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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兒女世系表
藍白系

*

黑白系

紅白系

1912

元社 Yuen House

1913

年社 Nin House

1914

光社 Kwong House

1915

飛社 Fei House

1916

工社 Kung House

1917

力社 Lik House

1918

耿社 Kang House

1919

攸社 Yau House

1920

念社 Lim House

1921

賢社 Yin House

1922

元社 Yuen House

1923

幸社 Hang House

1924

甦社 So House

1925

弘社 Wang House

1926

星社 Sing House

1927

松社 Chung House

1928

彬社 Pan House

1929

堃社 Kwan House

1930

復社 Fuk House

1931

平社 Ping House

1932

誠社 Shing House

1933

健社 Kin House

1934

仁社 Yan House

1935

鵬社 Pang House

1936

方社 Fong House

1937

義社 Yee House

1938

剛社 Kong House

1939

英社 Ying House

1940

斌社 Pan House

1941

奮社 Fan House

1942

雄社 Hung House

1943

毅社 Ngai House

1944

勇社 Yung House

1945

鋒社 Fung House

1946

正社 Ching House

1947

弼社 But House

1948

群社 Kwan House

1949

協社 Hip House

1950

翼社 Yik House

1951

彪社 Piu House

1952

強社 Keung House

1953

凱社 Hoi House

1954

憲社 Hin House

1955

法社 Fat House

1956

雲社 Wan House

1957

成社 Shing House

1958

立社 Lap House

1959

羽社 Yu House

1960

任社 Yam House

1961

淡社 Tam House

1962

素社 So House

1963

蔚社 Wai House

1964

萃社 Sui House

1965

斐社 Fei House

1966

穎社 Wing House

1967

駝社 Tuo House

1968

文社 Man House

1969

同社 Tung House

1970

德社 Tak House

1971

基社 Kei House

1972

建社 Kin House

1973

安社 On House

1974

和社 Wo House

1975

業社 Yip House

1976

肇社 Shiu House

1977

信社 Faith House

1978

望社 Hope House

1979

慈社 Tsz House

1980

愛社 Love House

1981

旭社 Yuk House

1982

日社 Yat House

1983

東社 Tung House

1984/1985 曉社 Hiu House

1985/1986 夏社 Ha House

1986/1987 禮社 L a i H o u s e

1987/1988 開社 Hoi House

1988/1989 創社 Chong House

1989/1990 功社 K u n g H o u s e

1990/1991 高社 Ko House

1991/1992 勳社 Fan House

1992/1993 隆社 L u n g H o u s e

1994

明社 Ming House

1995

經社 King House

1996

崇社 Sung House

1997

道社 To House

1998

鷹社 Ying House

1999

揚社 Yeung House

2000

培社 Pui House

2001

風社 Fung House

2002

輝社 Fai House

2003

煌社 Wong House

2004

盛社 Shing House

2005

譽社 Yu House

2006

顯社 Hin House

2007

赫社 Hak House

2008

名社 Ming House

2009

榮社 Wing House

2010

忠社 Chung House

2011

志社 Chi House

2012

淳社 Sung House

2012

良社 Leung House

2013

白社 Pak House

2014

綠社 Luk House

2015

精社 Tsing House

2016

銳社 Yui House

2017

碩社 Shek House

2018

果社 Kwo House

2019

槃社 Poon House

2020

材社 Choi House

2021

輔社 Fu House

2022

匡社 Hong House

2023

中社 Chung House

2024

華社 Wah House

2025

存社 Chuen House

2026

心社 Sum House

2027

興社 Hing House

2028

漢社 Hong House

2029

丕社 Pei House

2030

績社 Chik House

2031

永社 Wing House

2032

嘉社 Ka House

2012 淳社是中學七年制最後一屆畢業生
2012 良社開始是中學六年制畢業生，與內地培英中學級社一致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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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中學體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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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體系學校— 十二校一中心

廣州培英中學（1879）

西關培英中學（1927）

台山培英中學（1930）

江門培英中學（1934）

香港培英中學（1937）

沙田培英中學（1978）

基督教培英中心（1992）

廣州培英實驗小學（2002）

廣州培英實驗中學（2002）

廣州培英 - 太和校區（2002）

廣州培英實驗幼兒園（2002）

江門培英高級中學（2006）

江門培英小學（2009）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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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中學創校130周年校慶觀禮團行程
6-5-2009(星期三)

8:00a.m.

: 在香港國際機場迎接海外來港校友
安排入住荃灣如心海景酒店暨會議中心

7-5-2009(星期四)

8:00p.m.

: 於陶源酒家設宴款待海外來港校友

8:00a.m

: 四天校慶觀禮團乘直通巴士前往台山

12:30p.m.

: 午膳

2:30p.m.

: 台山培英中學舉行校慶典禮

6:00p.m.

: 校慶聚餐(台山培英)
住宿江門逸豪酒店

8-5-2009(星期五)

8:45a.m.

: 由酒店往江門培英初級中學

9:30a.m
11:00a.m

江門培英初級中學舉行校慶典禮
: 參加江門培英小學掛牌儀式

12:00noon : 校慶聚餐(江門初中)
3:00p.m.

: 江門培英高級中學舉行校慶典禮

6:00p.m.

: 校慶聚餐(江門高中)

8:00p.m.

: 參觀江門培英名譽校長梁華濟博士別墅
住宿江門逸豪酒店

9-5-2009(星期六)

(兩天校慶觀禮團乘直通火車前往廣州滙合，參加廣州培英中學舉行校慶典禮)
7:30a.m.

: 由酒店往廣州培英中學

9:30a.m.

: 廣州培英中學舉行校慶典禮

12:00noon : 校慶聚餐(廣州培英)
1:30p.m.

: 參觀廣州培英中學各校區

6:30p.m.

: 聚餐(廣州培英)
住宿廣州華廈酒店

10-5-2009(星期日)

8:15a.m.

: 由酒店往西關培英中學

9:00a.m.

: 西關培英中學舉行校慶典禮

12:00noon : 校慶聚餐(西關培英)
下午啟程返香港，住宿荃灣如心海景酒店暨會議中心
11-5-2009(星期一)

8:30a.m.

: 由酒店往沙田培英中學

9:15a.m.

: 沙田培英中學舉行校慶典禮

12:00noon : 午膳(沙田培英)

12-5-2009(星期二)

2:00p.m.

: 自由活動

7:30p.m.

: 抵達紅磡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參加文藝匯演

10:00p.m.

: 返回如心海景酒店暨會議中心

8:00a.m.

: 由酒店往香港培英中學

9:15a.m.

: 香港培英中學舉行校慶典禮

12:00noon : 午膳(香港培英)

13-5-2009(星期三)

2:00p.m.

: 自由活動

5:30p.m.

: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校慶睌宴

11:00p.m.

: 返回荃灣如心海景酒店暨會議中心

8:00a.m.

: 歡送海內外校友離港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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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之信 邁向新里程
培英中學校董會近況簡報
本刊記者
踏入2009年，培英中學校董會呈現新的動態，在3月30日

培英體系學校在校董會的領導下，不斷發展壯大，至今在

召開的校董會會議中，蔡建中教授(55法社)獲邀請加入為校董，

廣東省、香港及溫哥華三地之學校數目已增至十二校一中心，可

現時共有17位校董，其中有6位是校友出任校董。

喜可賀！

於2008年3月19日舉行之校董會會議，已邀請蔡教授出任

早在去年7月，校董會已成立培英創校130周年校慶慶典籌

香港培英中學及沙田培英中學名譽校長，至今，蔡教授為培英體

備委員會，以統籌5月6日至12日校慶活動等各項工作。各地培

系各中學的名譽校長。

英學校亦正積極預備慶祝活動，及準備迎接歸寧母校的接近三百

校董會是由培英校友、香港及沙田兩校校長、中華基督教

位海外校友，籌委會亦將於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培英創校

會香港區會委任代表組成，校友出任校董有主席熊翰章博士(52

130周年文藝匯演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筵開二百席之校慶晚

強社)、蘇棉煥醫生(49協社)、黎鈞衍博士(48群社)、蔡建中教

宴，是次校慶之參與人數將打破歷年校慶的紀錄，為白綠兒女寫

授(55法社)、陳宜先生(62素社)、李偉庭醫生(67駝社)；校長出

下難忘的一頁！
祈望在校董會的支持及領導下，130校慶活動得以圓滿成

任校董有香港培英梁國基校長、沙田培英邱藹源校長；區會委任

功，培英體系學校的教育事業繼續向前邁進，為母校爭光榮！

之校董有校監蘇成溢牧師、馮壽松先生、蘇義有先生、陳志庸先
生、余英嶽牧師、余煊博士、李錦昌博士、吳碧珊牧師，還有蘇
宗仁博士。

培英校友聖誕餐舞會2008
本刊記者
小紅副校長、台山培英
伍瑞群副校長、台山培
英辦公室王兆景副主
任、江門培英初中伍勁
峰副校長、江門培英高
中辦公室王靖武主任、
江門培英高中教導處魏
主禮嘉賓左起：邱藹源校長、陳宜校董、馮壽松校董、蘇成溢校監、熊翰章博士、蔡建中教授、李偉庭醫生、梁國基校
長、梁華濟博士、曾集祥醫生

羲之主任、江門培英校
友會諶安瑋主席、江門

由培英中學校董會、培英校友聯會、香港培英校友會及沙

培英香港校友會主席黃軍川伉儷；校友出席有培英會所常務理事

田培英中學校友會聯合主辦之「培英校友聖誕餐舞會2008」已

梅自強醫生伉儷、源本鏗學長、譚錦標學長、沙田培英校友會洪

於2008年12月23日晚上七時假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宴會廳圓滿

妍卿主席及沙田培英校友、西關培英香港校友會林加茜主席伉儷

舉行。是晚筵開38席，全場喜氣洋溢，充滿濃厚聖誕氣氛，並

及西關培英香港校友、香港培英駝社、望社、慈社等校友。
大會約七時三十分開始，首先是主禮嘉賓進場，接著恭請

由李勇校友及黃石吟校友擔任大會司儀。
出席校董有主席熊翰章博士、校監蘇成溢牧師、蘇棉煥醫

香港培英校友會主席李偉庭校董及培英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

生、馮壽松校董、蘇義有校董、陳志庸校董伉儷、余英嶽校董、

致辭，繼請邱藹源校長祈禱及梁國基校長謝飯祈禱。接著進行

黎鈞衍博士、陳宜校董伉儷、李偉庭醫生伉儷、香港培英梁國基

頒授儀式，由香港培英校友會曾業俊副主席及鄧永衡副主席致

校長、沙田培英邱藹源校長伉儷；校友聯會

送紀念品給校友會名譽會長。隨後宴會開

出席有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教授伉儷、主席

始，大會為表尊師敬長之情，更誠邀現任教

李華斌伉儷、常務副主席曾集祥醫生伉儷、

職員、退休老師及其親屬、家長教師會的家

副主席鄭忠文伉儷、《聯會友聲》執行編輯

長及學生等蒞臨參與，盡顯老、中、青白綠

潘木麟伉儷；出席嘉賓有江門培英中學名譽

兒女一家親。大會安排了多項精彩節目，計

校長梁華濟博士、沙田培英黃衞華前校長、

有激情的拉丁舞表演，精彩的魔術表演，聖

紐西蘭培英校友會張景賢伉儷、西關培英黃 李偉庭醫生致辭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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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藹源校長祈禱

校友們隨著悠揚的樂韻翩然起舞，
場面極之熱鬧。大會又獲校董會、

梁國基校長謝飯祈禱

聖誕餐舞會盛況

校友聯會、校友會眾位名譽顧問、
嘉賓等贊助禮物代金及豐富禮品以
作檯獎及幸運大抽獎之用。席間新
知舊雨，穿梭會場，握手、拍照、
問好、祝酒、跳舞等，是晚校友與
嘉賓歡慶至晚上十一時許才盡興而
歸。
曾業俊副主席代表校友會致送名譽會長紀
念品
左起：陳志庸校董、曾集祥醫生、羅修有
學長、李偉庭醫生、石家珍學長、曾業俊
副主席

魔術表演

校友聯歡齊起舞

鄧永衡副主席代表校友會致送名譽會長紀念品
左起：梁國基校長、蔡建中教授、梅自強醫生、源本鏗學長、
熊翰章博士、陳宜校董、黃軍川主席、譚錦標學長、陳妙霞學
長、鄧永衡副主席

聖誕老人派禮物

校友師生聖誕聯歡合照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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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東海灣
71基社 陳達權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的培英校友廣州金秋茶話會，近幾年都
假座花地灣大道東海灣酒家舉行，因此地交通方便，鄰近有地鐵
站及巴士站，台山、江門來的校友還免去進城堵車的麻煩，是為
捨棄高檔次的廣州賓館而選取大眾化的東海灣了。
培英校友金秋茶聚由開始至今已近二十年，由最初只是同
城校友的一個茶聚平臺，以補校慶見面匆匆之憾，到十年前邀約
西關校友一起同樂，於是有識之士提議將「廣州培英校友……」
改為「培英校友廣州……」其內涵就大大的延伸了，它表達了培
英是一個大家庭，各地培英一脈相通相承，四海之內，白綠一
家。於是，培英校友的廣州金秋茶聚，不單集合了廣州的校友，
還有校董會、校友聯會及香港培英校友會的團隊、香港培英的級
社團隊，各地培英學校的代表團隊，更有遠隔重洋的美加、澳

金秋茶聚會場盛況

洲、新西蘭的校友會代表，茶聚消息亦見於《聯會友聲》及《雲
城友聲》，以便海外校友擇期返穗參加聚會。這樣，校友的廣州

今年的校友茶話會，藉著蘇棉煥醫生攝影展覽於十一月

金秋茶話會也就成為培英大家庭大團聚的盛會了。

三十日上午在白鶴洞母校藝術館隆重開幕，下午便繼續假座東海
灣舉行校友聚會。出席校友有廣州的各
級社校友；校董會、校友聯會、香港培
英校友會組團蒞臨；香港基社、信社校
友組團蒞臨；西關培英、台山培英、江
門培英初中、高中均組團應約；美南加
州潘漢松、加拿大蘇莊、新西蘭張景賢
等校友亦遠途歸寧。正是

羊城煮酒話松園，
東海烹茶說培英。
百年栽育萬千材，
白綠校譽四海傳。
嘉賓、校董、校長向校友舉杯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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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教育局領導到廣州培英中學檢查新學期開學工作
廣州培英通訊員
2009年2月9日上午，區教育局人保科龍飛科長、辦公室關

整潔、管理規範、充滿生氣，學校領導班子團結有力、業務素質

代章副主任、綜合管理科黃偉生副科長一行三人，前來我校檢查

高，師生員工熱情高漲，開學秩序井然，形勢很好。他談到，培

新學期開學情況。

英中學「創建現代名校」的奮鬥目標將是白雲教育的一個亮點和

衞作輝校長和丘春鋒書記參加了上午7時30分鶴洞校本部的

重點，區教育局各部門也將繼續為培英的發展提供更多、更好的

開學典禮後，即前往太和校區參加開學典禮。座談會上，我校羅

服務。

漢根副校長、張瑞凱副校長、王建春副校長和戴慶忠校長助理先

針對學校提出的問題，檢查組將儘快向局領導彙報，爭取

後介紹了預備周中學校的準備工作、新學期中師生的出勤、學校

及早的解決落實。最後，檢查組特別提出，希望學校在細緻有序

安全管理等工作的落實和師生教學用書的發放等情況。

的開學工作中，特別注意天氣乾燥問題所帶來的消防隱患和春季

龍飛科長在聽取了學校的相關彙報後表示，培英中學作為

的飲食衛生、防病防蟲等安全和衞生工作的防備。

白雲區內的大校，開學工作「安全、有序、隆重」， 校園環境

廣州培英中學舉行慶祝2009年元旦文藝匯演
廣州培英通訊員
面素質和個性特徵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對學校開展藝術教育、

2008年12月31日上午，廣州培英中學在鶴洞校本部舉行

推進素質教育的一次全面檢閱。

了2008年藝術節閉幕式暨慶祝2009年元旦文藝匯演。白雲區教
育局曾瑋鴻副局長、綜合管理科林志成科長、團委禤樂鈺副書記

文藝匯演在大合唱《外婆的潔湖灣》中拉開了帷幕，校本

和廣州培英中學鶴洞校本部、太和校區、實驗中學的5000多名

部的舞臺劇《2008大事記》表現出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共渡難關

師生歡聚一堂，共慶元旦。鶴洞街黨工委、鶴建裡社區、山頂社

的豪情壯志；太和校區健美操表演《開心的跳》將白綠兒女飛揚

區、鶴洞街派出所、空軍95163部隊61分隊等共建單位代表和

的青春、火紅的熱情一一展現；實驗中學的相聲《我慣著他》恢

家長代表也出席了盛會。

諧幽默，不時讓觀眾捧腹大笑；實驗小學的舞蹈《小蜜》和實驗
幼稚園的舞蹈《紅燈籠》把我們帶回到純真年代。

衞作輝校長在藝術節閉幕式的講話中強調，2008年是我校
發展壯大，成績輝煌的一年。高三（6）

此次文藝匯演圍繞「建和諧校園、

班楊振帆同學以英語145分的好成績奪取

迎百卅華誕」這個主題，不僅給師生們帶

了廣東省高考英語單科狀元的桂冠，實驗

來視聽上美的感受，更是全面地表現出培

中學姚嘉偉同學以770分的好成線穩居白

英學子在聲樂、舞蹈、朗誦、表演、器樂

雲區中考榜首。一年一度的藝術節是學校

等多方面的風采，充分展示了我校素質教
元旦文藝匯演

實施素質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學生全

育的優秀成果。

廣州培英中學舉行2008年
「建和諧校園、迎百卅華誕」藝術節活動
廣州培英通訊員
在辭舊迎新的歲末，我校又迎來了學校

工藝作品創作到的藝術節匯演，這一道道風

的傳統節日——校園文化藝術節。今年的主

景，編織起同學們歡快的十二月、燦爛的

題是：「建和諧校園、迎百卅華誕」。同學

十二月。我校一貫注重文化藝術教育，每年

們通過書法、篆刻、繪畫、工藝美術、攝影

都舉辦校園文化藝術節，藝術節既豐富了同

作品、節徽、電腦藝術等作品，展示我校藝

學們的課餘生活，陶冶了同學們的性情，又

術教育的成果，傳達出培英人迎接學校130

為同學們提供了鍛煉的機會和展示的舞臺，

周年華誕的喜悅；通過演講、合唱、歌舞、

「李聖華盃」演講比賽

培養了一批又一批藝術人才。藝術節已成為

器樂的表演，記錄培英師生一年的成就與智慧，從「李聖華盃」

我校精神文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傳統節目，今年的藝術節活

演講比賽到「青春風鈴」歌唱大賽；從具有培英傳統特色的攝

動，更是在「團結、進步、歡樂」的氛圍中，為迎接學校130周

影展覽到創意不斷、新意頻出的電腦作品比賽；從書法、美術、

年校慶做了一個成功的預演，更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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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培英中學黨總支召開民主生活會
廣州培英通訊員
集思廣益，找準我校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與解
決問題的方法，為學校領導班子破解存在問題做好準備，使學校
的教育教學工作朝著持續穩定的方向發展。
會上，大家坦誠發言，從實際出發，從工作出發，積極主
動地剖析了自己在理想信念、服務宗旨、工作創新等方面存在的
問題，對學校的發展提出了很多有建設性的寶貴意見和建議。
唐文貴局長充分肯定了本次民主生活會取得的成果。他表
示，這次民主生活會剖析深刻，是一次成功的會議。學校結合了
局黨委來校調研的回饋情況開展工作，積極整改，初見成效。希
望我校能借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東風，團結一致，共
謀發展。

2008年12月22日
下午，廣州培英中學黨總
支在鶴洞校本部現代教育
中心會議室召開了以「深
入學習科學發展觀，再創
培英新輝煌」為主題的民
民主生活會會場

主生活會。白雲區教育局

黨委書記、局長唐文貴、黨政辦公室楊雄忠主任、組織監審科鄔
永鏘科長出席了會議。學校黨總支丘春鋒書記主持會議。
本次民主生活會是在我校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
分析檢查階段召開的，旨在廣泛聽取幹部、群眾的意見和建議，

廣州培英中學喜訊
廣州培英通訊員

集體國家級
獲獎時間

獲獎個人

獲獎內容 / 稱號

獲獎級別

頒發單位

獲獎人身份

1/5/2008

廣州市培英中學

榮獲2008年杭州天文奧林匹克
邀請賽團體三等獎

國家級

中國天文學會

學校

2/5/2008

廣州市培英中學

獲廣東省國家級示範性高中牌匾

國家級

廣東省教育廳

學校

集體市級
獲獎時間

獲獎個人

獲獎內容 / 稱號

1/1/2008

政治科

獲市新課程實施成果評比二等獎

1/9/2008

廣州市培英中學

2005_2008年度廣州市體育傳統專案學校先進單位

1/8/2008

語文科

第二屆廣州市中學語文優秀科組稱號

獲獎時間

獲獎集體

獲獎內容 / 稱號

7/2008

曹傑、李文惠、鍾偉猛

論文《透析〈體能標準〉的實施對高中女生產生的影響及對策研究》獲得廣東省第
九屆中學生運動會科學論文報告會一等獎

7/2008

鍾偉猛、郭際、肖傳棠等8人

論文《從〈體能標準〉達標狀況審視高中選項教學管理》獲廣東省第九屆中學生運
動會科學論文報告會一等獎

7/2008

何健榮、鍾偉猛等5人

論文《「運動參與」與實施〈體質標準〉互動關係的探討》獲得獲廣東省第九屆中
學生運動會科學論文報告會一等獎

7/2008

龐強、曹傑等5人

論文《選項教學與體質健康標準實施的互動研究初探》獲得獲廣東省第九屆中學生
運動會科學論文報告會二等獎

7/2008

鄧登勳、鍾偉猛等5人

論文《排球校本教材對我女子排球運動的影響》獲得獲廣東省第九屆中學生運動會
科學論文報告會二等獎

7/2008

陳美玲、區就添等5人

論文《提高運動參與有效性之研究》獲得獲廣東省第九屆中學生運動會科學論文報
告會二等獎

7/2008

李文惠、曹傑

論文《對〈體能標準〉實施過程管理的思辯》獲得獲廣東省第九屆中學生運動會科
學論文報告會二等獎

集體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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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時間

獲獎集體

獲獎內容 / 稱號

7/2008

林挺、鍾偉猛、曹傑

論文《從高中選項教學與拓展性培訓結合反思一籃、排球訓練模式》獲得獲廣東省
第九屆中學生運動會科學論文報告會二等獎

7/2008

龐強、鍾偉猛等7人

論文《透視體能標準對高中體育選取項教學現狀的影響及對策》獲得獲廣東省第九
屆中學生運動會科學論文報告會二等獎

7/2008

蕭傳棠、衞作輝等5人

論文《俱樂部建設與體育文化展示平臺之探尋》獲得獲廣東省第九屆中學生運動會
科學論文報告會二等獎

7/2008

何德家、龐強等4人

論文《研究性學「體育與健康」專題網站的建設》獲得獲廣東省第九屆中學生運動
會科學論文報告會二等獎

7/2008

周毅、羅漢根等6人

論文《關於我校把排球專案選為校本教材的背景研究》獲得廣東省第九屆中學生運
動會科學論文報告會二等獎

5/2008

鍾偉猛、曹傑等6人

論文《選項教學與體質健康標準實施的互動研究初探》在2008年中學體育科教學
論文交流中宣讀交流

5/2008

鍾偉猛、鄧登勳等5人

論文《排球校本教材對我校女子排球運動的影響》被評為2007學年度廣州市中小
學體育論文報告會一等獎

獲獎時間

獲獎個人

獲獎稱號

3/5/2008

廣州市培英中學

白雲區青年教師英語演講大賽優秀組織獎

4/5/2008

廣州市培英中學

「2008年白雲區獅龍中學教師羽毛球聯誼賽」團體第一名

1/5/2008

廣州市培英中學

白雲區教師「師德在我心」演講比賽優秀組織獎

14/7/2008

語文科

集體區級

優秀學科組

個人國家級
獲獎時間

獲獎個人

獲獎稱號

1/1/2008

畢建華

論文《淺談新課程理念下的政治課互動課堂教學》獲中國教育學會「中國教育實踐
與研究論壇」評比大賽一等獎

獲獎時間

獲獎個人

獲獎稱號

2/2007

曹 傑

獲得廣東省第三屆中小學體育教學觀摩活動（高中組）特等獎

1/1/2008

唐元鵬

07年廣東省第三屆「博冠盃」中小學生天文奧林匹克優秀指導教師

1/1/2008

商 文

07年廣東省第三屆「博冠盃」中小學生天文奧林匹克優秀指導教師

1/6/2008

鍾偉猛

被評為廣東省中學體育工作優秀教師

個人省級

個人市級
獲獎時間

獲獎個人

獲獎稱號

2007

朱天麗

獲2007年廣州市數學高考突出貢獻獎

2007

朱 苑

廣州教育學會德育專業委員第21屆年會撰寫論文榮獲二等獎

1/3/2008

譚怡瑋

輔導學生的文章《書海人生》獲得「閱讀和思考」高中徵文比賽二等獎

2/3/2008

譚怡瑋

輔導學生的文章《閱讀與思考》獲得「閱讀和思考」高中徵文比賽三等獎

1/5/2008

黃少明

獲廣州市高中新課程實驗成果二等獎

2/5/2008

邱程歆

獲廣州市高中新課程實驗成果三等獎

3/5/2008

林麗芳

獲廣州市高中新課程實驗成果三等獎

4/5/2008

林世丹

獲廣州市高中新課程實驗成果一等獎

5/5/2008

戴慶忠

獲廣州市高中新課程實驗成果二等獎

6/5/2008

張瑞凱

獲廣州市高中新課程實驗成果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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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08

劉 漾

獲2007年高考政治科突出貢獻個人獎

7/6/2008

劉 漾

獲廣州市政治科貢獻獎

7/5/2008

羅莉容

評為廣州學英語優秀備課組長

1/5/2008

余 瑩

榮獲「2008年廣州市中小學班主任專業技能競賽」二等獎

1/6/2008

劉 明

作品《天堂的路黑》獲「風景線盃」攝影一等獎

1/7/2008

朱 苑

教案《感恩的心》在「2007年廣州市中小學優秀班級管理論文、教案、班會課實
例、多媒體課件班評選」活動中榮獲一等獎

1/7/2008

伍 友

論文《網路環境下德育工作的方法探究與思考》在「2007年廣州市中小學優秀班
級管理論文、教案、班會課實例、多媒體課件班評選」活動中榮獲一等獎

1/7/2008

劉 緋

論文《通其情 達其理 導其行》在「2007年廣州市中小學優秀班級管理論文、教
案、班會課實例、多媒體課件班評選」活動中榮獲二等獎

1/7/2008

鄒國華

多媒體課件《夏天不結秋果》在「2007年廣州市中小學優秀班級管理論文、教
案、班會課實例、多媒體課件班評選」活動中榮獲三等獎

1/8/2008

林澤權

獲廣州市中學語文優秀科組長

1/8/2008

張志敏

獲廣州市中學語文優秀科組長

20/9/2008

戴慶忠

榮獲「走出讀圖時代 回歸深度閱讀」徵文比賽優秀指導老師獎

個人區級
獲獎時間
1/1/2008
1/1/2008
1/1/2008
1/1/2008
1/1/2008
1/1/2008
1/1/2008
1/1/2008
1/1/2008
1/1/2008
1/1/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2/2008
3/2008

獲獎個人
王國美
王國美
王國美
畢建華
畢建華
畢建華
畢建華
燕俊陽
燕俊陽
燕俊陽
燕俊陽
陳銀梅
鄧 東
鄧宇紅
黃少明
李 紅
劉春媚
劉柳燕
盧彥元
邱泳敏
鎖 玉
譚怡瑋
王春梅
閆筱莉
余 瑩
張瑞凱
張小梅
莊丹丹
林澤權

獲獎稱號
「廣州市中學十佳青年政治教師」評比大賽區初賽階段說課獲高中組三等獎
「廣州市十佳青年政治教師」區初賽階段教學設計比賽中獲高中組三等獎
「市中學十佳青年政治教師」評比大賽區初賽階段課件製作中獲高中組三等獎
「市中學十佳青年政治教師」評比大賽中區初賽說課比賽中獲高中組一等獎
「市中學十佳青年政治教師」大賽區初賽中獲「區十佳青年政治教師」稱號
「市中學十佳青年政治教師」大賽區初賽階段教學設計中獲高中組二等獎
「市中學十佳青年政治教師」區初賽階段課件製作中獲高中組二等獎
「市中學十佳青年政治教師」初賽階段課件製作中獲高中組三等獎
「市中學十佳青年政治教師」初賽階段教學設計比賽中獲高中組三等獎
「市中學十佳青年政治教師」初賽階段說課中獲高中組一等獎
「市中學十佳青年政治教師」初賽獲「白雲區十佳青年政治教師」稱號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二古詩文閱讀與積累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一名著閱讀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二古詩文閱讀與積累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二古詩文閱讀與積累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二古詩文閱讀與積累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一名著閱讀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一名著閱讀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一名著閱讀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一名著閱讀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二古詩文閱讀與積累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二古詩文閱讀與積累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二古詩文閱讀與積累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一名著閱讀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一名著閱讀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一名著閱讀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一名著閱讀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輔導學生參加2007年區「高二古詩文閱讀與積累競賽」獲優秀輔導獎
2007學年學科貢獻獎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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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時間
3/2008
3/2008
1/4/2008
16/5/2008
16/5/2008
16/5/2008
5/2008
5/2008
5/2008
5/2008
1/5/2008
1/5/2008

獲獎個人
鎖 玉
閆筱莉
余 瑩
鄒小芳
鄒小芳
鄒小芳
余 瑩
盧彥元
李 紅
林世丹
閆筱莉
馮小婷

1/6/2008

周平霞

2/6/2008

燕俊陽

3/6/2008

劉 漾

5/6/2008

陳芳敏

4/6/2008

畢建華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1/7/2008

衞作輝
何碧瑩
羅莉容
黃少明
朱天麗
甘肖玲
丁志偉
邱泳敏
戴慶忠
于 進
付新新
李 平
劉慧娟
任海英
林麗芳
溫遠松
許 珊
王 麗
王 靜
馮小婷
鄭 旖
香炳華

