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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雅典

為母校光
培英中學校董會主席 蘇棉煥

九月三日下午五時衛校長急電來通知，原

楊維校友，原是羽毛球單打冠軍，後來調

定九月十一日在廣州培英中學為奧運羽毛球女

配參加雙打，她對每一場比賽都全力以赴，永

雙冠軍楊維校友及男子花劍團體亞軍吳漢雄校

不言敗。在這次奧運電視直播銀幕上，我們可

友舉行的表彰大會，改為翌日（九月四日）上

以清楚見到她與隊友的默契，沒有因為隊友偶

午八時舉行，因而香港及沙田培英中學的校

然失誤而埋怨對方，也沒有因自己的錯失而影

長、校董、校友等都趕不及赴會，只有請衛校

響比賽情緒，奮力以赴，鍥而不捨，這對羽毛

長代為致意。

球雙打極為重要，也許是當年他的教練挑選她

培英中學在過去 125 年的歷史長河中，堅

參與女雙比賽的理由；亦正是我們培英人賴以

持以「全人」教育為目標，因而培養了不少為

成功的白綠精神的主體。吳漢雄校友在花劍比

國為民的精英，各行各業的奇才。往日有名震

賽的永不言敗的精神都是從學校培養出來的品

亞運的排球名將，十連冠的跨欄選手，今日有

格。今期《聯會友聲》，報導表彰兩位大會的

勇奪奧運金牌的和銀牌的校友，這正好說明過

文章，俾培英全體校友都能分享培英人獲取奧

去培英中學對辦學理念的堅持和進步，而學生

運獎牌的光榮，也通過他們的事蹟，俾我們培

則通過在校學習薰陶而在運動場上充分發揮出

英體系各校，繼續努力貫徹全人教育；各地校

培英白綠精神的具體表現。這些品格都是在老

友，團結友愛，繼續發揚白綠精神，在各個工

師們的循循善誘慢慢薰陶形成的。

作崗位上，奮發為母校爭光。

熱烈祝 賀
楊維校友榮獲奧運羽毛球女子雙打冠軍
吳漢雄校友榮獲奧運花劍比賽男子組亞軍
發揚白綠精神 繼續為國爭光
廣州及西關培英中學名譽校長蔡建中先生
香港培英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溫哥華培英中心

校 董 會 及 全 體 師 生 敬賀

培英中學校友聯會及世界各地校友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2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培英之光

熱烈祝 賀
楊維校友榮獲奧運羽毛球女子雙打冠軍
吳漢雄校友榮獲奧運花劍比賽男子組亞軍
發揚白綠精神 繼續為國爭光
為表達我們心意，𦛨定給予奧運金牌獲得者 2000 屆
楊維校友貳萬元港幣，奧運銀牌獲得者 2001 屆吳漢雄校
友壹萬元港幣的獎勵。

培英中學校董會主席
培英系列學校總顧問

蘇棉煥

培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
廣州培英中學名譽校長

蔡建中

敬賀

白 雲 區 在 培 英 中 學 為 28 屆 奧 運 會
冠軍楊維、亞軍吳漢雄隆重舉行表彰會

張泉部長主持頒獎大會

白雲區區長歐陽知在頒獎大會上致辭

衛作輝校長在頒獎大會上講話

奧運金牌得獎者楊維校友
勉勵後學，感謝母校

奧運銀牌得獎者吳漢雄校友發言

廣州培英校友會主席唐國俊代表培英校董會蘇棉煥主
席、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廣州培英名譽校長蔡建中
熱烈祝賀楊維、吳漢雄為母校增光，為培英校友添彩。

李建蘭副書記宣讀《白雲區委、
區政府關於表彰楊維、吳漢雄的
決定》

白雲區團委副書記謝偉宣讀
《向楊維、吳漢雄學習的倡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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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大會的領導和嘉賓與楊維、吳漢雄合照

學校團委、學生會幹部徐青兒
代表全校同學發言

江門、台山、西關等兄弟學校的校長，
校友會領導出席頒獎大會

楊維、吳漢雄向母校贈送訓練服和訓練器材

頒獎儀式後，楊維、吳漢雄為與會者
簽名留念

參 加 廣 州 市 白 雲 區 獎 勵 28 屆
雅典奧運會獲獎健兒大會領導名單
廣州市體育局副局長
李乃鎮
白雲區委副書記、區長
歐陽知
白雲區委副書記
李建蘭
白雲區委常委、宣傳部長
張 泉
白雲區委常委、區武裝部政委
尹 廣
白雲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劉思成
白雲區政府副區長
盧 瑜
白雲區政協副主席
馮海源
廣東省體育教研會秘書長
莊 弼
白雲區教育局黨委書記、局長
鍾向東
白雲區委宣傳部副部長
蘇 麗
白雲區團委
謝 偉
白雲體育中心副主任
汪德君、潘宇飛
廣州市羽毛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
李英明
廣州培英校友會主席
唐國俊教授
培英七三屆校友、中國重競技協會副主席、
省體育運動學校黨委書記、校長
劉克軍
榮獲 28 屆雅典奧運會羽毛球女雙金牌運動員
楊 維
榮獲 28 屆雅典奧運會劍擊銀牌運動員
吳漢雄
楊維的教練
楊新芳
楊維的父親
楊漢生
楊維的母親
楊群芝
吳漢雄的教練
鍾瑞明、謝偉明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各地培英、培英校友會掌門人與楊維、
吳漢雄合照

盧瑜副區長給楊維的教練頒發獎金
楊維、吳漢雄步入會場

楊維、吳漢雄獲頒發獎金
左起：李建蘭副書記、吳漢雄、
白雲區區長歐陽知、楊維
頒獎大會前，衛作輝校長（左 1）、張泉部
長（左 4）、鍾向東局長（左 5）、唐國俊主
席親切會見楊維（左 2）和吳漢雄（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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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白 雲 區 為 第 28 屆 奧 運 會 冠 軍 楊 維 、 亞 軍 吳 漢 雄
表彰大會上的講話
廣州培英中學校長 衛作輝
的輝煌歷史。你們是培英傑出的白綠兒女，母校感謝你
們，母校以你們為榮。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老師們、同學們：
大家好！

培英是一所有著優良體育傳統的學校，傳統體育活動
源遠流長，通過體育活動鍛煉意志，培養全面高素質的人
才是我們一貫辦學的理念。培英百年教育品牌的成功也與
這種體育傳統、體育素質密不可分。近年來，在各級領導
的親切關懷下，培英各項事業蓬勃發展，連續四年獲得高
中畢業班工作一等獎，連續二年實現高考“直通車”，高
考本科率達到 88% ，重點率連年創新高，達到 46% 。辦
學規模不斷擴大，向教育多元、國際化、集團化大步邁
進，為實現首批國家級示範性高中打下堅實的基礎。這一
切都是植根於培英厚實的文化傳統和踏實肯幹的精神上，
與全球白綠兒女鼎力支持分不開，也與今天廣大培英師生
員工萬眾一心、艱苦奮鬥精神分不開。

今天是我們培英中學值得紀念的一天，第 28 屆奧運
會羽毛球女雙冠軍，我校 2000 屆楊維同學，和男子花劍
團體賽亞軍，我校 2001 屆吳漢雄同學載譽歸寧母校！我
謹代表培英中學校董會、培英中學全體師生員工向兩位同
學表示衷心的祝賀和熱烈的歡迎！並向前來參加盛會的領
導嘉賓致以親切的問候！
在剛剛結束的第 28 屆雅典奧運會上，楊維、吳漢雄
同學不畏強手，奮力拼搏，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為中國奧
運代表團奪取奧運金牌榜第二位立下汗馬功勞。他們取得
的成功，代表著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書寫了濃墨厚彩的一
筆。
“人生難得幾回搏”，在你們的身上，我們看到了艱
苦奮鬥、努力拼搏就可以成就大業，看到了只有不屈不
撓、頑強的意志才是事業成功的保證。你們的精神與母校
白綠精神一脈相傳。母校一百二十多年的建校史，也是一
部奮鬥史；百年教育大業，無不滲透著這種精神。在過去
一百多年裡，培養了無數英才俊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
佳績。你們同無數培英英才一樣，秉承白綠精神，勇攀高
峰，為國爭光，奪取運動生涯最高榮譽，締造培英新時期

奧運健兒

楊維、吳漢雄同學取得了成功，他們的精神是培英優
良傳統的延續。我們熱切希望他們發揚成績，再接再厲，
在 2008 年北京奧運上再創佳績，延續母校不朽歷史。我
也相信，他們的精神必將激勵培英師生更加努力奮鬥，為
早日把我校建設成為全國示範性高中勝利前進。
謝謝！
二零零四年九月四日

我們的驕傲
廣州培英中學
統，創造了培英新時期的歷史。廣州培英校友會主席唐國
俊教授也代表培英校董會和培英校友聯會高度評價兩位校
友為母校作出了非凡的貢獻。

九月四日早上，白雲區委、區政府在廣州市培英中學
為第 28 屆雅典奧運羽毛球女雙冠軍楊維、男子花劍團體
亞軍吳漢雄舉行盛大表彰會。

楊維和吳漢雄也分別談了參加奧運的體會，鼓勵師弟
妹們努力學習，一同為母校爭光。

參加盛會的有白雲區區長歐陽知、區委副書記李建
蘭、副區長盧瑜，市體育局副局長李乃鎮，白雲區教育局
黨委書記、局長鍾向東，副書記鄺小冰，團區委副書記謝
偉等市區領導，楊維、吳漢雄的父母和帶訓教練，廣州市
培英中學校友會主席唐國俊教授、常務副主席梁校南先
生，廣州市培英中學校長衛作輝，嘉禾街、泉街、嘉禾小
學、養正小學領導以及培英中學全體師生。

隨後，區委副書記李健蘭宣讀了《白雲區區委、區政
府關於表彰楊維、吳漢雄的決定》，向兩位健兒頒發了獎
金。團區委副書記謝偉宣讀了《向楊維、吳漢雄學習的倡
議書》，廣州培英中學校長衛作輝代表培英中學和校友會
向兩位運動員頒發體育獎金，唐國俊主席代表培英中學校
董會主席蘇棉煥醫生，培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廣州
培英中學名譽校長蔡建中向兩位運動員頒發了體育獎金，
兩位健兒則向母校回贈訓練器械和服裝。

大會由區委宣傳部長張泉主持。區長歐陽知首先致
辭，他代表白雲區委、區政府對兩位運動員取得的優異成
績表示衷心的祝賀，贊揚他們不畏強手、努力拼搏的精
神，勉勵他們再接再厲，在 2008 年北京奧運會上再奪殊
榮，為白雲區人民爭光。

最後，還舉行了簽名、照相活動，全場師生高漲的熱
情把表彰會推向了高潮，熱烈的氣氛在培英校友經久不
息。
二零零四年九月四日

廣州培英中學校長衛作輝在發言中指出楊維、吳漢雄
作為培英優秀的白綠兒女，發揚了培英 120 多年優良的傳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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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
我校 2000 屆校友楊維，繼 2000 年悉尼奧運會上榮獲羽毛球
女子雙打亞軍後，又在剛結束的 2004 雅典奧運會中以非凡的意

楊維

志和精湛的技藝勇奪羽毛球女子雙打項目的金牌，充分展示了中

簡介：
1979 年出生， 8 歲開始練習打羽
毛球， 1994 年進入廣州培英中學就讀
初一，同年進入廣州偉倫體校接受專

華民族自強不息、奮發有為的精神面貌和母校培英熱愛祖國、團
結協作的白綠精神。為表彰先進、激勵後學，特獎給楊維校友人
民幣三萬元。

項訓練， 2000 年廣州培英中學畢業。

廣州培英中學校長衛作輝
廣州培英校友會主席唐國俊
二零零四年九月四日

1998 年進入國家隊，主攻雙打，多次
獲得國際賽冠軍， 2000 悉尼奧運銀
牌， 2004 雅典奧運女雙冠軍。

吳漢雄
簡介：
1981 年 出 生 ， 廣 州 白 雲 區 人 ，
1991 年開始擊劍訓練，同年進入廣州
市偉倫中心體校接受花劍專項訓練，

表彰

1997 年進入廣東省體工隊， 1998 年進
入國家隊，先後獲得 2001 年亞錦賽男

我校 2001 屆校友吳漢雄，在剛結束的 2004 雅典奧運會上以

花團體冠軍，世界大運會男花團體冠

非凡的意志和精湛的技藝勇奪花劍男子團體項目的銀牌，充分展

軍， 2002 年世界杯男花個人上海站亞

示了中華民族的大無畏、奮勇拼搏的精神面貌和母校培英熱愛祖

軍，世界杯男花個人第三名， 2003 年
世錦團體亞軍， 2004 年世界杯葡萄牙
站個人、團體第三名，西班牙站團體

國、團結協作的白綠精神。為表彰先進、激勵後學，特獎給吳漢
雄校友人民幣貳萬元。
廣州培英中學校長衛作輝
廣州培英校友會主席唐國俊
二零零四年九月四日

亞軍， 2004 雅典奧運男花團體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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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人的驕傲
—楊維、吳漢雄兩校友從奧運會載譽歸來

