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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戚嘉慧

首先在此向各位拜個年，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勝意。我們現在每年出版兩
期通訊，請各位在您的月曆上記錄一下:
1. 今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春茗將會在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六舉行 ，地點在
Millbrae 的香滿樓。我們邀請到羅裕康醫生為我們講健忘症。
2. 乒乓球日會在七月七日星期六，地點仍然在 Redwood City Senior Center。
格式是雙打比賽。
3.

今年八月份有世界培正同學日，從八月十二日在溫哥華揭幕，十五日從溫
哥華移師到多倫多，直至十九日在多倫多閉幕。如果覺得未能盡興，在八
月五日下午至十二日早上有阿拉斯加七天遊輪，或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有洛
磯山四天游，並中途訪卡加里培正同學會。又或在多倫多結束世界同學日
後，可選擇參加龍蝦島海洋省五天遊，或加東豪華三天遊，又或參加藍山
花瓶島兩日遊。詳情: http://www.puiching.org/active-news/5th-2018wpc/

4. 今年同學日定在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地點仍是在香滿樓。我們將會慶祝
下列禧社班:
1948 年建社離校 70 年金鑽禧

1973 年勤社離校 45 年藍寶石禧

1953 年誠社離校 65 年藍星禧

1978 年英社離校 40 年紅寶石禧

1958 年銳社離校 60 年鑽禧

1983 年凱社離校 35 年珊瑚禧

1963 年真社離校 55 年翡翠禧

1988 年曦社離校 30 年珍珠禧

1968 年仁社離校 50 年金禧

1993 年學社離校 25 年銀禧

很多學長都表達興趣續辦秋季旅游，鑒於今年有世界培正同學日，秋季郊游將
於明年重振旗鼓。 另外一個好消息，我們成立了一個培正乒乓球會，節目包括雙
打、單打或有練球的安排，希望籍此乒乓球會能進一步增加校友和賓客對乒乓球賽
的興趣。詳情請参閲本期通訊第十九頁球會成立通告。期待在春茗與各位見面。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八年度理事
會

長：戚嘉慧 77 傑社

副會長：范更生 64 協社

江苑絳 90 騰社

理

事：何汝顯 57 輝社

孫必興 57 輝社

鄭國輝 57 輝社

朱啟鵬 57 輝社

談雲衢 58 銳社

吳宣倫 58 銳社

黃維廉 59 光社

李威漢 61 善社

李曉篷 64 協社

吳麗齡 65 耀社

周榮超 67 恆社

朱樂怡 67 恆社

陳淑賢 73 勤社

許永懋 73 勤社

李

勞錦儀 76 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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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同學日禧年級社慶典亮點
2017年11月4日三藩市培正同學日在Millbrae香滿樓酒家舉行，同時慶祝六班禧
年級社頒發紀念品慶典，到會參加人數總共161人。以下是級社禧同學提供一些有
關他們當日慶典的彙報和感言:

1947年虹社金鑽禧
副會長范更生(授紀念座)、郭昆河、王國顯

**********

**********

**********

離校 65 年有感

**********

梅漢泉(偉)