14/7/2008

侯道武

1/10/2008

鍾偉猛

獲獎稱號
2007學年學科貢獻獎
2007學年學科貢獻獎
榮獲「2008年廣州市白雲區中小學班主任專業技能競賽」一等獎
獲區青年教師英語演講大賽最佳人氣獎
區迎亞運「全民學英語」活動宣傳大使
獲區青年教師英語演講大賽金獎
作文大賽高中組三等獎
作文大賽高中組二等獎
作文大賽高中組三等獎
作文大賽高中組二等獎
在白雲區教師「師德在我心」演講比賽活動中榮獲特等獎
在白雲區教師「師德在我心」演講比賽活動中榮獲二等獎
第九屆教學論文年會歷史科論文評選中《依據三維目標 提高高三歷史課堂教學的
有效性》二等獎
第九屆教學論文年會政治科論文評選中《思想政治新課程實施中對提高學生實踐能
力的思考》二等獎
第九屆教學論文年會政治科論文評選中《走出校本教研的誤區 促進教師專業化發
展》一等獎
第九屆教學論文年會政治科論文評選中《運用探究式教學 提高政治教學有效性》
三等獎
第九屆教學論文年會政治科論文評選中《淺談新課程理念下的政治課互動課堂教
學》一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白雲區政府嘉獎
教學論文《音樂，為新課程語文教學插上翅膀》在2008年廣州市白雲區中學論文
年會語文學科教學論文評選活動獲三等獎
被評為年度白雲區優秀工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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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暢想．創新
西關培英趙亮祖音樂藝術基金成立8周年
暨2008年藝術節文藝匯演
西關培英校友會通訊員
2008年12月31日

量為目標，團結一致，齊

下午，西關培英趙亮祖音

心協力共同創造新輝煌，

樂藝術基金成立8周年暨

用優異成績迎接培英中學

2008年藝術節文藝匯演

創校130周年。讓我們以

在廣聯後勤禮堂舉行。

更大的青春活力共同迎接

2008年，中國人民

光輝璨爛的2009年！」

經歷抗震救災和成功舉

培英校董、西關培

辦北京奧運會後，信心倍

英校友會名譽主席陳宜致

增。外國媒體稱讚我們中

辭：「歲末初冬寒意中，

國已走到世界舞台的中

我們懷著熾熱心情回到母

央，2008年應是「中國
年」。

校參加一年一度的藝術。
嘉賓、校董、校長、校友與趙亮祖老師(左六)合照

大會人員全體起立，在合唱隊、管弦樂隊和鋼琴合伴下豪

八年來，「趙亮祖音樂藝

術基金」為母校音樂文藝不斷取得成績。今年趙亮祖老師又為培

邁地奏唱了國歌和校歌。

英中學創校校歌編寫成系列樂譜，包括合唱、管樂、弦樂和鋼琴

今天我們奏唱的校歌是源自趙亮祖老師新近編寫的《培英

四部分。各部份均可與其它部分組合奏唱或單獨奏唱。趙老師為

中學校歌系列樂譜》，奏唱出悅耳動聽又激昂豪邁的校歌—先

學校音樂教育，為普及培英校園文化付出一切。我提議大家齊起

由小號的前奏引領後F調詠讚段，由弦樂和鋼琴加入合伴奏，唱

座，為敬愛的趙亮祖老師鼓掌祝賀！」在全體師生、嘉賓、家長

出「我愛培英學校……書聲琴韻……教澤如春……」的衷心眷

和校友站立掌聲中，趙亮祖老師用鼓掌和鞠躬回禮致謝。趙老師

念、蘊感而讚的頌歌，然後轉降B調，全部管樂伴奏又加入弦樂

年輕時在西關培英任教音樂課，用心教學，使學生終身受益；又

唱出「……陶鑄英才為國用鷹擊長空……」邁步向前的豪情壯

主理大小合唱、學生管弦樂隊，除市內一些音樂比賽外，還舉行

志。

音樂演奏會，並得到音樂家馬思聰任顧問，演出其作品《祖國大
接著副校長黃小紅介紹出席嘉賓有：茘灣區教育局副局長

合唱》。當年的學生王多妮、胡素思成音樂、歌唱、作曲和舞蹈

關治雄，真光中學校長荀萬祥，流花中學校長簡永彤，江門培

藝術的傑出人才；翁啟鈞、胡素智等不少學生至今還在國內外業

英高級中學多位教師代表，原廣州市政協秘書長張道生，培英校

餘歌唱演出和教授鋼琴。還有一大批因音樂而提高素質在各自崗

董、西關培英校友會名譽主席陳宜，培英校友聯會主席李華斌，

位戰線上做出應有貢獻的校友，今天這批年過七旬的學生談起音

趙亮祖音樂藝術基金名譽主席趙亮祖，主席溫榮錦，廣州培英校

樂藝術來還津津樂道。今天趙老師以82歲高齡編寫培英中學校

友會副主席馬俊賢，西關培英校友會副主席馮啟莊、郭昌禮、關

歌系列樂譜，為培英創校130周年獻上一份賀禮，很值得培英人

康泰，江門培英香港校友會主席黃軍川，西關培英香港校友會會

為趙老師鼓掌再鼓掌，尊敬更尊敬。

長林加茜，香港培英家長教師會主席周保華，廣東省歌舞團民族

陳宜校董接著說了：「2008中國經歷了很不尋常的一年，

樂團團長張珠(60任社)、40斌社甘永發伉儷。出席大會還有數

也即將過去。明年有培英創校130周年的慶祝活動。今天藝術節

十名西關培英、香港培英家長和校友。

的舞台上，讓西關培英在發出響亮的歡歌樂舞聲中迎接新年！」

劉國銘校長首先致歡迎嘉賓校友的講話，並說到：「2008

接著是劉國銘校長等學校領導向「基金」名譽主席趙亮

年學校初中畢業班工作取得茘灣區一等獎，高中畢業班超額完成

祖、校董陳宜、校友聯會主席李華斌、「基金」主席溫榮錦、西

市高考指標任務。「趙亮祖音樂藝術基金」對學校開展音樂藝

關培英校友會副主席馮啟莊、郭昌禮、關康泰、香港校友會會長

術教育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一年來在全國省、市、區的音樂

林加茜、信社社長廖紅麗贈送紀念品。
贈送紀念品後，由彭志英老師和多個學生司儀主持，開始

藝術活動中獲得26項獎：其中市第五屆學校藝術節管弦樂比賽

了文藝匯演：

二等獎、區首屆「培英盃」中小學管弦樂邀請賽一等獎，市中學

首先是獲得廣州市第五屆學校藝術等二等獎的管弦樂隊演

生『炫樂盃』動漫畫創作集體一等獎、市中學生人偶劇比賽二等

奏《都市場景》和《歡樂曲》。

獎。新年的鐘聲很快響起，更美好的2009年就要來臨，我們要

繼而是合唱隊合唱《校歌》、《漁歌》和《客家山歌》。

以新年的鐘聲為集結號，以培英精神為動力，以全面提高教學質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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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節目是特邀老三屆校友謝紅兵、楊堅堅、何揚等多

的獻禮，並對參與樂譜編寫出版和CD錄製的蔡建中名譽校長、

人演出舞蹈《歡聚一堂》。其歡快流暢的舞蹈還可看到卅多年前

趙亮祖老師、謝功成教授以及學校有關老師、管弦樂隊、合唱隊

她們在學校文工宣傳隊時技巧純熟、舞姿活潑可愛的形象，得到

的同學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蔡建中名譽校長、新西蘭培英校友會副主席余學祥發來賀

同學們熱烈鼓掌。

老三屆校友演出舞蹈《歡聚一堂》

老三屆的校

電，旅居澳洲的何森初校友寄來賀信和捐款澳幣100圓，還有信

友，在她們身上

社捐款人民幣1000圓，馮宛玲老師捐贈學校文藝活動經費人民

看到當年的中國

幣500圓。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知識青年，正是

《培英中學校歌系列樂譜》包括合唱、管樂、弦樂和鋼琴

在長身體、增知

四部分。各部分均可視情況、條件、需要與其它作品部分組合奏

識的黃金期到了

唱或單獨奏唱。今天在藝術節上作禮品贈送給到會嘉賓、校長、

廣闊的農村去勞

家長的《培英中學校歌系列樂譜》和其各部分樂譜有十一項單

動的印痕。她們

獨奏唱和組合奏唱的CD光碟，可見當前的培英校歌其旋律、複
調、節奏、和聲更趨完美和奏唱的多種選擇。

沒有被環境屈服，回城後面對生活，笑對人生。她們今天的舞蹈

接著是黃小紅副校長宣讀獲獎老師名單：張國球、薛昶、

演出正是給學校藝術節的好好匯報，也給後來者在校的同學一個

陳健如、陳凌雲、羅開源、胡宇松等八人，並由領導頒發獎。

很好的榜樣。

緊接著由穿著統一服飾的二十多位老師合唱《長江之歌》

2010屆志社3班表演唱《Shing friends．Seasons in the

及弦樂隊的弦樂四重奏《軍隊進行曲》。

sun》。男女同學分批的歌唱和表演，極其跟上時代氣息，情緒
自由奔放，深深感染著我們。
學校藝術科演出的人偶劇《這一刻》，是獲市中學生表演
二等獎節目。動漫是現今新晉流行藝術，這幾年學校的偶劇及動
漫畫創作都獲得獎項。
2010屆志社1班的魔術表演《重生》。常規的魔術是一兩
人表演，今天見到多位同學輪流表
演，把課堂物理、化學的知識溶入
表演當中，令人耳目一新。
2009屆

劉國銘校長與老師合唱《長江之歌》

忠社6班黎俊毅
的笙獨奏《草

2009屆忠社2班跆拳道《活力碰撞》表演，但見穿著短打

原騎兵》，音

服的七、八個男同學把體育課的跳躍跨越動作演譯到武術上來，

韻呈現草原兵

最精彩的是躍過躺在地上六個人的最長距離並踢破木板，這一高

馬，曾在市、

難動作得到全場驚訝的讚嘆！

區比賽獲得獎
2010屆志社1班的魔術表演
《重生》

項。
2011屆

淳社3班舞台劇《感恩培英》是多位同學用
朗誦以及簡樸大度的表演，把白綠一家的
2009屆忠社2班跆拳道表演《活力碰撞》

2009屆忠社6班黎
俊毅的笙獨奏《草原
接著是趙亮祖音樂藝術基金主席溫榮 騎兵》

培英歷史傳承表達出來。

2011屆淳社1班表演的音樂劇《青春變奏曲》，把社會多

錦致辭：「8年前蔡建中名譽校長倡議並帶頭捐資設立「趙亮祖

種思潮現象反映到當代青年學生中來，進入學校家庭生活中去。

音樂藝術基金」，目的是發揚趙老師熱愛祖國、熱愛音樂藝術和

分主題班會……等三小場段，他們把學生的思想行為，教師的教

當年致力音樂藝術教育精神，提高青少年學生的藝術素養，推動

育情景、家長的關心誘導表演得維妙維肖。

學校音樂藝術教育。培英校歌是一首極其富有凝聚力和充滿愛國

教育工作者朱永新在中國教育改革思考會上的講話說到：

熱情的歌曲。「基金」根據原創校校歌配合唱譜，由趙亮祖老師

「教育是培養孩子，教育又是孩子生命奠基事業」。也有教育評

執筆編寫成校歌器樂系列樂譜。樂譜承蒙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成

論說到「教育的藝術就是影響人的藝術。」《青春變奏曲》正好

就獎獲得者、作曲家謝功成教授熱誠指導，由蔡建中名譽校長贊

把教育的主題用音樂劇表達出來。最終評為匯演的最高級別一等

助出版，我們謹以此樂譜集作為祝賀「培英中學創校130周年」

獎。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16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白綠大家庭

西關培英
大會最後由黃小紅副校長宣佈藝術節獲獎節目名單：一等
獎《青春變奏曲》；二等獎跆拳道、魔術和笙獨奏；三等獎是
《Shing friends．Seasons in the sun》、《感恩培英》、《祝
福》和《絨花》。而管弦樂合奏唱《校歌》、老三屆校友的舞
蹈，人偶劇及教工的合唱獲得特別貢獻獎。
大會在有關領導、嘉賓給予頒發獎品和上台與演員們合照
後結束。
每年藝術節的音樂文藝節目不斷創新，跟上時代、跟上生

2011屆淳社1班表演勇奪一等獎的《青春變奏曲》

活、跟上教育，今天我們又一次將藝術節熱熾心情、優良成績迎

音樂班的女聲重唱《絨花》，2010屆志社3班譚敏儀古箏

接2009年的到來，獻給培英中學創校130周年！

演奏《春苗》，都有很好的演出效果。
第十六個是最後的演出節目，由
2013屆白社2班和2014屆綠社5班大
合唱《校園歌曲選》。台上台下互動起
來，把校園歌曲融唱在一起。

2010屆志社3班譚敏儀古箏演奏《春苗》

校董、校友會主席等領導與獲獎老師合照

2013屆白社2班和2014屆綠社5班大合唱《校園歌曲選》

校董、校友會主席等領導與獲獎學生合照

嘉賓、校董、校長、校友在台上與參賽學生大合照

香港培英家長教師會主席周保華(左五)等家長代表與趙亮祖老師(左六)
合照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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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大家庭

西關培英

相聚校友日 同歡同樂 共享奧運體育精神
西關培英通訊員
夏日艷陽高掛，2008北京奧運開幕的振奮激情還留在我

偉雄和火炬手謝小廈一同參加校友

們心中，又迎來2008年西關培英中學校友日。8月10日上午九

日活動表示歡迎和敬意！對主辦今

時，近千校友們捨卻觀看奧運電視精彩賽事而參加西關培英校友

年校友日的77信社校友分會做了

日聯歡活動。

出色的籌備工作和一向支持校友日

在場內坐得滿滿的校友翻看著禮品袋裡的《聯會友聲》第

活動的名譽校長蔡建中教授和校友

四十三期、《西關友聲》第四期及校友會秘書處編印《看08奧

會名譽主席陳宜表示衷心感謝。」

運 憶我校體育精英》資料，看到從母校出來的數十位體育運動

校長劉國銘講話說到：「培英
中學129年來為社會培養了無數英

精英介紹，討論著我國舉辦奧運給世界帶來良好的影響。
溫榮錦主席致辭

（一）十時正，主辦這次校友活動的77屆信社周少雲、關

才，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是我們

共同的驕傲，校友更是我校的驕傲，我

厚甜主持聯歡會開始。
由校友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前副校長關康泰介紹到會嘉賓

校超額完成今年高考任務，初中畢業會

校友有：69同社校友、原海南省農業銀行行長、廣東省農業銀

考取得平均分534分，得到荔灣區中小

行顧問梁國祥，勰社校友、原廣州電視大學黨委書記林有理，

學管弦樂賽為「培英盃」冠名權，非常

70德社校友、廣州外語外貿大學副校長董小麟，勰社校友、市

感謝一直關心、愛護、支持、幫助我校

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特級教師黃憲，前茘灣區紀委書記黃永康，

的各級領導和廣大校友。」
（三）校友會秘書長關康泰宣佈西

勰社校友、原廣州大學附中校長蕭卓芹，79慈社校友、六破航

劉國銘校長致辭

模世界記錄的王超榮，破航模世界記錄的何偉雄，西關培英香

關培英校友會換屆選舉結果並由劉國銘校長、陳宜主席、溫榮錦

港校友會會長林加茜，特邀代表、奧運火炬手、2005年全國傑

主席分別發聘任書給新一屆名譽主席、主席、副主席、顧問、理

出創業女性、廣東省三八紅旗手、市政協委員、市婦聯執委謝小

事等。

廈，還有十年前曾在市區舉行少年舉重賽上給予剛獲得奧運會上

（四）77屆信社校友分會會長廖紅

首枚金牌陳燮霞作過短暫指導的廖國蘅校友（前舉重運動員，舉

麗發言：「對我校參加奧運火炬傳遞的

重、健美教練員）。

火炬手為母校爭光，為他們自豪，為他

（二）全體起立高

們歡呼！為他們喝彩！……今天我們培

奏唱國歌、校歌後，培英

英學子，有幸歸寧母校歡聚一堂，「白

校董、西關培英校友會名

主辦級社77信社
廖紅麗社長致辭

譽主席陳宜致辭：「大家

歸寧母校的學子都懷有一顆感恩的心，永遠不會忘記老師

2008北京奧運會的日子
校友日聯歡活動，在這美

林匹克的精神，讓更多培英學子學有所

成，更多英才閃耀著燦爛光輝！

好，非常高興，在舉行
中，又一次踏上母校參加

綠兒女一家親」，也正好體現並弘揚奧

教導和這裡朗朗書聲親切溫馨的校園！

陳宜校董致辭

最後特別鳴謝：信社顧問陳耀光、黃電子和美國潘文思贊
助這次活動！」

好的日子裡有說不盡的興奮和快樂，廣東小妹子陳燮霞昨天成

隨後廖紅麗會長把主辦校友日旗交給明年校友日主辦級社

功奪得08奧運第一塊金牌。成才是上天給予的身體，社會環境

63蔚社。蔚社校友分會會長老洪蔭接旗。

賜予條件，亦要有老師悉心栽培和自身的努力。有我國「跳水之
父」美稱的梁伯熙校友，能十次成為全國跳水冠軍和新興力量運
動會跳水的世界冠軍，當年就得到李朝炷老師帶他往西郊泳場游
泳訓練。名譽校長蔡建中能保持17年400米中欄的省記錄，也
是得到李朝炷帶其拿著欄架到市一中操場訓練開始走出來。西關
培英值得驕傲的是能出現很多體育人才，他們都因從小得到學校
老師的體育基礎訓練。」
陳宜主席還給大家介紹明年培英創校130周年的慶祝紀念活
動安排，他還希望今天的聯歡會、明年130周年校慶的每一項秩
序順利的完滿地進行，大家開心快樂。
校友會主席溫榮錦講話說到：「對應邀回校的王超榮、何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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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關培英

獲抽中一等獎的校友上台領獎
到會嘉賓與學校及校友會領導和77屆信社校友及演員

72屆建社校及分會理事和學校及校友會領導合
照

51屆彪社老校友參加校友會午餐聚會

學校舞蹈隊表演藏族舞蹈

（五）今天被邀歸寧三位校友：榮任廣州地區98號火炬
手、老三屆校友、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羅東凱，201號火
炬手、76肇社校友、廣州日報總編輯李婉芬和世界跳水前冠軍
梁伯熙校友因事未能回校與校友們見面，委託主持人向出席校友
們問好。
而特邀奧運火炬手謝小廈帶來的奧運火炬，不斷被校友、

陳宜校董為校友日聯歡會抽獎

老師和同學借來手捧或高舉火炬照相留念，獲得身同感受奧運精
神的滿足和歡樂。
抽獎項目有安慰獎100個，獎

（六）最後由校管弦樂隊演奏《歡樂曲》，開始抽獎與文

品分別是羽毛球拍、乒乓球拍。三

藝節目相間進行。

74屆和社方國勛表演
《魔幻》魔術

等獎30個、獎品為豪華燈飾。二等獎30名，獎品是《廣東體育
精英大觀》和北京奧運鍍金紀念牌。一等獎5名，現金人民幣
300元。特獎品2名，現金人民幣500元。
（七）校友們分別來到陶陶居酒樓（50席）及滿園春、唐
荔宛、湛江雞、好好酒樓午宴，再聚歡樂。
今天又傳來喜訊：72建社校友分會已於上月成立，選出會
長胡章強、副會長黎桂泮、趙惠蘭。宣傳鄭達（廣東電視台優秀
節目主持人）、會計馬京驅、出納
張國球老師指揮學校管弦樂隊演奏「歡樂曲」

周惜華及理事劉廣生等九人。建社
百多人也同在陶陶居午宴歡聚。

文藝節目表演有75業社柯偉貞的女

正是：

聲獨唱《明天會更好》，祝願大家身體健
康，明天會更好；74和社方國勛表演的
《魔幻》，魔術是由道具與智慧變幻出各
種物形的表演，校友們難得在近距離看到
演員靈巧手快的演出。還有校舞蹈隊演出 75屆業社柯偉貞校
藏族姑娘的舞蹈。

友女聲獨唱「明天會
更好」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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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矚目奧運會
又逢培英校友日
金牌喜訊捷報傳
相聚齊歡樂聲送

白綠大家庭

台山培英

親切的關懷 殷切的期望
記培英校董會、校友聯會首長來台山視察
台山培英通訊員

培英首長視察校園

金秋十月，碩果纍纍。在這收穫的

的介紹，然後踏足新校區進行實

季節裏，培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

地考察，不時向陪同的領導及設

中教授伉儷、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問蘇棉

計人員提出問題，交換意見。在

煥醫生、培英校友聯會主席李華斌先生、

肯定新校區的規劃建設方案的同

常務副主席曾集祥醫生、培英中學校董李

時，希望市政府要抓緊新校區的

偉庭醫生等一行6人，受台山市人民政府

培英首長在研究規劃方案

籌建步伐，早日動工建設培英新
校區。

黃國忠副市長的邀請於10月25日下午來台山參加指導。
蔡建中教授不僅對培英各校的發展給予大力支持，還對江

26日上午8時，黃國忠副市長在園林酒店與培英校董會、

門地區的幾所培英中學特別厚愛，捐鉅資支持學校的建設。為表

校友聯會首長共進早餐，賓主之間進行親切的交談，氣氛祥和融

彰其突出的貢獻，江門市人民政府授予其「江門市榮譽市民」稱

洽。上午九時半起，蔡教授等培英首長在陳翠芹副主席、甄景才

號。25日上午，蔡教授等嘉賓參加「江門市榮譽市民」的授榮

局長等陪同下，先後到台山培英、台山一中進行了視察，對學校

儀式後，不顧旅途辛勞，立即趕往台山。踏入台山，他們顧不上

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休息，又馬不停蹄地驅車前往台山培英新校區。在台山市政協副

培英校董會、校友聯會首長十分關心培英的發展，他們對

主席陳翠芹、教育局局長甄景才及台山培英校長陳簡榮等領導的

台山培英新校區的建設充滿熱情，多次親臨台山培英視察指導，

陪同下，視察了台山培英新校區。培英首長們先聽取了甄局長關

希望早日建成台山培英新校區，將培英的白綠精神進一步發揚光

於新校區籌建工作進展的彙報、設計院工程師關於校園規劃建設

大。

雷于藍副省長贈書台山培英
台山培英通訊員
2008年7月11日下午2時，廣東省副省長雷于藍(台山培英65秋校友)在郭偉書記等上級領
導的陪同下蒞臨母校指導。雷副省長這次專程給學校贈送一大批圖書，對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具
有啟發意義，也為學校的素質教育增添了豐富的內容。陳簡榮校長代表學校向雷副省長回贈了
一幅「厚德載物 愛校情深」的字畫，以表達師生對雷副省長的愛校之情。雷副省長並與部分在
陳簡榮校長代表學校向雷于藍副省長
回贈字畫

校學生合影留念。隨後，雷副省長觀看了新校區規劃圖，她特別關心新校區的發展，勉勵我校
師生要加倍努力，把培英中學辦得更好。

台 山 培英 接受國家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複查
台山培英通訊員
6月30日，專家組認真查閱核對了學校近三年的有關檔案資

2008年6月29日下午至7月1日上午，省教育廳國家級重點

料，並分別召開教師、學生座談會。

中等職業學校評估專家組到台山培英進行「國重」複查工作。
6月29日下午，在學校校友樓會議室召開國家級重點中等

7月1日上午11時舉行複查回饋意見總結會，組長莊錦城代

職業學校複查自評報告會。複查專家組全體成員、江門市教育局

表專家組宣讀了複查回饋意見。在肯定我校開展職業教育取得優

副局長葉一鳴、職成辦主任徐衞江，台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黃國

異的辦學成績的同時，也指出了我校的存在問題和不足，並提出

忠、台山市教育局局長甄景才，副局長陳翠芹、黃品亮、朱英煬

了今後學校發展的建議和意見。陳簡榮校長、黃國忠副市長分別

等領導出席了會議。另外，我校中層領導、台山市各中職學校校

作了表態性發言。表示要虛心聽

長也參加會議。會議由台山市教育局副局長陳翠芹主持。會上，

取專家組的意見，認真落實整

大家觀看了學校專題片介紹，陳簡榮校長作學校複查自評報告，

改，加快學校的建設，把我校職

黃國忠副市長代表市人民政府作了講話。會後，專家組在各級領

業教育做大做強，為地方經濟的

導的陪同下視察了學校的校容校貌、設施設備。

建設培養大批實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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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大家庭

台山培英

台山培英在2008年台山市教育基金頒獎大會上獲殊榮
台山培英通訊員
8月30日上午，台山市隆重舉行2008年台山市教育基金頒獎大會，我校喜獲豐收，其中獲個人獎27人次，集體獎 13項。具體
獲獎情況如下：
一、

二、

三、

四、

五、

香港陸海通有限公司捐資設立的「高考成績優秀獎」
高職類（台山市前3名）
第一名：林青雲
第二名：劉婷婷、鄔燕茹（並列）

六、

香港台山商會捐資設立的高考「助學培優獎」
高三級：熊卡娉（每年1萬元，共4萬元）

七、

陳煥湘先生捐資設立的「高考助學培優獎」
陳 柏、陳澤輝

香港台山商會捐資設立的「高考成績特別突出任課教師獎」
高職類總分名列江門市前3名考生的任課教師（集體）；
高職級單科成績名列台山市第一名考生的任課教師
朱素玲（語文）、李秋環（數學）、梅婉娉（英語）、
方潔瑜（英語）

八、

黃乾亨、黃乾利先生捐資設立的「優秀學校獎」
台山市培英職業高級中學

九、

伍沾德先生捐資設立的「優秀校長獎」
陳簡榮校長
伍馬蘭芳女士捐資設立的「教育創新獎」
江羨庭老師

十、

香港台山商會捐資設立的「學科競賽成績優秀獎」
廣東省高中生物競賽一等獎：
伍素玲、熊卡娉、彭結龍
陳國強先生捐資設立的「馬秀珍高考精英獎」
普通類：李龍光、陳 柏
高職類：林青雲、鄔燕茹、劉婷婷、李婷婷、鐘雁紅、李柳娉、
黃清梅、蔡麗紅

十一、 黃浩川先生捐資設立的「文藝優秀獎」
學校教師合唱隊獲台山市慶祝2007年教師節合唱
比賽一等獎
十二、 朱正賢先生捐資設立的「體育（排球）優勝獎」
學校男子排球隊、學校女子排球隊

陳國強先生捐資設立的「馬秀珍高考精英輔導教師獎」（集體）
高三級、高職級

台 山培英校訊
台山培英通訊員

台山培英舉行2008年田徑運動會
全體學生的組織紀律性和精神風貌進行了大檢閱，49個班被評

經過一段

為精神文明班。

時間的精心籌
備，歷時三天

總之，本屆運動會是對師生們身體素質、體育運動水準和

的「台山市培

心理素質的大驗收，充分展示我校素質教育的成果。校運會是學

英中學2008

校在教育教學活動中一項重要的活動，學校通過校運會等大型活

年田徑運動

動，探索新時期學校德育工作新方法，不斷加強對學生集體主義

會」於10月

等方面的教育，取得較為滿意的教育效果。

15日至17日
運動會開幕式

在學校大操場

隆重舉行。本屆田徑運動會以「文明、拚搏、安全、高效」為
主題，分青年組、少年甲組和教工組進行，共2807人次參加比
賽。全體師生在運動會中發揚更高、更快、更強的奧運精神，頑
強拚搏，賽出風格，賽出水準。賽場上不時傳來歡呼聲、喝彩
聲，不時展現出一幅幅激動人心的拚搏畫面。經過運動員們的
激烈競爭，高三(2)班和高二(6)班分別獲得青年組和少年甲組冠
軍，教工組冠軍由高一級獲得。值得一提的是：在少年甲組男子
100米決賽中，高二（6）班的曾嘉榮同學以11秒2的優異成績
打破了我校保持了24年的100米紀錄。運動會期間，學校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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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培英

台山培英教職工男子排球隊喜獲全勝
2008年台山市教職工男子九人排球賽分區賽於10月29-31日在我校舉行。
培英賽區共有6支隊伍參賽：二小、培英、僑中、聯合中專、培正和一中。各參賽
學校對本次比賽給予高度的重視，校長們親臨賽場督戰，為運動員們加油助威。
經過幾天激烈的比拼，我校教職工男子排球隊憑著過硬的球技，旺盛的鬥志和穩
定的心理素質，以全勝的戰績小組第一名出線。
教職工男子排球隊（黃色運動服）在賽場上的風采

台山培英排球隊參加省排球比賽取得優異成績
2008年廣東省「中國福利彩票盃」體育傳統專案學校排球錦標賽決賽於
2008年8月4日上午在廣州體育學院舉行。經過激烈的爭奪，我校男排獲亞軍，
女排獲第四名。陳簡榮校長、李沃歡副校長等領導親臨賽場督戰，為運動員們加
油助威。
從7月30日開始，來自全省各地中學的男女各8支排球隊在廣州體育學院參
加了本次比賽，參賽的學校都屬於獲得「廣東省體育傳統項目（排球）」稱號的
學校。我校派出男女排球隊參加了比賽。在比賽中，我校排球健兒憑著過硬的球
技，旺盛的鬥志和穩定的心理素質，奪取優異成績，顯示我校在建設體育強校的
全體參賽隊員與教育局學校領導和教練合影