55 ．法社．溫榮錦

廣州培英校友會唐國俊主席代表培英校董會、
培英校友聯會向獲奧運銀牌校友吳漢雄頒獎

廣州培英校友會唐國俊主席代表培英校董會、
培英校友聯會向獲奧運金牌校友楊維頒獎

在培英系列學校裡，廣州培英中學的
2000 楊維及 2001 吳漢雄兩位校友在畢業
後，經近幾年國家的訓練培養，終於在 2004
年第 28 屆奧運會上，分別取得羽毛球女雙
金牌和劍擊男子團體花劍銀牌的優異成績，
從雅典載譽歸來，於 9 月 4 日回到母校參加
慶功表彰大會。
楊維（前左三）吳漢雄（前左二）與廣州培英衛校長（前左四）、西關培英劉校
長（後左一）、台山培英李校長（後左二）、廣州培英校友會唐主席（前右二）、
西關培英校友會溫主席（前左一）在廣州培英母校合照

楊維校友在 2000 年剛從廣州培英中學
畢業，就在悉尼奧運會取得了羽毛球女雙銀

裡的台山培英中學、江門培英中學和我們西關

牌，後經奮力拼搏了 4 年，終於在今年雅典

培英中學的校長及校友會主席均蒞臨參加慶功

奧運會上攀登了這個項目的頂峰，奪得了金

表彰活動。會上，廣州培英校友會唐國俊主席

牌，這是輝煌的大跨越！意義非常重大！

代表香港培英中學校董會及培英校友聯會致賀

吳漢雄校友在雅典奧運會劍擊賽中，與

詞並向兩位校友頒獎；衛作輝校長代表廣州培

隊友們奮戰到最后一刻，僅僅由於裁判員的

英中學、廣州培英校友會宣讀獎勵辭和頒獎。

不公而痛失金牌，獲得了銀牌。他們的拼搏

兩位運動員校友還向學校贈送了本人的羽毛球

精神，道德風尚和高超的技術水平，獲得了

拍和擊劍運動服紀念品。

世人很高的評價。

讓我們以楊維、吳漢雄兩位校友為榜

兩位校友從雅典奧運會載譽歸來是我們

樣，學習他們頑強拼搏、永不言敗的精神，

全體培英人的驕傲！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積極推行素質

在廣州培英中學慶功大會當天，廣州市體

教育，繼續發揚培英名校辦學的優良傳統，

育局，白雲區政府部門的領導，培英系列學校

堅持“全人教育”，不斷建設好我們的學校。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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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關培英中學二零零四年校友日記實
西關培英中學校友會溫榮錦、郭勤佳
（一）二零零四年八月八日廣州 36 度酷暑高溫下，

的校友日，相信在新到任劉國銘校長、陳其鈞書記及兩

西關培英中學校園內熱氣騰騰，近千名校友回到母校，

位副校長的帶領下，全校師生繼續奮鬥，一定能早日實

參加一年一度的校友日活動。

現省一級學校目標，再創名校新輝煌。

今年是七四屆和社校友晉升元老，又是和社主持籌

劉國銘校長講話，他肯定過去一年學校的成績和今

辦校友日團聚活動，在教學樓前《七四屆高中畢業 30 周

年高考共有 27 人考上省重點線（比去年多出 11 人，比

年紀念》大幅橫標下，一個長列圖版《七四屆（和社）校

區內另外兩所市一級學校總數之和還要多）達省高分段

友畢業 30 周年專刊》展出介紹了和社三十年的四十多幅

700 分以上 4 人， 24 人（科次）單科成績超過 700 分，

圖片；分別是（一）意氣風發．畢業留情（二）恰同學

其中英語單科更是首次超過了 800 分，是全體師生、全

少年（三）友情相聚（四）《二十年又相會》活動剪影（五）

體校友的光榮。由於教育改革發展需要，學校的領導班

《久久不聚九九聚》─畢業 25 周年（1999 年）活動剪影

子剛進行換屆，領導成員有決心信心努力創建省一級學

（六）芙蓉山水師生情（2002 年和社校友與退休老師重

校，共同開創學校更美好的明天。

訪花縣分校活動）（七）西關培英的驕傲─介紹和社校

校董黎鈞衍博士上臺祝福校友們、教師們身體健

友、廣州市十大傑出青年、省政協委員、廣州畫院副院

康，並多謝西關培英校友會的邀請及代表校董會主席蘇

長、一級美術師葉獻民（八）相約三十年。

棉煥醫生和校董會祝賀大家前程萬里。

眾多校友在圖片前照相與觀看，對和社校友畢業後

校友會榮譽主席陳宜發言：“很高興看到母校更名

走過的卅年與其校友情、師生情、母校情的由衷欽佩。

五年來，更添滿園精英，濟濟一堂。是老師循循善誘、

（二）大會十時開始，由前校長郭昌禮介紹新到任

悉心的教導，自己少年時在校頑皮，給老師起花名，現

學校領導，劉國銘校長、陳其鈞書記兼副校長、余鳳英

在不同了，回到學校見到老師很親熱，好像見到自己父

副校長、劉淑蓮副校長。介紹到會嘉賓，培英校董會校

母一樣。希望學校作新的衝刺，目標向創省級學校奮

董黎鈞衍博士、紐西蘭培英校友會會長、紐西蘭華文作

進。”

家協會創會會長黃戊昆先生、培英校友聯會副主席陳宜

（三）接著劉校長、溫主席頒發社旗給和社社長戴

先生、司庫宗大星女士、校友會榮譽主席、前老校長林

鳴，和社車錦康、呂妙玲回贈和社校友分會錦旗給學

道蘊女士、廣州培英校友會前主席張道生、 40 屆老校友

校。

甘永發、老教師趙亮祖等。
根據校友理事會 2004 年會決定 2005 年校友日主辦
今天歸寧母校還有來自英國三藩市 71 屆基社的張

工作由 60 屆任社校友負責。由和社校友李錦培、戴中莉

向前、來自香港簡元洛、蘇惠玲、葉馨宜、來自南海梁

將“校友日主辦級社”錦旗交給到 60 屆任社校友廣東省

懿莊、東莞莫玉書︙︙等。

廣播電視廳長馮錫增手中，完成校友日主辦交接儀式。

大會由和社陳少燕任司儀，由學校管樂隊齊奏國

隨後學校文藝隊表演了四個節目，校園十佳歌手 05

歌、校歌後，請出主辦今年校友日活動和社校友分會會

屆赫社張煒獨唱英文歌《Right here waiting》、 08 屆榮

長戴鳴講話並捐贈李朝炷體育基金 500 元。

社張樹宏等 13 人的英語劇《Do ReMi》、 06 屆赫社郭憲
宇等 6 人的小品和 08 屆榮社李順雯舞蹈《快樂的小天

隨後校友會主席溫榮錦講話，他對這次校友日由和

鵝》。

社籌辦，發動和社校友捐贈 2500 元作活動經費，還得
到校友聯會和校董會捐贈抽獎禮品（培英建校 125 周年

正像司儀陳少燕介紹說的那樣：“我們看到了年輕

紀念禮品）、蔡校長和陳宜主席出資給老師買餐券和支

的學妹表演了充滿活力的小天鵝舞，其實我們和社校友

持活動日的老師校友表示感謝。對去年晉升市一級學

回到學校自然而然又回到少年時似的。大會開始前和社

校，今年高考又取得輝煌成績，僅代表全體校友向學校

校友與學校的師弟們進行了一場藍球友誼賽，輸贏就不

的前任領導表示崇高的敬意。今天適逢學校新領導履新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計較了︙︙”
8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白綠大家庭
談心和照相。

接著請和社藍球隊何伯泉、潘建業、陳沃文、楊華
興，啦啦隊譚薇莎、蕭敏翩向學校藍球隊頒贈紀念杯、

和社二百多名校友們在樓前大合照，留下畢業卅年

紀念品。

又重聚於母校的笑顏身影。

和社校友柯偉楨一曲嘹亮女聲《愛的奉獻》道出對

隨著校友們漫步出校門，來到小福仙酒樓午宴，筵

母校真摯情感心聲，還請出 70 至 74 年老師上臺接受和

開 50 多席。席間退休教導主任李祝賢代表 134 位退休老

社校友的祝福和禮品。

師對蔡建中、陳宜、溫榮錦三位主席給離退休老師的關

最後 48 屆群社老校友張道生一曲高昴的校園歌曲

懷送暖及和社校友為學校校友日的支持表示謝意。席間

Pui Ying will shine to night ，一些校友加入合唱起來，

還進行抽獎活動，六十名校友被抽中，分別獲得不同的

匯成校友、母校、培英的樂流在空氣中，充盈在校園

禮品。另外每席各人亦獲得培英中學 125 周年禮品領

裡。

帶、絲巾、Ｔ恤、書刊其中一件。為校友們，又為校友
日增添了歡樂氣氛。

校友步出會場繼續與相關的老師、同學、校友見面

三位西關培英校友，廣東著名畫家伍啟中、葉獻民、沈文江，繼贈畫給培英校祖後
人及西關培英母校後，最近又擬贈畫給廣州培英、台山培英、江門培英三校。照片
中前排中座三人為畫家校友與廣州培英及西關培英學校和校友會領導合照留念。

紐西蘭培英校友會黃戊昆會長於七月二十二日在學校新任校長劉國銘等人陪同
下，參觀西關培英校史展覽室。

2004 年西關培英校友日當天，校園
內一派熱烈的節日氣氛，歡迎嘉賓
和歷屆師生蒞臨參加校友日活動。

黎鈞衍博士代表培英校董會及蘇棉煥主席參加西關培英校友日活動前，由張道生、
黃戊昆等校友陪同與西關培英新任及前任學校領導會面，照片中後排左三為新任校
長劉國銘，左四為陳其均書記，左一為徐鳳英副校長，左二為劉淑蓮副校長。

紐西蘭培英校友會會長、新西蘭華
文作家協會創會會長黃戊昆先生在
溫榮錦校友陪同下遊覽廣州名勝。

紐西蘭培英校友會黃戊昆會長參觀西關培英學校校舍後，與劉國銘校長及在校教
師和校友會主席等人合照留念。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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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校友日午宴的嘉賓席貴賓。

到會嘉賓拍照留念 左起：溫榮錦主席、宗大星女士、
趙亮祖老師、梁崇德校友、陳宜主席

校友會主席溫榮錦致歡迎辭

西關培英新任校長
劉國銘先生講話

黎鈞衍博士代表培英校董會
蘇棉煥主席講話。

培英校友聯會副主席、西關
培英校友會名譽主席陳宜先
生講話。

74 屆和社柯偉楨校友表演女聲
獨唱《愛的奉獻》、《常回家看
看》，請校友們常回母校老家
看看。

08 屆榮社李順雯等同學表演舞蹈
《快樂的小天鵝》。

48 屆群社張道生老學長與 42 屆雄社老學長，
紐西蘭校友會黃戊昆會長在大會上即興領唱培
英校園歌曲《Pui Ying Will Shine To Night》。

06 屆赫社張樹宏等同學表演英語劇《Do Re Mi》

校友日主賓在午宴合照。

校友日午宴席間進行抽獎活動。

校友會名譽主席、 54 至 66 年在學校任職的林蘊道老校
長，坐著輪椅參加校友日活動，為校友日午宴進行抽
獎。

培英校友聯會委員葉罄宜（中）被介紹與西
關培英新任校長劉國銘（左）交談。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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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日活動中， 74 屆和社校友與學校現職老師進行藍球比賽，兩隊球隊隊員合照。

校友日大會結束後， 74 屆和社 200 多名校友們在校園內合照留念。

參加校友日午宴的 55 屆法社校友。

參加校友日午宴的 51 屆彪社校友。

西關培英校友日大會上劉國銘校長的講話
我們深深地感到，不管是西關培英也好， 29 中也
好，多少年來，我們的校友無限的熱愛、信任、支持學
校。他們當中有的兩代、甚至三代人都選擇在我們學校
讀書，他們當中不少人已經事業有成，並成為了社會的
精英。在此，我代表全校師生對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和
熱烈的祝賀！

尊敬的黎鈞衍校董、尊敬的陳宜主席、尊敬的黃會長、
尊敬的溫主席、尊敬的校友會各位領導、尊敬的各位嘉
賓、各位校友、老師、同學們：
你們好！
我們剛剛歡度了培英創校 125 周年，今天又迎來了
校友日，在這令人無比高興的日子裡，我謹代表學校的
全體師生員工，對各位的光臨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和最衷
心的感謝！