去年十一月，我有幸與三位社友參加三藩市同學日盛讌，並獲藍星禧紀念座，
深感榮幸。我們都是八十以上高齡，其中周英煦(土木工程碩士)是港生，雷錦滋
(經商)、 黎萬達(工程)和我(工程)是穗生，在 2002 及 2012 年都返港穗參加同學
日，對廣州東山校址，倍覺親切。 美洲堂、圖書館、古巴堂、澳洲堂、黃廣昌宿
舍， 均歷歷在目，白課堂則在 1991 年改建為科學實驗大樓。 以前的籃球場消失
了，在原址起了禮堂，後面有室外游泳池，還有:“白宮”何在?
偉社的誕生地是澳門南灣小學， 有社歌， 是何安東老師作曲，李竹候老師作
詞。據我記憶我未學過唱社歌。偉社的社章是梅國治(波士頓僑領，經商)設計的。
讌會當天，黎萬達帶領女兒、女婿及孫女從 Folsom 到來，萬達畢業於上海交
通大學，是船舶工程專家，女兒曾到星加坡上學，後在 U.C.Davis 得工程博士，現
做研究工作。內子和我與她相識也近 15 年了。
我在港培正念一年級時，日軍侵港。我家逼返祖鄉台山。抗戰勝利後，搬回東
山祖屋，就讀培正小學六年級，同班有鮑盛光(中山大學物理系教授)、佘棣熙、黃
錦興、麥仙根多人。2002 年在廣州與盛光、仙根相聚，恍如隔世。培正的數理化
好，所以我在美國念工程博士，均有驚無險，還算順利。廣州培正有寄宿，晚上入
睡前，校園的播音機播放西方古典音樂。多年後，我才知道我最喜愛的是貝多芬第
六交響樂章(Pastoral)。直到今天，每感抑鬱不樂，總希望在音樂裏尋到我的田園。
我喜愛打橋牌，搭擋是位 92 歲退休經理。每當我們打得不如意，總會互相苦笑，
意思是不要緊，下次再來，永不服輸。我對他說，培正有校旗歌，就有“永不死”
一詞。 說起來， 我們的正式 (official) 紅藍色旗是怎樣? 培正與美南浸信會關係
非常，早年培正畢業生多到 Texas 諸大學升學。我曾想，美國大學多有吉祥物
(Mascot)。培正沒有，但有馬騮頭的光環。這就是我們的吉祥物吧，一笑。離校 65
年，是懷念，是感恩，是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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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偉社藍星禧
左一: 副會長范更生(授紀念座)、
梅漢泉、黎萬達、雷錦滋、周英煦

**********

**********

**********

慶祝 1957 年輝社鑽禧

**********

胡露施(輝)

今年是輝社同學離校 60 年，當然是我們值得紀念的時刻。早上十點半左右，
同學已陸續到達位於 Millbrae 市的香滿樓酒家， 一旦見面，便握手言歡，攬腰搭
背，甚是親熱，噓寒問暖，互訴衷情，有問手術後的恢復情況，有問未參加同學的
起居，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大家又抓緊機會，與好友拍照，恐怕這樣的機會不多
呢。
未幾，慶典儀式開始，今年同學會沒有選出會長，孫必興同學擔起重任，主
持會場，司儀江苑絳同學請孫必興介紹由離校 70 年的學長開始，到台前接受同學
會贈與的漂亮紀念品。很快輪到我們輝社前去，到會十二位同學依次到台中備好的
椅子坐下(照片)，鑽禧授章由偉社梅漢泉學長主持。儀式完後，大家很是興奮，又
拍照留下難忘的一刻。
這次聚會，沒有人顯得疲態，也使我感慨萬分，我們已是高齡(“高”字實在
使人氣餒)，在身上動過刀的人，也不是甚麼稀奇的事，今天我們慶鑽禧，在我們
人生的路上，60 年來所經歷過的甜酸苦辣，可謂幾經折磨，今天已是否極泰來，
是值得慶賀的。或者前面的路並不容易，相信也並不可怕。讓我們一起來面對吧。

左一: 王景昭、孫必興、鄭國輝、胡露施、單瓊珠、黃笑珍
左七: 黃開旺、朱伯衡、陳巨光、羅柏泉、羅愛碧、黃煥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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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社 1962 年翡翠禧

吳靄悌(旭)

今年是我們旭社(1962)離校 55 週年。11 月 4 日在香滿樓握手談天，大飲大食，非常高
興，尤其是首次見到張韋德。我社共有五位同學(吳靄悌、田玉樹、彭耀國、李仲尼、張韋
德)參加今次翡翠禧慶典。我看看我們的舊照片，參加離校 25 週年銀禧加冕共有十位同學，
大家都有黑髮，現在大多數是白髮或少髮，真是眨眼之間已過了 30 年!! 我們雖然年度比較
高些少， 但仍然十分“有勁”去参加聚會， 顯現出我們的紅藍精神。我希望在 60 年鑽禧
時，讓灣區所有旭社的同學(8 位)都能齊齊一堂，再來飲一杯。