道路上又邁出堅實的一步。

台山培英高一新生軍訓圓滿結束
從2008年9月1日至5日一連5天，學校邀請台山武警中隊教官來校對高一級
18個教學班近一千人進行軍訓，本次的軍訓在學校黨政領導的高度重視和指導
下，在各部門的配合下，在台山武警中隊的支持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軍訓的
內容包括整理內務、佇列訓練、救護培訓、緊急疏散等。9月5日，軍訓會操暨軍
訓總結大會在學校大操場舉行，並對內務衞生優秀班、會操優秀班和軍訓積極分
子進行頒獎儀式。
通過這次軍訓，使同學們養成良好的習慣，增強了同學們的國防意識和國防
觀念，磨練了他們的意志、毅力和耐力，加強了組織紀律性，提高了安全意識，
匯操表演

增強了班集體的凝聚力。軍訓活動達到預期的目的，於9月5日圓滿結束。

台山培英舉行消防知識教育演練
2008年10月17日下午，秋高氣爽，風和日麗，我校在大操場舉行了一年
一次的消防知識教育演練。本次活動我們邀請了台山市公安局消防大隊台城中隊
的領導和戰士來校進行消防知識講座和演練。首先由德育處馬國雄副主任主持，
李沃歡副校長就本次活動的目的和意義作了講話。台山市公安局消防大隊台城中
隊劉彥濤指導員為全體師生進行了消防知識輔導。最後由消防中隊的戰士們演示
了消防的一些技能，近100名師生在消防戰士的指導下進行了演練。通過本次活
動，全體師生提高了防火安全意識，掌握了一定的消防知識和基本技能，從而進

同學們進行消防演練

一步加強了學校的消防知識教育。

台山培英被評為2007年民主評議政風行風滿意單位
2008年9月24日上午9時，在市府會議中心二樓會議廳舉行台山市直2008年民主評議政風行風助
評大會，我校被評為2007年民主評議政風行風滿意單位。李沃歡副校長參加會議並代表學校領獎。
獲獎牌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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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培英

台 山培英校友通訊
台山培英通訊員

台山培英五九秋高同學大聚會
2008年11月1日至3日，我校五九秋高同學舉行50周年大聚會，來自海內外的師生共50多人參加了本次同學聚會。1日上午，
校友們集中新湖濱酒店共進早餐並召開會議。席間，大家自由發言，緬懷往昔、暢談人生感受。校友們愛校情深，非常關心學校的發
展，捐款1萬元人民幣作為學校辦學經費。1日下午，校友們回母校參觀，陳簡榮校長向校友們介紹學校的辦學情況和今後的發展規
劃，然後帶領大家參觀校園，合影留念。2、3日，大會還組織校友們到肇慶、台山參觀遊覽，領略家鄉的風光。

五九秋高同學歸寧母校參觀指導

五九秋高同學向母校捐贈

五九秋高同學大聚會會場

台山培英五八秋高旅美校友
馬巾英、陳沃才歸寧母校
2008年10月29日，我校五八秋高
旅美馬巾英、陳沃才校友歸寧母校，受
到學校和校友會領導的熱情接待。她們
馬巾英（前排左二）、陳沃才（後排右三）兩位元
校友與學校部分行政領導合影留念

參觀了校園並表示積極支持台山培英發
馬巾英、陳沃才校友參觀校園

展。

陳簡榮校長會見56秋初校友
2008年10月29日上午，學校假座福臨門酒
店與我校56秋初黃金躉等校友共進早餐，陳簡榮
校長與校友們進行親切的交談，向他們彙報學校
的發展情況，黃金躉校友表示將積極支持台山培
英發展。
56秋初黃金躉等校友與學校及校友會領導共進早餐

劉認民校友、黃明光校友、葉穎慈校友歸寧母校
圖為三位校友與學校領導會面的合照：

旅加劉認民校友(右三)歸寧與學校校友會領導茶聚

旅美黃明光校友(前排中)回台山宴請學校
校友會領導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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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葉穎慈校友(前左二)歸寧並宴請校
友會領導

白綠大家庭

江門培英小學

江門北街小學更名為江門培英小學
本刊記者

「江門市北街小學」更名為「江門市培英小學」批文

江門市蓬江區機構編制委員會已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八日

會附近各鄉殷實人家或華僑子弟。學校設寄宿，學生大多住在校

正式批准「江門市北街小學」更名為「江門市培英小學」，使培

內讀書。

英體系學校增至十一校一中心。

啟德、啟智屬教會學校。女校教師多來自協和女子中學畢

培英體系日益壯大，乃培英校友回饋母校之成果，為慶祝

業生，男校教員則多是廣州培英中學畢業生。上述兩校亦是當時

母校130周年校慶送上珍貴的賀禮。

知名的教會學校，教員大多是基督徒。啟德、德智兩校從小學三
年級起便教授英文，平時除了教授一般的文化科學知識外，傳教
佈道也就成了學校的主要活動之一，每天早會都由教員輪值講

江門培英小學簡史
1916年，加拿大長老會波多馬牧師在江門市北街創辦了啟

「聖經」，讓學生唱「聖詩」，做祈禱；逢星期天，高小的學生

德女校和啟智男校。其時，江門是珠三角西側的一個重要商埠，

都要到教堂去「守禮拜」，初小學生則由教員在校內給上「主日

而北街乃扼西江水運咽喉，據四邑陸路通衢，北達廣州，南瀕港

學」。
1934年，廣州培英中學接辦啟德、啟智，兩校合併為廣州

澳，商品集散，經濟活躍。
啟德女校校長是加拿大人喬道英，啟智男校校長白希理。

培英中學北街分校小學部。培英小學行政上由廣州培英中學管

兩校校舍毗鄰，即在江門培英中學校址內，中建一圍牆把兩校分

理，第一任校長吳榮耀，由廣州培英委派。自此，培英小學遂成

隔，以行男女授受不親之舊制。兩校規模都不大，學生人數均不

為培英系統之一員，也就是現在江門培英中學的前身。（本文摘

及百，教職員亦各十多人。兩校招收的學生大多是北街地區及新

錄自《培英史話》第380-3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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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培英初中

江門培英初中創建江門市綠色學校
江門培英初中通訊員

江門培英初中創建江門市綠色學校評估驗收工作會
議

2008年11

計畫。領導小組定期召開會議，進行專題學習討論，研究創建工

月28日我校迎

作。由政教處及團委負責組織開展環保教育的各項活動，學校總

來了創建江門市

務處全面負責校園綠化和日常的維護，教導處負責環保教育在教

綠色學校的驗收

學及教科研工作中的有機滲透，領導小組定期檢查指導。本著可

工作，驗收檢查

持續發展的思想，領導小組積極鼓勵師生員工參與學校規劃，共

組用了半天的時

同制定校園環境和發展的各項措施，使環境教育與學校各部門教

間對學校的校園

育教學活動有機結合，走上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的道路。

環境以及環境教

（三）加強環境教育，措施得當注重落實

育進行了全面的

我校創建綠色學校明確以提高學生整體素質為宗旨，搞好

評估，對我校的創建工作給予高度的評價，以下是我校創建工作

校園環境的建設，以環境育人；拓展環境教育途徑，以學科教學

的情況匯報。

為主陣地，發揮德育活動的整體功能，與科技活動相結合，融入
社區活動，參與社會環境實踐，從而幫助學生掌握科學的環境知

（一）學校基本概況
江門市培英初級中學原名江門市培英中學，原位於江門市

識和法律法規，樹立正確的環境倫理觀念，養成負責的環境道德

北街新興街25號，2007年9月搬遷到新校江門市江北路16號，

態度和有效的環境保護能力，並引導和鼓勵他們以實際行動參與

蓬江河畔，學校創建於1919年，有近90年校史，1934年廣州

到保護環境的活動中去。

培英中學接管至今已有近70多年；現有初中24個教學班，學生

1.

重視養成教育，不斷淨化學校環境

1200多人，在職教職工75人。校園佔地面積50畝，建築總面積

貫徹《中小學日常行為規範》與環境教育，有許多共同的

12000多平方米。有兩幢教學樓，實驗樓、行政樓各一棟，樓

交叉點，兩者相輔相成。我校把環境教育與學生良好行為習慣的

宇亭台，座落有致。教學設備完善，擁有300m標準田徑場、風

養成教育結合起來，通過實施規範，可以培養學生良好的環境習

雨操場各一個、籃球場三個、擁有標準的語言室、電腦室、勞技

慣，愛護花草樹木，不亂扔果殼紙屑，節約用水用電。在綠化美

室、音樂室、美術室、舞蹈室、活動室、圖書閱覽室、理化生實

化校園的同時，還重視淨化。每班有值日生，負責本班的衞生打

驗室和多媒體等專用教室，每班均擁有可通互聯網的多媒體教學

掃和衞生保潔，各班對自己產生的垃圾實行分撿，並集中送到垃

平臺。

圾中轉站處理。學校環境衞生實行值周制，每天有兩個班分別

學校領導班子勇於改革進取，以精誠團結、高效務實、廉

負責校園和樓道的衞生，一天兩掃，每月全校大搞衞生一次。衞

潔自律的作風，在學校的發展中起到領頭羊的作用。幾年來，

生作為文明班級評比的一項重要內容，並設立衞生標兵班評比，

我校本著「以品質為目標，讓每個學生得到充分發展」的辦學理

開展校園小衞士評選活動。使衞生工作做到責任落實，檢查督促

念，堅持不懈地推行「成功教育」的辦學模式，勵精圖治，銳意

相結合，做到校園淨化、教室美化、廁所乾淨。校學生會向全校

進取，努力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而且有理想、有道

師生發出了「少扔一片紙屑，淨化一次心靈」的倡議書。並開展

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新人，我們以踏實的工作作風贏得

「你扔我撿」活動，加強了學生的保潔意識。使「淨化、美化、

了廣泛的讚譽。學校先後獲得「貫徹學校衞生體育工作條例優秀

綠化」校園的意識深入人心，也使整個校園環境變的更加美麗。

學校」、「愛國衞生模範單位」、「全國群眾體育先進單位」、

在潔淨校園、社區的同時潔淨了學生心靈，促進了學生良好的行

「江門市文明單位」、「江門市師德先進單位」、「安全文明學

為習慣的養成。

校」、「江門市直中小學校園文化建設標兵單位」、「優秀家長

2.

學校」、「先進黨支部」、「先進基層工會」等多項榮譽稱號。

拓展環境教育的途徑，提高環境教育實效
我校在綠色學校創建活動中，以創新意識、創造能力的培

近三年來，我校學生參加中考的成績逐年提高，在各級各類學科

養為核心，通過課堂教學，研究性課程學習，養成教育，美化校

競賽中我校選手有多人次獲國家、省、市級獎勵。

園和社會實踐等多種形式，實現環境教育滲透。我們將相關學科
滲透、第二課堂活動雙管齊下，構建環境教育網路，優化教育環

（二）加強組織建設，規範環境教育管理
我校自開展綠色學校創建以來，學校成立了以趙啟寧校長

境。

為組長、副校長楊建源、農廣鐘、伍勁峰任副組長，組員由各

(1) 發揮學科教學主陣地作用，傳授環境科學知識

職能處室負責人及年級組長組成的創建「綠色學校」領導小組。

我校充分發揮學科優勢，在各科課堂教育教學中有機滲透

並將創建「綠色學校」工作列入學校工作的主要議事日程，列入

環境教育，遵循「學生的年齡心理特點和文化知識水準相結合」

學校、政教處、教導處、總務處、各科組、班主任的學期工作

的原則。要求思想品德、語文、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等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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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任老師在具體教學中滲透環境教育內容，內容正確，結合貼

東湖公園參加紀念「6.5世界環境日」活動，積極參與創建文明

切，學生反映良好。

城市和優秀旅遊城市活動，積極參加社區環境保護活動，學校還
組織學生參加社會環保公益活動，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如在於教學中利用《大自然警鐘長鳴》、《向沙漠進軍》
等課文閱讀教學，幫助學生掌握相關的環境知識；在作文教學中

（四）創建綠色學校，促進學校教學品質提高

引導學生觀察分析周圍環境，進行環境專題的說明文、議論文集

梅花香自苦寒來。培英中學一系列的教學管理規範措施以

調查報告等文體寫作訓練，學生寫出了有一定品質的環境調查報

及培英中學人勤奮敬業的精神，有效地改善了教學行為，提高了

告；舉行環境專題的演講、辯論等語文活動。近幾年來，我校每

辦學品質。中考升學率近幾年來都能穩中有升，其中，2006年

年均在學生中開展「綠色徵文」活動，從中使學生愛護自然、熱

中考600分以上41人，考上省一級高中89人；2007年中考600

愛生命、培養能力。舉辦「熱愛我們的家園」主題徵文比賽，

分以上45人，考上省一級高中90人；2008年中考600分以上

「共創美麗校園」、「讓世界充滿生機」等主題演講比賽。舉辦

47人，考上省一級高中93人，其中張曉榮同學以總分812分名

環保教育主題的手抄報、電腦報、漫畫比賽。物理、化學在教學

列江門市第四名，數學單科以765分、化學單科以824分均名列

中讓學生分析環境污染因素，傳授防治污染知識。生物、地理

江門市第一名。

學科則在教學中傳授有關大氣、人口、土地、水、生態系統平衡

學科競賽屢創佳績，2006－2008年英語、數學、物理、

等知識，並引導學生運用學過的知識觀察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環境

化學學科競賽年榮獲全國一等獎3人、二等獎10人、三等獎27

現象，幫助學生樹立科學的環境觀、資源觀。為確保教育落實到

人，省級一等獎1人，二等獎2人、三等獎12人。教師的教科研

位，我們建立教學計畫、教案、測驗等制度。在學校教科研工作

素質也在不斷的提高，教師撰寫的教育教學論文，有近50篇獲

中加強環境教育科研研究力度，教師積極撰寫環境教育論文。指

市級以上獎勵，其中獲得市一等獎3篇，二等獎12篇。市級優質

導學生開展研究性學習，滲透環境教育。電腦老師製作了環保網

課一等獎1個，二等獎2個，省級三等獎1個，獲市級青年教師基

頁，並建立了與環保友情網站的鏈結，可供師生查詢。

本功比賽一等獎1人。

(2) 發揮德育整體功能作用，有機進行環境教育

（五）精心規劃，校園環境的特色化已顯雛形

學校充分利用世界環境日、世界地球日、世界衞生日、世

校領導的環境意識強，校園環境建設，以人為本注重環

界水日等環境紀念日開展教育活動，讓全校師生通過對環境紀念

保。搬遷到新學校後學校投入了大量資金加強校園和園林化建

日主題的瞭解、學習，增強師生環保意識。學校領導在每學期開

設，有地理園、生物園。充分利用牆壁修建文化廊、校風校訓

學初就通過開學典禮、國旗下講話對學生開展「創建綠色學校」

欄。用於綠化投資達50萬元，校園環境優美。可綠化面積達

的動員和宣傳工作。學校團委、學生會、年級組每學期向全校師

100％，綠化覆蓋率達62％。今天步入校園，人們無不被她淡

生發出環保專題倡議，營造創建氛圍。學校通過宣傳櫥窗、宣傳

雅、清新中所透出的書卷氣息所吸引：氣宇軒昂的樓群，寬闊美

標語等向全校師生宣傳環境保護知識，強化環保意識。多年以來

麗的校園廣場，搖曳生姿的花木，雅致寫意的草坪，組成了一道

學校每個班級每學期都要舉行環保為主題的班（隊）會或活動，

道亮麗的風景，一切都顯得那樣的和諧和自然，似乎校園的一草

內容豐富多彩，增強了學生的環保意識。

一木都沾染了靈性的墨香，仿佛空氣中也充盈著淺唱低吟。「文

學校開展以環保為主題的黑板報評比，如「環保知識」、

明、守紀、團結、向上」的校風凸顯在教學大樓的外牆上，學校

「綠色的地球」、「綠色的家園」。每週開設環保教育專題廣

活動剪影、學生範文、字畫等張貼在文化長廊櫥窗。環境保護的

播。在每學期開學開展了教室的班容班貌、美麗課室評比，將節

相關標語在樓道、梯間隨處可見，品種繁多的植物鬱鬱葱葱，各

水、節電、班級衞生、教室佈置、垃圾分類等環保教育內容納入

類地理模型盡在其中……濃郁的文化氛圍浸染著這裏的每一寸土

評比要求，通過活動提高學生的環保參與意識，教室環境得到很

地，佔地面積3萬多平方米的校園，一年四季，處處芳草青翠，

大的改善。利用寒暑假舉行環保教育主題手抄報、徵文、繪畫等

綠樹成蔭，鮮花豔麗，果實飄香。美麗的校園是無聲的教師，有

比賽，舉行「巧手利用廢物」科技小製作比賽，並舉辦優秀作品

效地陶冶學生的思想情操。

展覽，加強環保意識的培養。組織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我

（六）存在問題和不足及改進措施

們對學生都有一個嚴格的要求：保護活動場地的清潔衞生，如看

在創建活動中，我們深深的感到：要進一步認識和宣傳

電影和學校運動會結束後都有學生會幹部檢查各班位置的衞生狀
況，養成良好的衞生習慣。

「綠色學校」環境教育的理念；要進一步調動每一位教師、每一

(3) 環境教育融入社區，參與環境實踐活動

位學生參與創建的熱情；要進一步拓展學生環境活動的時間和空
間；要進一步建章立制，規範管理，為工作的實效性打下堅實的

多年以來，學校利用「地球日」、「世界環境日」積極組

基礎。

織「環保宣傳員」開展廣泛的環境宣傳活動，定期到社區宣傳
國家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並專門製作環保宣傳版

總之，我們通過創建綠色學校的各項工作，引導學生從書

報，根據每年「世界環境日」的主題開展宣傳，向家長展示學生

本走向網路；從孤寂走向樂群；從煩惱走向成功。在學生心中

利用廢品、舊料製作的小作品。如2006年6月3日，組織學生到

播下了綠色的種子，讓學生真正做到在體驗中感悟，在感悟中發
展，為進一步深化學校素質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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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培英初中創建廣東省「巾幗文明崗」活動
江門培英初中通訊員
2、 設立6個文明示範崗：語文科組、數學科組、英語科組、理
化生科組、政史地科組、體藝科組
3、 根據本校實際情況，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活動方案，使全體
女教職工明確了目標和活動要求，積極參與活動。為了提
高活動的實效，還把這項活動與創建等級學校的活動結合
起來，與學校師德建設和教學教研活動結合起來，與崗位
考核、年終各項評優結合起來，定期組織各級進行評比、
交流，促進了各級互相學習、互相促進、共同提高，形成
了校美我美，爭先創優的良好風氣。
江門培英初中創建廣東省「巾幗文明崗」活動

三、落實各項創建措施
(一) 轉變思想，強化師德建設

為了推進「巾幗建功」活動，激勵女教職工在教育教學工
作中更好地發揮「半邊天」的作用，促進兩個文明建設，我校

創一流的學校，必須打造一流的教師隊伍；只有成功型的

結合本單位實際，開展創建「巾幗文明崗」活動。活動中堅持

教師，才會有走向成功的學生。近幾年，我校堅持抓好主題為

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婦女「九大」精神為指

「立高尚師德，樹教育新風」的師德師風教育：（1）組織學習

導，以貫徹落實江門市初中教育品質年精神，堅持走教育品質是

黨的「十七大」精神和江澤民同志關於「三個代表」的重要思

學校生存和發展的路子，以提高女教職工整體素質、樹立良好的

想精粹；（2）重溫了《教師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

師德師風為目標，以「崗位建功、崗位成才、崗位奉獻」為主要

法》，學習《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範》等法規，舉辦了「齊努

內容，將「巾幗建功」與創建等級學校緊密結合，努力形成一個

力，創等級學校」、「依法治教」專題講座；（3）開展群體師

「奉獻求實、團結和諧、勤業精業」的優質女教職工群體，為培

德創優活動。（4）組織學習婦女「九大」的精神，號召廣大女

英中學的發展、為僑鄉教育事業的發展建立功勳。

教工「創造新業績，樹立新風尚，爭做時代新女性」。（5）通
過調查和收集家長的回饋資訊，使教師客觀認識自己，加強自身
修養，鼓勵教師兼備四種角色，既「關愛學生如慈母，要求學生

一、基本情況
我校教職工共75 人（包括代課老師7人），其中在編女教

如嚴父，博學多識如學者，為人師表如楷模」。通過一系列教育

職工34人，佔全校在編教職工人數的50%。女教師擔任科、級

活動，用行動規範和典型事蹟激勵女職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

組長有4人，任班主任20人，佔班主任總人數的83.33%。

生觀，培養了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優秀品質。在創建活動中，
感人事蹟不勝枚舉：何曉芬、李豔紅等女教師產假未滿就提前上
班，解決了學校用人之需；蔣寶蘭、張麗萍、歐陽麗娟等老師帶

二、創建活動的組織工作

病堅持教學工作；盧羨玲、歐陽麗娟等優秀班主任用細心、耐心

在開展創建「巾幗文明示範崗」活動伊始，就在全校教職

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優秀學生，還經常利用節假日走訪幫教學

工大會上作了宣傳發動，公佈了「巾幗文明示範崗」的檢查考核

生……這一切，都表現了我校女教工崇高的敬業奉獻精神。近年

量化評分標準，並要求男教工也大力支持這項活動。一直以來，

來，湧現出朱萬霜、劉海燕、何曉芬、蔣寶蘭、盧羨玲、歐陽惠

我校領導班子對婦女工作非常重視，在每年的巾幗建功活動的開

貞、鍾文輝、郭雲霞、張麗萍、洪雪娟等一大批優秀女教師、優

展和表彰中都給予時間和經費上的大力支持。

秀工會積極分子。

1、 成立了活動領導小組

(二) 多途徑促進女教職工自身發展，為女教職工創造新業績提

組 長：趙啟寧(校長)

供廣闊的平臺。

副組長：楊健源 (副校長)、農廣鐘 (副校長、工會主席)、

1. 更新觀念，提高素質

伍勁峰 (副校長)、李賽環 (女工委主任)

為更好地適應國家新一輪課程改革的要求，把我校「成

組 員：馮炎培 (主任)、林國明 (主任)、黃君俠 (主任)、
林 霖 (主任)、盧達輝 (團隊幹部)、

功教育」推上新臺階，我校非常注重更新女教師的教育

蔣寶蘭 (科組長)、蘇明新 (科組長)、

思想和觀念，增強女教師的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1）

劉海燕 (科組長)、朱堅民 (科組長)、

經常組織女教師加強專業理論的學習，組織「論文寫作

馬本林 (科組長)、何文飛 (科組長)

講座」、「資訊技術與課程整合」等各種教育專題講
座；（2）加強集體備課，對課例、教案進行評析，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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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術與課程整合研究等，不斷交流探討；（3）支持

童獻愛心的「公益萬人行」活動。（4）學校還舉辦文藝晚會、

女教工外出交流學習，開闊視野，把別人的優秀經驗融

「三八節」一天遊、登山、球類比賽等文體活動，陶冶女教工的

會貫通後結合實際為我所用。（4）鼓勵女教職工利用

情操，提高女教職工的身體素質和心理素質。

業餘時間參加各類繼續教育培訓，如參加初、中級電腦
培訓，普通話培訓，心理健康教育培訓，專業課程培訓

四、創建活動的效果

等，提倡女教工一專多能。（5）鼓勵女教工參加各類

通過開展創建「巾幗文明示範崗」活動，使我校各項制度

學歷提高教育。幾年來，我校已有 17 位女教職工先後

更健全，學校管理更加科學化和規範化，女教職工的思想素質

提高了學歷，本科以上學歷的女教工28人，佔女教工總

和業務技能得到大大提高，一大批優秀教師、師德先進教師脫穎

數的82.4%。多種形式的「強素質，促發展」活動激發

而出。近三年來，獲「江門市初中教育工程建設先進教師」稱號

了女教工的求知欲，使校園內形成了勤奮好學、互相幫

的有劉海燕老師；獲「江門市直機關工委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助、不斷進取的濃厚的教與學風氣。

的有歐陽惠貞老師；獲「江門市教育系統優秀黨員」稱號的有鍾

2. 科研促教，崗位建功

文輝、郭雲霞、陳玉蘭、洪雪娟等老師；被評為「江門市直教育

在「科研促教，科教興校」的戰略下，我校十分重視女

系統排頭兵實踐活動先進個人」有鍾文輝、郭雲霞老師；張麗萍

教師教學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養與提高，不斷創造鍛煉

老師被評為江門市直教育系統優秀工會積極分子；劉月歡、盧羨

機會讓她們在教學實踐中發揮所長。結合創建「巾幗文

玲、何曉芬、邱超慧、馮惠卿、黃映紅、鍾文輝、歐陽麗娟、區

明示範崗」活動，組織青年教師基本功競賽、資訊技術

悅嬋、劉海燕、關雪儀、何文飛、朱萬霜、李豔紅、洪雪娟等女

與學科課程整合課例比賽、CAI 課件設計與製作競賽、

教工在年度考核中被定為優秀。近三年在校內年終評優中，獲獎

論文評比等活動，營造了團結競爭、你追我趕的活動氛

的女教工佔了很大的比例： 2005年，先進班主任（年級長）有

圍，提高了女教師的教學技能。學校還開展了「青年教

劉月歡、朱萬霜、盧羨玲、何瑞崧、關雪儀等老師，先進教學工

師優質課評比」、「新老教師結對子」、新課程研究實

作者有張麗萍、歐陽惠貞、劉海燕、洪雪娟等老師，先進職員工

驗等活動。多姿多彩的教研豐富了「巾幗建功」活動的

人是梁秀梅同志，先進幹部有楊建源同志， 「黃仕靈獎教金」

內容，使女教師們的教學能力與水準不斷提高。在創建

獲得者有盧羨玲、何曉芬、劉海燕、張麗萍、邱超慧等老師，優

「巾幗文明示範崗」過程中，我校開展了「巾幗科技創

秀黨員有陳玉蘭、郭雲霞、鍾文輝等老師；2006年，先進班主

新」活動，做到「科科有課題，人人搞科研」。

任（年級長）有劉月歡、何瑞崧、郭雲霞、歐陽惠貞、盧羨玲、

(三) 健全制度、規範管理

何曉芬、朱萬霜等老師，先進教學工作者有蔣寶蘭、張麗萍、陳

為實現學校教育教學管理科學化、規範化，我校構建起管

玉蘭、楊建源、李豔紅、洪雪娟、梁穎等老師，先進職員工人是

理目標、層級責任和量化評價三位一體的目標管理體系，對各個

梁秀梅、黃映紅同志，「黃仕靈獎教金」獲得者有鍾文輝、區悅

部門和各個崗位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崗位職責和制度，女教職工每

嬋、歐陽麗娟、劉海燕老師，優秀黨員是邱超慧、馮惠卿老師；

人一份，使女教職工在工作中做到「大事有規可依，小事有章可

2007年，先進班主任有朱萬霜、劉海燕、肖麗娜、何瑞崧、郭

循」。我校根據有關教育法規和《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範》，

雲霞、何曉芬等老師，先進教學工作者有蔣寶蘭、歐陽惠貞、盧

結合創建「巾幗文明示範崗」活動要求，修訂完善了各項規章制

羨玲、鍾文輝、歐陽麗娟、楊建源、區悅嬋、王柳、倫勁雄、何

度，無論師德師風建設方面、教學管理方面，還是後勤、安全管

文飛、梁慧英等老師，先進職員工人是王文莉同志，「黃仕靈獎

理方面，均做到各個部門工作有制度，崗位職責分明，獎懲有

教金」獲得者有朱萬霜、洪雪娟老師，優秀黨員是陳玉蘭、馮惠

據。對教師的評價考核，從師德、能力態度、綜合素質及對學校

卿老師。另外，有多位女教工撰寫的教育教學論文分別在市級、

貢獻大小進行綜合評價，使學校教學秩序井然，校園安全、文

省級刊物上發表並獲獎；劉海燕、朱萬霜、邱超慧、馮惠卿、魏

明、綠化美化，處處體現「嚴謹勤奮，博學多思」的良好學風和

榕、何文飛等老師輔導學生參加各種競賽活動取得優異成績；有

「敬業愛生、精心育人」的良好教風。

多位女教師在市的優質課評比、教學技能大賽上獲獎，其中馮惠

(四) 形式多樣地開展了精神文明建設活動

卿老師的初中課件《小石潭記》在2006年教學軟體製作活動中

開展「巾幗建功」活動中，我校還重視通過形式多樣的活

獲廣東省二等獎和江門市一等獎，郭雲霞老師在2007年江門市

動，豐富女教職工的精神需要。（1）開展創建「文明和睦家

直學校班主任專業技能大賽中獲二等獎，何文飛老師在江門市中

庭」活動，提出了「平等、民主、善教、高尚、互處」五項目

小學體育教學錄影課評比中獲二等獎。

標要求。（2）組織了家庭讀書活動，向每位教工推薦好書。向

通過創建「巾幗文明示範崗」，我們清醒意識到，雖然我

女教工宣傳科學文化知識，宣導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離新形勢的需求還有差距。我校廣大女

（3）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發揚集體主義精神，積極參加扶

職工將積極回應「創造新業績，樹立新風尚，爭做時代新女性」

貧捐款捐物活動和義務捐血活動，為特困職工、殘疾人士及兒

的號召，為繁榮僑鄉教育事業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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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關注孩子的心靈成長
「知心姐姐」來我校舉辦心理健康教育講座
江門培英初中通訊員
胡錦濤總書記曾指出：「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展創造良