由於荔灣區教育的改革和發展需要，按照荔灣區
委、區政府和區教育局的安排，學校的領導班子剛剛進
行了換屆。我們新班子的所有成員有決心，有信心在上
級的領導下，在全校師生的努力下，在校友們的支持
下，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積極推行素質教育，繼續
發揚我校辦學的優良傳統，堅持特色教育，堅持「全人
教育」，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方向，不斷建設好我們的學
校。我們還要積極創造條件，努力創建省一級學校。

過去的一年，在市、區各級政府和區教育局的領導
和幫助下，在培英校董會、校友聯會、蔡建中名譽校
長、溫榮錦主席以及廣大校友們的關心愛護下，我們堅
持黨的教育方針，堅持信、望、愛的校訓教育，堅持
「全人教育」的教育模式，狠抓教育教學質量，在工作
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尤其是今年的高考，共有 27 人考
上省重點線（比去年多出 11 人，比區內另外兩所市一級
學校的總數之和還要多）；總分 700 分以上有 4 人（700
分是全省的高分段學生）；24 人（科次）單科成績超過
700 分，其中英語單科更是首次超了 800 分。學校今年
高考成績創造出學校歷史的新高，是我們全校師生的光
榮，也是我們全體校友的光榮！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我們懇切地希望各位領導、各位主席、各位校友能
夠一如既往，繼續關心、支持學校的建設和發展，共同
開創學校更美好的明天！
謝謝大家！
2004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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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不言自成蹊
西關培英中學校友日側記
40 ．斌社．甘永發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一年

一群少年學生集體演出，吐字措詞清晰，配合劇情

一度的西關培英中學校友日，歷屆級社梯隊蔚成氣

跌宕起伏，反映了學校英語水平的提高。初二(4)班

勢如虹的長河，如水歸源，鳥還巢般絡繹返回母

李順雯等的芭蕾舞蹈 《快樂的小天鵝》，樂聲乍

校。今年更是增添了青春活力，像一襲薰風帶來氳

起，舞台上出現三隻輕盈的小天鵝，曳著潔白的裙

氤繚繞的清新氣息。進入校園，我的第一感覺是看

裾款款的走到台前，忽然又止，在悠揚的旋律中翩

是不少青年校友的新鮮面孔，其次是新任領導班子

躚起舞，婀娜多姿，如軟弱的柳絮隨風飄蕩，表現

年輕化，個個年富力強，精神飽滿，朝氣蓬勃，使

一派天真純潔的美。 74 屆和社何偉楨校友的女聲獨

人耳目一新。

唱，婉轉明快，如金石擲地，鏗鏘的力，放飛的旋

大會由前校長郭昌禮主持，他以洪亮的聲音，

律，撩撥著觀眾的心弦。將近尾聲，坐在鄰座的前

莊嚴地報導了學校一年來取得的成績，特別是今年

校友會主席張道生弟弟，熱情高漲，他起立建議全

會考學生已達到 800 分︙︙。並介紹新的學校領導

場一齊全唱“Pui Ying Will Shine Tonight”結束這次

班子和到會的嘉賓。首先生由新任校長劉國銘堅決

盛會。

有力地表示要保持培英的優良傳統結合優質的教

觀賞節目當中，掀起我浮想連篇， 70 多年前，

育，把學校建成省一級中學，完成國家的教育使

我在這裡由小學四年級就讀至初中一年級，整整四

命。黎鈞衍博士代表校董會主席蘇棉煥醫生，帶來

年，在此打好了堅實的基礎，才升學至花地母校，

了香港校友的盛情和問候，他謙謙學者之風，忠厚

因此對“培英西分”的感情特別深厚！那時的校舍

誠摰的祝詞，全場均為之感動。最年青的校友聯會

全是平房，離開那年才建起一間四層校舍。使我最

副主席陳宜熱情洋溢的報導，言簡意賅，概括了學

難忘的老師有陳思齊、李鑑湖、劉鳳鳴、黎啟澤、

校培育人才的成就。奔忙竟日的校友會主席溫榮錦

郭廣森、吳燦薇︙︙他們教書的神態至今猶歷歷在

活躍全場，他是學校與各校友會的友誼大使，好似

目。同級同學多數已先我而去，至今仍健在廣州的

球場的球星，無論友誼的球傳到那裡，都有他矯健

尚有四人，不是年老多病，就是不願行動，只有我

的身影，而且命中率準確。他的講話精簡動聽，深

頑強地生活下去！ 70 多年前我也在這裡表演過節

入淺出。經他介紹，有幸認識了一位從紐西蘭歸來

目，此情此景，不斷的掀起我的回憶和感慨，我相

的雄社同學黃戊昆，他小我一歲，擔任該埠作家協

信再過 70 多年後，年青的校友回到這裡，也許會和

會會長及培英校友會會長︙︙職銜一大籮，滔滔不

我有同樣的感覺。

絕談論外國社會生活，可惜他回國幾天，又要往香

西關培英中學是一個教育的搖籃，一批批新人

港會親友去了，有點相見恨晚！

在這裡成長。也是一個時代的大洪爐，一堆堆鐵鋼

是日文藝節目短小而精彩，首先是高一(2)班的

在這裡煉成鋼。更是一個大船塢和國際機場，多少

張煒男聲獨唱，他是校園十佳歌手，年紀輕輕的，

人才從這裡啟航和起飛。校友們披荊斬棘，行遍萬

音域廣闊，歌聲嘹亮，節奏流暢，幽幽的敲著觀眾

里路，讀破萬卷書，“世事洞明皆學問”， 125 年

的心扉。高一(3)班和初二(1)班的兩幕英語小品，由

的積澱，“桃李不言自成蹊。”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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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織女散花》到《三隻小天鵝》
─ 欣賞西關培英校友日節目演出有感
60 ．任社．郭潤泉
欣逢培英創校 125 周年，西關培英中學又迎來 2004

回母校，看到學校的管樂隊進步了不少，配樂陣容擴大

年校友日，我們這些兩鬢花白的校友再次回到闊別數十

很多，演奏的同學們個個都靚仔靚女，身體素質都比我

年的母校，未踏進母校 " 家 " 門，就看到門首一幅道欄標

們當年強。特別是今年演出節目的三隻 " 小天鵝 " ，真的

語─“熱烈慶祝我校高考單科突破 800 分”！心中為之

可與當年校友日在今天舞台左面的操場台上表演的《織

一喜，感到母校偉大，同學奮進，校風可頌。

女散花》舞蹈相比了！真令在場的白髮校友們興奮不
已。

此次回 " 家 " ，不少當年同學已成為當今 " 成功人士 " ，
對國家、對社會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校友們能取得這樣

激動之餘引發一遐想：當年的初中 " 織女 " 早已出國

的成就，我以為是我們學校的良好的校風、優秀的師資

了，記得高中 " 織女 " 畢業後去四川某大學深造，多才多

培育出來的，當你猛然回首，方知教育的重要。懷念過

藝的翁漢裕考上武漢音樂學院，還有二胡高手張，笛子

去，今天有機會回母校尋尋根，會會友，是十分有意義

高手寶︙︙，唯獨今天見到 " 洋琴 " 泰斗張珠還在廣州。

的，可惜過去五、六十年代的老師們已難得相遇。今年

當年歌舞團的成員就如兄弟姊妹那樣親切，我想上文能

我們卻有幸見到當年讀書時的林蘊道校長，坐著輪椅也

借《聯會友聲》一角刊登，希望能夠得知多一些校友的

要回校參加校友日，校友們都祝願林老校長健康長壽。

行蹤，並建議 2005 年校友日的活動中，以 60 任社校友
為龍頭表演節目，雖然他們都 60 多歲了，但向今天的弟

今年校友日大會活動，增添了一項校友日主辦級社

妹同學們講一下當年歌舞團的隊風，總可以吧！假如張

交旗儀式，得知下屆 2005 年校友日由 60 任社校友主

珠校友有興致來一場 " 春郊試馬 " 、 " 柳浪聞鶯 " 或再來

辦。我也是 60 任社校友，在 1959 年前後，當時廣州 29

一曲 " 步步高 " ，真是激動人心！張珠可是當年的隊長

中學的學生歌舞團成員不少是廣州市學生歌舞團中的骨

哩！同時，如果能安排張珠等校友與現時在校學習的同

幹，當年歌舞團的管樂、舞蹈、民樂常常在廣州市文化

學談當年往事，哪怕是短短的三言兩語，同學們肯定會

公園等演出場合亮相，深受校內外人士歡迎。演員以當

有所得益。

年的高中學生為主，並不斷培育初中同學接替。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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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彪社．黃庭俊

難忘可貴的 2004 年 8 月 8 日西關培英校友日聚會，和

是趁與家人回穗辦事之機，積極抽空來和大家團聚的。

去年 8 月 10 日校友日活動，在人數和氣氛相比，更顯熱

黃迺錚因原單位正要組織集體外出旅遊，不便推卻，一

鬧，內容更豐富，學校安排周到，熱情接待歸寧校友。

再請假，並再三請代向老同學問候。

但有同學說：老了，見得一次得一次啊！有同窗則

社工積極熱心人李潤華因患直腸癌的病，在 7 月 19

不同意，認為要向前走，要經常鍛練身體，保持健康，

日再進醫院，大家都很關心。彪社由劉振堅、陳應善、

就可以如願以償參加各種活動。我們早在 3 月初便發給

區祖芳等人前往探望。陳應善曾在這醫院附近住過，又

社友一份《國際最新保健知識》，不少同學看了後，都

是潤華的小學同窗，很快就找到荔灣中西醫結合醫院，

說：很好。

進入病房後說明來意，由劉振堅詢問李潤華的健康情況
及有關服藥的事情，並把彪社慰問金交給了李潤華，潤

今年的聚會，彪社有 12 人（其中一位家屬）參加。

華的心離我們更近了。

從香港回來的簡元洛，早在 7 月 12 日晚上 11 時多致電
給我說：「8 月 8 日回西關培英聚會。」13 日早上 7 時

有關 2006 年畢業 55 周年團聚和出版第三期社刊的

又來電確定：「先去加拿大，後趕回校聚會。」蘇惠玲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大事準備另聚會再研究。
13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白綠大家庭

邁向新學年

迎接新挑戰

— 記江門培英 2004-2005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典禮

2001 ．勰社．郭雲霞

黎鈞衍校董代表培英中學校董會歡迎了新一批學生加入白綠大家庭，並鼓勵他們
努力學習。

黎鈞衍校董與黃軍川主席在開學禮中代表梁華濟名譽校長頒發了“梁華濟獎教獎
學金”及梁瑞麟的“白綠兒女”獎學金。照片為余偉雄校長(左 2)、黃軍川主席
(左 4)、湯耀南校長(左 6)頒獎後與學生們合影。

秋風習習，送走了盛夏的最後一絲炎熱。 9 月 1

湯書記、余校長熱愛培英，關愛培英接班人成長的精

日，江門市培英中學的校園裡，人聲鼎沸，生氣勃

神，牢記培英“信、望、愛”校訓，發揚光大培英的

勃，休整了一個暑假的同學們踏著秋的腳步，精神抖

白綠精神，弘揚培英的優良傳統，緊跟時代步伐，與

擻地邁進校園，準備迎接新的學期。

時俱進，開拓創新，努力提高我校的教育教學質量。

下午 3 時半，全校師生齊聚在六層教學樓首層，

然後是黎鈞衍博士致辭。他首先對吳校長的講話

參加新學期開學典禮儀式，儀式由楊建源副校長主

表示了極大地贊同，肯定了培英的發展和變化。接著

持。在由校管樂隊演奏了國歌、校歌之後，楊副校長

黎博士充滿感情地回憶了自己的中學生活，勉勵在座

首先向大家介紹了蒞臨的各位嘉賓和領導，他們分別

同學要珍惜青春，明白讀書的重要性，從小立志，將

是：培英中學校董會校董黎鈞衍博士，江門培英校友

來為祖國的發展作出貢獻。黎博士精彩的講話立即博

會前主席黃軍川先生，前任校領導湯耀南書記、余偉

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雄校長等。

黃軍川主席也發表了講話。他代表校友會向全體

大會第二項是由學校領導、嘉賓致詞。吳名城校

師生問好，並對初一新生的到來表示了極大地歡迎。

長首先發表講話，他對各位嘉賓和學校前任領導的到

接著他向新生簡單介紹了培英的歷史，希望培英學子

來表示衷心的感謝，對初一新生加入到培英大家庭表

們都能夠深愛母校，繼續發揚“信、望、愛”的優良

示熱烈的歡迎。講話中吳校長提出了新學期的工作，

傳統，讓“白綠精神”遍地開花！

他要求全校師生要發揚求真務實的精神，以人為本，

大會的最後一項是頒發獎教獎學金。與會的嘉賓

以法治校，質量興校。要全面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樹

們分別向在今年升高中考試和期末市統考中獲得優異

立教育服務意識，增高服務能力，全面提高整體素

成績的教師和學生頒發“梁華濟獎教獎學金”和“白

質；切實加強和改進德育工作，提高德育的實效性；

綠兒女”獎學金。

實施素質教育，積極探索教育創新，全面提高育人質

最後，在歡快的樂曲聲中，全校師生歡送嘉賓離

量。並要求教師們自覺做到敬業愛崗、無私奉獻、團

場，至此開學典禮儀式全部結束。

結拼搏、為人師表，要求同學們自覺做到尊師守紀、
團結友愛、刻苦鑽研、勤奮學習。最後吳校長號召全

回顧過去，我們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展望未來，

體師生們要學習梁華濟名譽校長自強不息的精神，學

我們卻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校師生將會繼續努

習黎校董、黃主席熱愛祖國，熱愛培英的精神，學習

力，以辛勤耕耘換來更加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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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大家庭

