey 來之甘嘉澧夫婦，及灣區不常出席的方翹楚夫婦，
袁一曾夫人等。除四家忠社同學外，全都到齊，幾個月不見。有點像李璟
云“…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之感。是的，我們都漸漸入耄耋之年，
垂垂老矣。幾個月不見，形貌不同，唉!
感謝薛又梅熱心號召，又買花又蛋糕，十分豐盛，餐後又到 Burger King 聚
了數小時，並大約概述明年節目，又由必勝簡述一下港、大陸同學近況，真
是難得一次聚首。

                        

八五抒懷
八十五歲不等閒，春光依舊在眼前。
堪笑白髮似瑞雪，常懷丹心祝豐年。
閱世已閱險中險，識人又識天外天。
幾番潮湧心底事，猶自神馳浪裡船。
     (作者蕭勁光(1903-1989)，任中國海軍司令逾三十年)

A Thought on My Eighty-fifth Birthday
I

I’ve lived my life to its fullest, to eighty-five years of age
It is still spring in all its splendor and charm
That my hair has turned white like snow amuses me
This heart fills with passion wishing my motherland an abundant year
A wise man I’ve become after witnessing evils that people do
Acquaintances with commoners as well as scholars made me wiser too
The surf breaks upon my memories like the roaring sea
The sea I love where my ship labored over the waves
  (1946年雁社區次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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