生及家長關於心理健康

好的條件和社會環境，是實現億萬家庭最大希望的民心工程。」

問題和家庭教育問題的

關心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發展是家庭、學校、社會的共同責任。

諮詢。近年來還應邀在

2008年11月24日，江門培英初中特別邀請團中央《知心

北京、天津、廣東、重

姐姐》巡迴報告團的侯東榮老師為全校的學生家長和教師上了一

慶、湖南、浙江、江蘇

堂如何教育孩子的專題講座，為家長們傳播為人父母的科學方

等地做過六百多場以家

法，給予孩子心靈成長所需要的營養。

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知心姐姐」是一個有著 49 年歷史的文化品牌，團中央

為主題的專題報告，多

《知心姐姐》全國巡迴報告團自2003年8月成立以來，應各地

家媒體曾對侯老師的報

教育局、婦聯、中小學校及幼稚園的邀請。已在全國31個省、

告進行過專訪和報導。

市、自治區的300多個城市舉辦了近一萬場主題為「關注孩子心

短短八十分鐘的

靈的成長」的心理健康教育報告會。報告團還多次得到國家領導

講座深入淺出，侯老師

人的接見，在全國第五次少代會上，溫家寶總理曾親切地對報告

既列舉了許多發生在我們周圍的實事，又從心理教育學角度進行

團團長盧勤老師說：「我在電視上聽過你們的報告，講得很好！

深入地剖析。所講事例個個引人入勝，發人深省。這次講座引起

你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感謝你們！」

了家長們的認同和共鳴，會後都表示應該向知心姐姐學習怎麼來

「知心姐姐」心理健康教育講座

侯老師，是團中央《知心姐姐》心理健康教育全國巡迴報

當孩子最知心的姐姐，當好孩子最知心的父母，給孩子多一點愛

告團的高級講師，「知心姐姐」心理健康教育培訓中心研究員。

心、多一點耐心；少一點抱怨、少一點批評；和孩子共同體驗快

致力於研究青少年兒童心理健康問題多年，接受了大量中小學

樂的成長過程。

江門培英初中開展「心連心— 共創成長路」活動
江門培英初中通訊員
的體驗式活動，如「呼啦圈」、「二人對話」、「真情告白」、
「風中勁草」、「人肉長城」、「共同畫畫」等形式增強學生、
家長和老師三者的溝通與信任。簡單的遊戲，用心的感受，真誠
的交流，真情的流露，讓老師、家長和學生經歷了一次不同尋常
的情感之旅。
在一整天的活動中，學生、老師和家長不斷地去發現對
方、瞭解對方、鼓勵對方、支持對方，不知不覺中，他們成了
精誠團結的隊友，共同鼓勵的朋友。最後，當所有人圍成了一個

「心連心—共創成長路」活動

大圓圈，當主持人依次把老師、家長、學生和義工請到圓圈中央

2008年9月21日，江門培英初中開展了一場「心連心—

時，其餘人紛紛解下自己手上纏著的象徵完成一天遊戲的勝利品

共創成長路」活動。學校行政領導、七年級、八年級全體老師、

—一條藍絲帶，把他綁到自己最願意感謝的那個人手上，把整

八年級部分學生及其學生家長以及來自珠三角社會義務服務工作

個活動推向高潮，許多老師、家長、義工、學生感動得流淚，大

團體CAP24的義工約300人參加了活動。

家緊緊擁抱在一起，任由淚水盡情的流淌融化了他們之間的屏

該活動目的通過一場感召心靈的溝通活動，搭建溝通平

障。一個家長在活動結束後感觸地說，今天的活動非常有意義，

臺，透過遊戲、練習和分享，讓老師、學生和家長三者之間學習

給他最大的感受是兩個詞：感動和感謝！

如何接納和關心別人，並領悟有效的溝通方法，讓老師、家長、

「心連心—共創成長路」這項活動以一系列生動活潑的

學生之間不同角色的心緊緊相連，用心去體驗愛護成長過程中酸

體驗式活動營造了 「愛心、激情、進取」的和諧環境，讓老

甜苦辣，從而把三者的關係拉近、凝聚互相關懷和愛的精神，相

師、家長、學生真正體會到「用心溝通世界 用愛啟導成長」無

互欣賞、關心、付出和體諒，激發內在潛能，創造融洽和諧的社

限樂趣與深刻內涵。此次活動的成功舉辦，有力地促進我校的尊

群，建立一種互敬、互信、互愛的平等關係。活動通過生動活潑

師愛校教育和感恩教育，心連心的活動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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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建中教授榮獲江門市榮譽市民稱號
江門培英高中通訊員

蔡建中教授榮獲江門市榮譽市民稱號

金秋碩果纍纍，

蔡建中先生在事業成功以後，大力回報社會，回報祖國，

培英喜事多多。培英校

為社會各界捐資已達數千萬元，2006年12月，蔡建中先生又慷

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

慨捐資500萬人民幣，支援我校建設體育館，建立蔡建中羅愛梅

我校名譽校長蔡建中教

獎教獎學基金。現在，以蔡建中先生父親名字命名的「勵吾體育

授在剛剛過去的2008

館」已經建成竣工，解決了我校長期以來沒有體育館的問題。

中國（江門）僑鄉華人

蔡建中先生多次到我校參加各種活動，經常與師生促膝談

嘉年華活動上，被江門

心，以他縱橫商場四十餘載，積累的豐富的人生經驗來教育後一

市人民政府授予江門市

代，他在演講中常常從自己的人生經歷中傳達給觀眾一種愛國、

榮譽市民稱號，這是我

愛校之心，他常說，改革開放僅僅二十多年，中國就從落後到騰

們培英高中的又一殊榮。在此，謹向蔡建中教授致以熱烈的祝賀

飛，勉勵青年學生堅定自己的信念，要有為國爭光的大志。

和崇高的敬意！

江門市培英高級中學校訊
江門培英高中通訊員

江門培英高中被正式批准為廣東省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
2008年11月3日，廣東省教育廳在其官方網站上發佈《關於批准廣州市第十六中學等學校為第二批廣東省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
的決定》，我校被正式批准為廣東省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

江門市反腐倡廉校園教育基地掛牌儀式在江門培英高中舉行

江門市反腐倡廉校園教育基地掛牌儀式

2008年11月27日上

我校歷來重視對師生進行廉潔誠信教育，成立了廉政文化

午，江門市培英高級中學校

進校園領導小組，把「敬廉崇潔」教育作為一項長期性、基礎

園廣場彩旗飄揚，場面隆重

性工作來抓，通過升旗儀式、宣傳櫥窗、網路、校園廣播、黑板

莊嚴，由市紀委組織的我市

報、主題班會、演講、書畫展等豐富多彩的敬廉崇廉教育活動，

反腐倡廉校園教育基地掛牌

培養師生崇尚廉潔的價值觀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引導廣大師生

儀式在我校舉行。

自覺抵制社會不良風氣和腐敗現象，營造出尊廉崇潔的濃厚廉政

儀式由市紀委主持，省紀委常委許澤紅，市委常委、紀委

文化氛圍。

書記周偉萬，市紀委副書記余澤雲，紀委常委、監察局副局長王

揭牌儀式結束後，省市領導在華明海校長等學校領導的陪

明春，市教育局黨委書記、局長李靄康，局黨委副書記、紀委書

同下參觀了名家書法碑廊、特色文化展示，廉潔教育活動室、師

記張天民和華明海校長共同為基地揭牌。我校行政領導班子成員

生反腐倡廉書畫作品展等，與會領導對我校濃厚的文化氛圍和處

及部分教師、學生代表參加了儀式。

處體現廉潔誠信教育工作給予很高的評價。

陳華老師榮獲廣東省中小學班主任專業能力大賽一等獎
2008年11月8日，江門培英高中青年教師陳華老師代表江

計」三個環節，比賽專案順序和出場順

門市參加了廣東省中小學班主任專業能力大賽，力挫群雄，榮獲

序由各組別的選手抽籤決定。陳華老師

大賽一等獎。這是陳華老師繼九月下旬奪得江門市中小學班主任

憑藉豐富的班主任經驗和睿智縝密的思

專業能力大賽中學組第一名後所獲得的又一殊榮。

維以及流利順暢的表達能力，得到評委

廣東省中小學班主任專業能力大賽是由省教育廳組織的一

的一致好評，一舉榮獲廣東省中小學班

次高層次的競賽，中學組的比賽於8日下午在廣東教育學院舉

主任專業能力大賽「情景答辯」、「班

行，來自全省經過各市選拔的68名班主任精英參加了角逐，整

集體活動設計」兩個單項一等獎和綜合

個比賽分「教育故事敘述」、「情景答辯」、「班集體活動設

成績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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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歡呼聲、掌聲、洪亮

江門培英高中學子與李陽老師一起瘋狂

的英語對話聲伴隨著演講團

飄飄落葉送金秋、絲絲

講師和同學們的手舞足蹈響

暖陽迎瑞冬，2008年11月25

徹雲霄，火熱的氣氛感染了

日上午9點，中國著名英語教

現場每一個人，使在場的每

育專家、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

一個聽眾—無論是學生還

帶領他的瘋狂英語團隊來到江

是老師都不由自主地跟著他 三千學子高舉「瘋狂英語資料」

門培英高級中學，受到了早已
華明海校長介紹李陽老師 (右)

「瘋狂」地「喊叫」起來。

迎候在學校校門口的華明海校

演講進入高潮時，李陽老師還以父母的辛勤勞動和舐犢情

長、何迪川副校長、王靖武、魏羲之主任等學校領導的熱烈歡

懷來勉勵全體學子要感恩父母，珍惜時光，全力以赴，攻堅克

迎。李陽老師一行人剛一來到學校綠草如茵的運動場，隨即引發

難。在李陽老師的邀請下，來自哈薩克族的新疆班學生阿娜爾走

了演講會場雷鳴般的掌聲，李陽老師和他的團隊首先領略了三千

上台，滿懷深情地講述了父母為支持她來廣東求學，而付出的偉

培英學子的「瘋狂」。李陽老師與華明海校長、何迪川副校長的

大無私的愛，此刻，台下師生含淚凝神靜聽—阿娜爾的故事

一番精彩對話拉開了演講會「瘋狂」的序幕。

深深地激發了大家的共鳴。李陽老師的講學不僅僅是英語方法教

李陽老師時而與培英高中的3000多名同學一起大聲誦讀單

學，更重要的是用他的人格魅力和凡人小事折射出的偉大光輝，

詞和簡單的語句，時而用誇張的肢體語言，傳達瘋狂英語的理

去喚起人們的愛國熱情、感恩之心和人生鬥志，將德育教育平實

念，時而又用極富感染力的話語與師生們展開互動。「學好英語

自然地貫穿於課堂教學當中。3個多小時的演講會，吸引著全體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開口，把嘴張大—張到不能再張為止」李

師生沉浸在熱烈投入的氛圍中，全體師生真正親身感受了一次

陽老師如是說。同學們舉著「瘋狂英語資料」，也隨著李陽老師

「瘋狂」英語帶來的瘋狂和享受。「永遠不要讓祖國失望」、

的手勢，瘋狂地喊起了英語。整個演講過程，李陽老師用互動

「讓中國之聲響徹全世界」，必將激勵全校師生自強不息，奮發

形式，將英語口語發音方法指導、實例運用和情感激勵結合在

有為，珍惜今天，報效祖國。

廣東省校長培訓班到訪江門培英高中

江門培英高中華校長、魏主任榮獲名校長、名

金色十月，秋風送爽。2008年10月17日，廣東省校長培

教師稱號

訓班50位校長蒞臨江門培英高級中學參觀指導。

金秋十月，丹桂飄香。在這怡人的季節裡，江門培英高中

在情況介紹會上，華明海校長就學校發展歷史、辦學特

校教師再獲殊榮。華明海校長、魏羲之主任分別榮獲江門市首批

色、民族教育以及文化建設四個方面向客人做了介紹。校長們對

基礎教育系統名校長、名教師榮譽稱號，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光

培英高中歷經15年發展，由一所三流學校發展成為具有一定規

榮，也是我們全體培英人的驕傲，在此，謹向他們表示熱烈的祝

模、水準和影響的國家級示範性高中的過程及其做法，表現出濃

賀！

厚興趣，他們就藝術特色教育的發展，問題學生的管理，教師工

李崴副市長親臨江門培英高中指導工作

作積極性的調動等方面的問題與華明海、何迪川、黃大榮三位校
長展開交流互動，華校長在回答同行提問的同時，也就培英高中

2008年8月25日下午，江門市李崴副市長在市教育局長李

發展中遇到的難題和困惑與行家進行了探討。

靄康陪同下，冒雨親臨培英高中指導工作。李副市長簡要聽取了

隨後，校長們深入課堂聽課觀摩。在聽了培英高中各年級

華明海校長對開學前各項工作和高一新生軍訓情況的匯報，李市

多學科老師們上的80節課後，校長們對我校教師整體教學水準

長對我校開展的工作表

及課堂教學中所表現出的新教學理念給予高度評價，他們普遍認

示滿意，並希望我校加

為，培英高中的教師教學理念先進，課堂授課水準高，師生互動

緊塑膠運動場的建設，

效果好，國家級示範性高中的金字品牌實至名歸。

為學生提供更好的運動

下午，校長們還參觀了學校的硬體設施，師生書畫作品展

場地。

及教育教學成果展，仔細地查閱了培英高中的教學水準評估檔案
材料。
興建中的塑膠運動場

華明海校長向李崴副市長
及李靄康局長匯報學校情
況

江門培英高中為
廣東省校長培訓
班舉行介紹會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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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教育廳李學明副廳長關懷新疆預科生
2008年9月1日上午，廣東省教育廳李學明副廳長在江門市
教育局李靄康局長的陪同下，到江門培英高中看望新疆班預科
生。李廳長聽取了華明海校長關於新疆班情況的簡要匯報，並與
新疆班預科生進行了親切交談，他希望同學們盡快適應這裏的生
活環境，努力學習，增長知識，將來報效家鄉和祖國。(我校自
2005年9月開辦新疆班至今，已有320名新疆學生在校就讀，第

李學明副廳長與新疆預科生親切交談

一屆新疆學生將參加明年高考。)

李靄康局長勉勵新疆預科生

新疆內高班學生家長考察團蒞臨江門培英高中

新疆學子歡度國慶假期

考察

穿上節日的盛裝，跳起精彩的舞蹈，舒展嘹亮的歌喉……

9月23日，來自天山南北的新疆內地高中班學生家長代表

10月2日，恰逢新疆各族穆斯林群眾的傳統節日—肉孜節，江

一行九人，來江門培英高中進行考察。華明海校長、何迪川副校

門培英高中領導、教師和新疆班300多名同學在共慶祖國59周

長、黃大榮副校長以及新疆部林翠、曾偉波兩位部長陪同考察團

歲生日的和諧氣氛中，歡聚一堂，共度肉孜節。在隆重的慶祝晚

一行，參觀了我校新疆內高班學生的教室、宿舍及清真飯堂。家

會上，學生們穿上節日的盛裝，跳起了歡快的民族舞蹈，他們用

長代表們對我校為內高班學生提供的一流的教學、生活設施讚不

歌聲抒發了對祖國對家鄉的熱愛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憧憬。

絕口。隨後，在學校多功能會議廳召開了有320名新疆學生參加

為了讓新疆學生過一個歡樂祥和的國慶假期，學校及新疆

的歡迎大會。在會上，學生家長代表動情地說：「孩子在培英高

部領導早就做了周密安排。在節日期間，新疆部組織高三年級學

中讀書、生活，我們非常放心！感謝黨的好政策，感謝政府對邊

生前往珠海旅遊，組織預科班學生到商場購物，還組織部分學生

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關懷，感謝培英高中為孩子們提供了如此完善

逛書城看書購書。在同學們盡情進行物質和精神充電的同時，何

的學習生活條件」。

迪川副校長還代表學校到學生宿舍對部分學生進行走訪慰問，給

此次考察活動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教育廳組織。考察目的

學生們送去了學校節日的問候。通過以上活動的開展，新疆學子

旨在讓學生家長全面瞭解辦班學校的辦學條件、學生在校學習生

們切實感受到了學校這個大家庭的溫暖，感受到國慶假期內容

活情況，親身體驗內地辦班城市和學校對新疆教育的大力支持，

的充實和豐富，同時也更加堅定了他們刻苦學習、報效祖國的決

進一步激勵廣大內高班學生，珍惜學習機會，刻苦學習，早日報

心。

效祖國和家鄉。

白綠大家庭

香港培英

金融海嘯下 更見培英校友情
香港培英中學校長 梁國基
金融海嘯，鬧得全球經濟天翻地覆，大企業倒閉，小企業
難捱，「打工仔」也時刻擔心被裁，端的是人心惶惶。
在這百年一遇的金融災難期間，培英卻發生了感人肺腑的
事件。
2008年8月初，香港中學會考放榜，香港培英中學的整體
成績，比起2007年有大幅的進步——成績進步的有十三個科
目；中英數三科的平均及格率，進步了百份之十；有七科的成
績，更進步了超過百份之二十！這些進步，都是學生用功讀書、
同事努力工作的成果，全校上下，皆欣喜莫名。本人亦立刻將此
喜訊通知校董會及校友會，讓大家一同分享這喜樂的消息。
8月12日下午，培英130校慶籌委會在美麗華商場的翠亨邨
開會。會議完畢，蘇棉煥醫生及蔡建中教授著本人留步，說有事
商討。既已坐定，蘇醫生對本人說：蔡教授要捐助一千萬港元，
幫助香港培英的發展，此筆款項分三年至五年用完。聽了這個消
息，我不覺呆著了。一千萬元！這筆捐款的背後，代表了校友愛
母校、愛教育的情懷，也代表了校友對培英的期望！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本人向同事宣佈此項喜訊，大家都振奮不已。為使這筆捐
款能有效運用，本人向同事發出呼籲，請他們踴躍發表意見。這
個安排，是先提高同事的團結及歸屬感，何況「一人計短，二人
計長」，「謀定而後動」；多人構思的發展計劃，更能使學子獲
益。
經過四個月的策劃，期間亦有不少校董，特別是熊翰章主
席與蘇棉煥醫生，提供不少寶貴意見，同工們反覆討論，計劃已
經輪廓初定。踏入2009年，我們將會成立數個工作小組，就提
高全校學習風氣、提高學生成績、幫助學生多元化發展、支援教
師及美化校園等各項工作，有更詳細的策劃及開展，屆時培英中
學將會氣象一新，全面提升亦必可期。
金融海嘯，阻擋不了培英校友對母校的懷念。培英啊，你
是忠心主僕創辦的學校，百多年來，你經歷了不少風浪，在主恩
典的蔭庇下，仍巍巍屹立。盼望你在未來的日子，大步前進，為
主作更美好的見證。
32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白綠大家庭

香港培英

培英女子排球隊報捷
香港培英通訊員
香港培英女子排球隊於2008年12月31日奪得「全港學
界精英排球賽」女子組冠軍，而隊員張詩穎更獲「最有價值球
員」，為本校130周年校慶的最佳禮物。

培英女子排球隊與奪得男子組冠軍的拔萃男書院球員(白衫)合照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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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第五十屆陸運會
香港培英通訊員
香港培英於十一月五日及十日於香港仔運動場舉行第五十屆陸運會，學生十分踴躍
參加，人數逾800多人，加上啦啦隊的打氣，氣氛十分融洽。而本年正藉本校130周年
紀念，於開幕禮中邀請得本屆北京奧運會香港站其中一位火炬手余慶龍校友出席開幕典
禮，余校友乃2002年輝社畢業生，當天更於典禮中高舉火炬與梁校長帶領眾運動員一同
繞運動場一周，氣氛相當熱烈，場面亦十分溫馨。

余慶龍校友(左)與梁國基校長帶領眾運
動員一同繞運動場一周

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致辭

蔡建中教授與陸運會得獎健兒合照

得獎健兒與校董、校長、老師、校友大合照

Pui Ying is full of English Delights
Ms Lai Ka Yee
Ms Li Wing Kwan
No Excuse For Not Learning English -- English Around
Campus
Our school spares no effort in cultivating a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his regard, a progamme called
‘English Around Campus’ is being launched. Under this
programme, students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read, listen
to, speak and write English. It is difficult not to see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in our school campus as beautiful banners
and eye-catching posters in line with different big school
events are put up everywhere. How can you miss them?
2A – champion of the Game

East Met West -- Pui Ying students met The World Race

teachers and the team. What’s more, we even had all English

Team
The World Race Team, comprising a total of nine

dinner!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ies actively and

Canadians and Americans, visited and stayed in our school

earnestly. They were immersed into the natural English

from 30 September to17 October. During their visit, exciting

speaking environment. They started using the language more

and entertaining activities like fun fun café, scrabble

confidently and speaking with greater ease. Tears streamed

competitions, chatting sessions, art & craft lessons and

down some students’ faces when they said goodbye to the

super-size board game were jointly organized by our English

young foreigners.

Pui Ying campus – full of English words, phrases, banners and posters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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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re chatting with the World Race
Team at the English Learning Centre

Students are busy designing their
masterpieces with the World Race Team

Form 4 and Form 6 students have dinner with the World
Race Team at Maxim’s Restaurant in Chi Fu
Students are chatting with the World Race
Team at the Art Room

2A competes against 3A in the Super-size Board Game

培英國樂隊— 細說當年及近況
培英國樂隊指揮 杜兆明
話說國樂隊最初由老師發起，三數個同學響應而成立；但
樂隊的發展，遇到不少困難——樂器破舊不足，沒有固定的排
練場地，走廊往往成為臨時的上課、練習及合奏的地點。每次排
練，同學們往往需要浪費大量的時間進行整合及還原場地。沒有
合適樂器儲存的地方，連樂器儲物架的建造、甚至小型的粉飾裝
修工程也一併自力處理。而整個樂隊發展人數只局限在二三十人
的小組形式，故一向只視作校內一個興趣小組，並沒有甚麼代表

2008年校友日演出情況

性，「國樂組」的稱呼由此而來；就算在百周年校慶時隊員多達

深信主的恩典夠我校用！在你們衆多校董、校友們支持

八九十人時名稱仍沒有改變。多年來排練場地、師資及樂器成為

下，容讓成全我們為主為校的心願！

阻礙樂隊向前發展的關鍵性問題。
近年在校董及校友會的樂器捐贈支持下，整個樂隊不論在
樂器更新、聲部發展、聲音融合調和各方面皆獲得很大的進展，

附錄：

有興趣參加的同學也不斷增加。各方面的水平皆有明顯的大躍

本年度活動及演出資料

進，真感謝主！

1.

08~09招生推廣音樂會5/9/2008

隊員的增加、樂隊向前發展雖然滿足了我們培英國樂隊

2.

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59周年國慶遊藝晚會 28/9/2008

「榮神益人、廣傳福音、提昇校譽、服務社群」的宗旨，無奈卻

3.

10月份多場與協和小學作聯合排練 (約百人参與)

把困擾樂隊多年未能有效發展的老問題表面化起來。在神的帶領

4.

中學生體驗日 (對外宣傳培英中學) 8/11/2008

及師生的支持下，今年九月份的招生人數竟然超過三十多人，反

5.

中華基督教會90周年會慶音樂會，灣仔新伊舘演出 (約百
人参與) 8/11/2008

映出各方面對我們工作的認同，亦給與我們很大的鼓舞。現時新
舊隊員合共超過七十多人。樂隊下附屬有鼓藝隊及敲擊合奏隊，

6.

南區小學巡禮 (對外宣傳培英中學) 16/11/2008

經常代表學校到處

7.

與粵曲班合樂

演出及參加比賽。

8.

聖誕遊藝會 22/12/2008

還有不斷增加人數

9.

培英130周年校慶聯合樂隊排練 (包括老師及校友)

的校友隊在背後默

10. 培英國樂隊與聖樂團聯合排練 (下學期)

默的支持。

11. 香港校際音樂節比賽 2009年3月初
12. 培英130周年校慶演出 2009年5月

第三屆香港活力鼓令24式擂台賽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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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知識競賽冠軍
沙田培英中學問答隊在陳得南老師的帶領下，參加了由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教育局、亞洲電視、紫荊雜誌社及國民教育中心等數十間機構舉辦的「中國改革開放
三十周年知識競賽」，並且在114間中學的近600中學生中脫穎而出，歷經筆試、以及
問答的環節，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競逐最後五強闖入總決賽。面對強勁的各路對
手，我們沙田培英中學的五位隊員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密培訓，終於在總決賽力壓對手，
成功問鼎冠軍。
組員：韋銳6A 麥治宏6A 岑家豪6B 關楝熙6B 陳秀雯6B

我校勇奪「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知識競賽」
冠軍，與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留影

沙田培英辯論隊
沙田培英中學辯論隊在陳文豪老師的帶領下，於07-08年度

最佳辯論員獎（羅柏倫4B）、08年自由黨舉辦的「自由盃全港

參加了由「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辦的「全港基本法辯論

辯論比賽」最後八強和最佳辯論員獎（莫康賢4E）。於08-09

比賽」，為全港中學界最高水平的辯論賽之一，共六十四間中學

年度，本校參加了「全港中學生及大專生性別觀點」辯論比賽並

參與。他們先後擊敗了多間中學，最後晉身於08年1月在樂富中

晉身最後八強，更有三位同學獲最佳辯論員獎（洪美雲3B、袁

心舉行的決賽，並勇奪亞軍，為學校爭光。當中有兩位同學更於

智朗4D、曾文瀚5D）。

該年度其他不同的比賽中屢獲獎項，包括「新界聯校辯論比賽」
組 員：黃俊賢(4A) 羅柏倫(4B) 曾文瀚(4D) 莫匡賢(4E) 尹穎欣(4E)
何顯毅(5B) 黃裕紅(5B) 蕭栢軒(5B) 蘇嘉玲(7A) 李祐康(7A)

模擬法庭比賽
沙田培英中學同學在陳文豪老師、呂雅君老師及陳楓淇老師帶領下，參加了由香港城巿大學法律學院、CESDA speech debate
advocacy、GUILTY OR NOT GUILITY 主辦、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的「模擬法庭比賽」，共有二十七間英文中學參與。比賽要求學生
扮演律師和證人，以英語作出盤問與答辯。首場本校擊敗了協恩中學，陳愷童同學（4D）獲得當場最佳律師獎，而第二場則負於聖保
祿中學；而李榮森同學（6B）則獲得最佳律師獎。
參賽隊員：聶只睿(3A) 鄭伊羚(4A) 彭逸朗(4D) 陳愷童(4D) 江晞彤(4E)
莫匡賢(5E) 李榮森(6B) 邱皓麟(6B)

第三屆恒隆數學獎
第三屆恒隆數學獎(HLMA)頒獎禮已於二零零八年十月
二十一日舉行。我校連續三屆獲得獎項。參賽同學須於入選後
以英語向國際級數學大師匯報研究結果，又要在答辯會中回答
大師的提問。這是一個極具挑戰的學術比賽。來自50間中學80
隊共230位數學精英參
與此一盛事，本校由賴
智強老師帶隊，參賽的
專題硑究題目為3n + 1
Conjecture，葉遜同學
在激烈的比賽中，終不
負所望奪得優異成績而
歸。

葉遜同學、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
邱藹源校長與賴智強老師（左起）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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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
IC F + RY L A =?
林卓賀 7B
中的責任也蠻大，例如不慎把身份証號碼對錯的話，學員便會被
拒進入參觀場地，所以自己也會承受著一份無形的壓力，但這份
壓力反而令我做事比以前更為謹慎。
此外，今年二月的時候，蔡耀忠老師推薦我參加由扶輪社
舉辦的「青年領袖訓練獎勵計劃」。還未遞交報名表的時候，自
己的確有點猶豫。因為這個活動是全以英文進行，而對象是分別
來自蒙古､香港和澳門的十七至二十五歲學生。那時在想，報名
後自己將成為活動內年紀最小的參加者，自己會否很難在活動中
結交朋友呢？原來當初的憂慮是多餘的，因為經歷了四天三夜的
訓練營後，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自己的生命裏多了一班志同道
合的死黨朋友。曾經，我們一組十三人是完全不同的，但我們在
這四天裏一同合作、一同分享、一同經歷，我們之間已經建立了
一份默契、一份真摯的友誼和擁有一段珍貴的共同回憶。另外，
RYLA給予我一個機會去運用英語跟人家溝通，使我比以前更放
膽去跟別人以英語對話。跟ICF一樣，這個活動亦製造了很多機
會予我去跟不同的人合作和商量，從中學習溝通的技巧。
參加校外的課外活動的確給予我們許多機會去學習一些課
本上欠缺的知識，如時間管理和培養責任感等；同時，它又會製
造了一個平台讓我們去實踐書本上刻板的理論，如怎樣做好領袖
這個角色、如何在群體裏與人溝通和合作等。在參加國泰航空飛
躍理想計劃及扶輪社的青年領袖獎勵計劃前，自己曾有猶豫不決
的一刻；幸而那時的自己最終也懂得抓緊這兩個寶貴的機會，在
當中不斷地學習。今天嘗試回望，原來自己在當中的確學到很
多，得著很多。
今年扶輪社青年領
袖訓練獎勵計劃的口號是
A Leader is always ready
to serve，一個領袖是隨時
候命的。身處這個萬變的
社會，我們必須時刻裝備
自己，因為我們永不會知
道下一個挑戰將在何時來 5/4/08國泰航空飛躍理想的畢業典禮，
圖中的男生是與我合作的畢業生統籌員
到我們的面前。今天，我
還不能確定將來的自己會
否因為曾經參與這兩個活
動，把學到的都發揮出來
而成為一個成功的領袖。
但我知道，嘗試踏出第一
步是成為一個領袖的基本
條件！

ICF+RYLA，我嘗試把兩個活動的簡寫加上：I Can meet
Friends and Rethink whY I need to Learn Actively；兩個短暫
的活動經歷，帶給我的，是一輩子的友誼和一個改變我自己一生
的想法。
我在中六的時候參加
了兩個校外的課外活動，
分別是國泰航空飛躍理想
計劃 (I CAN FLY, ICF)
和扶輪社舉辦的青年領袖

國泰航空飛躍理想計劃啟航典禮

訓練獎勵計劃 (RYLA)。
ICF已經舉行了三
屆。早在中三的時候，我
便以學員的身份參加過第
二屆ICF，那段時期的確
使我非常回味。所以，我
決定今年以另一個身份
－畢業生統籌的身份，
重新感受第三屆ICF。

15/2/08 RYLA訓練營裏的其中一個戶
在第三屆ICF裏，我
外活動High-V，我與我的拍檔要在超過
三米高的鋼索上互相依靠行走，全賴互 和另一位畢業生統籌員一
相信任與扶持
起帶領五十名十五至十八

歲的學員。從啟航典禮到畢業禮，我們要統籌許多不同的活動。
如在啟航典禮當天，我們要負責點名、分派物資及帶領破冰遊戲
等。在往後不同的參觀活動的前一星期，我們要逐一致電他們，
給他們確認參觀的時間和等候地點。若要參觀一些需要許可証出
入的地方，如政府飛行服務隊總部時，我們要預先跟學員核對身
份証號碼，並把名單透過電郵跟國泰的員工聯絡。此外，我們更
要自行跟旅遊巴司機聯絡，預約集合地點及時間。到達參觀場地
後，我們更要幫忙維持全組的秩序，以及在悶場的時候帶起全組
積極的氣氛等。
對自己來說，中六的生活已非常忙碌。成為了畢業生統籌
員後，我的生活更是忙得不可開交，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確是不
敷應用。然而，這卻使我學會妥善地管理每天的時間；我明白自
己跟別人一樣，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要兼顧畢業生統籌員和學
生兩個身份，唯有在其他方面作取捨，如不看精彩吸引的電視節
目、不常常跟朋友們聚會等。
的確，取捨是值得的，因為我在ICF裏學到了很多。雖然國
泰航空公司從來沒有安排任何領袖訓練班給我們，但他們從不干
預我們各組的統籌工作，製造了一個充滿自由及信任的平台予我
們自行去發揮和實踐。在ICF這個活動上，我能得到機會去統籌
整個活動，從過程中去學習如何跟不同的人合作和溝通；雖然當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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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Camp「2008青少年美國太空訓練營」
「2008青少年美國太空訓練營」是由美國太空及火箭中心

學員於營內學習航天飛行、

主辦。此營由30/7/08 至 15/8/08 在美國舉行，本校共有三

野外求生、團隊建立，進行模擬

位同學參加，包括有彭逸朗同學(4D)、陳子健同學(4E)與聶只睿

駕駛飛行訓練。為何飛機可以在

同學(3A)。

天上飛？有關問題，專業導師為

美國太空及火箭中心成立於1965年，是由亞拉巴馬州州政

學員清楚講解，但不是在課室

府所擁有、美國國會授權及美國太空總署(NASA)支持的。

內，而是站在F-16或F-14的戰

參加此計劃的學員於太空營內，學習到一切有關太空穿梭

機旁邊向您解說！

系統、人造衛星、太空站等知識。學員亦有機會一嘗太空人於太

太空營是透過學習太空的知

空的生活，如品嚐太空食物，學習如何於太空艙睡覺及上洗手間

識去激發學員對科學知識的尋求

等，親身體會太空人於太空的起居飲食。

及好奇。學習的範疇廣泛，包括

其次，學員亦會接受一連串的太空訓練，包括離心機、模

數學、科學和科學技術。其次， 彭逸朗同學在學習如何製作火箭

擬微重狀態、360度旋轉多軸椅訓練、月球漫步等。學員亦會被

學員可以藉著太空營內的各樣訓

安排進行水上訓練、模擬火箭製作及發射。

練如模擬太空駕駛、火箭模型製作、機械人模型製作等，學習建
立團隊精神、互相配搭、建立自信和溝通。

以下是本校同學參加「2008青少年美國太空訓練營」後的感想
Aaron Pang (F.4D)
On the night of 3rd August 2008,

Money is one

my heart was just like a roller coaster

thing that people

......vacillating between hope and fear.

always fight for or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what was

in some cases, to die

going to happen the next day. I was

for, but friends or

also afraid of what I would experience

confidant is a much

in the following 17 days in America.

influential element

彭逸朗同學在模擬駕駛 In May, three students from Shatin Pui
倉中
Ying were chosen to attend a space

camp program. I was a little bit taken aback because I knew

that human beings
聶只睿同學在模擬駕駛倉中聚精會神地學
need the most. I used
習
to be an egoistical

I had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to have interactions with the

maniac and often I took things for granted, but after the 17-

other teammates and more importantly, I was going to explore

day exploration, my experience totally shaped me up, the

the world with my own eyes and hands.

friends I met in the camp may not be the best but they are

On the day of departure, we are all very excited because

certainly in many ways better than me, they always kept their

we were just like having a reunion. After 14 hours of long

mind humble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nfluential impetus for

journey in the aeroplane, we finally noticed that human beings

them to make progress. I was impressed by their attitude and

are more suitable to live on land. On the first 6 days, we

felt that I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them.

visited to a lot of museums and we also attended a whole host

I admire their abilities and I miss them a lot. Our

of seminars. We spent the first 6 days as vacation or some sort

friendship is unique

of activities which help us to know more about each other.

and I will always

The 8th to the 11th days were the most delightful part as

have them on my

each one of us had great passion and interest in astronomy and

mind. I hope our

what we were going to do was to go into the space camp to

friendship can last

have training. This unforgettable journey is still fresh in my

forever.

memory.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we gained in the space
camp were exceptionally useful and insightful for our future
career.