江門培英開學禮中的懷感
江門 54 ．成社．黃軍川

江門培英中學 2004 至 2005 學年 9 月 1 日的開

體委員向在坐各師生們致親切問候！我更以萬分高

學禮到了！對於母校每年的開學禮我是緊緊牽念在

興的心情代表江門培英校友會熱烈歡迎新一批學生

心裏的，因為我要親自回母校，以最熱烈的心情歡

加入培英這個溫暖的大家庭！我鼓勵白綠弟妹在校

迎新一批白綠兒女加入我們培英大家庭，由 1980

努力學習，將來學有所成，能為祖國的繁榮富強作

年初開始，我從未間斷地回到母校參加開學禮！

出貢獻！同時，不要忘記培英的校史，我們培英教

今年，我特別邀請了黎鈞衍校董參加開學禮，

學史在風雨中已經受過 125 周年考驗了。在回想

並在香港買了一批新樂器（十個小軍鼓、兩個大軍

中，江門培英能重回培英白綠大家庭，要感謝校董

鼓）和黎校董一起帶回江門培英作賀禮。

會主席蘇棉煥醫生指導我去辦理一切回歸培英的手
續。同時，另一位我最敬重的人是黃國熙校監。 18

開學禮當天，吳名城校長在江門碼頭迎接我和

年前，在余偉雄校長的訓示下，叫我踏上尋找培英

黎鈞衍校董，午飯後由校車接載我們到江門培英參

大家庭的路，在尋尋覓覓的尋找中，就在巴炳頓道

加開學禮。下午二時半，楊建源副校長在主禮台上

找到當時我們培英的家了。這時是由黃國熙校監和

宣佈開學禮開始了，這時全體師生都站立起來，先

我接觸的，直到校董會決定接納江門培英回大家庭

由校樂隊奏國歌及培英校歌，隨後由吳名城校長作

的前夕，黃國熙校監拿著三條校呔莊嚴地向我說：

全年的校務工作報告，接著由黎鈞衍校董致辭。黎

「黃軍川校友，你現在正式是培英的學生了，這三

鈞衍校董代表校董會主席蘇棉煥醫生向全場師生致

條校呔送給你，但你要記著不論你到那一間培英

親切的問候，並代表校董會歡迎新一批學生加入我

去，都要先打好校呔才可進入校內，這是校規。」

們培英的大家庭，黎校董並語重心長地教導白綠弟

從此，我到每一間培英都會打好校呔才進入校內！

妹作為培英人應有的責任。能邀請到黎鈞衍校董在

我在開學禮中向白綠弟妹講述了母校經歷的艱

開學禮中講話，使全體白綠弟妹們獲益良多。

辛歲月，目的是要白綠弟妹不要忘記培英白綠大家

爾後，楊建源副校長請我上台講話。我首先感

庭是我們的先賢和學長用艱辛的汗水培育出來的，

謝白綠弟妹對我熱烈的歡迎，接著我代表江門培英

希望弟妹們他日畢業後，能以前賢為榜樣，為白綠

名譽校長、江門培英校友會主席、培英校友聯會主

大家庭作出貢獻。

席梁華濟，培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及全

黃軍川主席在鼓掌答謝全校師生的歡迎
左起：吳名城校長、黎鈞衍校董、黃軍川主席、湯耀南校長、
余偉雄校長在主禮台上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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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伉儷訪問美南德州校友會
51 ．彪社．張景燊

二零零四年八月初旬，蔡主席伉儷藉到德

敬佩與學習。自從德州校友會成立後，蔡主席

州 Dallas 探親後，特意轉機來 Houston 市探訪美

是第一位校友會領導訪問我會，也表現了蔡主

南德州校友會，與培英校友們晤面，蔡主席伉

席夫婦白綠兒女一家親的精神，校友們熱烈的

儷這份濃情厚意，令我們十分欣喜。蔡主席伉

鼓掌讚許。校友會贈送了一張美南德州校友會

儷是培英一九五五年級法社校友，也是華南工

製作的今年參加創校 125 周年觀禮團 CD 相碟作

學院校友，在德州校友會裡有他們同級社友余

為贈禮給蔡主席留念。接著蔡主席致詞，他代

樹衍及華工校友彪社老大哥林永樾，他們接到

表蘇棉煥主席，曾集祥主席及美西校友會方創

通知後十分開心，樹衍還特別更改與別人的約

傑顧問向我德州校友會問好，並講述溫哥華、香

會，攜同夫人與老同學聚會。八月六日晚，我

港及國內各校培英的過去及將來發展的前景，使

們設宴於明園酒家歡迎蔡主席伉儷到訪，當蔡

在座校友得知母校的現況。蔡主席初次與校友見

主席與夫人到達時各校友上前熱烈歡迎，蔡主

面，他親切的笑容，健談爽直的性格，謙遜沒架

席夫婦見到老同學及校友們也非常開心。六時

子的風度給校友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李堅立校

半，二十多位校友及嘉賓到齊後，會長代表德

友謝飯禱告後，便開始歡迎宴，席開兩桌，其中

州校友會致歡迎詞，略述蔡主席伉儷對培英各

還有一段小插曲，就是澳洲雪梨校友會凱社蔡其

校及聯會的貢獻及大公無私的胸懷，值得我們

𠵴校友打來長途電話給蔡主席道賀並問候德州校
友們，足以證明蔡主席在海內外校友樹立了親切
的形像。在近三個小時的聚會中，洋溢著白綠一
家親的精神。宴會後，校友們與蔡主席伉儷來了
張大合照，結束了這次愉快的聚會，在彼此互道
珍重握手道別。

二零零四年八月六日 蔡建中、羅愛梅伉儷與美南德州校友及嘉賓合照

二零零四年八月六日蔡建中、羅愛梅伉儷與德州校友會部份校友合照
站排(左至右)：李奕榮(59 台分)、林永樾(51 彪社)、余浩彬(46 台分)、林慰嚴(48
群社)、賴萼興(65 斐社)、黃子勤(59 羽社)、林伯興(51 彪社)、余
樹衍(55 法社)
坐排(左至右)：林卓東(52 強社)、李碧蓮(57 台分)、余詠蓮(58 台分)、李堅立(36
方社)、蔡建中(55 法社)、羅愛梅(55 法社)、朱佩玲(58 立社)、張
景燊(51 彪社)

二零零四年八月六日 蔡建中主席給德州校友們講話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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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培英中學珍貴歷史圖片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

十分感謝「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提供了白鶴洞培英及西關培英之珍貴歷史圖片給本刊登載，以供白綠兒女緬懷
惜日的校園情懷。今期刊載白鶴洞培英圖片，而西關培英圖片將於下期續刊。

編者

一九四八年白鶴洞培英校園全景
一九四八年四月在白鶴洞舉行全校校運會之獎牌

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大操場舉行校運會運動員集合

北樓

南樓

一九四八年四月在校運會主席台前
校友樓

科學館
訓導處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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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一九四八年
科學館水井

一九四八年在白鶴洞軍訓檢閱集會，我校之軍樂隊

一九四八年在白鶴洞培英校園之訓導處

曲尺深室

北樓宿舍

藍球埸

一九四八年四，白鶴洞培英校園全景

科學館

禮堂飯堂

升旗台

南樓
桖房

合作社

一九四八年四，白鶴洞培英韀園全景傅世仕校長居此

1948 年白鶴洞在珠江旁之游泳棚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18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各地校友會

The Orlando Reunion
It was a grand occasion on May 22, 2004 for Pui Ying Lap
Union (1958), as classmates and their spouses ca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the Reunion Ceremony held at Holiday Inn, Orlando,
Florida, USA. It was the first gathering of such scale since our
high school graduation 46 years ago.

Probably the deep-seeded friendship between classmates
had prompted us to travel across land and sea to the rendezvous.
However,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time to spare were key elements
in this issue. And, above all, a permissible health condition on midsixty and over was crucial for all of us. The writer therefore reckoned
that those making their presence in this gathering owed it to the
grace of God. By the same token, Kam-lin Chiu was unable to
attend due to her physical condition and the Committee sent
her a comforting card bona fide.

Participants from Canada were Linda & Kin-wah Cheung,
Mandy & Chink Fung (Li Man-har and her husband), Sui-fong
Cheung, Wai-bo Lui and Emily Yuk-yin Yan. From Hong Kong
were Hang-yuk & Peter Wan-to Poon (Wan-to Poon and Hangyuk So). From USA were Mona & William Hon-ying Chow, Dora &
Boris Gar-way Leung, Martha & Kenneth Kong-chiu Leung, Moching & Michael Lo (Mo-jing Fong and her husband), Wai-ping &
Wing-chi Lo, Jean & Stephen Kai-yew So, Irene & Larry Siu-hung
Wong, Pauline Pui-ling & Arther Yee (Pui-ling Chu and her
husband), Yu-lin Chan and Larry Chun-lui Wan.

Being one of the 3 mini ghosts, the writer was overwhelmed
with joy to see the other 2 long lost spirits, i.e. Larry Wan and
Kinwah Cheung, and was impressed with their career achievements.
Larry had become an US-trained medical doctor and Kinwah gained
the Ph.D. at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ran a prosperous floral
business.

This reunion was prompted and organized by Boris Leung
who spent several months' time and efforts to solicit and update the
list of classmates, and linked them up by various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ssisted by Kenneth Leung, Boris planned a
5-day enjoyable program for the visiting members. It was unnecessary for Larry Wong, President, Lap (Overseas) to take
part in the actual work. As a spiritual leader, Larry's high esteem
formed the core of the organization, so he just sat back relaxed,
letting his Cabinet take care of the details.

Day 2 (May 23 2004)
The visitors were divided in small groups and were taken to
Epcot, Disney World by vehicles that some members brought
along. Linda and Kin-wah Cheung, Hang-yuk and the writer joined
Larry Wan in his car which was equipped with satellite-navigating
system. Whilst on our way, Larry said to his passengers: "This is
America. You all are my guests. Just relax and I'll take care of you.
" Indeed, Larry paid our entrance fees (US$60.-/head) and treated
us lunch at a French restaurant there. Kin-wah and the writer
could only hope to reciprocate Larry's hospitality some day.

Following are details of event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Unlike Disney Lands elsewhere, there was no roller coaster
or huge mechanical game in Epcot, but halls exhibiting unique
cultures of different nations, i.e. Canada, China, France, Germany,
Greece, Italy, Japan, Mexico and Turkey etc. It was enlightening.

Day 1 (May 22 2004)
The aforesaid participants checked in Holiday Inn during the
day. In the evening a cocktail welcoming party followed by a banquet were served in the Conference Room of the said hotel. We
were so glad meeting one another although traces of passed time
on our looks made us barely recognizable. Suddenly all of us
fell into a reverie of our juvenile days. Over the dinner table,
Larry Wong was unanimously re-elected President of Lap Union
(Am-Can), with Siu-fong Cheung the Vice-President. 2 Co-treasurers were also elected, i.e. Yue-lin Chan and Mandy Li. Cabinet
members consisted of Boris Leung, Kenneth Leung and William
Chow to co-ordinate and promote the Union's activities. Hangyuk and Peter Poon were named Advisors to Lap (Am-Can) and
Peter (referred to hereinafter "the writer") was assigned to report the event to the Committee in writing. A US$10.- membership fee was collected on the spot from each attending Am-Can
classmates to the Co-treasurers' custody. The same fee applied
to absent Lap (Am-Can) members as well.

