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長的話

陳淑賢

73年勤社

2021年只剩下三個月就快完結了。自從去年三月開始我們飽受疫情困
擾，去年我們三藩市同學會所有活動都被迫取消。
今年六月份原本以為疫情可以得以舒緩，理事們有一次愉快的聚餐，
我們討論今年餘下的活動，原本計劃在九月份有一年一度的戶外聚餐和11月
份的同學日，可惜疫情因為Delta病毒再次猖獗，我們被迫取消九月份的聚
餐。有一些理事還認為應該取消11月的同學日，但因為有很多禧社同學，很
想有一個聚會來慶祝他們加冕，我們現在暫時決定到10月15號再決定要不要
辦同學日。
由於場地關係，我們今年的同學日只會是比較小型的聚會。希望各級
社代表能盡快聯絡你們的社友，決定能來參加的人數我們好作安排。暫定只
有10至12枱，先到先得，禧社同學有優先。 日期是十一月六日在香滿樓，
請社代表在10月15号前聯絡戚嘉慧同學，
電話：510-701-6368。
謝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學會獎學金: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歡迎各校友子弟申
請，資格限於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欲申請，請與陳淑賢會
長 (415-939-4363)聯絡。現正接受明年的申請、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有文
件， 可寄往同學會郵箱。 謝謝!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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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校名頻改的年代及我與培正的緣分

黃維廉 光社

培正創校于1889年11月28日, 名培正書院。 校址在廣州德政路。1890年夏遷往大塘
街、 1891年遷雅荷塘。 1893年遷珠光里、改名為培正書塾。 1903年改名為培正學堂。
1905年因經濟原因停辦。 1906年在榨粉街開辦培正師範傳習所。1907年變賣珠光里校舍
及得到華僑捐助四千元、予同年十月十日動工建校、並開闢培正路。 從以上資料已可看
到先賢們辦校之艱難。 所幸1907年建成的校舍能保存至今。
再來看下面資訊: 1918年培道女校西人校長專制欺壓學生、 發生罷課風波。 基督
教浸信會張立才、張新基、李錦倫（時任培正校長）楊迎靄等十多人商議由華人自扮女校
並取名培坤女校。 1921年改名為培正女校。 後又改名為培正附屬女子小學。 1947年合
併入東山培正小學、 其在恤孤院路的校舍成為東山培正小學高小部(5一6年級）。1918
年先賢黃啟明由美返穗任校長、同年創建西關培正小學、在恩寧路。 1933年創建香港培
正。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由黃啟明校長帶領遷校至鶴山縣城。 1938年遷至澳門、同年
創建澳門培正。
1953年至1984年期間、 東山培正小學曾改名為東山第四中心小學、保安街小學、
育紅小學、東湖街小學。 1984年復名培正小學、而同樣在1953年改名為恩寧路小學的西
關培正小學、亦在1984年復名。 1953年培正中學改名為廣州第七中學、 1958年校舍被
徵用興辦廣州師範學院、原七中學生遷往培道校舍上課。1961年廣州師院廣東師院合併、
培正校舍交回市教育局、改名為私立僑光中學、1968年改為廣州第五十七中學。 1984年
復名為培正中學
我高中畢業於1959年、說來我和培正的緣分也算崎嶇。1946年入讀東山培正小學一
年級、1947年見證中小及培正女校合校。 五年級時便在原培正女校校址上課。 1951年我
因故轉往西關培正小學讀六年級、 1952年入讀中山二路培桂中學、 1953年見證了培正、
培桂改名為七中和十六中。 初中畢業後、由于十六中只辦初中、又往西關私校學習兩年
後、于1957年夏返回七中讀高二。 1958年夏、見証了七中攻名為廣州師範學院、七中學
生遷往培道校舍上課、七中和三十中(當時培道校名) 合併、改名為廣州師範學院附屬中
學。 我們有幸成為廣州師院附中的第一屈畢業生。 1960年廣州師範學院附中又改名為
廣州師院附屬實驗學校。 1961年廣州師範學院結束、廣州師院附屬實驗學校又改回廣州
第七中學、校舍保持在培道原址。 培正校舍成了私立僑光中學、六年後改為廣州第五
十七中學。 1984年12月22日培正復名、我們畢業後第一次回校參加銀禧加冕、重回了培
正大家庭、有校友告知我們是光社學子。 培正今年踏入創後132週年是我們所有學子引以
為傲的名校。
至此培正一門八校(廣州3-香港2-澳門-台山-柳州各一) 。 各地的同學會有65個、
各行業的精英普遍全世界、 這就是名校的魔力。 如果沒有先賢們的艱辛、先輩及現任教
師們的辛勤勞動、以及馬騮頭們的努力、要達到此境界談何容易。 最後摘錄校歌頭兩句
作結: 培正培正何光榮、教育生涯慘淡營--很貼切的歌詞啊! 以上資料摘自校史和網上
“歷史現場”中“東山說不盡的醉美時光”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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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堡三易其名