參加完計劃後可得到精美證書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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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培英

與專家對談─ 「美國政治與中美關係的謎團」及
「中國在金融海嘯下面對的挑戰」
本校的時事學會在十月二十七日邀得「亞洲週刊」總編輯

班的同學都踴躍發言及提問，毫不怯場，表現出積極和勇於求知

邱立本先生，蒞臨本校與中一至中七同學對談。報名參加的同學

的態度。

眾多，擠滿整個學生活動中心；而在對談過程中，不論高班或低

中六同學正與邱立本先生對談

中一同學毫不怯場向邱立本先生發問

同學們坐滿整個學生活動中心

以下是同學參與活動後的感想 :
徐名進(6B)
得知要擔任「與專家對談」的司儀，實是緊張萬分；然而嘉賓是邱立本先生，又叫我感
到無比興奮。邱立本先生的文章不但有深度，見解也非常獨特。他的知識非常廣博，在對談
中他敘述美國攻打中國的歷史如數家珍，細膩談及美國與中國當時的狀況、經濟、軍事力量等
等，把這段歷史描述得繪聲繪影。他親切的態度，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對談完畢後，我們進行
了大合照的活動，此時邱立本先生主動上前握手，我突然表現有點倉皇失措，只因沒有想過會
和這麼重要的嘉賓握手呢！
邱立本先生提到奧巴馬必須擺脫「布萊德行效應」才能當選總統，我甚為認同。美國人
在民意調查中，因不想被傳媒冠上歧視黑人之嫌，說道支持奧巴馬。前車可鑑，布萊德行身為
黑人，當年民意調查中民望甚高，但最終敗北。奧巴馬在近幾日的表演亦得到大量美國市民的
支持，到底這又是否反映美國人民真正的心聲？民意調查中奧巴馬的民望相比麥凱恩高出十個
百分點，最後結果如何，有待十一月四日揭曉！

開拓國際視野
開拓國際視野是沙田培英近年發展重點之一。今年，適逢美國總統大選，故
故
我們鼓勵同學參加「美國總統選舉考察計劃2008」。
參加同學須接受一系列的培訓，更要經過面試。這個活動是公開予全港的大
大
學生和中學生參加的。在甄選後，共有十六人獲選，可以前往美國紐約及華盛頓
頓
十一天作考察。而十六人中，沙田培英學生有六人之多！同學優異的表現，叫我
我
們自豪。
獲選同學名單：
麥天澤 (4E)
袁智朗 (4D)(因私人理由未能成行）
招 鍵 (6B)
李榮森 (6B)
王浩明 (6B)
邱皓麟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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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亦恒(1D)
這次的活動令我學到了很多
關於財經和政治的東西，雖然有
一些字詞或用語不大明白，但我
明白了中美現時的關係，美國現
時的情況，還有人權問題等。總
知，真是沒有白來這次活動。

白綠大家庭

沙田培英

沙田培英三十周年校慶歸寧晚宴
三十而立。在過去三十年來，沙田培英培育了不少莘莘學子，他們都心繫母校，希望有機會能回校聚首一堂。故我校舉辦了
「三十周年校慶歸寧晚宴」，在學校禮堂宴開三十席，讓畢業校友重回母校，與師長及校友共度歡樂時光。

三十週年歸寧晚宴招待處

已退休的危滿華老師亦參與盛會

校友分級與師長合照

濟濟一堂

唱校歌

唱校歌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聯會友聲第四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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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校友聯會
全體委員第十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七時十九分
地點：九龍佐敦吳松街186至188號地下柏苑
出席：蔡建中、李華斌、曾集祥、李偉庭、陳 宜、鄭忠文、
黎嘉文、程福祥、翁畹君、何輝明、丘夏瑗、曾業俊、
陳妙霞、宗大星、羅家欣、黃順儀、許琄琄、余志明、
葉罄宜、李小遠、伍冠衡、劉洪俠、陸麗梅、李杰良
列席：梅自強、洪妍卿、許綺文、鄭 靜

大會會場

(3) 出訪海外校友會
聯會李華斌主席於2008年6月至9月期間分別到訪溫哥華
培英校友會、美南加州培英校友會及美南德州培英校友
會，藉以介紹正在籌備之130校慶活動，並鼓勵當地校友
回港參加校慶活動。
(4) 接待來港校友
聯會在過去一年分別接待了多位訪港之海外校友，包括美
南加州培英校友會會長容守信、潘漢松學長、紐西蘭培英

李華斌主席致辭

校友會張景賢、張景富學長、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鄭振烈

議錄：
(一)

會長、溫哥華培英校友會鄺忠源學長伉儷、董培新學長及
陳澤棠夫人等。

主席李華斌報告：

(5) 參與各項校友活動

2008至2009年度工作報告

1. 2008年7月12日參加由香港培英校友會主辦之校

過去一年，聯會在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問蘇棉煥醫生、校

友日活動。

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各位顧問的關懷，永遠榮譽主席蔡

2. 2008年8月10日參加於西關培英中學舉行之校友

建中教授的支持，常務副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的努力付

日活動。

出下，會務得以順利推行。2008至2009年度執行委員會

3. 2008年11月30日上午參加於廣州培英中學舉行

即將屆滿，現總結去年的工作簡報如下：

之蘇棉煥醫生攝影作品展開幕儀式及下午舉行之

(1) 參加培英129周年校慶活動

培英校友廣州金秋茶聚。

聯會於2008年4月24日參加香港培英舉行之校慶活動，

4. 2008年12月23日參加於九龍香格里拉酒店舉行

25日參加沙田培英30周年校慶活動及校慶晚宴，並於4

之2008年度培英校友聖誕餐舞會。

月26至28日前往國內參加廣州、西關、台山、江門培英

5. 2008年12月31日參加於廣州舉行之西關培英中

舉行之校慶活動。

學文藝匯演暨趙亮祖基金成立八周年大會。

(2) 積極參與培英130周年校慶籌備工作

(6) 出版事宜

聯會積極配合校董會籌備130校慶工作，在成立「130校

為更好地配合130校慶活動的工作，《聯會友聲》第

慶慶典籌備委員會」的工作中，聯會多位執行委員均被推

45期將順延至2009年4月出版。而130校慶圓滿結束

選進入該會，包括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教授獲推選為

後，編委會將籌備出版130校慶活動特輯。

該會主席；聯會李華斌主席、曾集祥常務副主席、陳宜副

(7) 網頁運作

主席、李偉庭副主席獲推選為該會副主席；聯會梁華濟副
主席獲推選為該會顧問；聯會鄭忠文副主席、執行委員翁

現時校友可在本會網頁瀏覽由創刊號至第44期《聯會

畹君、曾業俊、何輝明、黎嘉文及羅家欣亦分別出任該會

友聲》，並已上載130校慶活動的最新消息，歡迎校

委員。

友瀏覽本會網頁。本會網址：www.puiyingaa.org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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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報告：

培英校友聯會2009至2010年度職員表

由翁畹君報告。
(三)

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 (西關法社)

選舉下屆主席、

主

副主席及執行委員：

常 務 副 主 席：曾集祥 (台山強社)

首先確認沙田培英中

副

學校友會現屆主席洪
妍卿及副主席許綺文 沙田培英校友會洪妍卿主席(右)及許綺文副
成為聯會委員，無反 主席(左)

(五)

主

席：陳 宜 (西關素社)、李偉庭 (香港駝社)
梁華濟 (江門成社)、鄭忠文 (廣州強社)
洪妍卿 (沙田明社)

秘

書：程福祥 (香港基社)

曾集祥提名李華斌連任本屆主席，無反對，一致通過。

司

庫：翁畹君 (廣州強社)

李華斌提名沙田校友會主席洪妍卿為聯會當屆副主席，無反

稽

核：黃軍川 (江門成社)

對，通過。

公

關：曾業俊 (香港慈社)、陳妙霞 (香港慈社)

對，通過。

(四)

席：李華斌 (廣州法社)

曾集祥提議上屆執行委員連任職務，將於日內協商。

石家珍 (香港望社)、黃順儀 (香港望社)

李華斌動議會章（七）（3）項：委員會選出九至二十六人組

宗大星 (西關憲社)、黎嘉文 (沙田明社)

織執行委員會，（八）（甲）（6）項：委員缺席委員會兩

羅家欣 (沙田明社)

次，當作自動退出論，無反對，一致通過。

總

務：何輝明 (香港穎社)、丘夏瑗 (勰 社)

聘請名譽會長及聯絡員

康

樂：許琄琄 (香港素社)、許綺文 (沙田曉社)

如有適合人選，可向當屆委員提名。

康 樂 幹 事：林加茜 (西關駝社)

臨時事項：

出

版：潘木麟 (香港駝社)、余志明 (香港慈社)

蔡建中提出： 因歷史原因，聯會委員會成員中，除香港培英及

委

員：黃迺澄 (廣州彪社)、葉罄宜 (西關憲社)、
梁寶蘭 (西關憲社)、李小遠 (西關羽社)、

沙田培英外，仍未能增加新血，要設法解決。

伍冠衡 (台山強社)、劉 俊 (台山強社)

鄭忠文建議： 現時珠三角來往頻繁，可要求國內學校派代表或

劉洪俠 (台山憲社)、陸麗梅 (江門立社)、

自行聯絡在港校友，參與聯會事務。

李杰良 (江門雲社)、李定藩 (江門雲社)

蔡建中闡釋： 聯會成立之初，是以香港作為基地，支援各地校
友會及國內校友事務。

會

員：梅自強 (廣州協社)、源本鏗 (香港斌社)、

曾集祥總結： 以上事項交執行委員會研究可行性，於校慶前作

吳忠旦 (香港憲社)

出安排。

懷著感恩的心
迎接母校培英一百三十周年的來臨
培英校友聯會第八屆主席 李華斌
我們母校的經歷是個彌足紀念的珍貴歷程，她見證了我國

首席顧問蘇棉煥醫生、培英體系學校名譽校長

近代教育的歷史，是她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白綠兒女，他們遍

蔡建中教授承先賢之信，帶領母校培英邁進新

佈祖國天南地北，五洲四海。我們的校友，不乏尖端傑出的科學

里程。

家、教育家、醫學家、藝術家、實業家、企業家、知名的運動教

我是法社同學，離校亦已五十年了，蒙校友聯會委員學長

練和奧運金牌的獲得者，其中亦有成為國內及僑居所在國的政要

的厚愛，推選我為第八屆主席。學弟不才，但當效法先賢，特別

和僑領，他們對祖國，對世界，對人類作出了貢獻，這是培英的

以先進資深學長為榜樣，與眾學友一道誠心服務校友，為我們母

驕傲。

校發展獻出綿力。

藉母校創校一百三十周年來臨之際，我們感恩校祖那公創
辦培英；我們感恩先賢及歷屆校長、師長的培育恩情。與此同
時，感謝我們各兄弟學校的校長、教師為培英辛勤努力，作出貢

信

望

愛

以信行事

以望立己

以愛待人

獻。感謝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各位校董、感謝培英體系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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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歡迎南加州校友會容守信會長、李應浩前會長
訪問美西培英校友會
46正社 方創傑、60任社 羅穎
二零零八年十月

節目帶出高潮，原

十八日，在三藩市寶漢酒

來他此次到三藩市，有一

家二樓，美西培英校友

個更大的使命，是代表南

群集，熱烈歡迎南加州培

加州培英校友會送上余瑞

英校友會2008年容守信

礎教授永遠榮譽顧問牌，

會長光臨，喜出望外，李

由容守信會長及李應浩前

應浩從天而降，由三藩市

會長恭敬地送到余教授手

機場乘坐捷運趕到。美西

中，這時引起全場掌聲及

培英校友會會長鄧海波，

恭賀之聲，難能的是由遠

副會長黎炳潮、黃貴雲夫

道送來，這份心意我們應

婦，顧問方創傑夫婦，鍾

該學習。

子雄，羅穎，葉穎慈，陳

方創傑報告於香港

素香，方錫林夫婦，黃伯

青年論壇舉辦之「2008

佐，林美瑤，李福兆，南
加州培英校友會永遠榮譽
顧問余瑞礎教授及其公子
余博士，余教授曾居於三

容守信會長、李應浩前會長與三藩市校友合照
前排左起：John Yue、羅穎、方創傑、鄧海波、容守信、余瑞礎、黎炳潮、鐘子雄
後排左起：方錫林夫婦、林美瑤、黃貴雲、謝潔霞、謝伯佐、李福兆、李應浩、
陳素香、葉穎慈

美國總統選舉考察團」，
共有十六位香港學生入
選，沙田培英有六位學生
入選，值得可喜及我培英

藩市，後到洛杉磯工作定居，近遷回灣區，與兒子居處較近，以

人感到光榮，他們將於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六日到美國華盛頓、

享天倫之樂。

紐約、國會、香港經濟貿易處等考察學習，方創傑亦去信國會議

鄧海波會長代表美西培英校友會致辭歡迎容會長光臨，更

員，方舜文經貿處處長、張美珠駐三藩市處長等招待他們。

多謝南加州培英校友會六十周年慶會的招待。容會長談及他很高

他亦致送記念品給容守信，其中更有方創傑、謝潔霞廣州

興因陪同女兒來UC Berkeley與教授面談及入學事宜，能抽空與

培英中學圖書館開幕紀念品雨傘。其後同他們到校友會會所一行

美西培英校友相聚晚餐，更希望能聯繫全球培英人，能互相參加

並拍照留念。希望今後更多機會團聚，大家互道珍重握別，並互

各地培英校友會各活動，弘揚白綠一家親精神，更言及他愛培英

祝明年五月六日於香港團聚。

之心，是受他母親影響，因她是香港培英學校老師。

李應浩前會長(左)、容守信會長(右)特由洛杉磯到三藩市將
永遠榮譽顧問牌送給余瑞礎教授(中)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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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六十周年慶典後感
46正社 方創傑、60任社 羅 穎

很高興參加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成立六十周年慶典，慶

發出白綠之光，意義深長，感動每位白綠兒女，唱出我們的心

祝會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廿日假南加州Alhambra的黃金海岸酒家

聲。蔡建中主席的公子蔡穎剛優秀的小提琴演奏，歌唱家余璐表

(Golden Coast Buffer)舉行。現場佈置輝煌，工作人員於上午

演，獲得全場掌聲。慶祝會節目豐富，抽獎獎品名貴，中獎者更

十一時已開始工作，三時許，來自世界各地培英校友，Ohio李

是歡喜萬分，會中更提及明年為培英母校創校130周年大慶，將

權校長，香港來的老師，師母，江門校友會主席，加拿大的溫

於2009年5月6日至5月12日在香港舉行，希望屆時大家都能參

哥華、多倫多、美國的德

加，高叫明年香港再會。歡

州，三藩市，加省省會、

樂中為時已晚，大家懷着依

紐約、南加州校友及其它

依不捨心情，唱出《再相會

校友會代表如真光、嶺南

歌》，互道珍重。

等，絡繹不絕到臨，他們

方創傑學長伉儷、鄒

安排攝影師在場，用校徽

國英姐姐、羅穎同學於二零

為背景，每位入場時拍下

零八年四月十六日，由三藩

照片，用南加省會徽為封

市同乘機到洛杉磯參加此慶

面相框安放照片，送給各

會，得蔡建中主席來接機，

人留念，這真是難能可貴

並參加當晚在北海漁村的歡

的珍藏。南加州培英校友

迎宴，與李權校長、何輝明

會會長林觀華、理事容守
信、黃強律師、副會長李

手袋黨合照
左起：雷鉅常夫人、李振盛夫人、方創傑、蔡建中、羅愛梅、羅穎、
方謝潔霞、鄒國英

仲衡、張惠中等，忙於接

老師伉儷、布維明老師伉
儷、翁炳文老師伉儷、南加
州校友周年晚會工作人等共

待及招呼來賓，忙個不了。陳雪棉與她的助手，忙於售賣獎券，

聚。到達時林觀華會長已站於門前歡迎，多謝他事事細心安排。

獎品名貴，各人負責各單位，通力合作，發揮培英白綠一家親精

每天清晨，他與容守信學長都往來兩間旅客，細問有何需要，房

神。容守信與余英英任司儀，更是恰到好處，美國政要亦帶來賀

內氣氛充滿喜悅，互相問好，李權校長不見已四十多年，但身體

狀祝賀，可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在南加州受到各界重視。這次

仍健壯，談笑往事，彷如昨日。十七日蔡建中主席來與我們用早

六十周年慶典，有一位偉大，愛培英，無私的奉獻，大力支持贊

餐及參觀他的別墅，跟著參觀Huntington圖書館。

助此次活動，出財出力，製作南加州培英校友會T shirt、帽，邀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安排往拉斯維加斯二日一

請全球培英人出席，校友在洛杉磯旅館的住宿費，並專程免費招

夜遊，共有三輛旅遊巴士，沿途有美好交流，歡笑，我們往看舞

待巴士到拉斯維加斯二日一夜遊，這就是我們認識的培英校友聯

台名劇《O》，途中在名牌商店中，女士們絕不浪費分秒購物，

會創辦人，廣州、西關、台山、江門培英中學的榮譽校長，南加

謝潔霞、李鄒國英、羅穎合資買了相同一個手袋送羅愛梅姐姐，

州培英校友會的永遠榮譽主席，美西培英校友會，加省省會培英

被方創傑譽為手袋黨，一笑。四月廿一日早上，林觀華會長送李

校友會的榮譽顧問蔡建中教授伉儷。

權校長到機場，八時半左右，容守信到旅店送別，並安排車輛把

培英校歌，香港、沙田培英校歌引來各人興致，咕哩頭，

我們送往機場。他們這份白綠親情，永遠感恩於我們心中。希望

高唱Pui Ying Will Shine to-night 時， 校友會分派每人一枝電

兩地校友會今後多多保持聯絡，三藩市與洛杉磯很接近，希望他

筒，全場燈光熄滅，在司儀發號司令下，只見電筒燈光分段開放

們到三藩市時，或其他地方校友到來，使我們盡地主之誼。

亮光，直至全部放光明，表示培英之光，永恆照亮。亦引發大家
齊叫Pui Ying Will Shine Forever，不論在何處、何時、何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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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創會六十周年慶典」有感
54憲社 潘漢松
2008年4月20日，在美國南加州洛杉磯市舉辦了「美國南
加州培英校友會創會六十周年慶典大會」，應邀出席的培英校
友，有來自中國廣東省的江門市和香港、加拿大的多倫多和溫哥
華、美國的紐約、德州、西雅圖、三藩市和沙加緬度、南美洲秘
魯等，他們不遠千里參加慶典。其中有退休或在職的校長、老師
們等20至80年代的培英歷屆校友，齊聚一堂，盛況空前。應邀
出席觀禮的嘉賓有加州眾議員、蒙市議員等公職人員。南加州廣
州市基督教學校的校友會會長（嶺南、培正、培道、真光、協
和）。出席大會人數近乎300人，且出席者代表性廣泛、年代深
遠。毋庸置疑的，可說是一方有慶，八方來賀，充分顯現了白綠
一家親的培英精神。

左起：潘漢松 ( 54 )、來自南美洲秘魯校友葉群英( 54 )、沈根源 ( 55 )

129年前（西元1879年），校祖那夏禮博士牧師在中國廣

（三） 加強本會與各地培英校友會的互動

東省廣州市創辦一所普通中學（培英）；60年前（西元1948
年）那夏禮的學生在創辦人的家鄉成立了「培英校友會」，這可

這次加拿大溫哥華、美國德州、三藩市、沙加緬度、西

是那博士始料所未及的！六十年來一脈相承，薪火相傳，從未

雅圖等培英校友會，組織了規模龐大時觀禮團到訪，我

間斷，可說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的世間事。我敬佩培英旅美的

們展開雙手歡迎他們的到來。會場上掛著非常醒目的橫

前輩校友，他們身在異邦，但卻心懷遠方的母校培英，並對未

聯「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熱烈歡迎全球培英校友蒞

來有無限的信心，高瞻遠矚地在海外創立「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

臨」，雖然與會人士眾多，但我們一見如故，臨別時依

會」。經過歴屆會長、理事們不懈的努力，和廣大校友們的支

依不捨，互許今後有機會彼此拜訪，藉此建立密切的互

持，才有今天的六十周年慶典。

信、互勉關係。

我會自2007年開始便對創會六十周年慶典進行籌備工作，

（四） 促進培英校友們的白綠友情

期間幸逢本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學長的熱心關懷、運籌帷幄、

在訪問 Las Vegas 途中的旅遊車上，充滿了校友們的

並提供諸多指導性的工作，才能有今日規模盛大的慶典大會。

歡樂歌聲。在酒店的房間裏，校友們有聊不完的話、訴

經歷這次創會的周年慶典大會，本人會後感觸良多，故此

不盡的情、各說各的逝水年華、重溫學生時代的舊夢。

誠摯地提供個人些許體會，以供眾人參考如下：

在闊別多年的校長和學生、老師和同學、校友和校友之
間，我們創造一個很適當的平台，讓他們盡情地享受這

（一） 帶動本會的會務開展

樣的歡樂聚會是一次人生難得的機會。

為了籌備「慶典大會」，早在2007年，我們就已經動員
了不同地區、年份的培英校友們參加籌備工作，他們不

（五） 本會與各地的培英校友會，共同書寫培英校友會的歷

僅群策群力地周密佈局、嚴謹分工、不斷地相互溝通、

史。再次體現培英的「白綠」精神和培英校訓「信、

通力合作，而且工作熱情高昂，甚至校友的夫人、兒

望、愛」，它是生機的源泉。

女、兄弟們也紛紛地投入籌備活動，其熱情的參與，不
僅令人深受感動，更是本會籌備工作中出現不可多得的

最近本會通過「會長責任制」，由選出的會長組閣。第

一批生力軍。

十一屆的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全是第一次擔任公職的新人。這
是創會六十年來出現的新氣象。世界出現結構性的改變，潮流在

（二） 深化校友們對培英校友會的認同和信心
從籌備工作到大會現場，使很多校友認識到甚麼叫「培

更動。我們要掌握時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綻放出更加燦爛

英咕喱頭」的精神。有些人也許是很少或從未參加過校

的花朵。這次大會有歷史承傳、新紀元情愫。

友會活動的校友們，經由參加這次大會，他們親身經歷

情繫培英六十載

到培英大家庭是何等的溫馨感人。前輩校友如何地為校
友會活動出錢出力，並盡其最大能力來為校友會工作。

共倡白綠譜新篇

29中旅美校友（現廣州西關培英中學）對我說：「以

二零零八年五月 於美國洛杉磯

前我不知道培英，經由參加這次籌備工作，我才了解培
英。」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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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情緣

六十年

出版感言
54憲社 潘漢松
「白綠情緣

二零零八年四月，本會成立了「白綠情緣 六十年」紀念冊

六十年」的出版，系
六

編輯組，在容守信會長的主持下，編輯組全體成員，群策群力，

統地和概括地反映

搜集資料、圖片、撰稿、校對、編輯修訂等多次工作會議，最

了美國南加州培英

後在加州理工學院召開兩次編輯公聽會，編輯組同仁充滿工作熱

校友會，六十年來
校

情，幹勁十足，同年十月編輯組人員到香港接洽出版事宜，蒙香

的發展經過和會務
的

港培英校友何輝明學長、俞安國學長大力協助，我們深感「白綠

質素的不斷提高，
質

一家親」的培英精神之可貴，我們用了近一年時間完成近四佰

我們感謝創會者當
我

頁，內容豐富、圖文並茂的紀念冊，作為向母校創一百卅週年之

初的睿智和決斷，
初

獻禮。

及歷屆會長、理

「白綠情緣 六十年」能夠面世，首先感謝本會永遠榮譽會

事們的堅持不懈

長蔡建中教授的建議、鼓勵和資助。我們對所有關心、鼓勵、資

精神。值得後來

助和提供稿件資料、圖片之校友們，為本冊封面題字的陳孟中學

者學習，和繼承

長表示衷心的感謝！

這些優良的傳

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我們正處於世界艱難的年代，我們

統，培英建校

需要新的洞察，新的創意，新的動力，讓我們共同攜手發揚培英

一百三十周年的歷史長河中，全球培英校友向來就是

精神「信、望、愛」。

培英教育事業的推手，因此健全和發展全球培英校友會，是一件
非常積極和有意義的工作。

二零零九年二月 於美國洛杉磯市

美西培英校友會舉行2009年度新舊職員交接儀式
文：63蔚社 黃貴雲
相片：69同社 潘岳濂
2009年1月10日，美西培英校友會舉行了新舊職員交接儀

大家陣陣的笑聲。他又提到新會長黎炳潮經過幾年的會務工作，

式。當天11時多，四十多位校友聚集在校友會內開心暢談。黃

已有豐富的經驗。希望各位校友繼續支持新會長，使校友會工作

伯佐校友送來鮮花，祝賀黎炳潮和胡轟然榮任2009年的正副會

做得更好。他又多謝他太太一貫的支持，有她的支持才使自己的

長。方創傑顧問夫人、彭浩顧問夫人，潘星煒夫人、黃麗雲校

工作無後顧之憂，他的說話贏得所有校友向他和鄧太報以熱烈的

友的兒媳和孫子，美華傳道會的范樹德董事伉儷，以及第一次來

掌聲。

參加活動的朱柏銓同學等齊來見證新一屆為校友服務的團隊的誕
生。
12時正，交接儀式開始。全體校友唱校歌，由黃麗雲校友
的孫子譚錦揚鋼琴伴奏。然後，由方創傑顧問帶領全體職員宣誓
就職。上任會長鄧海波將印鑑交給應屆會長黎炳潮和副會長胡轟
然，標致著新一屆的職員團隊將由黎炳潮和胡轟然領導下繼承前
輩學長的傳統，發揚白綠精神，團結友愛，齊心為校友服務。
滿任會長鄧海波致辭時，除了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外，很風趣地說到他在大家支持下輕鬆完成了會長工作。一年來
覺得培英校友非常友善和做會長非常有樂趣，很後悔年輕時沒有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鄧海波校友榮升美西培英校友會顧問