In the evening Boris arranged for all of us to dine at the German restaurant within Epcot, then enjoyed a splendid firework
show across an artificial lake there.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who first heard of the writer's name
asked Hang-yuk: "How come there is a street in Hong Kong named
after your husband?" Really? What had the writer done to deserve
such honor? No, it was merely a misunderstanding on their part,
as obviously it was the Bonham Road they had in mind, which
sounded phonetically close to the Chinese name of the writer.
Day 3 (May 24 2004)
A barbecue party in a park by a fishing pond was arranged,
with excellent cuisine prepared by Wing-chi Lo, the catering
entrepreneur. The ration for 27 persons was no small quantity,
and the team spirit of Lap evolved as Wai-ping, Dora, Mandy, Boris
and Chink volunteered to source the food and drink from supermarkets and delivered them to the barbecue site. Marjong and
Polka games were set up for fun and Kenneth Leung demonstrated
his superb skill in these areas. While Larry Wan and Kinwah Cheung

Each participant was given a souvenir "Pui Ying Class 58"
sun-cap. Visitors from Hong Kong conveying kind regards
from Lap HK were each presented with an Orlando T-shirt as additional gift.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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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to table for support on her relinquishing the Vice President
title. As she seemed so eager to press her way through, the writer
teased her, saying that the nomination by the Union was an honor
for life -- just like in a triad syndicate, nobody could live to quit, or
quit to live, whichever way the same!
Larry Wan telephoned from home, asking if the writer felt
any better. How considerate of him!
Day 6 (May 27 2004)
The reunion campaign came to an end with members bidding farewell to one another, leaving behind the Fung and Poon
couples. The former kindly drove the latter to different malls and
did shopping together. In the evening Chink and Mandy treated
the Poons dinner at an Italian restaurant. In our school days, Mandy
was the princess in the hearts of many a young fellows, and the
writer would wish Mandy and Chink happiness forever.

Group photograph at Conference Room, Holiday Inn (classmates only)
From left : Front : Mandy Lee, Siu-fong Cheung, Emily Yan, Mojing Fong, Wai-po
Lui,Yu-lin Chan, Pauline Chu, Hang-yuk So
Rear : William Chow, Wing-chi Lo, Kenneth Leung, Boris Leung, Larry Wong,
Peter Poon, Stephen So, Larry Wan, Kinwah Cheung

were busy taking photographs, the writer was feeling unwell under
the Orlando heat, suffering from influenza and cough. Larry Wan
kindly drove the writer back to the hotel, and gave him medicines for
treatment. How reassuring it was to have a medical doctor friend!

Dora and Boris began their land excursion with Savannah,
Georgia as their first stopover. They packed their car with lots of
turkey drumsticks and mineral water, which sufficed their need
for the journey. This was a clever arrangement because Dora could
feed Boris right to the mouth while the latter kept his eyes on the
road and hands on the wheel, non-stop. (Correction from Boris by
e-mail stated that he and Dora each had only l drumstick on their
way, and instead, they enjoyed excellent seafood en route the U.
S. coastline). The writer would apologize for wrongly portraying a
couple of marine gourmets into a pair of poultry-leg eaters.

At dusk, it was a buffet dinner for the group at Red Lobster Restaurant near the hotel.
Day 4 (May 25 2004)
Linda, Kinwah Cheung and Larry Wan left for home. Wai-po
Lui and the writer-couple were switched to Boris' car.
Boris led the rest of us to have dim-sum for lunch at Hong Kong
Restaurant by International Drive, then we did some shopping in the
area. Afterwards Boris took us to Premium Shopping Center where
popular brands such as Timberland, Florsheim, Reebok etc ran their
own stores.

Conclusion
As mentioned in the opening paragraph, this reunion ceremony was a grand occasion. To travel overseas is not too difficult
but to see so many old folks at the same time is a rare opportunity.
Lap members who missed it this time have to wait for the next chance
which gradually diminishes as time goes by.

In the evening we had dinner at another buffet restaurant recommended by Pauline and Arthur Yee, and the food was very good.

Day 5 (May 26 2004)
Finally, the writer and his wife would like to thank Boris for his
Jean and Stephen So, Irene and Larry Wong took off. Dora and
looking-after and for his hospitality during their sojourn in Orlando.
Boris led some of us to Universal Studio. There were
several locations (about 25 to 30 minutes walking distance apart), each performing a different show e.g. San
Francisco Earth Quake, The Jaws, The Vampires etc.
While we were strolling from one theatre to another,
the Lap ladies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tales on their adventures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In
the Vampire Theatre, Pauline Yee was chosen by the
commentator to take part in the "horror show", and
her acting talent was impressive. The same afternoon Mandy and Chink took a different route and went
to Cape Kennedy Space Centre with Siu-fong
Cheung, while Martha, Kenneth, Wai-ping and Wing- Group photograph at Epcot, Disney World
From left : Front : Martha Leung, Dora & Boris Leung, Peter Poon, Larry Wan
chi went to Datona Beach instead.
In the evening all of us gathered together and
dined at Lobster & Seafood Buffet Restaurant. Siufong Cheung grasped the last chance lobbying from

Middle : Larry Wong, Pauline Chu, Yu-lin Chan, Emily Yan, Siu-fong Cheung, Linda & Kinwah Cheung,
Mandy Li
Rear : Mona Chow, Arthur Yee, Kenneth Leung, Irene Wong, Wai-po Lui, Stephen So, Mo-jing Fong,
Jean So, Hang-Yuk So, Wai-ping Lo
(William Chow, Wing-chi Lo, Chink Fung and Michael Lo were not in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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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安省培英校友會

安省培英校友會

2004 至 2006 年度委員及小組工作人員名單
Ontario Pui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2004-2006 Committee
名譽會長：馬學誠 施淥漪 梁豪鋒
永遠名譽主席：鄭偉志
前任主席（2000-2004）：李堅崇
主 席：姚季曍
副主席：黃 創（第一）
秘 書：李雪纖（正）
財 政：李曼霞（正）
監 察：鄭偉志（正）
總 務：柯禮忠（正）
康 樂：胡志榮（正）
公 關：卓曼麗（正）
義務核數：黃永聰
網頁小組：柯禮忠（主任）
白綠楓訊：姚季曍（主任）

巢國容（第二）
張金雄（副）
梁月笑（副）
劉煜森（副）
黃禮歐（副）
易惠英（副）
梁耀輝（副）

歐陽忠
張金雄
黃 創
獎學金組：余沛民（主席） 李曼霞
通訊小組：馮漢強（主任） 姚季曍

張金雄
劉煜森
梁耀輝
劉煜森

梁月笑 李雪纖
易惠英 黃禮歐
張金雄 巢國容

二埠校友會舉辦郊遊
52 ．強社．劉卓儒
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於七月十七日（星期六）在威

軸戲由鄺彥才、關錦蘭、黃德裕三位校友主持抽獎

連林公園舉行燒烤郊遊活動。上午十一時許，校友們挈

後，遊園慶會完滿結束。

眷攜友陸續到達現場。大家互相握手問候，交流消息，

花絮三則

按各人所好自動埋堆，搓麻將、玩樸克牌、下象棋、猜

＊ 黃錦韶副會長帶來了十多加侖涼粉及糖漿，他聲言會

謎語︙︙等各種文娛活動。

製作粵式涼粉，還說當年在台山城通濟橋擺過檔。但

中午十二時，校友會供應燒雞脾、炒粉，並品嚐

同學們吃涼粉時，發現涼粉上有罐頭的壓印，原來這

同學們各自帶來的精美點心，午後繼續遊玩。下午五

位店東在自己貨倉將罐裝涼粉打開切碎冒充自製，謊

時半，校友會提供燒牛扒正餐。餐畢郊遊慶會舉行簡

言不攻自破。不過大家還是感謝他的涼粉解渴。

單儀式，首先由譚健兒會長致詞感謝校友們積極參與

＊ 在郊野地方餐具餐桌不完備，要鋸牛扒是強人所難，

及支持校友會的活動，並熱烈歡迎美西培英校友會潘

所以本會舉辦郊遊時供應的牛扒，都是切成碎塊給大

星煒會長、潘岳濂副會長帶領的八人小組到來，給郊

家享用。這工作多年來都由譚錫鵬學長操刀，看他手

遊會增光。他重點表揚了黃錦韶、黃鈞濤、黃建良、

起刀落、快而準，百多塊牛扒十來分鐘搞掂。大家讚

鄺彥才、梅捷成、譚錫鵬、鄺華錦等校友，為這次燒

他─錫鵬寶刀未老。

烤會出大力、流大汗。繼由美西培英校友會潘岳濂副

＊ 今次郊遊人數破歷年來的記錄，眼看按準報數量燒烤

會長講話，他除祝賀問候外，還邀請二埠同學參加美

的牛扒就快吃完，還有廿多人排隊等候取餐，黃鈞濤

西培英校友會八月八日在金門公園舉行的郊遊活動。

學長沉著應戰，忙而不亂在 GILBERT WONG（德裕學

接著高志民副會長致詞，他感謝同學們帶來各種精美

長的二公子）協助下很快烤好一批美味牛扒，及時滿

食品及禮物，還特別感謝曾禮堂先生為這次活動贊助

足校友們的需要。

貳佰元。後由陳仲森學長為這次郊遊作祝福祈禱。壓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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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偶天成之培英姻緣

52 ．強社．曾集祥

2001 年 9 月培英校董會主席蘇棉煥醫生帶領培英美
加訪問團前往美國及加拿大各地訪問當地之培英校友
會，成員中有當時培英中心的副主席黃衛華、行政總監
黃鎮忠、總幹事袁沛生、剛成立的培英校友聯會主席蔡
建中、副主席曾集祥、以及李聖華牧師的兒媳李盧詠慈
女士及孫女李暉小姐（亦即李華斌的夫人及千金）。
行程包括溫哥華、多倫多、紐約、洛杉磯、三藩
市。每到一地，全部活動離不開校友活動，對一位像李
暉小姐這樣年青人來說，除了親身體驗培英白綠情誼的
深厚，熱烈的印証祖父及父親自她小時候開始所流露的

左起：李華斌、盧詠慈伉儷、新娘李暉、新郎蔡穎剛、蔡建中、羅愛梅伉儷

培英感情之外，應該是有點沉悶的。到了洛杉磯時，適
逢蔡建中主席之公子蔡穎剛先生出海釣到大魚，約了一
班年輕好友在家中歡聚分享，蔡主席為了令李暉這位世
姪女分享年青人的歡樂，豁免了她參加校友會的活動，
而參加了這次青年人的活動。
蔡建中與李華斌同是西關培英法社同學，又是好朋
友，因此蔡穎剛和李暉也自小已經認識，也自然成為培
英人的第二代的普通好友，由於天各一方，平時互相聯
絡的機會不多。
這次聚會，實際上是因培英訪問團因緣際會而成了
紅娘，使倆位培英人第二代能夠發展成為情侶，今年 8
月 21 日於洛杉磯完成婚禮，雙方家長均感激蘇棉煥醫生
這位大名鼎鼎的媒人，這亦是培英的喜事，因為蔡建中
及李華斌都是對培英有深厚的感情及對培英體系的發展
作出了巨大貢獻。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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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德州培英校友喜訊
彪社林伯興添龍鳳孫

58 ．立社．朱佩玲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總書記林伯興宴客，事緣
他的大千金淑貞的龍鳳胎於今年三月十四日降生，特
設紅雞蛋喜宴於侯斯頓明園大酒家。
二零零四年七月卅一日下午六時林伯興學兄與
夫人、女婿趙先生及千金淑貞已將明園酒家內貴賓廳
佈成一個兒童樂園，廳堂內充滿粉紅及淺藍色汽球，
入口處右邊掛了二個巨形赤腳汽球，左邊有二個同樣
巨形奶咀汽球，正面牆上有一個壽字兩邊伴以金龍及

林伯興伉儷手抱龍鳳孫兒女合照

金鳳，在金龍上掛了一個淺藍汽球，寫著“It is a
boy”，在金鳳上的粉紅汽球寫著“It is a girl”。每
桌有一碟紅雞蛋，桌的中央樹立一張可愛帶著甜美笑
容的龍鳳兒相片，伴著三、四個巨大膠奶瓶，這些奶
瓶是送給家有小孩者，每位客座前置有一個新嬰兒尿
片袋，袋裏裝滿了小孩玩具，此袋是送給每位客人，
主人家不但心思別，且慷慨大方。
七時左右，張樂天牧師禱告，首先他恭喜主家
雙喜臨門，喜獲龍鳳雙胞兒，趙家本已有一男一女，
現再添一男一女，湊成兩個“好”字，祈求神賜福給
龍鳳兒及他們一家，然後謝飯。繼由主人翁林伯興致

林伯興校友在宴會上介紹女兒、女婿(Andy)、
龍孫 Sebastian 、鳳孫 Mikaeli 合照

歡迎詞及簡述雙胞孫降臨情形，女孫先出世重三磅十
三安士名 Mikaeli ，男孫重三磅六安士名 Sebastian ，
四個月後今天，女孫重十二磅九安士，男孫重十四磅
六安士，兩個都活潑健康，述畢即請廚房上菜。開席
後主人家全體出動，抱著二個新生嬰兒，和他們的兄
姊到每圍檯相見問好，殷勤待客。
今晚紅雞蛋宴共有十二席，培英校友佔了二
席，林學兄這位公公，臉上一直掛著四萬笑口，喜上
眉梢，而賓客們享受了豐富晚餐後還有禮物帶回家，

參加宴會的培英校友們

當然笑逐顏開啦！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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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樹權醫生之銅片掛圖

Carucha L. Meuse / Huntsville Times

Dr. Peter Yu was a busy surgeon when he retired and studied
to become a metal sculptor.