左一:副會長范更生(授章)、張韋德、彭耀國、
吳靄悌、李仲尼、田玉樹

**********

**********

**********

**********

1967 年恆社金禧

吳令謙、梅應健、伍維信、周榮超、鄭國錚
劉榮相、秦蕊球、黃婉薇、區次嫻、陳美瑛、朱樂怡

這首詩是區次嫻學長(雁)祝賀恆社金禧的同學
桃李芬芳開遍了天涯
同學日金禧慶典十分熱鬧
金禧班同學登台掛上金牌
玉樹芝蘭紅藍兒女氣宇非凡

一路披荊斬棘一路越過雄關
登山涉水攀上峭壁懸崖
立足於山之頂巔看迤邐的峰巒
進入一個登峰造極的境界

五十年的崢嶸歲月枕戈待旦
追求學問夙夜不懈
五十年的黃金時代風華正茂
探索人生柳暗花明

今天金禧典禮如此隆重
為要表揚你們的辛勤
五十年的里程捷報頻傳
能不辱使命便是成就

告別了天天拾級而上的螺旋梯
你們到新的地方更上層樓

心花怒放花兒開在你們的臉上
蕭瑟寒意化作西南好風

到遠方去開天闢地
一路彩旗飄揚一路號角吹響

好風護送故人來芬芳如舊
同祝花長好月長圓人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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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傑社紅寶石禧

戚嘉慧(傑)

上次在灣區舉行傑社慶典，是十五年前傑社銀禧加冕。當年有九位同學參加。今年除了三
位同學已回流香港，其他六位又再聚首一堂。我想在此多謝每一位到來參加的同學。
莫國亮住在 Fresno，那天一早他從 Fresno 開車到來，還是第一個到場，十分感動。
蘇學勤的公子住在 Santa Barbara，他和太太本來約好南下探仔，為了赴會也延期才去。
馬安寧醫生平時星期六都上班，當天都要特別安排工作才能到會。
潘子榮前一晚剛從德國出差回來，還未睡夠便趕過來，當天還是精神奕奕。
蘇麗娟平常很少開長途車的，當天感謝我們這位培正姑爺抽空特地送她過來。
所以有時侯看似容易的相聚，其實背後都或多或少的有些困難。能相聚都請好好珍惜，期
侍下一次的相聚!

理事周榮超(授章)
馬安寧、潘子榮、戚嘉慧、蘇麗娟、莫國亮、蘇學勤

誠社同學畢業離校 65 周年

李君聰 (1953 誠社)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屈指一算，今年 2018 年是我們省、港、澳三地誠社同學在培正中
學高中畢業 65 周年之年份。今年加州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將於九月的同學日大會內為各禧年
之班社舉行一些賀典，這會包括我們 1953 年級誠社同學之藍星禧，我們在三藩市灣區的誠
社同學們得要準備一下了。
在這裡我且回顧一下我曾參加過誠社同學在過去各禧年的一些活動:
(一) 1978 年為誠社同學中學畢業之銀禧紀念年。是年我在香港參加了香港培正同學會在十
一月十八日舉行之培正同學日大典，典禮內有慶賀誠社同學畢業二十五周年的銀禧加
冕，是日出席的海內外誠社社友有八十九人，熱鬧極了。為我們戴上紅藍銀禧帽的老
師們是趙璧蘭、林英豪、鄺秉仁、何宗頤、羅慷烈、林藻勇、吳華英和單倫理。
(二) 1988 年乃誠社同學畢業離校三十五周年，廣州誠社同學出版了紀念冊(繁體字的，難
得)。是年秋我與家人自港移民到了美國加州，未及參加在港誠社同學的公宴活動，
而在三藩市這裡之培正同學日，未有為誠社的三十五周年舉行儀式。
(三) 1993 年是誠社同學畢業四十周年，省、港、澳誠社同學出版了紀念刊，封面由羅慷烈
老師題字，這刊物又是在廣州印刷出版，也是繁體字。是年十一月我參加了紐約的培
正同學日，我們誠社同學廿三人，在紐約港坐了 QE2 郵輪，去作了三天的海上遊。
(四) 2003 年是誠社同學中學畢業五十周年，在加州三藩市灣區，我協助了當年三藩市培正
同學會會長余光源同學(1961 年級善社)，編印了是年同學日(十一月十六日)紀念刊，
刊內有誠社同學中學畢業金禧專題文章五篇及彩圖，老師和社友們題字等共十二頁，
很是琳瑯滿目。這年同學日公宴，出席的各州誠社同學有二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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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13 年是誠社同學畢業鑽禧之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於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在南灣
王朝酒家舉行培正同學日午宴，我們誠社有十八位同學參加了這盛會。在十一月我又
到香港參加了誠社盛典和台灣遊。
2018 年秋，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當會舉辦培正同學日大公宴，誠社同學們盍興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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