參加培英的選舉做會長，否則也不會在古稀之年才做會長。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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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會長黎炳潮致就職辭時感謝前輩學長83年前秉承

校友的努力，他鼓勵大家一定要多支持校友會，不要因為自己有

「信、望、愛」的精神，以白綠一家親的宗旨創立了美西培英校

什麼職務才支持，一日是校友會的會員，永遠都要關心校友會，

友會，給那些離鄉別井到新世界闖事業的校友帶來一份親情與溫

他祈求神保佑校友會發展順利，並潔淨我們的食物，使各位校友

暖。根據130校慶小冊子內登載，全球有29個培英校友會，他

吃後身體健康。

相信美西校友會是歷史最長的。他又說方創傑顧問多次對他提到

會後大家照了團體相後，一齊分享午餐。除了校友會訂購

我們的校友會是一個平等相處、不為名、不為利的組織，今天他

的食物外，葉穎慈校友煮了粉絲椰菜，黃貴雲煮了齋菜和炒飯，

有幸成為本校友會的領導成員，要做到努力團結各校友，為鞏固

使大家有更多的選擇。黃麗雲校友更送來蛋糕，上面有水果、

壯大這個組織盡力，加強與各地校友會的聯絡，發揚光榮傳統，

忌廉花外，還寫了「培英一家親」。 精美的蛋糕使人讚不絕

煥發蓬勃朝氣，將校友會搞得有聲有色，彭浩顧問致辭時表示很

口。她一貫在精神上和經濟上大力支持校友會，又常帶兒孫參加

高興選出經驗豐富、

校友會活動，使他們

才能超卓的會長。相

從小就知道培英的宗

信大家會團結一致，

旨，各位校友都很敬

發揚白綠精神，支持

重她，她的蛋糕使大

新任會長，會務定會

家有了好味的餐後甜

蒸蒸日上。

品，也使午餐更完美

因鄧海波前會長

和回味無窮。

已合乎顧問條件，榮

午餐後開了第一

陞顧問。由黎炳潮會

次會議，會議上大家

長和胡轟然副會長一

一致同意定於4月18日

同頒發顧問聘書給鄧

為紀念母校成立130周

海波顧問。方創傑顧

年舉行宴會。相信這

問除了祝賀新的正副
會長外，還祝賀新榮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美西培英校友會新舊會長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與會校友合照

陞的鄧海波顧問。他們還一起照了相片留念，眾校友掌聲雷動將

又將是一個快樂的聚
會。

美西培英校友會

氣氛帶上高潮。

二零零九年顧問職員表

胡轟然副會長向大家介紹2009年度顧問和職監委員後，方

黃榮光

方創傑

雷鉅常

譚旗生

鄭松煥

馬新焯

鍾子雄

彭 浩

羅 穎

戴笑蓮

鄧海波

名譽顧問

蘇棉煥

蔡建中

曾集祥

交接儀式的最後，由雷鉅常顧問為我們謝飯祈禱。雷顧問

正

會

長

黎炳潮

在祈禱前提到當初校友會由幾個人發展至今越來越多人，全憑各

副

會

長

胡轟然

書

記

黃貴雲

羅國瑞

劉朝樞

財

政

潘星煒

葉穎慈

馬求銳

總

務

黃克仁

宋麗娟

陳英達

生

活

黃伯佐

譚永齡

邱文傑

核

數

張兆嘉

鄺小鳳

余裡莉

會務經理

蔡啟桓

潘淑芬

朱翠玉

監察委員長

潘岳濂

副監察長

朱翠霞
郭太元

陳清華

方鍚林

黃麗雲

黎潔芳

黃建之

創傑顧問報告銀行基金戶口概況。這些基金是由多位前輩校友捐
顧

獻出來，他們對校友會的無私奉獻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財務

問

潘星煒作了支票戶口和校友會的財務報告，很感謝各位校友的支
持，本年度銀行戶口略有盈餘。

監察委員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新舊會長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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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埠培英校友會舉辦聖誕聯歡
53凱社 李珊珊
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於2008年12月21日晚，假座「福滿樓」酒

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2009年度職員芳名表

家舉辦聖誕聯歡慶會，是晚筵開9席，到會嘉賓、校友計有90人，下

永遠名譽顧問：蔡建中、方創傑

午四時半已有部份校友及來賓到達現場，唱歌、跳舞整個會場充滿節

顧

日的氣氛。

問：霍炳華、甄錦榮、趙善富

六時半由司儀高治民宣佈慶會開始，全體起立播放《培英創校

正

會

長：黃雅文

歌》，隨後由基督徒校友組成的合唱小組唱聖誕頌歌，快樂不忘上帝

副

會

長：譚健兒

賜福，這是今年慶會新特色之一。接著譚健兒會長致歡迎辭，他熱烈

中 文 書 記：劉卓儒 (正)、高治民 (副)

歡迎大家的到來及節日的祝賀，並概略總結校友會一年來的工作，表

英 文 書 記：黃德裕 (正)、朱偉雲 (副)

揚了為校友會辛勤工作的職員。

財

政：張傳宗 (正)、黃源釗 (副)、李珊珊（副)

劉卓儒向大家介紹今天到會的嘉賓，及初次參加慶會的同學。黃

核

數：鄺彥才 (正)、李準慈 (副)

雅文副會長致謝辭，陳仲森作謝飯祈禱後餐會開始。大家在品嚐美食

總

務：黃鈞濤 (正)、黃錦韶 (副)、黃國禎（副)

的同時，也欣賞到豐富的文娛節目，精彩的演唱及優美的舞蹈。這些

宗

教：陳仲森 (正)、湯鑾鎖 (副)

都要歸功本會特邀文娛助理關錦蘭女士的策劃和組織。

聯

誼：馮國祺

康

樂：李麗娟 (正)、鄺耀棟 (副)

八時半抽獎結束。部份同學帶著獎品走上歸途，「舞林高手」及
歌迷們繼續狂歡至晚十時。

譚健兒會長致歡迎辭

合唱小組唱聖誕歌

校友們在唱卡拉OK

二埠培英校友會舉辦郊遊活動
詩：30復社 霍炳華
文：52強社 劉卓儒
遊的貢獻，黃學長與幾位拍檔，把食物採購、加工、燒烤等工作

南風解慍最宜人 密樹濃陰夏令新
話舊談心娛永晝 郊遊同樂一家親

全部包起來，他還贈送大番薯及香蕉各一大盒。陳仲森學長作謝
飯祈禱後，野餐有序地進行。大家品嘗到現場燒製香噴噴的牛扒

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於2008年8月16日在二埠William

及雞脾都說美味可口。

Lank Park舉辦夏季郊遊燒烤活動。是日參加活動的師長、校

餐後餘興，由黃德裕、鄺彥才等學長主持抽獎，幾十件禮

友、來賓計有120多人。

物各有歸屬。最後二埠同學與三藩市同學合照留念，郊遊結束。

中午12時半，司儀劉卓儒宣佈郊遊慶會開始，並由譚健兒

補充一點：今年猜謎活動的所有謎語，都是由霍炳華顧問

會長致辭，他熱烈歡迎大家參加郊遊，特別是美西培英校友會鄧

精心編寫出來，

海波會長、黎炳潮副會長、羅穎顧問等十多位貴賓長途駕車前來

在一般報章雜誌

助慶更是難得。希望大家盡情歡樂，共同分享美好的一天。

上是找不到的，

美西校友會鄧海波會長致辭，他先向二埠同學問好，還風

難度較大，如想

趣地說：他們把三藩市的涼風帶到二埠來（的確如此，前數天二

猜中要大動腦筋

o

o

埠氣溫保持100 F，今天降至90 F）。接著高治民學長介紹今天

才行。這是訓練

到會嘉賓及第一次參加活動的同學予本會職員大家互想認識。

腦子的好機會，

黃雅文副會致謝辭，他感謝大家對郊遊會的支持，和帶來

很有益處。

豐富的美點及提供抽獎的禮物。他特別表揚黃錦韶學長對這次郊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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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2008年秋季郊遊
58立社 朱佩玲
今日餐單有：燒排骨、焗牛肉、脆皮火肉、蜜汁叉燒、玫
瑰露豉油雞、薯仔沙律、西蘭花、雜錦菜及肉絲撈麵；甜品計有
蛋糕、千層糕、砵仔糕、椰絲木薯年糕及鹹肉糯米年糕；水果有
德州甜橙、無核葡提子及梅花點香蕉；飲料除了有大量清涼礦泉
水外，還有果汁及各種牌子汽水，任君選擇。
一時半，大家飽食飲足，遊戲節目開始，首先，猜謎語，
有猜成語的，地方名稱
或名人名字等；第二，
鬥急智；第三，摸十三
么，所有得獎者，皆笑
不攏嘴。小孩子的遊戲
比賽以汽球為道具：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郊遊聚餐全體合照

（一）刺汽球；（二）

二零零八年十月廿五日，陽光普照，風和日麗，氣溫在華

挾汽球。結果凡參加比

氏70-80度之間，這是德州最佳天時。是日，美南德州培英校友

賽的孩子都有獎，皆大

會舉辦秋季郊遊野餐會。地點選在環境優美的核桃園舉行。

歡喜。遊戲玩完，已是

上午九時許張景燊會長已將「培英」路標置於重要路口，

下午三時，亦是告別時

使參加郊遊者很容易找到目的地，核桃園之涼亭外懸掛了郊遊會

辰，有小部份人逗留拾

橫額，亭內懸掛有德州校友會之會旗及小旗「四海之內 白綠一

核桃，亦大有嗜好竹戰

家」，在多張木檯上鋪了綠色膠檯布，佈置妥當。

者，意猶未盡繼續攻打

上午是自由活動，大概十時左右，校友已攜家眷及嘉賓們

四方城，直至天暗才罷

陸續到達，孩子們在園內遊樂場嬉戲，玩球或踏三輪車仔，成人

遊戲節目「甩十三么」

遊節目「小孩挾汽球比賽」

休。

則三五成群在樹蔭下傾談或拾核桃去，亦有手拿樂器者在吹奏，

郊遊會能夠圓滿結束，功勞歸於張景燊會長的精心策劃及

以自娛兼娛人，還有麻雀發燒友把握時機攻打四方城，形成一幅

熱心校友們的慷慨贊助經費或食品，就是不出席的賴萼興、何

眾樂圖。

敏公老師和梁美珊等都熱心贊助，所有參加者全部免費，非常踴

中午十二時半，張會長宣佈郊遊野餐會開始，首先來個大

躍，今次共有八十人出席，又渡過了一年一度全家歡樂的秋郊野

合照，然後請嘉賓陳先生領禱謝餐，隨即進食。

餐會。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簡訊
58立社 朱佩玲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歡宴52年強社張景富校友，張校
友乃紐西蘭培英校友會創始人之一，他與夫人千里迢迢從地球
的另一端新西蘭而來，為了參加嫡親姪兒張國權之婚禮，德州
培英校友會盡地主之誼設歡迎宴於三和酒家筵開三席。張景富
校友為人隨和健談，不論新知舊友，大家打成一片，充滿歡樂
笑聲，達到了培英一家親的傳統美德。

左起： 朱佩玲副會長（立社）、張景富校友（強社）、
張景燊會長（彪社）、李碧蓮副會長（台培）、
（坐）林卓東夫人、林卓東校友（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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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校友聯會主席李華斌訪問美南德州校友會
51彪社 張景燊
二零零八年

熱情洋溢，傾談甚

八月廿三日，聯會

歡，當場已有淡社盧

主席李華斌伉儷偕

福江報名參加，而曾

同一九五七年成社

參加過125周年及南

校友何應基醫生伉

加州成立60周年慶

儷，從Dallas市駕

典的校友們均會踴躍

車來Houston市探

報名的。

他們在中午抵達舍下，稍事休息後，我和內子陪同他們參觀由印

在 宴 會 進 行 三）、何應基醫生伉儷（左一、二）
中，突發了一段小插曲，在酒樓外面的一位食客范景賢看到牆壁

度人在Houston興建之Mandir廟宇。該廟宇建築設計仿效在倫敦

上掛了一面白綠「培英」校旗，自動請纓投會說明自己是廣州八

及新德里之Mandir，全部用天然白色意大利大理石砌成，規模

中校友，於一九七六年畢業的，屬於肇社，我和李主席即時邀請

較上述兩地為小，大理石上的玲瓏浮凸精美彫刻均在印度製作

他加入校友會，並即場介紹他與在座校友們認識，大家熱烈鼓掌

後，運到Houston裝嵌而成。主建築設計由五座主塔及12個半球

歡迎他加入。我會又多了一位生力軍，宴會在晚10時結束。

（左起）張景燊、李華斌、何應基攝於印度
訪德州培英校友。 Mandir廟

張景燊會長介紹李華斌主席伉儷（右二、

圓屋頂與136條雲石柱和33,000塊大理石砌成，美輪美奐，金

二十四號上午，

碧輝煌，氣勢磅礡，目不暇給，令人讚嘆！我們拍了不少相片留

我和內子陪同貴賓們

念。

參觀我會每年秋季期
歡迎晚會在中國城三和大酒樓舉行，宴開四席，參加校友

間舉辦郊遊會的合桃

有20餘人，其他為培英姑爺及嫂夫人，濟濟一堂，歡迎會也就

園景色及環境，因今

是團聚會，因華斌與應基亦是德州校友會的一員。席間華斌主席

年雨水不多，德州特

代表聯會及永遠榮譽主席蔡

產的合桃樹一定會盛

建中教授問候全體校友，並

產，我會已定於10月

參加125周年創校校慶的熱

（左起）何應基、張景燊、李華斌、李太、
張太、何太攝於德州校友會每年舉行郊遊會
現場

情，再次組團參加130周年

鬧呢！貴賓們在中國城午膳後，再駕車返回Dallas市，結束訪問

盛意邀請德州校友如五年前

李華斌主席邀請校友們參加培英130
創校校慶盛典，席間校友們
周年校慶

中旬後的一個周末舉
行郊遊，自有一番熱

行程。

紐英侖培英校友會二零零八年校友會活動紀要
53凱社 丘雲達
二零零八年已過去，回顧一年來校友會的活動，都是與校

第三項 旅遊活動

友們的積極支持和參與分不開的。

每年一次，由劉巧玲學姐組織。今年到New Hamshire的藍
湖Winmipsaukee Lake遊船河，兩天一夜遊。培英校友有15人參

第一項 慶祝校慶與春宴

加。

每年4月24日，是培英校慶。4月13日我們開了慶祝會，一
同慶祝校慶和春宴，而春宴又與培正、德明聯合舉行。

第四項 健身活動

培英校友參加春宴的人數達56人，捐贈校慶的賀金有

今年9月到11月，組織學習太極拳和跳舞，梁家蔚，劉永佳

$715，今年五月已向廣州培英，香港培英，台山培英匯去了。

學兄任太極半師父，翁惠莊，梁小玲學姐為舞蹈指導。每個月第

第二項 茶聚活動

二個星期六和最後一個星期六下午1-3時，租用中華公所一間課
室活動，校友們都踴躍參加。

每年5月開始，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六上午11時在帝苑酒樓
茶聚。茶聚是校友聯繫的一種好方式，通過茶聚能更好地體現出

第五項 聖誕餐會

培英一家親的精神，每次參加茶聚的校友平均有20餘人。

每年一次，今年12月6日在帝苑酒樓舉行，筵開四席。會

今年的茶聚還嘗試過請劉惠龍學兄重點講述有關糖尿病的

上，選舉了下屆09-10年校友會的職員。並聘請了波城著名僑領

中醫保健和預防。

黃官羡先生為紐英侖培英校友會的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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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黃宗憲學長於2008年5月15日與世長辭，20多年

第六項 介紹校友訊息
(1) 各地都有培英校友會。如今年初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

來，他對校友會做了很多工作，曾任校友會會長及財
政工作，為人和善，我們對他的離去感到非常傷感，

成立60周年誌慶，我們撰寫了賀聯和賀詩祝賀他們。
(2) 今年9月初和10月初，校友梁小娟、譚雁兒、翁惠莊她
們發起組織了10餘位校友到金豐酒樓飲茶。茶聚後，探

並組織了6位校友瞻仰遺容，及以校友會名義送上悼念
花圈。

訪梁小玲學姐。得到梁學姐的熱情招待，吃午餐，並有

(5) 聖誕前夕，校友會對身體欠佳的校友如黃兆英、雷梓

新鮮水果吃，因為她家花園種了很多果樹，如蘋果、沙

焜、黃鼎光、朱子鈞、陳澤松、陳佩蘭、陳鳥德等

梨、西梅、人參果、葡萄等，還有卡拉OK，校友們玩

……寄出聖誕咭，慰問他們。
(6) 2009年是培英130周年校慶，5月份在內地和香港舉

得很開心。
(3) 10月25日，校友會職員梁家蔚、劉永佳、劉巧玲、丘
雲達及陳佩娟學姐到中華頤養院探望校友會元老、名譽

辦大型的慶祝校慶活動。劉永佳學長、梁小娟學姐代
表我校友會回國參加校慶活動。

顧問黃兆英學長。他目前身體還好，但要醫眼病。

紐英侖培英校友會聖誕晚會側記
紐英侖培英校友會通訊員
「天有不測之風雲」，去年本會的聖誕晚會，因場預測不

晚會伊始，丘雲達會長宣佈職

到的暴風雪而被迫取消，至為掃興。「吃一塹長一智」今年的聖

員和顧問聯席會議上的決定：特聘

誕晚會，考慮到天氣和照顧年老的校友為前提，茲訂於12月6日

請黃官羡先生為本會名譽顧問，校

下午三時，假座波士頓帝苑大酒樓舉行，出席的校友很踴躍，筵

友們對此報以熱烈的掌聲。

開四席。

黃官羡先生是波士頓著名僑

是日，天氣雖然寒冷，但陽光燦爛，翌日則雪花紛飛，校

領，一向熱心服務僑社，對慈善公 左起：
益事業的奉獻不遺餘力，例如為弘 陳日華、黃官羡、丘雲達

友們都說，乃天助我也，感謝主恩！

揚中華文化，他先後捐贈給紐英侖中華廣教中文學校建校基金十
萬美元；又四川地震捐款三萬美元等等。多年來，本校友會的節
慶（包括春宴、校慶、聖誕等餐會和茶聚），他均以特別優惠，
猶如培英校友一樣積極支持我們。
晚會上的助慶節目，充滿了白綠情懷。如全體校友高唱創
校校歌，歌聲嘹亮，親切，懷念母校之情油然而生。新一屆職員
參加聖誕晚會的校友合照留念

獻唱「友誼之光」，表現出團隊和白綠精神。劉永佳清唱粵曲，

＊ ＊ ＊ ＊ ＊ ＊ ＊ ＊ ＊ ＊ ＊ ＊ ＊ ＊

陳日華朗誦賀詩，體現老年校友晚年精神上的寄藉。

兩年一屆的選舉，由梁家蔚學長主持，今屆選舉以集會即
席投票方式進行。各科職員候選人由職員和顧問聯席會議推薦。
選舉結果：
名 譽 顧 問
顧

問

會
長
副 會 長
中 文 書 記
( 兼 聯 絡 )
英 文 書 記
(兼中文書記)
財
政
文
娛

陳毓璇、黃兆英、黃官羡、朱子鈞
雷梓焜、黃鼎光、陳日華、劉惠龍、
譚瑞乾、陳澤松、梅炳鈿。
丘雲達
梁小娟

新一屆職員獻唱「友誼之光」
左起：梁小玲、丘雲達、梁小娟、劉永佳、梁家蔚、翁惠莊

＊ ＊ ＊ ＊ ＊ ＊ ＊ ＊ ＊ ＊ ＊ ＊ ＊ ＊
晚會還有抽獎助慶，有來自沙田培英贈送的十盒手帕和四

劉永佳

個聖誕紅包，禮輕情義重，抽中均十分開心。
劉永佳，梁小娟兩位校友代表本會回國參加母校130周年慶

梁家蔚

典活動，預祝他們旅途愉快。

劉巧玲
翁惠莊、梁小玲

時近六時，筵席將散，名譽顧問黃官羡夫人及時送來40個
中英節令俱全的精美日曆，這也是酒樓送給每位校友的聖誕禮

本屆選舉體現出長江後浪推前浪和女校友何止半邊天的特

物，謝謝黃夫人對我們的支持！

點，校友們深感滿意。
200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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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湖之旅
紐英侖培英校友會通訊員
美麗的Lake winnipsaukee，

七月廿四日，我們早膳後，

湖水湛藍，就叫她為藍湖。

10時離開酒店；下午三時回到波

二零零八年七月廿三日上午

士頓。愉快地結束了這次藍湖之

8時，參加旅遊的團友44人（其

旅。

中培英校友15人）乘坐旅遊公

劉巧玲學姐化了幾天時間和

司的巴士從波城華埠出發前往

精力，通過網絡篩選，組織了這

New Hampshire州，約11時汽車

次既超值又賞心悅目的旅遊。在

到達Weirs Beach鎮上碼頭，稍後遊船泊岸，我們登上M/S Mt.

此，我們再一次感謝她的辛勤勞動和熱情服務的精神。最後，賦

Washington公司的觀光船，開始暢遊藍湖。

詩紀念，以申雅懷。

藍湖是N.H州最大的淡水湖，坐落在州的中部，湖長24英

藍湖．寄調元曲山坡羊

哩，湖寬最窄處1英哩，最闊處為15英哩，可航行的路線為18

環湖碧水，千林蒼翠，風光旖旎迷人醉。海鷗飛，畫船

英哩，湖面積為72平方英哩。湖上有不少遊艇、摩托艇、釣魚

馳，樂山樂水清遊志。錦繡「英侖」造物奇。山，宜入詩。湖，

艇等水上遊樂設施，整個藍湖，風光旖旎，這是個紐英侖地區夏

宜入詩。

秋兩季的渡假聖地。

註：英侖，指紐英侖地區。

中午時分，曉雨初霽，天色明朗。遊船沿著湖岸線開始漫
遊。我們先在船倉內享用豐富的自助午餐，邊吃邊欣賞窗外的湖

藍湖遊

山風光。餐後，我們到甲板上觀景去。極目眺望湖的周圍及島嶼

雨歇花明山色清，藍湖瀲灔碧波瑩。

長滿著茂密的楓林，廣袤的湖面上，青山綠嶼掩映，湖水粼粼，

芳堤玉樹搖蔥翠，小島沙鷗戲綠汀。

碧波蕩漾，不少遊艇及摩托艇在逐浪奔馳。遠嶼的沙鷗在飛翔，

快艇騁馳生白練，畫船浮泛賞新晴。

在戲水，而遊船上優美的樂章又在湖水中飄蕩悠揚。校友、團友

秋來又作江南夢，雲水鄉山滿是情。

們都陶醉在大自然風光的懷抱裡，而校友劉永佳、梁小玲等，

註：畫船，指M/S Mt. Washington公司的遊船。

他們突然間情不自禁地開懷高唱俄羅斯民歌《在莫斯科近郊的晚
2008年7月31日

上》，嘹亮的歌聲，浪漫抒情的氣氛，薰陶了甲板上的遊客，包
括不少老外，都拍掌稱讚，此情此景，真令人難以忘懷。
當遊艇乘風破浪前進，突然轉彎行駛靠近小島（據統計湖

沙田培英中學校友會
第五屆委員

上有超過200個可居住的小島），一派寧靜優美的島上，有著不
少度假人家的小型別墅，旁邊還擁有遊艇、釣魚艇等交通工具。
團友們開心地講：「你買一間吧！」、「我來探訪你。」、「如
果能住進這裡，閒遊於山水之間，吸取大自然新鮮的空氣，人能
健康長壽，多麼幸福呀。」

主 席

洪妍卿

(94 明社)

副主席

許綺文

(84 曉社)

財 政

黎文俊

(99 揚社)

文 書

羅家欣
黃鳳霞

(94 明社)
(84 曉社)

出 版

黎嘉文
莫焯華

(94 明社)
(99 揚社)

康 樂

鄭慧盈
黃美萍

(94 明社)
(84 曉社)

總而言之，在兩個多小時的遊船河中，使我們感受到回歸
大自然的樂趣，使我們在遠離繁囂的城市生活中，在心靈上又得
到少許寧靜與寬慰。
下午三時許，遊罷藍湖，我們帶著喜悅的心情，前往白山
地區Lincoln縣城，並入住Beacon Resort酒店。六時正，我們在
Dad's餐廳參加晚宴，菜餚非常豐富，有清煮大龍蝦、焗龍蝦蟹
肉、焗牛等……美味可口的菜餚，團友們吃得稱心如意，還有飲
不完的餐酒呢。
晚宴後，我們觀賞音樂短劇「2008 Mamma-mia」，四位
演員出色的演技，洪亮的歌聲，給我們留下良好的印象，觀看演
出後，部份團友們在舞池中翩翩起舞，整個晚上都在歡樂的氣氛
中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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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培英校友會選派代表回港參加校慶
「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正名為「澳洲悉尼培英校友會」
69同社 鄭振烈
澳洲悉尼培英校友會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三
)，假座雪梨唐人街富麗宮酒家五樓舉行「三、三聯誼茶聚」。
是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校友們齊集雪梨唐人街新富麗宮
酒家。約有三十名校友與家眷參加，宴開三席。
首先由鄭振烈會長致歡迎辭，多謝各學長與家眷參加聯歡
聚會，更歡迎澳洲悉尼培英校友會顧問楊迺才與畢玫校長(前任
香港培英中學校長)日無暇晷，撥冗出席聚會。此外，凱社蔡其
煊與穎社何漢蘇亦抽空出席午宴；而雷瑞基和賴潔誼也是第一次
參加校友會的聚會。
隨著由顧問畢玫校長致辭時指出，讚賞第六屆會務之工作

出席「聯誼聚會」的澳洲悉尼培英校友會校友大合照

多姿多彩。並指出欣逢明年(2009年)乃培英中學創校130周年
紀念，為母校「雙甲慶晉拾」之大好日子。培英中學創校130周

畢校長並贈送沙田培英中學於2007年製作英語音樂劇的數

年校慶籌備委員會準備為慶祝培英創校130周年，期盼澳洲悉尼

碼錄影碟兩盒，以供悉尼培英校友欣賞。

培英校友會之校友歸寧同慶，參加2009年5月6日至13日由香港

悉尼培英校友會亦派發培英校友聯會最新出版之《聯會友

及內地培英中學舉行之校慶活動。並計劃在香港會展中心筵開百

聲》給出席的校友，同時每一位於明年五月前赴香港及內地參與

席，歡迎全球培英校友共聚一堂，一同歡慶。

校慶盛會的校友與家眷亦獲得一本 《培英中學創校130周年校

澳洲悉尼培英校友會亦踴躍支持，派出一個由廿一位校友

慶籌備委員會工作記事冊》以作紀念。

與家眷組成的代表團於明年五月前赴香港及內地參與盛會。最令

最後，全體出席的校友一致通過將「澳洲雪梨培英校友

人興奮的是年近約九十高齡的資深學長霍家榮，也將由霍學長之

會」的中文譯名正名 為 「澳洲悉尼培英校友會」，並由即日開

孝順千金霍少瓊親自陪同下前往參加。

始生效。

雪梨培英校友會春季賞花漫步於雪梨港國家公園
雪梨培英校友會通訊員
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於二零

其後，校友們再乘車前往名聞

零八年九月廿七日(星期六) 舉辦

澳洲的雪梨港國家公園北頭 (North

春季賞花，漫步於雪梨港國家公園

Head)區遊覽。一邊是「亂石穿空，

(Sydney Harbour National Park)。

驚濤拍岸」，捲起千層浪；另一邊

是日早上九時卅分，澳洲雪

卻是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

梨培英校友會之成員包括會長鄭振

與天比高。

烈伉儷、副會長鄭靜宜、曾素嫻、

看那漫山遍野，萬紫千紅，蒼

秘書鄭達洲伉儷、公關區鴻才、核

松翠柏，高下相間。漫步於此鳥語

數陳錫賢、宣傳鄭約明與陳秀蘭伉
儷、學長傅思敏與夫婿等約十餘人
薈萃一堂於雪梨環型碼頭 (Circular

漫步於雪梨港國家公園
（左起）鄭振烈、鄭達洲、區鴻才、鄭振烈夫人、陳錫賢、
陳秀蘭、曾素嫻、鄭達洲夫人、傅思敏夫婿黃尚雄、
鄭靜宜、鄭約明、傅思敏。

Quay) 第二號碼頭，乘坐觀光渡輪

花香，花團錦簇之幽靜小徑，校友
們可以無拘無束，說笑自如，暢談
同窗往事，誠為人生樂事。
最令人難忘的是傅世仕校長之

暢遊雪梨海港。

千金——康復中之傅思敏學長亦趁此風和日麗，與夫婿黃尚雄和

只見青山綠水，海闊天空，海鷗成群，振翅飛舞。這邊是

校友們堅持行畢全程，歷時逾四小時，令人欽佩。

宏偉的雪梨歌劇院，名聞於世；那邊卻是海上波濤洶湧，崢嶸

最後由鄭會長致謝，多謝區鴻才、陳錫賢和鄭達洲學長等

千里。一路風平浪靜，不知不覺間，我們已到達蔓莉灣(Manly

的精心策劃，各學長的鼎 力支持，使到「春季賞花」項目圓滿

Cove)。只見藍天白雲，水清沙幼，金黃色的沙灘，擠滿弄潮

完成。

兒，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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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培英校友會舉辦牙醫講座與茶聚
雪梨培英校友會通訊員
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已於二零零八年八
月廿日(星期三)，假座雪梨唐人街富麗宮酒
家四樓舉辦「牙醫講座」與「三、三聯誼茶
聚」。
是日上午十一時，澳洲友校代表包括中
山大學校友、香港浸會大學校友、新南威爾
斯大學校友、華南理工大學校友及雪梨培英
校友與家眷們等二十餘人齊集富麗宮酒樓，
由學長鄔延祥醫生主講 「最新植牙法」。