銅片掛圖（一）

銅片掛圖（二）

銅片掛圖（四）

轉載 The Huntsville Times
June 13, 2004
銅片掛圖（一）至（四）由余樹權醫生提供
銅片掛圖（三）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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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之光、校友楷模
─小記校友黃戊昆
西關培英校友會副會長． 64 ．萃社．余學祥

黃戊昆學長是香港培英 42 年雄社校友，大

1991 年，作為主辦策劃人和組織者，黃學

學畢業後，曾在廣州及香港從事教育工作，作

長參與由《星島周報》主辦的華人書法比賽，參

育英才三十年。退休後，於 1987 年移民紐西

賽者 40 多人，現場氣氛熱烈，成績優異，奧克

蘭，時年 65 歲，至今已 17 年了。雖然年事已

蘭市市長李斯．眉勞士出席了頒獎典禮，並為

高，但在紐期間，黃戊昆學長積極宣揚中華文

獲獎者頒發獎品。這項活動，弘揚了中華文

化，服務僑社大眾，聯絡培英校友，關心支持

化，促進了中紐文化交流。同年，黃學長與好

校友聯會工作，得到當地政府、華僑以及校友

友組織了「紐西蘭獅子會 202A」，並擔任理事

們的高度評價和稱讚。

多年。在職期間，黃學長積極參與發動籌款募

年初我赴紐探望僑居奧克蘭的子女，並參

捐活動，所得款項購買警車兩輛及指模鑑定機

加了旅紐培英校友會的多次聚會和活動，有幸

送給奧克蘭警察總部，這一義舉，體現了廣大

認識及逐步了解黃戊昆學長。黃學長為人謙恭

華人對紐政府的支持，使華人與紐政府的關係

有禮，熱情好客，開朗健談，今年 83 歲了，但

更為密切了。

身體硬朗，健康，思維敏捷，目前仍能自駕私

1991 年，黃學長聯絡了十多位培英校友，

家車出入代步，可謂老當益壯。

共同籌資並發起、組織創立了「紐西蘭培英校

自 1987 年抵紐至今，黃戊昆學長擔任紐西

友會」，被推選為校友會主席（期間因事務繁

蘭華僑聯會代表大會中文秘書及奧克蘭支會中

多，於 1998 年至 2003 年由廣州培英 49 年協社

文秘書，兼任國語、粵語的傳譯工作，出席兩

校友張景賢任主席，至 2004 年，因張學長返

年一次的「大洋洲華僑團體聯合會」年會。這些

港，眾校友再度推選黃學長為主席。今屆校友

活動促進了紐西蘭華人與大洋洲各國華人之間

會的組織架構由五人組成：黃戊昆為主席，余

的團結，增強了華人的凝聚力。 1989 年 3 月，

娟娟（台山培英 55 年法社）為副主席，陸添勝

黃學長受聘於香港星島集團，在紐西蘭開辦了

（廣州培英 56 年雲社）為秘書，卞益國（香港培

第一份中文報紙《星島周報》（1989 年 -1992 年

英 62 年駝社）為財務，麥景新（香港培英 61 年

為中、英文版），擔任總編輯及記者（該報於

淡社）為康樂。）十多年來，校友會重視聯絡校

1992 年 11 月起更名為《星島日報》）。 1990 年，

友，交流信息，倡導互相關心支持和幫助，並

《星島周報》與「香港錄影中心」聯合舉辦了第

且做到每年一大聚（每年 4 月培英校慶前夕的聚

一屆紐西蘭華裔小姐競選活動，黃學長擔任籌

餐），兩月一小聚（飲茶），這些工作，得到廣

委會主任委員，負責全面的策劃、組織工作。

大校友的積極支持和一致好評。同年，黃學長

這次活動，共有 32 名佳麗參賽，奪得冠軍的江

參與組織紐西蘭東增（東莞及增城）同鄉會，並

貞嫻小姐獲保送到香港參加「世界華裔小姐」選

擔任中文秘書至今，為鄉梓服務不遺餘力。

拔賽。這個活動，提高了華人在紐西蘭的形象

1994 年，黃學長轉至《紐西蘭亞洲經濟周

及在國際上的地位。

報》任總經理，同年 7 月參與創立「紐西蘭華文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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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協會」，並擔任第一、二屆會長，本著宣
揚中華文化、不涉及政治與宗教糾紛為宗旨，
團結在紐對寫作有興趣的人士，“以文會友”。
協會成立典禮之日，即有會員 80 多人，此期
間，黃學長主編《中文一族周報》專欄《百花齊
放展人才》，作為紐華作協的文化園地，提供
會員新作刊登給廣大讀者分享。期後，先後舉
辦了華僑徵文及詩歌朗頌比賽（均設兒童，少
年，成年組三個級別），參賽的華僑達 100 多
1994 年 7 月 9 日「紐西蘭華文作家協會」舉行成立典禮，嘉賓與職員合照。
右四：黃戊昆學長，右三：符兆祥先生(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秘書長)

人。藉此，提高了海外華僑對中文寫作和漢語
文化的興趣。同年 10 月，紐西蘭華文作家協會
與奧克蘭海事博物館聯合舉辦了「中華文化日」
活動，假座博物館，通過書畫、圖片、繩結、
剪紙等展示以及醒獅獻瑞，古裝戲曲演唱、功
夫太極表演、民族歌舞等文娛表演，弘揚中華
文化，吸引了逾萬觀眾觀賞，獲得一致好評。
1995 年及 1998 年，黃學長兩次代表「紐華
作協」出席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年會，期間
曾作專題報告，匯報了「紐華作協」的活動情
況，並對海外華人文化的走向進行了探討。

黃戊昆學長 (右)與
本文作者余學祥

1997 年，黃學長直接參與「澳洲華文作家
協會」會長張至璋等人籌備的「大洋洲華文作家
協會」，把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兩個分會聯合起
來，並於當年出席了在墨爾本舉行的成立典
禮，當時出席的各會代表共 200 多人。黃學長
也在大會上作了專題報告。
2001 年 9 月，在「大洋洲華文作家協會」於
奧克蘭市舉行的第二屆年會上，黃學長因多年
來“團結中華民族 發揚中華文化”而獲得「終
身成就獎」。 2003 年起，黃學長仍義務擔任紐
西蘭 AM99O 中文電台「紐華園地」節目主持，
講述的主要題材是中國歷史和華文文學。 83 歲
的他，退而不休，仍然致力於宣傳中華文化，
實是難能可貴，可謂培英之光，校友楷模！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黃戊昆學長(右)接受「大洋洲華文作家協會」會長翁寬(左)頒發「終身成就獎」，
文曰：「團結中華民族 發揚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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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 親情 白綠情
43 ．毅社．湯秀林

綠葉濃蔭屹兩傍 多寶路上樹木森

是全面發展，直迫當時香港各大名校。

荔灣河畔遊艇眾 紅樓戲水在海中

第二年，西關分校在澳門唐家花園開辦，我因

西關分校新建於如此優美環境，正是良辰美

家境而轉校，當時數學教師蘇道榮先生名聞中外，

景，加上硯誼親情，白綠一家親的情景在腦海中悠

尤其是三角幾何、代數，用指引及啟發式教導，為

然而生。校舍寬敞，設備完善，同學們多數在校寄

同學們打好根基，成績卓越。

宿，享受紀律半軍訓式生活。學課平均發展，尤以

特別要提的是因為戰爭，廣州淪陷，我經濟斷

女國語老師音韻悠揚、親切友愛，是以得益良多。

絕，當時宿舍左邊床位是黃鴻恩同學，而右方是已

各課水準亦佳，男女同學都是主內兄弟，友愛精

故劉賜波同學，他們倆位對我可說是照顧周全，同

誠、學習勤奮，樂也融融。當小學畢業升初中階

時得到前幾班已故陳熙像及程步里等時加教導，故

段，中日戰爭爆發，學校逼於遷移香港，高中位於

能完成學業，可見白綠親情深似海，真摯情緣永難

半山干德道，而初中在高街救恩堂。我亦隨校寄

忘。

宿，教學最突出是英語老師，例如：第三身及眾數

懷舊荔灣詩兩首

漏了 S ，除糾正外，更運用俚語（發青光）鼓勵，

（一）

（二）

西關古風憶當年

古色古香活西關

中更設立兄弟班，情同手足，學習風氣極之濃厚，

多寶樓頭多流連

豪客品茗路多寶

當時銀樂隊，排、籃球隊，其中以程萬里、鄧錫疇

荔灣河畔享浪漫

遊艇風情憶荔灣

兩位技藝出眾，戲劇更有朱瑞棠等名揚港澳，可說

紅樓嬉水各歡欣

紅男綠女嬉紅樓

故此各同學進步神速，打好英語基礎，特別是鄭震
寰主任循循善誘，親切愛護，正是白綠一家親。高

郊遊即興三首
（一）
沙城七月好郊遊
白綠旗飄集侶儔
百廿五年多學子
書聲琴韻話從頭
（二）
一年一度喜相逢
景物宜人澹澹風
海外同窗情固結
聯歡把臂夕陽紅
（三）
習習薰風拂面涼
宜人七月晝初長
綠陰深處郊遊地
校友聯歡樂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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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復社．霍炳華

○

○

白綠園地

○
○
○

莞旅中學校友分會．方耀輝

今年五月廿八日，莞旅校友會方耀輝、陳
佛珠、陳兆𠵴三位同學一起赴西安旅遊，有幸

○

○

○

會見了盧劍國同學，她原任西安市副市長、省
人大副主任，還是全國的三八紅旗手，在同學

○
○

廣州的同學知道我們去西安，都囑託我們到西
安後一定要向盧劍國同學問好！

○

○

○

○

○

之中她對祖國的貢獻是比較大的領導幹部。在

○
○
○
○

○

○

面。那天是星期天，她的司機休息，她沒有勞

○
○
○

○

○

○

○

○

迫，所以她決定在當晚來住宿的酒店和我們見
煩司機，自己坐公共汽車來酒店。我們三人和
盧劍國同學在學校時由於不同班，所以從未見
易近人，我們都談到了以前的老師、同學，過

○
○
○

○

○

○

○

○

過面，但她見到我們卻十分熱情，她多麼的平
去五十多年了，我們莞旅一家親的情景，談到
了莞旅的歷史，今天已融入了培英白綠大家

○
○
○

○

庭，共祝祖國的教育事業日益發展。
這次聚會，雖然時間很短，但十分高興，

二零零四年六月廿日，整理。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
○
○
○
○
○
○
○
○
○
○
○
○
○
○
○
○

註：昆明：指北京頤和園昆明湖。排雲佛閣：指萬壽山
前排雲殿和佛香閣。

○

頤和園即景
泛棹昆明煙景開，排雲佛閣閃金來。
曲廊壁畫存古韻，石舫浮雕鬼斧裁。

○

○

註：長龍：指北京八達嶺長城。燕山：在北京西北約一
百里處。長城依燕山地形而建造。

同學之間的情誼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

北京長城懷古
長龍栩栩舞群峰，幾度悲笳喋血紅。
千古興亡多少恨，燕山依舊笑蒼穹！

○

○

○

○

註：拙政園，蘇州著名的園林。

○

拙政園遠香堂蓮池
四面荷風夏景新，藕田舖玉賽青雲。
滿池紅艷清香遠，陶醉江南賞畫人。

學，十分高興，由於我們跟旅遊團，時間緊

○

○

註：寒山寺：在今蘇州西郊。張郎：張繼。有“楓橋夜
泊”詩，傳頌至今。遊人可撞擊古鐘和上香許願。

○

蘇州寒山寺
欣喜楓橋遊興生，名詩引路向蘇城。
古鐘聲敲寒山寺，恍念張郎夜泊情。

話，她知道我們是廣州莞旅中學校友分會的同

○

○

註：黃石大假山：可登山遊的假山。是明代刼山大師張
南陽設計的。

第二天三十號早上，我們和盧劍國同學通了電

○

豫園黃石大假山
黃石堆山勝自然，峰巒翠刼路盤旋。
幽岩流水高樹古，身入叢山是假山。

○

○

註：申江：黃埔江，東方明珠：象徵上海的電視塔。

我們到達西安已是廿九號晚十一時多了，

○

上海外灘
日出申江萬象紅，東方明珠耀晴空。
驕陽沐浴繁商地，人傑風華壯志雄。

○

○

神州大地，名勝古蹟，數量之多，風光之美，
舉世聞名。我們先後到過若干個大城市和部份景點
遊覽。為了美好的回憶以及重溫旅遊的興趣，拙詩
記之。

○

○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一日，
丘雲達、樊慕貞伉儷攝於
夏威夷

○

○

○

○

○

○

○

○

○

53 ．凱社．丘雲達

西安聚會記

○

神 州 之 旅 詩 組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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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汪彼得牧師