鄭國輝 57年輝社

在芬蘭灣 Gulf of Finland 畔的俄國西北大城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是俄國
沙皇 Peter the Great 所建。彼得大帝(1672-1725) 勵精圖治，聘請普 魯士
Prussian 軍人作俄國軍隊教練，革新了陳腐的俄國陸軍，擊敗瑞 典，吞併了波羅
的海諸小國，稱霸北歐，一七零三年彼得大帝建新都 於芬蘭灣畔，命名為聖彼得
堡。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 德二國兵戎相向。俄人因 St. Petersburg
此名含德國文化意味，遂易名 為 Petrograd。一九二四年共產黨之父列寧
V1adimir Lenin 逝世， Petrograd 更名為列寧格勒 Leningrad 以紀念此一代梟雄。
一九九一年蘇 維埃政權潰散，列寧格勒恢復原名聖彼得堡。 列寧格勒圍城 德國
納粹軍全面封鎖列寧格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殘酷、慘烈戰 事。一九四一年九
月八日德軍切斷最後入城通道。雖然於一九四三年 蘇聯勉強開了一條狹窄的走廊
與此危城通消息，紅軍未能解圍直至一 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列寧格勒被困共
八百七十二日。用犧牲的人 口數目作統計，這是歷史上最慘重，最昂貴的圍城。
在圍城內的人民 忍受的痛苦非筆墨能以形容。二十一世紀很多歷史學家對列寧格
勒圍 城處以德國犯了滅種罪行 genocide，因為企圖將城市內的老百姓活生 生餓
斃。 德國自突襲蘇聯，開闢東戰場以來，對列寧格勒志在必得，因為它 是俄國舊
都、文化中心、共產革命發源地。最重要的是波羅的海艦隊 常駐港口。失了列寧
格勒，蘇聯海軍便成了喪家之犬。兵工廠也在此 林立，亦有很強的工業骨幹。一
九三九年以前，佔蘇聯百份之十有多 的工業產品。希特拉很有信心短期內定攻陷
此城。出兵前他印了精美的請貼，發給國內各軍政要員，約在一個月後參加列寧格
勒國際馳名 大賓館 Hotel Astoria 的勝利慶功大會。 希特拉對列寧格勒有一異常
殘忍的計策。他通知戰場司令官不要接 受紅軍投降。受降後的偌大人口要德國負
責供養，這是一沉重的經濟 負擔。若城中因缺糧而絕命的上百份九十以上，剩餘
的可送往荒地作 勞工開墾。將城割分為二。Neva河北岸之地送給芬蘭盟國，剩餘
的先 毀了全部俄國建築，重造德國新省份的新首都。德國的純種日耳曼人 需要多
點生活空間。多麼可怕，不人道舉動啊! 除了北面，德軍鐵桶般包圍着列寧格勒。
北面是芬蘭軍負責。芬蘭和德國在此戰役中同牀異夢。 芬蘭目的是收回「冬季戰
役」失去給俄 國的地，並不準備更不想摧毀列寧格勒凵 圍城受德軍日以繼夜炮
轟。 紅軍英勇抵禦。就在北面開了一條狹窄走廊，達 Ladoga 湖。(這也是 芬蘭
軍態度是駐守，不是主動出擊。) 這條走廊是危城唯一生命線。 但要在嚴冬
Ladoga 湖結冰後方能通巨型運輸車。列寧格勒冬天大雪紛 飛，寒風剌骨。無數人
就在飢寒交迫中喪生。 城內在糧食稀有中作分配。而這分配不是均勻的。守城戰
士是當然 的第一等。其次是醫護人員。再下的是負責市內清潔、衛生、修理各 人
員，包括搬運和火燒殘骸者。最低下的是普通人。老弱和兒童任他 們餓死罷。 慘
絕人寰場面處處發生。有些人飢不擇食，割取死者肌肉充饑。一 婦人將自己三歲
女孩宰了，烹餐給其他三位年齡稍大的兒子。有一老 父偷偷殺了女兒的愛犬作食
糧。亦有寧願殺身送命，自己小得可憐的 糧劵留給配偶以望他或她能久延殘喘。
4