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全體校友與澳洲友校代表於
八月廿日舉辦「牙醫講座」時合照。

培英會所2008年度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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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聞憶舊

凝聚情誼

西關培英校友會第四屆理事會理事羅浮山惠州之行
西關培英校友會通訊員
（一）

1978年回城後，我們亦三次組織校友回到農場去探訪農場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西關培英校友會第四屆理事會

的老職工，又多方組織他們來穗參加9號的主題聚會共十席。十

理事一行卅九人，前往羅浮山、惠州聯誼活動，當晚晚飯後開

號又組織他們珠江夜遊，坐地鐵到大學城參觀，後用小車送別

會，會上校友會副主席、前副校長關康泰介紹：「這次校友理事

老職工到車站，把數百元到過千元的紅包封給有經濟困難的老職

會理事外出活動是因為本屆有老、中、青的理事，新加入的理事

工，分別時帶著淚花擁抱著很久不捨得離去。」

也不少，通過外出活動，加強大家相互認識了解，也方便今後校

卅多名校友聽了她倆講話介紹，也是老三屆校友們的愛心

友會的工作。在九十年代時也曾組織了校友會理事前往開平，到

傳遞給我們，再次認識老三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去真是

周文雍烈士紀念館參觀，周文雍和西關培英校友陳鐵軍一對革命

一個特別的年代、奇特的一代，當年是顆紅心，十分純真，現在

英雄，其事跡深深影響著我們這一代，並取得紀念館有關資料，

感情還是那麼真摯。這次聚會是一種愛心的傳遞，愛心的延續，

為學校校史館充實了校友陳鐵軍的革命歷史和照片，為校園內能

愛心還會延續下去。

豎立「陳鐵軍石像」得到準確的革命英雄形象。順途到台山、新
會也得到老三屆校友新會水產局局長黃錦滿接待。現校友會各分

（二）

會活動不斷，這次來了老三屆代表會向大家介紹十一月九日老三

十五日午到達羅浮山，山前高牌坊的門聯「羅山萬仞雲中

屆『風雨蹉跎 笑對人生』主題聚會情況。」

起，浮岱一峰天外來」在山門前全體合照後，分別參觀了東江縱

接著培英校友聯會主席、西關培英校友會第四屆理事會顧

隊事蹟紀念館，遊覽了沖虛古觀、葛洪煉丹灶、洗藥池、飛來石

問李華斌講話，第一句就是「大家都是培英校友」，又說到「培

和會仙橋等名勝古蹟。當晚理事會後，乘旅遊巴沿惠州新舊城區

英創校125周年時，美國總統布殊也來信祝賀培英創校125周

賞識夜城之美。十六日校友們又遊覽了惠州西湖。在孤山上參觀

年，這因為培英校祖是美國人，培英辦教育知名度高。西關培英

了泗州塔和東坡紀念館。

有名譽校長蔡建中、校友會名譽主席陳宜這樣熱心培英的人，還
（三）

要感謝前校長馮啟莊、前副校關康泰，今天有了老三屆、信社等

走出西湖，又來到旁邊的步行街購物，除午飯品嚐到惠州

各校友分會的好團隊集體，使培英校友不會斷層，培英定能發展

梅菜扣肉名餚外，大家還購回一包包梅菜歸途。

壯大，愛培英之心能延續下去。」
隨後李華斌、溫榮綿兩主席分別介紹明年培英創校130周年

八十年代初通往珠江三角洲各地的交通多以水路輪渡為

慶祝活動的安排行程。

主，開放改革後公路交通很快取代水上交通，大大縮短時間距

最後由老三屆校友代表何揚、黃璐介紹九號舉行「風雨蹉

離。

跎 笑對人生」主題聚會空前盛況。

今次我們到羅浮山、惠州一趟，需兩個小時多一點車程，

何揚校友介紹說：「老三屆校友為這次活動籌備了兩年，

汽車上來回時有一半時間都在唱歌歡笑。這是75業社校友柯偉

開會十多次，設有會務、宣傳、通訊、後勤四個組，分工明確，

貞為了不使校友旅途中乏味和疲倦，帶頭先唱了《萬水千山總是

充分發揮各人智慧能力，使這次能通知到當年農場的老職工及家

情》，校友們跟著和唱開來，多個校友在車廂通道前拿起話筒，

屬五十多人，老三屆在揭陽、梅州、潮州等地的校友卅多人回到

唱著五十年代愛唱的歌曲，在唱歌中又穿插了講故事、笑話、粵

廣州參加這次八百多人的聚會。在校讀書時間雖短，學校老師育

曲。校友會主席溫榮錦以他雄渾厚實的聲音唱了《培英咕喱頭

人，現在還可看到老師和學生當年的才情。聚會放影了老三屆校

歌》，校友們又難得聽到他的口技哨聲表演。60任社黃克日校

友四十年來的老照片，歷史一頁一頁翻過去，感動了得多人。

友把是次會議及活動拍下錄像紀念，64萃社麥才淞校友還唱起

能走到今天，師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程和人生道向，歲月往前

黃克日在六十年代時期創作的《煉鋼之歌》，大家合唱一次，校

走，我們的日子還要笑對走下去。」

友創作的歌倍感親切，大家都似回到自己的學生年代。

黃璐校友接著發言：「我們老三屆一批校友於1968年一齊

汽車駛回廣州時，車廂內廿多位老校友，十多位中、青年

離開母校到海南保亭縣新政農場，在年卅晚全體沒能吃到晚飯，

校友在兩天活動中已沒有年齡的差距，融洽和諧，沒分彼此，在

農場老職工各自一人一結對把我們分別帶到自己家裡吃飯。起初

一起高唱《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中，滿載著母校的回憶、旅遊

我們只能在河邊洗澡，農場老職工在河邊搭棚給我們用，冬天帶

的見聞、培英的凝聚、校友的情誼回到廣州。

我們回家煲熱水給我們用，病了又煮粥給我們吃，我們都是在場
裡過十七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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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同歡聚

新亞八重天
西關培英校友會莞旅分會 陳杰禹

己丑年正月十六，莞旅校友分會在新亞大酒店八重天酒家，隆重舉行新春團拜活動， 莞旅校友在己丑年新春團拜上合照
出席活動的有西關培英校友會主席溫榮錦，老校長關康泰、郭昌禮，原莞中歷屆校友，有
來自美國鳳凰城的劉瑞生、深圳的羅寶瑜、東莞的莫玉書和夫人、王威，南海的何冽、梁
懿莊、增城的李本立伉儷以及本市各區校友、家屬近七十人。遠在北京的陳紹疇及深圳的
陳達明等校友來電話向同學們致意。
會上，方耀輝會長致辭向全體老師和校友致以新春祝福，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
福，萬事如意！全體校友對多年來全心全意搞好校友聯誼活動的會長送上熱烈鼓掌表示
感謝。溫榮錦主席代表西關培英校友會向莞旅分會全體校友致以親切問候。席間，莫希晴
校友用俄語演唱《紡織姑娘》，她77歲高齡仍以優美女高音演唱蘇聯民歌，讓大家回到 參加春節團拜部份校友合照
青春歲月；李本立夫人劉麗波女士演唱
《龍船調》引起全場唱和。來自四面八
方的同窗校友暢聚家常，麥國良為校友
們拍照忙個不停，蕭悅儀，黃金嫻幾位
校友也忙著登記交會費和餐費，今日新
春團拜筵開七席，新亞八重天大廳笑語
歡歌，共賀新春。

參加團拜活動校友合影

五一屆校友參加團拜合影

培英莞旅 白綠一家
慶祝培英中學創校129周年校慶暨莞旅中學校友分會成立20周年
西關培英校友會莞旅分會 陳杰禹
2008年4月26日是培英中

祝賀本會成立20周年，團結眾多校友，積極參加培英校慶和校

學創校129周年，也是我們莞

友活動。剛從澳洲回國探親的何曙暉學長，既是莞旅校友，他夫

旅校友會成立20周年。上午9

人更是校友聯會陳宜副主席的姐姐，真是白綠一家，他祝全體校

時，在西關培英中學二樓教師

友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徐景濂老師、陳達明、莫希晴、葉念恩

閱覽室隆重召開慶祝大會，出

學長也在會上講話，共祝校友情深誼長。

席大會的有馮啟莊老校長、徐

會議期間，劉國銘校長、黃小紅副校長、校友聯會李華斌

莞旅分會向西關培英中學和西關
景濂老師、西關培英校友會溫
培英校友會敬贈錦旗

主席來到會場與全體校友見面，並祝賀本會成立20周年。梁婉

榮錦主席、關康泰老師等嘉賓，還有莞旅歷屆校友近60人，其

庄同學等遠在廈門，未能到會亦來電祝賀，香港陳慧儀學姐未能

中有首屆副會長陳松年學長、方耀輝，卓燦金、陳佛珠、陳勤

到會，亦請其弟陳應熊代交會費一百元。

寶、莫希晴，還有專門從深圳趕來的陳達明老同學伉儷，從美國

中午11時，全體校友參加慶祝培英中學創校129周年大

歸來的劉瑞生，從增城來的李本立，南海來的梁懿莊和何冽，東

會，會上有茘灣區首屆「培英盃」中小學管弦樂校際邀請賽頒獎

莞的莫葉全、莫玉書，航天專家徐矛，華師大李其應教授，東莞

儀式和頒發各項獎學金。會上，本會向西關培英中學和校友會敬

市長顧問葉念恩教授和《聯會友聲》郭勤佳學長等。

贈「培英莞旅 白綠一家」的錦旗和「培育英才遍四海 莞邑同

會議開始，首先由方耀輝會長致辭：「今天，我們在這裡

鄉校友情」的牌匾，由馮啟莊、郭昌禮老校長代表學校接受，並

隆重紀念西關培英莞旅校友分會成立20周年，在同學們歡聚一

由劉國銘校長回贈校徽鷹座給本會留念。

起的時候，我們特別懷念敬愛的陳沛霖校長和盧少康、王玉珍等
同學，他們為莞旅校友會的成立做了很多工作，雖然他們已離開
我們多年，但我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希望廣大校友今後加強聯
繫，同學情誼長存，並祝願本會在西關培英校友會帶領下，白綠
一家，更好團結廣大校友，繁榮發展。」
西關培英中學校友會溫榮錦主席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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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一日遊
西關培英校友會莞旅分會 莫玉書
十日前，偶然接
到校友會會長方耀輝
同學來電，通知說：
「你同班的同學朱應
東有約，本月16日早
上八時，到達琶洲萬
勝圍地鐵站集中，一
莞旅同學於向日葵花海中合照
齊到他故鄉南沙一日
遊，並請餐。」
16日早上六時許，我夫婦、劉瑞生夫婦同往長壽路地鐵站
時與陳佛珠相遇，五人同行。抵萬勝圍，見方耀輝領著十多位同
班同學正等候我們，到齊後，再轉四號地鐵往金洲。
朱應東同學開了兩部車在金洲接我們前往酒店飲早茶，並
叮囑我們：「千萬不要客氣，隨便點吃！」各種款早點擺滿兩
席，十分豐富。茶罷，乘車去「百萬葵園」，票價六十五元一
位，幸好我們都老人，每位半票三十三元。進內，園裡面積頗
大，果真百花怒放，令人目不暇給，最美要算粉紅櫻花樹，黃澄
澄的向日葵也棵棵對日含笑。耀輝同學手攜相機，這邊很燦爛，
拍幅集體照，那邊百合花叢又多又美，於是與老伴、陳達明伉儷
及劉瑞生伉儷，每對拍一照，以示「百年好合」之意，大家邊行
邊玩邊欣賞邊拍照，甚至大家走進花叢裡邊拍照，我風趣地說：
「唉，真的臨老入花叢啊！」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園裡景色怡
人，花香撲鼻，我們返老還童，開心之餘，我試賦七絕作趣：

友會無比的關懷！講
話後繼續領我們參觀
廠房，介紹各種機械
配件與操作程序，使
我們大開眼界。
下午，車往南海
天后，天后宮在南沙
莞旅同學於「百萬葵園」合照
灣口，依山傍水，非
常雄偉，正門一座大
石牌坊，順著一條寬闊石道走，再上石級，在此拍集體照。繼續
拾級而上，但見一個用石舖砌的很大很平坦的廣場，中央聳立著
一尊有十多米高背靠山，面朝南海漢白石雕全身的天后神像，十
分莊嚴。走過廣場到山腳，又有石牌坊，上面刻著「南海天后宮
趙樸初題」橫額，我老伴一向虔誠神佛，她和幾位女同學進了
牌坊，沿著石級上山參拜神佛，望山上一層層都是雄偉壯觀的寶
殿，金碧輝煌，山頂右邊還有寶塔。我因為有點疲倦，而且又曾
上過山行過了，所以便和幾位男同學在山腳菩提樹下乘涼，大海
的風撲臉吹來，涼快極了，這時我又想了七絕一首作趣：

千紅萬紫競繽紛
百萬葵園景最新
盛世為時多幸福
莞旅同窗一家親

所謂活到老，學到老，我的塗鴉之作，明知班門弄斧，不
拋磚何來有玉？拙筆幸勿見笑！
很快已是黃昏，夕照猶紅，朱、黎倆同學繼續領我們去距
天后宮不遠的「古風一條街」，這裡又別具風光。雖然地方不
多，似秦淮河的縮影，進門一座幽美別緻的大廳，几明椅淨，供
人們下棋、唱曲之用，站廳中央憑窗眺望，一條很直兩邊砌了石
碪和護欄的小溪，溪裡游魚自樂，兩旁垂楊飄拂，還有疏密均
勻有序的石拱小橋。大廳兩邊是通小溪兩邊的通道，右通道就是
一條寬闊的石街，街旁整齊排列著款款不同，間間別樣的仿古樓
宇，如果隔岸觀看，風景甚佳，若俯視小溪，真有「一溪相隔分
東西，兩岸垂楊綠柳堤，不少魚兒游水面，樓台倒影入清溪」的
感覺。
興猶未盡，已日落西山，朱應東同學送我們回地鐵站附近
的潮州菜館用晚餐。這天大家高興極了，樂不思歸，時已八點多
鐘，終於我們向朱應東、黎永培倆同學握手道別。
我們到朱應東同學的廠參觀，內心知他一刻千金，工作非
常繁忙，但他也深刻了解，闊別六十多年的同班同學，長期渺無
音訊，大家只有心中懷念，今天能高興地團聚真是夢裡也難成，
所以他在百忙中抽時間、人力、財力熱情地招待我們，陪伴我們
在南沙遊玩，在此我謹向朱應東、黎永培倆位同學致以衷心感
謝，並紙上塗鴉，作敘紀盛。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

巍峨寶殿鎮山前
雄偉石像豎海邊
但願神靈香火盛
保民康健壽延年

原來朱應東同學是南沙飛龍玩具促進公司董事長，同班同
學黎永培是鄉里也是助手，他們很熱情地招呼我們，向我們介紹
南沙的風土人情、地理環境，以及發展史。據說，南沙自改革開
放以來，第一個辦廠發展的就是朱應東，他在南沙威望很大，南
沙人對朱應東十分敬仰。
遊罷「百萬葵園」，開車往三星級酒店用豐盛午餐，吃飽
後，帶我們到公司的會議室小憩。在閒談中，朱應東作了講話，
大意如下：「(1)方耀輝與陳勤寶兩位同學為我辛苦組織我班同
學光臨，非常感謝！(2)在莞旅讀書時我和大家祗不過十幾歲，
一別有六十年左右，而今大家幾十歲了，人人都有孫了，遲些
有機會，再邀請大家攜同孫兒來玩吧！和大家一別幾十年，還能
相聚，十分難得，這應該感謝陳沛霖老師發動和指點成立我們的
校友會。我還希望各位保重，日後開開心心，祝各位永遠健康長
壽！(3)關於我們的通訊錄，出版多年了，很多同學有變動，我
希望同學們從新把自己的正確地址、郵碼、電話、手機等號碼及
一寸彩相寄給方耀輝收集，由我代印製新的通訊錄，人手一本，
以後方便聯繫……。」這都說明了朱應東對同學無比親切，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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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培英130校慶賀信
美國加州參議員
Dianne Feinstein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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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培英母校
130周年誌慶賀詩

祝賀培英中學
創校130周年慶典賀詞
77信社 廖紅麗

松園鶴洞育培英，百載生辰奏樂聲。
科館教研樓櫛比，神州高考榜題名。
航天博士人才出，會刊音書友硯情。
七校師生枝葉茂，杏壇偉業永留馨。

培英香江賀校慶
滄桑歲月信望愛
薪火相傳百三載
培育英才遍天下
歡聚滿堂會香江
祝培英學子桃李滿天下！
西關培英校友會信社分會全體同仁 敬賀

49協社．陳日華撰
***********************
紫氣縈迴校友樓，培英美譽播神州。
松園沃土新枝發，鶴洞朝陽佳果收。
學硯時賢多饋贈，黌宮科館共籌謀。
那公教澤銘心上，白綠精神萬古流。
53凱社．丘雲達撰

白綠情誼
賀母校培英雙甲晉十華誕
為慶祝培英中學130周年校慶，美國紐約的胡學長與黃學長特別
創作了《白綠情誼》一曲給母校賀壽。
詞：胡暢娛
曲：黃曼娜

賀校慶詩二首
47弼社 區嘉琯

賀壽
旌旗招展
樂喧天
孩子歸來
慶團員
同賀母親
百卅壽
白綠精神
一脈傳
******************

校慶隨想
白鶴山崗臨江立
培英芳名譽九州
教書育人百卅載
出類拔萃人材茂
芸芸學子相聚日
追憶往昔崢嶸事
校祖嚴師人已杳
崗下珠水汨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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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藝術．人生
記廣州培英中學舉行蘇棉煥醫生攝影展
本刊特約通訊員
伉儷、譚振樵伉儷、司徒宏校友等
三十多個敬賀花籃。
誌慶賀「蘇棉煥醫生攝影展」
的詩詞有番禺宣傳部前部長吳禮彭
的賀詞(另文刊載)，稱讚蘇醫生攝
影作品構圖嚴謹、疏密有致、形神
俱備，令人欣賞，實為攀登影藝術 蘇棉煥醫生與蔡建中教授在蘇
棉煥醫生銅像旁合照
高峰，影壇藝術高峰之典範。
又有62素社校友張湛江奉贈「蘇棉煥醫生攝影展」誌慶詩
一首：
蘇公影技譽中華，
棉市展歸白綠家。
煥發學人同奮進，
高歌頌爾藝奇葩。
廣州培英中學衞作輝校長致賀辭，詳述蘇醫生對培英學校

請柬

教育事業的貢獻，眼醫濟世之心及攝影藝術之美都作出高度評價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卅日，初冬似秋日，陽光高照廣州培英

和讚賞。

中學鶴洞校園，「蘇棉煥醫生攝影展」開幕禮即將舉行，傅世

廣州培英中學

仕藝術樓前擺滿祝賀花籃，接待處備有早點及飲品給來賓校友自

名譽校長蔡建中教授

助品嚐，校友在簽到處還領到《蘇棉煥攝影作品選》及信息時報

致辭：「剛才衞校長

《名校之約》報導廣州培英中學「白綠培英基業長青」兩版資

具體生動地介紹了蘇

料。

醫生。培英人難得有
十時卅分攝影展開幕，由《白綠傳人攝影選》編輯委員陳

這樣一位校友能數十

達權老師主持，介紹來賓有：共青團廣東省委副書記陳小峰，白

年來一直堅持利用業

雲區政府副區長葉志良，白雲區教育局局長唐文貴，培英校友聯

蔡建中教授致辭

會永遠榮譽主席、廣州培英名譽校長蔡建中、羅愛梅伉儷，培英

校的教育事業作出很大貢獻。蘇醫生常說的一句話：『希望自己

校董會陳宜校董、李偉庭校董、黎鈞衍校董，名攝影家、企業家

的孩子好，也希望別人的孩子好，希望更多的孩子更好。培英人

趙宇，廣東省攝影家協會前主席胡培烈，廣東省攝影家協會副主

都要為下一代人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是他對培英教育一向宗旨。

席梁力昌，廣州老攝影家協會會長吳禮彭，香港影聯會學會永

開放改革已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但思想精神文明還要加強，

遠榮譽會長鄭國明，香港影聯會學會會長林惠端，培英校友聯會

除遵循古訓孔孟之道、詩書禮樂外，在培英校訓「信、望、愛」

主席李華斌，香港培英校長梁國基，沙田培英校長邱藹源，西關

教育下，還要有時代精神和創新思想，才會有果敢奮進的行為。

培英校長劉國銘，台山培英校長陳簡榮，江門培英初中校長趙啟

蘇醫生說攝影藝術就是光的藝術，正是蘇醫生數十年來追求攝影

寧，江門培英高中校長華明海，真光中學校長簡萬祥，台山一中

之美，成就了他攝影技超高巧。以蘇醫生自己的攝影美之光照射

校長李錦桃，西關培英校友會主席溫榮錦，台山培英校友會副主

著影響到培育成一代一代培英人優素質和健康成長。我們要學習

席陳翠芹，江門培英校友會副主席黃軍川，新西蘭培英校友會顧

蘇醫生用一生的業餘時間為培英下一代人的精神，為更多下一代

問張景賢，南加州培英校友會前會長潘漢松，還有美國的校友馮

人的成長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也是蘇醫生今天給我們最好的精

銘頌、加拿大的校友潘遠榮、廣州校友會前主席張道生、廣州美

神財富。謝謝蘇醫生！謝謝大家！」

術學院教授曾慶釗等。

餘時間為培英體系學

白雲區副區長葉志良發言說到很高興參加影展，蘇醫生的

恭賀「蘇棉煥醫生攝影展」展出成功有香港影聯會學會、

人生很成功，人格很好，還有優秀的藝術才華，又對培英有貢

香港攝影藝術協會、美國紐約藝青攝影學會、香港九龍真光中

獻。培英有嚴格管理，在海內外都有影響。白雲區政府一如既

學、廣州協和中學、台山第一中學、培英校董會、培英體系各

往，並會加大力度對培英的建設。明年培英創校130周年，白雲

學校及蔡建中、羅愛梅伉儷、趙宇先生、林惠端伉儷、李植榮

區政府也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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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團廣東省委副書記陳小鋒祝賀發言，表示在座都是他

真、形真、意真。《仙境》、《牧童》兩幅作品，以多幅底片疊

的前輩和培英的校友學長。並

放合成製作，可見其別具匠心，也成就了蘇醫生作品的創意，頗

很感謝白雲區對培英建設極大

為成功之作。

的支持。

畫意作品《橋下》、《水巷》、《泛舟》、《進城》、

蘇棉煥醫生致答謝辭，

《遊客》等多幅威尼斯水城作品，水城波光粼粼，一直是藝術家

開始笑著說了客套話：「蔡建

和旅遊人士嚮往要到之處，蘇醫生以其獨到眼光，捕捉水城特有

中個子很高，我的個子矮，他

的水波光影閃閃，從構圖色彩拍下，顯露出更美的威尼斯城來。

把高帽給我戴，把我壓得更矮

蘇醫生把冰雪、雲朵、彩虹也是人們多見多變的自然現

了。」引來大家陣陣笑聲。接

象，用相機的瞬間捕捉了自然的美態。在《太空船》把地平線壓

著說：「多謝白雲區葉區長、
衞校長對我稱讚祝賀。今天活

低，大片的藍天，白雲像太空船向觀眾面前迅速奔來。天空上的

蘇棉煥醫生致辭

彩虹常見，《長虹》照片上的彩虹橫跨在波濤洶湧的河面上像一

動也是迎接培英創校130周年校慶的序曲，一次熱身運動。多謝

度虹橋從岸邊叢林間始向另一邊巖石上。

白雲區政府支持，建立了培英幼兒園、培英小學和中學一條龍，

蘇醫生不忘人民生產勞作的勞動美，表現在《捉蝦人》、

使培英能不斷發展。藝術館是提高人們素質，搞好全人教育的平

《歸家心切》、《待渡》、《挑水》、《霧海漁光》、《山村晨

台。也開始了為其它展出服務。多謝衞校長提供了這個藝術教育

作》、《魚兒上釣》的畫面上：──黃昏、山朦、水波、漁舟點

平台！多謝各單位、個人送來花籃使場地增添美麗！多謝趙宇大

點、片片光鱗，令人想起唐代詩人王維的詩句：「江流天地外、

哥從肇慶來到提出寶貴意見！多謝吳禮彭送來串成詩詞條幅！多

山色有無中」、「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謝很多弟妹們！這次展出一幅耕牛涉水與桃花的題材，使到想起

《烏鎮黃昏》、《烏鎮之夜》、《教堂》、《天窗》照片

魯迅先生名言『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做人道理，辦教育道路才能

中有中國傳統民居河橋水鄉，也有外國哥德式紅瓦頂房子。《教

如朵朵桃花，桃李滿天下！有了新生力量，前途就無可限量。多

堂》一幅由黑、藍、橙三色組成。，大面積的黑色露出尖塔頂教

謝大家！」

堂，三盞橙色路燈在淡藍色天空下透視出遠近，顯出夜色將臨，
攝影展開

以簡寫繁，使畫面更突出，給人有過目不忘的印象。《天窗》這

幕，在樓前站滿

一照片在天亮前的小鎮，前景一座尖塔頂教堂，在暗藍色天空中

嘉賓和培英校董

露出一天窗似的耶穌光，將要普降在小鎮上。《休憩》一幅沒有

及各校長列成一

拍攝羅馬的高大廊柱，而拍廊柱在日照下落在地面上的大面積的

排參加剪彩，人

影子及廊上休息談飲的人們，畫面有大有小有明有暗。在這組平

數之多實為少

面照片把日照黃昏午夜黎明的日月更替結合到建築中去。

見，這反映蘇醫

「中國紅」在《酒舖》、《晒紅薑》兩幅作品上似有表現

生為培英校友

出這特有的色彩。《酒舖》中高低遠近排列的酒缸與高吊的葫蘆

之愛戴和培英大家庭的團結之體現。隨著彩色繽紛的禮花撒到地

酒罐標列出「高梁紅」、「女兒紅」、「桂花酒」……等中國恆

上，眾來賓及校友起步入展廳參觀。

古歲月的酒，使人聯想起中國古老的酒文化和特有的「中國紅」

開幕禮剪綵儀式

在展廳中展出蘇棉煥

來。

醫生數十幅攝影佳作，展

《台上台下》有古典的中國戲曲《水中仙》，把古老戲劇用

廳內來賓和校友中不乏攝

現代創作手法，把古老戲劇從舞台搬到河面上來。《漫畫家》也

影行家和攝影愛好者，蘇

把時代的動漫潮流，追逐時尚的腳步反映到他的攝影作品上來。

醫生伴隨著來賓共話創作

水鴨、天鵝等水中暢游的畫面在攝影家作品中詳見不鮮，

意涵和創作經過問題，來
賓和校友也品評著影作。

在《母與子》、《親昵》、《情話綿綿》、《兩小無猜》、《呼
「蘇棉煥醫生攝影展會場」

朋》、《搶食》作品畫面中色彩有濃烈斑爛鮮麗，也有淡彩雅

人像作品中有老人肖像《Mr. Johnston》，目光炯炯有神，

素，蘇醫生還捕捉到水中鳥、鴨、鵝的生態情性，酷似人性化表

形神俱備、和靄可親的智者留在人們視線中，此照片是第十屆國

現出來。

際攝影展獲獎作品；有稚氣未脫、天真爛漫的女孩；又有面帶笑

花卉是攝影家常見的拍攝題材，因花朵離不開它的花梗、

容的女子與小狗的嬉樂；也有《慈母手中線》敬老的主題，表現

花托、花瓣、花蕊，它應是簡單的，越簡單的越難表現。《心

出中國婦女勤儉溫良樸素品質。

大心細》祗有紅棉一花一蕾和一鳥，鳥兒欲行又止，心大心細神

實物拍攝的《補鞋匠》、《煎蛋》、《理髮》、《驗光》

情與怒放的英雄大花和含苞的花蕾，相關寓意，一柔一剛情景交

等可看到蘇醫生很注意市井百態，在人們忽略的瓷娃娃公仔中，

融。

在他巧佈道具背景下的人物表情豐富、生動有趣、做到景真、情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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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荷花佔滿畫面大特寫，趣味點在黃金分割位置上的一對蜜蜂異

情上的滿足，藝術家總是希望在作品宣示自己對自然、對人生態

常突出，糖甜似蜜，有清翠欲滴之感。

度……與人起共鳴作品的感情是藝術的生命，沒有感情的作品

蝴蝶的圖案紋樣是對稱的，也是多姿多彩多紋圖的。蘇醫

將失去它的魅力。」蘇醫生的攝影作品真正做到這一點，他的作

生能抓住一對相同圖紋大蝴蝶的觸鬚剛觸及觸花蕊上的一瞬間，

品多次在明信片上、培英台曆、《白綠傳人攝影作品選》中給了

拍攝到《蝶戀花》這幅照片上。《飄雪》和《校友樓》兩幅是太

廣大校友美的感召和享受，今天再次得到蘇醫生給我們感情上的

陽、樹和門樓、雲朵落在水面上的倒影，把兩幅倒影的照片再倒

滿足和真、善、美的教育，我們定要像蘇醫生那樣有個美好的人

置掛放。《飄雪》使觀賞者看到水面上的浮藻頓成了太陽下片片

生，為自己的事業有孺子牛盡職盡力精神，為培英教育事業定能

飄雪向樹木落下。《校友樓》廣州培英標誌性建築的校友樓在片

像繁花似錦的桃花，桃李滿天下！

片彩雲下朦朧地顫動著，一座近似塔形的仿古固體建築似在流動

多謝蘇棉煥醫生！

中，有人評論說過「建築是流動的樂章」，校友們望到這幅校友

《蘇棉煥攝影作品選》部份作品

樓照片，倍加親切，校友樓在我們心中響奏著詩一般樂章。
在圓弧形展櫃內展出
了蘇醫生在第十屆國際攝

自然生態：俯首甘為孺子牛

影展上獲獎的作品《Mr.
Johnston》和獎品—一
大方塊紀念印章和他在第
36、37、41屆及2001年
國際攝影沙龍評選嘉賓的 蘇棉煥醫生的獲獎作品及紀念品