深切悼念楊普禧同學

45 ．鋒社．張傳宗

38 ．剛社．曾永堯

筆者於一九四三年夏進粵北韶關培英讀

接梁祝明兄電話，傳來噩耗，普禧兄因突患肺炎，
入住香港瑪麗醫院醫治無效，於 2003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高中二年級，那時兵荒馬亂，本想綴學去尋

九時不幸逝世，令剛社同學悲痛得眼淚奪眶而出！

工，面牧師求職，牧師囑考培英，助我繳交

楊普禧兄藉貫廣東中山市。 1935 年秋就讀培英中

學習費，得而續學。因遠居美國，某日讀

學高中一年級（剛社），他在校期間，學習勤奮，還愛

《培英青年》120 期始知牧師於 1984 年 5 月駕

讀胡適、巴金等一代文豪著作，為人樸實平和，與社友
相處融洽。

返天國，無限傷感。謹寫緬懷數句，以誌恩

他關心剛社事務和社友，聞風而動，無論剛社舉辦

重如山。

大小活動和事務，他積極支持和參與，至於捐助活動經
費，不甘後人，盡力捐助，對同學視如親兄弟，如同學

緬懷兵荒馬亂日 （註一）

患有重病，他必與陳鍚彬、梁祝明等多位同學前往探望

記念難胞千里行 （註二）

和共同送慰問金，至於經濟一時有困難的同學，他亦與
上述同學共同解囊相助。

汪家兄弟皆愛主 （註三）

普禧兄愛讀文學基礎上，不斷進取，自學成才。他

彼此和睦做僕人

在香港用了十多年時間寫了不少劇作供電台播送，其中

得人得魚神使用

在麗的呼聲時代的代表作是《滑稽西遊記》連續寫了四

恩深福澤轉同群

夫日記》，後寫有長壽劇《十八樓 C 座》，均特別備受

牧養協會四三載

聽眾歡迎和分享。

佰五十場，播出時間近兩年；商業電台代表作是《大丈

普禧兄，你的崇高品德，愛社愛社友，助人為樂，

師母同行到末年

無私奉獻，熱誠待人，自學成才，是我們的好榜樣。
現在他離開我們去了，我社又失去一位好社友，奈

（註一）1942 至 1945 年
何。

（註二）與胡翼雲牧師由粵北往重慶商美援

楊普禧同學：剛社同學將永遠懷念你！

（註三）牧 師 是 汪 家 第 二 兒 子 ， 有 弟 約 翰 、 腓 力 、 雅

安息吧！

各、妹賴基。

悼念普禧

剛社．羅戈東

普禧是培英中學剛社校友，他喜歡旅遊，舉凡中國的名山大川，世界各地名勝美景。都有他的足跡，他出版
了許多遊記，其中有“十大”名勝遊記，令許多未能遊此神往。他的小說，以幽默諷刺的妙言，寫盡人間百態。
我曾協助他出版的書籍在內地發行，因種種原因而未果。因此我們多次互相信函來往，我也逐步理解他的為人。
前人說：「讀萬券書，行萬里路」，他走的恐怕不只萬里路；養成他心胸開朗，對人處事，友情有加，令人難忘。
他身心健康是剛社校友健康長壽者之一。
去年十二月突然得知他病逝，我起先不相信是真的，但終於確悉他真的走了。他走得那麼匆促和突然，港穗
兩地相距不遠，但見面的機會不多，懷念與他相處的日子，不禁黯然神傷。
普禧走了，他的白綠友誼永存，“無可奈何花落去”，他的友情永留人間。
2004 年 2 月 27 日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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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懷念
─ 回顧黃明衡的一生

凱社．黎潔芳

去年九月底，先夫黃明衡於三藩市
Kaiser 醫院在安睡中與世長辭之後，不斷接
到他生前一些同學、同事、朋友和學生來
電希望我寫一點有關他生平的事蹟，只是
我一直未能收拾心情提筆。
多次遇到培英校友好奇地問我怎麼會成
為明衡的妻子，因為我當時只不過是他的普
通學生。其實我們兩人的家庭是世交，雙方
的父親不但是事業上的合作伙伴，更是深交
甚篤的好朋友，從我最早開始有記憶的孩提

黃明衡 (坐)、黎潔芳伉儷與家人合照

時代，就和他與一大群孩子們共同遊戲。可

當時盟軍已在中國開闢了第二戰場，盟軍空軍總司令

以算青梅竹馬。 50 年我入讀培英凱社，他

部就設在昆明，明衡為了不增加剛遭喪夫之痛的姐姐的負

去培英任教，倒是純屬巧合，不過這段共同

擔，決定綴學並考入盟軍空軍司令部做文員。抗戰勝利之

經歷卻促使我們共同生活，一起走過了將近

後，盟軍遣反當地僱員時，明衡獲得美國退伍軍人的待

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

遇，可免費到美國讀書，並且允許乘空軍徹退回美國的飛

明衡一生雖無特別的成就和建樹，但

機直飛美國。在那個年代留學生都要花昂貴的船票，坐一

也有過不尋常的經歷，他有過相當的才華

個多月的船才能到達美國西海哩！這真是個千載難逢，多

與抱負，可惜由於各種各樣的環境變遷與

少青年人夢寐以求的大好機會啊！明衡初時亦為此十分心

政治干擾，他終於無法達到理想。不過，

動，但是幾年來的流亡生活，令他看到了祖國的大好山河

他是個樂觀和努力不懈的人，就像一隻不

被日寇吞佔，無情蹂躪，在逃難中看到廣大同胞妻離子

停地織網的蜘蛛一樣，每次辛苦編織的網

散、痛失家園，這是因為我們祖國太窮、太弱、太落後

被破壞殆盡之後，仍然努力向前走，重新再編織另外一個

了，他像許多血氣方剛的愛國青年一樣，有一種迫切的使

完全不同的網。他常常自嘲自己“周身刀，無把利”。好

命感，想早日將祖國建設強大，他認為教育民眾，喚醒民

些事情確是值得回顧的，願在此與大家分享。

眾是最迫切的事，於是毅然放棄了這次免費赴美留學的機

一、走教育救國的道路

會，乘坐基地第一架從昆明飛往廣州的飛機，回到培正繼

黃明衡老師

明衡出生在一個富裕而十分西化的知識分子家庭，他

續完成中學課程，然後考入中大教育系。

父親是早於二十年代就出國的留美學生，對廣州建築界及

二、從詩班指揮到文工團樂團指揮

工程教育界都有相當影響的老前輩，他為人正直、豁達而

明衡有很好的音樂才華，小學時期曾為音樂童星到電

開明，對明衡影響很大，他原本希望兩個兒子都走他自己

台演奏口琴及結他，可惜在戰亂的年代沒有機會得到正規

的道路──學工與留學。本來他的確有十分優越的條件與

的學習機會。抗戰勝利後他加倍努力，拜著名的小提琴家

機會這樣做，但他卻終選擇了一條與哥哥不同的道路，留

馬思聰先生學習提琴、和聲、指揮和作曲，又跟隨當時旅

在廣州，教育救國。

居廣州的一位意大利聲樂家學習美聲唱法。他雖然主修教

這要從他在抗戰期間的學生流亡生活說起，明衡自幼

育，但花了大量時間閱讀了許多中、英文的音樂理論和音

兒園開始一直就讀培正，對培正有極深的感情，香港淪陷

樂歷史的書籍，除任自己所在的教堂詩班指揮之外，也擔

時，他已上中學，一些教會學校紛紛撤到粵北自由區，明衡

任廣州青年會的聯會詩班指揮，還組織過歌劇“茶花女”

幾經辛苦，隨校到坪石入讀培聯（培正與培道聯合）中學，

的演出。

之後坪石告急疏散，他因與父母中斷了聯絡，只好準備到雲

中大畢業後，他被邀任白鶴洞培英中學兼真光中學音

南昆明投靠身為飛虎隊飛行員的姐夫，誰知途中獲知姐夫犧

樂教師。培英以出色的音樂教育著稱，明衡的前任們，特

牲的消息，一時經濟又斷絕了接濟，處於極大的困境，但是

別是梁得靈先生苦心經營多年，已打下了極好的基礎。明

他與幾位同學仍然歷盡艱辛，輾轉逃難到了昆明。

衡接任前不久，校方又剛從香港進口了一批嶄新的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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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緬懷先輩
因此明衡對這工作十分興奮，在這個良好的基礎上，進一

文革期間，明衡被送往“幹校”勞改三年。當“幹校”

步培訓和發展擴大樂隊，自己親自配樂和作曲，將銀樂隊

結束，全校教工回校復課的時候，他所在的心理學教研室

與管絃樂隊都搞得有聲有色。特別是銀樂隊，經常出隊參

卻遭到解散，原來心理學被認為是反唯物主義的，唯心主

加大規模的全區性、全市性的大集會、大遊行，非常受歡

義的異端邪說，必須取締。他被調到外語系英語教研室轉

迎，至今他的許多學生仍然津津樂道當年他指揮樂隊出席

行教英語。

越秀體育場集會時環繞跑道一周的英姿。

本來他有較好的英語水平，以當時國內外語教學水平

明衡認為音樂絕非只是有閒階級的玩藝，音樂教育乃

不高的要求，他是可以勝任的，但他認為自己畢竟是中途

是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中學的高中部不設音樂

出家，未受過有系統、嚴格的英語教育，他決心自我補

課，但他希望全校學生都可以接受音樂教育，於是他舉辦

課，做一個名符其實的專業英語教師。當時教學器材非常

全校性的初級至高級樂理班、聲樂唱歌班、群眾指揮培訓

貧乏，許多書籍也被燒光，明衡不惜花費昂貴金錢向一

班及古典音樂欣賞講座等不同的音樂課程，又舉辦唱歌及

些歸僑購買錄音設備，利用一切辦法從香港和美國購買進

樂器的演奏會和比賽，另外與真光中學合辦校際大合唱

修的書籍與教材，他忘我地刻苦鑽研，加上他對教育法很

團，協助舉辦全市教師合唱團等工作。

有心得，結合在英語的教學上，取得很好的教學效果，他
也終於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英語教師，並被委任為教研室

當時傅世仕校長對明衡特別照顧，為他提供幽靜的獨

副主任。好景不常，不久，明衡的英語教學又遭到更加荒

立院式的宿舍，但他寧願搬到南北樓男生宿舍，日夜與同

唐的干擾。

學們打成一片，成為許多同學的大哥哥般的知心朋友，一
些同學甚至把他視為崇拜的偶像。

有好長一段時間，大陸的一切外語教學全被取消，在
啼笑皆非，無可奈何，停教待命的日子裡，明衡與他的同

51 年廣州軍區南海艦隊文工團成立，明衡被邀請出任樂

事們想盡辦法做一點對社會有益的事，他們走出大學的校

團指揮與藝術總監。但他仍然關心培英，曾專程回校作培英

門，打聽一些有外語需要的機構提供服務，例如他們了解

全校音樂比賽的評判，記得當時一些同學獲知他會回校時都

到廣州市郵電總局進口了一批國外新的通訊設備，卻無人

十分雀躍，樂隊的隊員們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懂得設備的說明書時，就跑去幫助培訓和翻譯。值得一提