現聖彼得堡是異常美麗、繁榮、滿有文化氣息城市。我們往訪時切 不可遺忘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列寧格勒圍城的人間地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鄺伯與培正同學會

彭守柱

64年協社

有關培正同學會，我月前憶述協社於高中三上學期，當時培正同學會司徒英
會長(1940毓社)邀請協社同學参加於1963年11月的培正同學日大會，並委托協社代
為籌辦攤位遊戲及主持招待事宜。
協社出動大批工作人員，主持"醒獅祝賀"，演出"新疆舞"，話劇"還珠淚"等
。
緊接着同學日的星期一，朱達三老師在數學堂上說: 歷屆培正同學會迄今，以本屆
的會長最有魄力了。
時任副會長的鄺文熾(1933奮社)於1965年接任培正同學會會長後，鑑於當時
廣州培正同學會已停止運作，於是由香港培正同學會發起，召集世界各地同學會，
商議在香港創立世界培正同學總會方案。
在1965年11月6日，世界各地同學會會長及代表，齊集在香港母校大禮堂，参
加培正同學日，在大會中，正式宣佈通過創立世界培正同學總會並即席選出:
正會長: 鄺文熾(1933奮社)
副會長: 時任香港培正同學會的四位副長及各地同學會的會長為總會的當然副會長
。
總會成立後，出版"培正同學通訊"，推動全球培正兒女發揚紅藍精神，支持母校教
育事業之發展。
至2003年，温哥華培正同學會，舉辦加拿大培正同學日，那次是培正有史以來，首
次舉辦跨洲跨國的紅藍校友大型聚會，各地老中青來自五湖四海，踴躍熱烈。
在加拿大培正同學日的活動上，
舉辦各地培正同學會會長(或代表)聯席會議，香港培正同學會倡議並獲與會之各地
會長一致贊成，以後每隔三年，由世界培正同學總會，在各地巡迴舉辦世界培正同
學日，並由當地同學會承辦。
在2006年，由美國羅省培正同學會主辦第一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得到旅居當地的世
界培正同學總會創會會長鄺文熾老學長大力支持，出錢出聲; 在羅省培正同學會的
周詳籌劃下，令首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完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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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文熾(60年代吾輩後學稱呼他"鄺伯")先後担任四屆培正同學會會長期間，致力同
學會精誠團結，羣策羣力，發揮紅藍精神，為總會新會所啟用，推動在香港崇基,
新亞, 聯合及浸會等各學院設立培正同學會分會。
司徒英及鄺文熾俩會長促成在香港培正中學内設立黄啟明校長銅像。
於1969/70年間，鄺伯曾帶領我到他創辦位於旺角麥花臣球場附近的"東南無綫電專
科學校"参觀。
隨後，他在旺角花園街覓地建設數層高的楼宇，作為"東南無綫電專科學校"之校舍
。
於2018年6月22日，香港培正同學會舉辦的"鄺文熾會長追思會"上，蕭寅定學長
(1955忠社) 憶述:
1994年，鄺伯將前"東南無綫電專科學校"校舍變賣，將資金轉去故里台山，創建一
所由幼稚園, 小學而至高中的台山培正中學。
再者，為紀念"培正之父"黄啟明故校長，他於2014年聯絡培正同學會倡議在台山培
正，籌建"黄啟明校長紀念堂"，他的無私捐獻及全球紅藍兒女熱烈響應，踴躍捐資
，羣策羣力，眾志成城，共建一美侖美奐，功能齊全，先進實用的紀念堂。
我們從中可認識到，老一輩的培正學長對母校的熱愛及尊師重道，充份演繹何謂"
紅藍精神"。

2017-12-30 攝於NBC Restaurant,
Monterey Park, CA.
洛杉磯培正同學會壽星: 當年黃汝光夫
人(106) ; 鄺文熾學長(10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