在文工團近六年的日子緊張、快樂而且富於挑戰性，

的是明衡到第一樂器製造廠的事。

他以高度的熱忱投入建國，培訓及發展的工作，為了提高

當時廣州第一樂器廠正要舉辦第一屆高級小提琴製作

樂隊的演奏水平，他更專門邀請他最好的朋友，當時著名

學習班，缺乏英語老師，明衡欣然前往，利用他豐富的音

的提琴家溫占美前去協助培訓和指導。他帶領樂團參加全

樂知識，不但為學習班提供專業性很強的英語教學，更為

軍匯演之外，經常到各地演出，從城市到艦隊基地，從海

廠方翻譯了大量國外樂器製作，尤其是高級小提琴製作方

島到偏僻的山村，都有他們的足跡，獲得當局與民眾一致

面的文獻資料，中國開放之後一段很長的時期，廣州市的

好評，他在文工團內也很受擁戴，被認為是華南地區年青

高級小提琴製作一直走在全國的前面，今天他們的產品已

有為的指揮家之一。

經暢銷世界，當日那個學習班的許多學員，都已經成為優

三、在華師任教的日子

秀的製作家，其中幾位更經常獲得國際製琴比賽大獎，成

正當明衡躊躇滿志，放開拳腳大幹的時候，大陸的政

為國際級的製琴大師，他們與廣州的老前輩們憶及當時情

局動盪，明衡以他在抗戰期間曾經在美國空軍服務過的經

景，談及今天的成就時，都認為明衡當時的努力，功不可

歷，再也不容許繼續在艦隊文工團立足，他懷著抱憾的心

沒。

情轉業到廣州華南師院（現華南師大）任心理學講師及心

隨著中國的開放，中美建交，中國決定重新加入聯合

理學實驗室主任。

國，為了做好準備，外交部需要盡快完成聯合國各種文件

教育心理學本是他的專業，既然他無緣繼續編織那個

的翻譯。

多姿多彩的指揮家之網，他也就只好專心教學，同時他也

這批國際文件內容廣泛，政治、軍事、科學、文化等

兼任廣州市大學生合唱團指揮，經過幾年的努力，他對教

等，特別是其中大部分關係到法律方面，用詞十分嚴格，

育心理學及催眠術研究都取得一定成績，發表過論文，並

翻譯要準確，難度很大。那時國內的缺乏外語人才，任務

出版過書籍著作。

又緊迫，外交部人手不夠，國務院決定動員全國高等學校

當他很有信心地想將催眠術研究推廣到醫治失眠病及外

的力量，在全國的外語教師中抽調資深的人才共同完成此

科手術上的應用的時候，他所醉心的研究又一次被打斷。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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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先輩
日以繼夜地工作和學習，再工作再學習，常常到深夜不

工作上需要幫助、輔導、翻譯的親友，甚至常常影響自己

息。在完成了這項艱巨的工作同時，他的英語水平也攀上

的休息，他都樂此不疲。

了新的高峰。

音樂是明衡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患病

四、出任澳門培正中學校長

期內由於手顫早就無法持弓拉琴了，只好多聽音樂。他不

81 年我們一家五口舉家旅居澳門等候來美，不想一等

滿足於只是欣賞，而且有系統地鑽研逐個作家的作品，參

就住了 8 年，明衡先後任澳門電台古典音樂節目主持人、

考許多不同版本的中、英文書的介紹與論述。在這方面，

中學教師、教育組長等職，我一直在工程顧問公司任工程

對我也有很大幫助，我在三藩市參加了市社區的業餘交響

師，日子過得快樂而平靜。

樂團拉小提琴，這個樂團每兩個月就會演出一套新的曲
目，我的音樂知識有限，明衡每次都會為我找好新的曲目

來美前兩年，明衡被港澳培正校董會邀請出任澳門培

有關的資料和各種論述，為我作結構分析，找 CD ，以便

正中學校長，此事令他被扯進一次極為複雜的人事爭鬥的

我提高對曲目的理解和熟悉。

旋渦，於是明衡決定急流勇退，毅然辭去培正校長的職
務。此事對明衡造成了傷害，好在他是虔誠的基督徒，甘

明衡對教會的事奉並未因病而停止，他擔任了許多屆

心地承受上帝安排給他一次又一次的歷練，他本來就從來

的執事，且一直堅持指揮詩班直到後期手腳不靈才退下

未對校長的空缺抱過任何奢望的野心，只是既然受到校董

來，他努力讀經不斷進行靈修也非常感人，到了記憶力衰

會的賞識並且賦以重任，他也想能藉此機會在移民美國之

退，甚至有時失憶，他也從來不缺席上主日學，在生命最

前努力辦好這所名校，以報答母校多年來對他的培育之

後的那些日子，他已經行動不便，不能再去教會聽牧師講

恩，可惜事與願違。他要以巨大的勇氣面對這樣沉重的精

道，眼睛視力衰退到無法閱讀的時候，他要求教會給他牧

神壓力，通過讀聖經，進一步加強靈修，很快地以積極樂

師每次證道的錄音帶，他好在家裡認真地聆聽。

觀的態度回復正常的心態與工作。

他的確做到一生活到老，學到老，這樣令他雖然長期

五、活到老，學到老

養病，但仍然有充實的生活。

移民美國十多年，絕大部分時間，明衡都是在家養

縱觀明衡一生，為人正直，光明磊落，與人為善，熱

病，他本來有先天性心臟病，到三藩市之後第三年，又患

心助人和寬大為懷的美德，值得敬仰，他熱愛祖國，熱愛

上帕金氏病，患病初期他感到頹喪且緊張，但是像以往每

教會，並曾努力地奉獻，他經歷過那麼多曲折、艱難與不

次遇到生活上的挫折時一樣，他以基督徒接受磨煉的意

公平，但仍然能瀟洒和快樂地生活。在他安息主懷之後，

志、樂觀、頑強地重新面對疾病的挑戰。

我和孩子們沒有像一般的傳統那樣，讓他在墓園裡安葬，

為了配合治療，他一改過去足不出戶只顧埋讀書的習

而是租了一艘遊船航駛到美西三藩市南部美麗的半月灣海

慣，堅持每天做操，到戶外走路，學打球，學跳舞，我家

面，在我們的義子 Leon（里昂）為他演奏的優美的小提琴

離海灘很近，只需走路二十分鐘，天氣好的時候，他每天

樂曲中，隨隨將他的骨灰鮮花一起撒落在浩瀚的太平洋，

到海邊學放風箏，由於運動，他原來很遲鈍的身手也靈活

以便後人可以在世界任何大洋的海岸，都可以對他憑弔。

起來了，由於帕金氏病引起手顫與腳顫都得到改善，之

明衡生前非常喜歡聽 Leon 拉琴， Leon 是著名小提琴

外，他又練習寫字，本來病後出來的字都不成形，有時他

家溫占美先生的兒子，有一雙奇妙的手，他拉琴的音色特

為培正同學會寫稿，或寫信，都必須要我為他抄正，於是

別優美動聽，明衡病重期間，好幾次當他十分痛苦和軟弱

他耐心地練習寫字一段時間之後，他又恢復了寫字的能

時， Leon 的琴聲竟意外地可以令明衡減輕病痛。記得他病

力，由於他的樂觀與堅持鍛煉，病後超過十年的時間，健

危入院前兩天，我們看到他是那樣地痛苦，我正無計可

康都得到控制，一些病不惜從大陸、香港和加拿大等外地

施，問他如何才可以幫助他減輕一點痛苦時，他立刻急促

專門來信，來電向他討教經驗。

地喊道：“叫 Leon 趕快拉琴。”他提醒了我們，於是 Leon
和我立即為他拉了幾首他十分熟悉的二重奏，真的非常神

他仍然十分努力學習新的知識，他有個特別的習慣，

奇地，慢慢他逐漸恢復了平靜。

無論任何時間，任何環境，甚至吃飯看到或聽到電視有一
個字或詞他不清楚，不認識的話，他會馬上停下筷子找書

在他身後，我將這把跟隨了他大半生的小提琴贈予了

和不同的字典，直到完全弄清楚才再繼續吃下去。他還自

Leon ，讓這把琴繼續發出美妙的琴聲。

製了許多卡片與分類的資料索引，既方便自己，又方便有

安息吧！明衡，我永遠懷念你！

朋友需要幫助時便於查閱，他自己孜孜不倦地活到老，學
到老。同時亦非常熱心幫助英語有困難、生活、學習、或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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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鴻
蔡建中學長：
你好！
非常感謝你熱心支持我們彪社同學
曾慶釗出版《素描基礎教程》，幫助他實
現多年的心願。
你多年對培英系列學校教育事業和
培英校友聯誼活動表現的關心和支持更
值得我們欽佩和學習。
敬祝
安好
黃彻澄敬上
2004 年 6 月 17 日

2004 年 4 月 25 日下午慶祝母校 125 周年校慶， 51 屆彪社社友參加歡慶活動後，在西
關培英校園內與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先生合照留念。
由左至右：
區祖芳、鍾金水、曹國裕、趙仕岸、林伯興、趙崇汾、簡元洛、陳少篺、曾慶釗、蔡
建中（法社）、黃德炎、張景燊、羅廣鋆、宗大星（廣鋆夫人，憲社）、李文儀、黃
糇澄、王柱中、易慶祥

難忘母校情
─在慶祝培英中學創校 125 周年大會上贈書儀式的講話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校友，老師們，同學們：
今天，我歸寧母校，懷著激動、喜悅的心情參加慶祝培英中學創建 125 周年大會。培英在歷史長
河中經受過風風雨雨，由於有上級領導親切關懷，有眾多校友熱心支持，有學校領導奮發辦學和老師
們努力耕耘，培英今天比過去更加興旺，更有發展，我感到非常高興。還有讓我感到高興的是，我編
著了一本《素描基礎教程》，蒙培英校董會主席蘇棉煥醫生、培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先生
和西關培英中學校友會主席溫榮錦先生青睞，熱心資助出版。在此，我特向蘇棉煥醫生、蔡建中先
生、溫榮錦先生表示衷心感謝。我還要感謝彪社黃彻澄先生的熱情幫助，促成此書及時出版面世。
我早年曾就讀於西關培英中學，培英教學管理嚴格，莘莘學子勤奮學習，蔚然成風。學校及美術
教師向學生循循善誘施以美術啟蒙教育，常進行繪畫寫生訓練，讓我受益良多，我從此與美術結下不
解之緣，立志學習美術。後來我考上美術學院，接受系統的美術專業教育，畢業後留校任教，從事素
描基礎課教學。我編著的《素描基礎教程》就是我將多年來課堂教學時向學生講授的內容和示範作品
加以整理，集結而成。我今天在美術專業有些微成就，是受益於我在培英求學時，學校及美術教師對
我的美育薰陶與引導，我至今難忘母校對我培育之情。
今天，我看到在座眾多培英學子，朝氣蓬勃，將來學業前途不可限量。我作為校友，希望同學們
勤奮學習，力求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也要參加美術活動，接受美育薰陶。在萬象紛繁的生活
中，感受物象的造型、級條和色彩之美，培養自己能辨別美與醜，有熱愛美、鄙棄醜的高尚情操，這
是現代青年不可或缺的優良品德。現在，我將《素描基礎教程》一書贈給母校，或許對同學們學習美
術有些幫助。此書如有不足和謬誤之處，敬請各位不吝賜教。
西關培英中學 51 屆彪社 曾慶釗
2004 年 4 月 25 日．廣州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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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西關培英中學簡訊
由於教育綜合改造工程需要對中小學校布局進行調整，荔灣區教育局近日
對區屬中小學校的領導班子進行了換屆調整。新學年開始，西關培英中學將由
劉國銘（原 43 中校長）任校長，陳其鈞（原 24 中校長）任書記，劉淑蓮（女，
原 1 中教導主任）、徐鳳英（女，原 12 中副校長）任副校長。

西關培英校友會名譽主席、廣州榮譽市民劉賜江教授
（右）回到母校，參觀西關培英校史展覽室

9 月 17 日西關培英劉國銘校長（右三）、陳其均副
校長（右二）到江門培英參觀訪問，吳名城等江門
培英學校領導熱情接待

劉賜江教授參觀西關培英校史展覽、
學校及校友會領導熱情接待

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簡訊

台山培英李錦桃（右三）等學校領導，熱情接待到訪
的西關培英劉國銘校長（左三）陳其均副校長（左二）

廣州培英中學簡訊

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於 2004 年 9 月份起更新
通訊地址如下，敬希各有關團體及校友垂注。
Pui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of Sacramento
7245 E.Parkway
Sacramento, CA 95823
U.S.A.
廣州市優秀教育工作者：陳偉棠
白雲區“十佳校長”：衛作輝
白雲區“傑出教師”：王建春、張瑞凱、
何碧瑩、鍾偉猛、
朱天麗、黎寶兒
白雲區優秀教師：白建強、燕俊陽、
劉春媚、覃慶芬
白雲區優秀青年教師：周平霞、任超
白雲區優秀德育工作者：唐衛民、王會玲

左起：張瑞凱、陳耀漢、王建春、衛作輝、黎寶兒、何碧瑩、朱天麗
在“教師節”慶祝活動中合影。

廣 州 培 英 中 學 繼 2004 年 高 考 取 得 重 點
上線 41.9% ，本科上線 88.6% ，穩獲廣州地
區高考第九名後，在剛結束的“教師節”慶祝
活動中，我校大批優秀教師得到各級政府的
表彰，他們是：
廣州市教育工作先進單位：廣州培英中學
全國師德先進個人：陳耀漢
廣東省南粵優秀教育工作者：衛作輝
廣東省南粵優秀教師：何碧瑩、朱天麗
廣州市優秀教師：戴慶忠、常新、
葉淑娟、李征、蘇寶玲
聯會友聲第二十九期

以上成績的取得，與各級政府的支持，與
廣大校友的幫助，與各地培英的協作分不
開，在新形勢下，廣州培英將不斷努力，不
斷發展，不斷輝煌。
2004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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