畫意：天窗

紀念章和金鼎杯、沙龍影友協會紀念章、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
紀念狀、二零零五第十屆國際攝影沙龍評選嘉賓的水晶紀念座。
展櫃內還有明報「九七光與影」攝影比賽頒獎特刊、香港評相登
報報導、小品攝影。
除報刊報道外，還有蘇醫生早期所用的照相機三部也同時
人像：慈母手中線

亮相。展櫃面上還有一座銀色飛鷹；底座上鑴刻著：「方創傑謝
潔霞贈2008.11.30」的賀品。展會上有一展版是培英白綠攝影
社各年度活動專版，其中可看到蘇醫生在陳家祠輔導培英學生攝
影情況……等。展會前廳檯桌上亦展出蘇醫生捐贈給白綠攝影社
的中外攝影技術書籍攝影沙龍年鑑等廿多本書刊。
近二百多來賓校友師生參觀了攝影展，蘇醫生把中國的、西

寫實：休憩

洋的、文人的、民間的、大自然的、人物的，其形式題材多樣，
追求各種景物和各種環境氣氛的表現，適應了現代生活多種審美
興趣和多層面審美需求，在其作品演化成藝術的美，令人陶醉。
中午十二時，參觀的來賓校友離開展廳來到花地灣東海灣
大酒樓，筵開十七席的招待午宴。席間來賓校友翻看著今天的禮

靜物：牧童

品《蘇棉煥攝影作品選》冊內作品，重溫展廳展出的幅幅佳作，
封面是《俯首甘為孺子牛》牛在河湖涉水而過，近處是岸邊繁茂
的桃花。有藝術評論說到：「通過作品使自己賞心悅目，獲得感

賀蘇棉煥學長攝影展問世
53凱社 吳禮彭、龍樵孫
蘇棉煥學長攝影展問世，乃白綠傳人之一大盛事。學長以其精

調寄《西江月》

湛技藝，成就當代影壇英傑，蜚聲中外，譽享世界！其作品，構圖嚴

春報西湖驚艷，桃紅綠柳輕舟。

謹，疏密有致，形神俱備，令人欣賞稱頌，實為攀登影壇藝術高峰之

繁花疏影魚上釣，我愛一枝獨秀！

典範。

霧鎖琴湖秋韻，牧童仙境閑游。

今將其部份作品題名，聯綴成詞，僅以為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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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培英的旗手 白綠兒女的楷模
我所認識的蘇棉煥醫生
69同社 吳錦洪
在培英130年的歷史中，人才輩出，一大批革命志士、學
者專家、社會名流、藝術大師、體育精英。如韋傑三、史堅如、
陳秋霖、余瑞礎、劉賜江、王鑒明、羅祝年、譚才德、黃國俊、
羅紹基、葉叔華、范懷忠、唐國俊、方創傑、黃里昂、鄧文華、
李金培、傅世仕、李聖華、蘇棉煥、蔡建中、劉權達、陳孟中、
古廣明、楊維、吳漢雄、何培昌等，都出自培英，他們都為社會
的進步、人類的文明、民族的生存、國家的榮譽作出過重要貢
獻。還有更多的白綠兒女，在平凡的崗位上，盡自己所能，不斷
發光發熱，默默奉獻，讓人們溫暖、幸福。他們都曾在培英這塊
沃土中生長過，吸吮過培英文化的精華，帶著深深的白綠烙印離
開培英，但心繫培英，情繫白綠。他們都主動、都樂意為培英做
事，都主動、樂意建設培英這個大家庭。以下我要介紹的，是大
家熟悉的蘇棉煥醫生。

夠弦歌不輟，大培英的根基能夠完整無損，全賴傅校長。所以
說，傅世仕是培英在日偽時期的旗手和傑出代表。新中國成立以
後，內地各私立培英由當地人民政府接管改公、改名，各培英都
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各培英有了一個
大發展的機遇，也有了一個大合作的可能。而帶領我們把可能變
為現實的正是蘇棉煥醫生。
本人近廿年有幸參與校友會工作，有機會向眾多前賢學習
白綠精神，特別是經常有機會接觸蘇醫生，從聞其大名到見面相
識，從不甚瞭解到逐步交深，從校友工作到亦師亦友，蘇醫生給
我的印象實在是太深刻了。蘇醫生對大培英的設計，對實現大培
英的努力是培英人所共知、人所共仰的。我有充分的事實來說明
蘇醫生是我們大培英的旗手，是我們大培英的傑出代表。
蘇醫生自進入校董會工作，特別是他擔任校董會主席、培
英中學校監以後，全力支持李聖華、汪彼得、傅世仕等老一輩
白綠中堅關於恢復培英老校友聯誼的活動，包括密切與學校的溝
通，重樹校友會大旗，號召全世界培英校友歸寧母校訪問、支持
母校辦學，克服重重困難積極謀劃和申請培英復名。在香港，蘇
醫生經過再三努力，統一了校董會成員對支持內地培英加快發展
的認識，做到每年都按計劃以捐贈的形式給予內地各培英一定的
發展款項。蘇醫生又經過一番努力，帶領校董會，各培英學校，
各培英校友會取得共識：1. 培育英才，既是國家的責任、社會
的責任、學校的責任，又是我們每位白綠兒女的責任；2. 我們
培英各校發展越快，培養人才越多，對社會貢獻就越大；3. 各
培英學校如果加強溝通，發揚培英一家新的精神，加大相互支持
力度，那麼培英的教育資源、文化資源、環境資源、人力資源等
就會得到充分利用，就可以發展得更快。蘇醫生提出，以各培英
為艦隊，以廣州培英為旗艦，齊頭並進，各有側重，各有特色，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大培英的品牌，培英大艦隊的飛躍，一定能
夠在全世界實現。蘇醫生對大培英的構思，已漸漸成熟，也漸漸
為各校眾多白綠中堅所接受。於是，蘇醫生全力推動各培英學校
的聯誼交流活動，每年校慶、秋聚都會組織觀禮團、代表團相聚
溝通，牽頭編寫《培英史話》、出版培英五校（後來是七校）一
中心《校慶特刊》，組織培英校友聯會，出版《聯會友聲》，倡
儀修建培英校史傅物館，創立加拿大溫哥華培英中心，支持廣州
培英、台山培英擴辦新校區，力促江門江海中學加入培英大家
庭，積極傳承白綠社傳統，推動各地校友會建立旨在鼓勵後學、
獎勵優秀高考生的各類獎學金，策劃培英夏令營活動等等。這種
聯誼交流是全方位的，包括校長之間，畢業班教師之間，學生之
間，校友之間，包括學校教育、教學、文體、藝術等領域。蘇醫
生發展大培英的構思得到以蔡建中為代表的一大批白綠中堅的鼎
力支援，各培英校長的積極配合，各地培英校友會的衷心擁護。
蘇醫生對培英的赤誠，蘇醫生的高尚醫德，蘇醫生的精湛醫術，
蘇醫生的人格魅力，同樣也得到廣大培英校友和不少病友的愛戴
和支持。據我所知，我們有的校友甚至是校友的親屬，有眼科疾
病找到蘇醫生，做眼科手術找蘇醫生，都是免費的。有一病友的
親屬是香港永隆銀行董事長，在蘇醫生處看眼病又做手術，受到
蘇醫生對培英熱忱所感動，自願捐出100萬港元支持培英發展。
以上事例，僅舉一、二。
現在，培英已發展為十校一中心，地跨粵、港、加，擁有

培英的血脈和烙印
蘇醫生1937年在香港進入培英小學就讀，此後便與培英結
下不解之緣。小學、初中、高中12年的培英學習生活，特別是
由於日寇入侵，培英先後從廣州遷香港，從香港遷澳門，從澳
門遷曲江，從曲江遷連州，抗戰勝利後遷回廣州白鶴洞，蘇醫生
都跟隨遷轉，對培英愈加情深。1949年在培英高中畢業後，先
是入讀燕京大學醫學院，後入國立醫科大學嶺南大學習醫，畢業
後赴英國、愛爾蘭、西班牙等國深造，獲愛爾蘭皇家醫學院眼科
畢業文憑及西班牙眼科研究院士榮銜。1958年回港懸壺濟世，
為人類復明作出重要貢獻。由於醫德高尚，醫術高明，尤精於青
光眼及白內障手術，對防盲及復明有頗多深刻體會見解，曾獲
選為世界著名眼科醫生稱號，入選1989年出版的《國際眼科名
醫冊》（注：入該冊者僅100多人，其中兩名華人，蘇是其中之
一）。蘇醫生是世界著名攝影家，1978年至1980年連續三年入
選世界攝影沙龍十傑，並擔任世界多個攝影學會（協會）的高級
會士及評判員。
蘇醫生1976年後被選為培英校董會校董、常務校董；
1984年開始擔任培英校董會主席；1993年兼任培英校董會校
監；2002年擔任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問。蘇醫生自幼接受培英
教育，在培英學習期間又與學校、同窗經受諸多磨難：走澳門、
入韶關、轉連州、住竹棚、食淡飯，堅持把培英弦歌高唱，不僅
鍛其筋骨，還煉其心志，與傅世仕校長、與眾多師長和白綠同窗
風雨同舟。所以「信、望、愛」校訓刻骨銘心，白綠精神如石刻
鐵鑄，言行舉止突現培英烙印，處世做事充滿培英氣質。

構思大培英藍圖

實現大培英宏願

回顧我們培英130年的歷史，校祖那夏禮父子創辦培英，此
後由於學校聲譽日隆，辦學規模不斷擴大。先是從城西沙基搬到
芳村花地，再是從花地搬到芳村白鶴洞，還先後增設培英西關分
校、台山分校、江門分校、香港分校、澳門分校，此時的培英，
既開花結果，又開枝散葉，大有枝繁葉茂之勢，已初步突顯大培
英的影子。可以說，那夏禮父子是培英初期的突出代表。1937
年日寇入侵，廣州、香港先後淪陷，寒風霜雪摧花折枝，培英遭
受磨難，經歷滄桑。但以傅世仕為首的培英人，不滿日偽，力舉
培英大旗，幾經遷校，最終日寇投降，培英遷回白鶴洞。培英能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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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關培英代表提出的「關於成立白綠攝影總社和白綠攝影分社的
意見」，此「意見」規範了總社和分社的名稱，明確了總社和分
社的性質、宗旨和組織關係，提出了總社和分社的義務和職能。
由蘇醫生出任白綠攝影總社總顧問。自此，各培英學校的白綠社
活動，變成了各校有組織、有計劃、有場地、有內容的活動，廣
州培英更把白綠社活動納入到學校的校本課程中。在已出版的
《白綠傳人攝影作品選》的冊子中，由於每期從主題的提出、編
印的篇幅、作品的收集、稿件的評選、後期的編輯，幾番的校
對，甚至前言後記等過程的每一個環節，蘇醫生都親臨出主意並
會同有關人員嚴格把關，所以影集主題鮮明，內容豐富，既有攝
影大師的作品，又有初學者的作業，充分體現普及與提高的相結
合，得到廣大白綠兒女的喜愛。
近幾年，被稱為「老紅軍」的蘇醫生不顧年邁身體，多次
率領白綠總社部分基石社員遠赴江浙水鄉，深入川西高原，挺進
閩贑山區，登上黃山高峰，走入客家圍屋，涉足粵北丹霞，捕捉
沿海風光。在采風中，蘇醫生言傳身教，示範點撥，使這部分基
石社員影藝迅速提高，優秀作品數量大量增加。在此基礎上，蘇
醫生又極力推薦了其中幾位突出者加入香港影聯學會、美國藝青
攝影學會等世界知名攝影組織，以擴大白綠社的社會影響，開闊
社員的視野。
蘇醫生傳承白綠社傳統的努力沒有白費，白綠攝影活動已
成為不少培英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我們出版的影集和舉辦的
影展，水準連年提高，得到專家的肯定。如今白綠社不斷壯大，
白綠社的傳統得以傳承，白綠社的影響及至粵港乃至全球，白綠
社已辦成為有一定群眾基礎、有相關組織機構、有明確宗旨內
容、有固定出版程式、納入學校活動課程的特色團體。

兩所國家級示範性高中，兩所地市級一級學校，一所全國重點職
業高中，一所全英教學學校。本人可以肯定地說，沒有蘇醫生的
構思和努力，就沒有大培英的今天。

傳承白綠社傳統 辦出白綠社特色
在我們培英，有不少神話般的輝煌，她令白綠兒女引以為
榮、努力奮鬥。也有春天般的優良傳統，似春風化雨、暖蘍熱
陶，讓培英學子追求品位高尚和身心健康，熱衷文明活動和積極
鍛煉，修成萬能鑼釘和社會棟樑。比如我們培英有開展排球、籃
球、足球、田徑、乒乓球的體育傳統，有「愛國愛校、科學求
實、熱愛勞動、團結互助」的白綠傳統，有「信、望、愛」的校
訓傳統，有演講傳統，有文學社傳統，有白綠社傳統等。據說白
綠社是我們培英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已經是蜚聲南粵大地的攝影學
社。攝影活動借助攝影器材，通過人的眼睛、靈感和技巧，捕捉
瞬間裡自然界的千姿百態，人類社會的冷暖世情，以表達作者
熱愛生活、崇尚真善美，厭惡假惡醜的思想感情的一種高品位活
動。大量史實證明了白綠社是我們培英的優良傳統。
攝影是蘇醫生一大愛好，其爐火純青的攝影術不僅在白綠
兒女中，在香港甚至在世界都已如雷貫耳。蘇醫生的攝影作品，
「好像法國印象派大師Renor的畫，由古典派到印象派，又似中
國畫家張大千的畫，由敦煌壁畫到潑墨山水，千變萬化，色彩繽
紛，令人印象深刻」（李瑞淦語）。
我十分佩服蘇醫生，都七、八十歲的人了，使用300、400
長鏡不用腳架。外出采風，蘇醫生的靈感和主題特別多，別人都
瞧不起不願意開鏡的地方，往往他會拍出好照片。
蘇醫生為傳承光大白綠社傳統，十多年前已有一個全盤打
算和周密安排。他身體力行，不辭勞苦多次往返於粵港兩地。早
在1997年118周年校慶時，蘇醫生就與幾位校友試辦《白綠社
傳人攝影作品展覽》，師生校友反應相當熱烈。不久，蘇醫生又
提議在培英創校120周年大慶之時，再辦影展，並編印影集。此
議不僅得到各培英校長的讚同，更得到校董會和眾多白綠中堅特
別是蔡建中的支持。於是，在蘇醫生的精心組織下，再度擴大的
《白綠社傳人攝影作品展覽》如期在120周年大慶前開幕，《白
綠社傳人攝影作品選》如期在120周年大慶前出版，在這期影集
中，蘇醫生在所撰寫的《白綠傳人，繼往開來》文章中，表達了
籌辦影展編印影集的目的是：「使到愛好攝影的白綠兒女，於欣
賞作品內容之餘，觸發出新觀念，產出新作品，並承前啟後，帶
領後學，更臻多姿多彩的新境界。」同時，翼社校友，我國新聞
攝影大師李瑞淦撰文《白綠社與廣州培英中學》，用大量史實證
明白綠社在當年的活動情況和社會影響；雄社鐘榮漢則撰文回顧
白綠社對自己一生的影響。此後，蘇醫生經常在各培英學校、在
各校友中大力宣傳白綠社、講學作專題報告，分析評價照片。經
過蘇醫生幾年艱苦細緻的工作，到了2003年，在各培英學校校
長的帶動下，不少師生校友的攝影興趣越來越濃，攝影熱情越來
越高，他們不僅拍校景、拍師生活動照，而且用節假日外出采
風，白綠攝影活動正蓬勃開展。此時蘇醫生看到時機成熟，就又
與廣州培英衞校長一起，建議各培英學校聯合出版影集，同時舉
辦影展。結果，從2004年創校125周年開始至今每年都出版一
集《白綠傳人攝影作品選》和結合培英各校實際同時舉辦影展。
廣大白綠影友積極投稿，作品遠自美、加、澳、新寄來，又有
大量師生新作充實，《培英•生活》的主題鮮明，內容豐富。在
2004年培英校友廣州金秋茶話聚會活動期間，蘇醫生又建議各
校健全白綠社機構，各培英學校聯合成立白綠攝影總社的設想，
旋即得到各培英學校的回應。於是在2005年校慶活動期間，各
培英學校原則通過由蘇醫生、廣州培英、台山培英、江門培英、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退而不休為培英
2005年3月，都以為蘇醫生真的榮退了，可以回英國與家
人團聚共用天倫之樂，以彌補幾十年與家人聚少離多的日子。可
幾年過去了，未見得是如此。幾年來，蘇醫生醫館方面的工作真
的是全退了，但蘇醫生做培英的事卻一點沒有少。至少，蘇醫生
還是培英校董會校董，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問，培英校友聯會顧
問。校董會開會研究工作，要等蘇醫生出主意想辦法，有些工作
意向要等蘇醫生去溝通才能下決心；校友聯會成立至今，蘇醫生
傾注了不少心血，不少事情自然會找蘇醫生商量、指導；七校一
中心事情更多，廣州培英中學創辦國家級示範，經常要找蘇醫生
出點子；台山培英要擴大校區，要請蘇醫生共同規劃；江門培
英高級中學掛牌加入培英大家庭，要請蘇醫生光臨揭幕；江門培
英新校舍落成典禮，要請蘇醫生前往剪綵；4月份培英校慶，蘇
醫生是主禮嘉賓，每校都得走一遍；11月份培英校友金秋廣州
茶聚，蘇醫生要率團參加並召集培英校長、校友會主席共商培英
發展大事；12月份香港培英聖誕餐會，蘇醫生也積極參與。此
外，各校白綠社還不時特約蘇醫生上課，白綠總社基石會員采風
活動，《白綠傳人攝影作品選》的評選、編輯，都會花費蘇醫生
不少的心血和時間。試問蘇醫生還有多少時間留在英國。蘇醫生
大多時間留在香港，經常來往於粵港為啥，不就是為了培英，為
了大培英的發展。據我所知，蘇醫生為了參加校董會開會，校友
聯會開會，或要到江門台山、廣州西關工作，經常是一而再改動
機票，推遲回英國的時間。
其實，蘇醫生為大培英所做的事，又何止以上那些呢，所
以說，蘇醫生不愧為大培英的旗手，白綠兒女的楷模。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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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加州培英校友會容守信會長歸寧培英講學
二零零八年十月下旬至

十一月五日，蔡建中教授

十一月初，培英校友聯會永

及容守信會長一行八人到訪江

遠榮譽主席蔡建中教授邀請

門培英高中，容會長主講了以

美籍華裔太空專家、南加州

「美國太空科技」為題的演講

培英校友會會長容守信伉儷

校友聯會設晚宴歡迎容守信伉儷

會，培英高中、培英初中兩校
容守信校友講學

歸寧母校，分別到訪香港培英、沙田培英、江門培英、台山培

江門 ︵初、高中︶

本刊記者綜合報導

共二百三十多位師生聆聽了容

英、廣州培英及西關培英，並給老師和學生作「太空科技」講

會長精彩的講學。容守信先生

座。容會長為69同社校友，現任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主任工程

的專題演講深入淺出，介紹了美國

師，主要負責太空通訊技術的研發，詳細請參閱容會長簡介。

當今太空通訊站的建設情況以及太

容守信伉儷於十月二十四日由美國洛杉磯抵達香港，是晚
十月三十一日早上，
容守信會長到訪香港培英中
學，同行有培英體系學校首

空機械人的發展現狀，並通過電腦

香港、沙田

由培英校友聯會設歡迎宴款待容會長伉儷。

席顧問蘇棉煥醫生、校友聯

蔡建中教授介紹容守信校友

多維畫面向師生們展現了一個充滿

神奇、變幻的太空世界。會後，同學們紛紛拿出筆記本，請蔡
建中教授、容守信先生等
簽名留言，與蔡教授一行
依依不捨握手告別。

會永遠榮譽會長蔡建中教授

蔡建中教授、容守信

容守信會長(後排左二)歸寧，與
蔡建中教授(前排右一)、蘇棉煥 及潘漢松校友（54憲社）、何輝
醫生(前排左一)、潘漢松校友 明校友（66穎社）等。容會長
(後排左三)及梁國基校長等拍照
歸寧母校及主講「太空科技」講
留念

先生一行還在華明海校長
等陪同下參觀了師生書畫
作品展，視察了體育館和 「美國太空科技」講座會場
學生餐廳。

座，更捐出獎學金一千美元，獎
勵能發揮領袖才能的學弟學妹。
是日下午，容會長一行人到
訪沙田培英中學並主講「太空科
「太空科技」講座開始了

技」講座。

華明海校長(中)歡迎蔡建中教授(左五)
及容守信校友(左四)一行人

參觀學生餐廳

容會長與梁校長互贈禮品以表 香港培英學生踴躍發問
謝忱

台山

視察了體育館

參觀師生書畫作品展

十一月六日，蔡建中教
授與容守信會長等一行人到
訪台山培英中學，並舉行太

沙田培英學生留心學習

空學術講座。我校師生共五百多

容會長在沙田培英講學

人參加了講座，容會長與大家分
享了美國太空科技：太
空通訊站、太空狀態、

容守信會長(右
三)一行受到熱
烈歡迎

太空機械人，內容生動
有趣，圖文並茂，師生
容會長伉儷與沙田培英邱藹源校長及
師生與合照

獲益良多。

沙田培英學生各容會長發問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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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西關

容會長伉儷參觀廣州培英校史
博物館

廣州培英學生向容會長發問

容會長伉儷與西關培英學生合照

衞作輝校長向容會
長致送紀念品
劉國銘校長向容會長致送紀念品

容會長伉儷參觀西關培英校史室

國熙樓階梯課室舉行「太空科
技」講座

容會長伉儷與廣州培英學生合照

西關培英學生向容會長發問

十一月七日上午，蔡建中

屏幕再出現白色通訊站接收網，容會長向同學們發問：

教授與容守信會長一同前往西

「為甚麼接收網是塗白色的呢？」同學們回答：「白色是反光

關培英，同行的校友還有美國

面，白色將落在接收網的陽光反射於外面，這樣接收網的溫度就

潘漢松，秘魯梁耀漢、梁少碧

會降低，就不會影響接收站的正常工作。」容會長聽到同學這樣

伉儷，廣州溫榮錦、郭勤佳、

準確的回答連連稱讚。

梁超源，回國旅遊的加拿大李

容會長接著又提問：「剛才看到很大很大的接收網，網上

兆銘、黃兆銘也順途前往。一

有很多圈孔洞，這些孔圈的作用是甚麼？為甚磨要有這麼多洞

行人在西關培英受到劉國銘校

孔？」同學們回答：「減少風吹的阻力。」容學長繼續說：「是

長、黃小紅、黃夢華兩位副校

抵消風力，而洞孔的排列位置需要準確計算才能使接收網完整地

長等熱烈歡迎，並參觀了校史

接收太空發回的訊息。」
三、太陽系—屏幕上顯示出地球四周有無數的小星球，

室和校園。劉國銘校長向容會
長贈送了飛鷹座紀念品。

容會長解釋這些小星球體，它們被地心吸引力影響，脫離了它自

接著蔡教授與容會長一行校友驅車抵達廣州培英中學，受

身運行軌道，成為隕石。

到校長衞作輝、副校長羅漢根和多位副校長、主任及校友會秘書

容學長又向同學提問：「為甚麼恐龍會滅絕呢？」同學們

陳達權老師的熱烈歡迎，容會長一行人參觀了廣州培英校園。

互相對望回答不出來。容學長解釋說：「60萬年前有很大很大

「太空科技」講座在國熙樓階梯課室舉行，西關培英五十

的隕石把太陽遮擋著，地球沒有了太陽光，生物植物不能生長都

位學生、廣州培英一百五十位學生及物理、地理科多位教師聆聽

死去，恐龍也隨之滅亡。等到太陽再出來時，地球上生物才得以

容會長的講學。

再生。」

一、太空研究—離開地球大氣層就是太空了。

容學長繼續說：「較小的隕石不用怕，由於地球吸引力，
隕石下降飛行速度大，產生很高溫度，使其無數的隕石進入大氣

要製造機械人和衞星發射到其它星球上去，首先要抵償其

層後即自行消滅。」

地心吸力，一磅重的衞星發射上太空需要一千磅重的燃料。

四、銀河系—這是容會長講學的最後一章，介紹銀河系

最早，蘇聯人造衞星可繞地球兩圈，學來美國人造衞星可
不斷圍繞地球轉。

比太陽系大得多，宇宙亦比銀河系更大得很，宇宙約近400個銀

月球離地球近，月亮若有水，人就可在月球上生活。

河系。其中也介紹他到西班牙主持建立的美國太空通訊站的建設

二、太空通訊站—我已主持在全球建立了三個太空通訊

情況和發生有趣的事情。
講座結束後，衞校長代表學校贈給容會長紀念品—嶺南

站（天線站），下面重點介紹建在西班牙山谷裡的天線站。
人造衞星在太空發回來的訊號很弱，故天線接收站建在人

紅荔鏡屏，並感謝容會長回到祖國，來到同學們中間，零距離給

煙稀小的山谷中，不受外界干擾的地方才容易收到衞星從太空中

老師、同學和校友們上了一堂不可多得的，深入淺出的、精彩的

發回來的信息圖片。

航天通訊和太空知識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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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 130 校慶特稿
exploration missions. Later he assumed the system engineering and

容守信會長簡介

project management role to build communication stations for NASA

Christopher S. Yung

Deep Space Network (DSN). DSN is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arge

President of the PYAASC, USA

antennas that supports interplanetary spacecraft missions and radio and

Class of 69

radar astronomy observation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lar system
and the universe. The network also supports selected Earth-orbiting
missions. The DSN stations are located in Goldstone in California,

Christopher Yung attended Pui Ying School until 1964. He

Madrid in Spain and Canberra in Australia.

left Hong Kong to continue his education in Los Angeles. Chris
graduated from the California University in 1973 with the B.S.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ris joined the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容守信校友，1955年就讀於香港培英幼稚園，至1963培

in 1974, working as project engineer in the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英小學畢業，1964移居美國洛杉磯，1973年畢業於加利福尼亞

Division. In 1996, he joined the Hughes Helicopters Company to work

大學並取得了機械工程學士學位，1974年在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的核能發電部門擔任工程師，1976年加入

on the propulsion and drive systems development for the new aircraft.
While working at Hughes, he continued to pursue his advance degree in

了休斯直升飛機公司(Hughes Helicopters company)的飛機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ris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in 1978 and

動力系統方面的工作。在業餘時繼續進修，1978年取得機械工

decided to take the challenge and work on the exciting space exploration

程的碩士學位後，接受了新的挑戰進入了噴氣推進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工作並進行太空儀器設計。至今已有30

missions at th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JPL). Chris has been
working for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JPL) for 30 years. He started as

年了。現任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JPL/NASA)主任工程師及主持

engineer designing and building precision instruments for deep space

建做太空通訊站。

培英之光

華裔銀行家孫啟誠獲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顧問
孫啟誠學長為香港培英54憲社校友，於1949年2月入讀培英中學，後隨家人移居美國，先後在美取得農業經濟系學士、
法律學博士及美國最高法院執照，1984年更創辦國寶銀行，在3個州份分別設立6間分行，以華僑為主要服務對象。
是次孫學長獲邀出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顧問，乃首位華人參與美國金融政策，實乃培英之光！
編者按

孫啟誠學長

據美國《僑報》報道，美國國寶銀行

利息拆借及其他重要政策的投票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現任總裁

董事長孫啟誠日前獲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

是蓋特納(TimGeithner)，他現已被總統當選人奧巴馬提名為新

(Federal ReserveBankofNewYork) 任命，

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最近美國金融救市穩定方案，就是由聯邦

擔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銀行顧問，他是顧

儲備銀行主席伯南克、財政部長鮑爾森和紐約儲備銀行總裁蓋特

問委員會中的唯一華裔銀行家。孫啟誠於

納共同決定。

2008年12月12日表示，這標誌著美國聯邦

孫啟誠說，擔任此職務後，將著重向聯邦儲備銀行反映法

政府金融管理決策層今後有華人金融界代表

拍屋、購房貸款以及如何制定新法防止再次出現類似次貸危機等

發聲。 孫啟誠是2008年11月4日獲得這項任命的。據他介紹，

問題。同時，他也會與紐約華資銀行公會聯繫，及時反映華資銀

紐約聯邦銀行儲備顧問委員會成立於1981年，宗旨是為提供紐

行業界的意見。

約聯邦儲備銀行的立法制定、經濟財政現況與發展、銀行管理和

國寶銀行副總裁黃鴻昌表示，這一特別重要及榮譽職位通

未來經濟展望等金融事項與業務興革建言。委員會每年定期舉行

常任期三年，連任一次共6年。孫啟誠獲得此職是聯邦金融管理

數次會議，會議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主持，該行的主要金

局對他的美國與國際金融卓越見識的確認，這是華人的榮耀，標

融、法律、經濟高層領導均參加顧問委員會。紐約聯邦儲備銀行

誌著今後華人金融界在美國聯邦政府金融管理決策層有代表發

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管轄的最主要的儲備銀行，該行擁有對過夜

言。(轉載12月14日中新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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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社順口溜
48群社校友集體創作

慶1948屆群社畢業滿甲子

嘆被朦旅遊
三個Young Ladies，幾個老人家，大聲公舉旗，牧師黎保駕，被朦帽峰山。

培英百三春，畢業後群社，已

歡聚逍遙亭，月英最文靜，漢矩主見多，啞Cot嘴喳喳，秉銘好正經，區旦

過六十秋，聚擁十老鷹，欣幸回母

最老實，世恩扮斯文；談論虛和假，憶巴士遇賊，寶叔受害深。叫做住別墅，實

校，憶故又覽新，獎教兼助學，白

際乜都差！維謙好激動，封個「ｘ星」級。園中有馬騮，握手又咋嬌。白綠群社

綠一家親！

人，高唱校園歌，歡樂笑哈哈！
2008年10月

幾十年前的一段樂事
48群社 黎鈞衍
難得張道生兄還記得幾十年前的一段樂事。有一天，他從

裡裏輪到我們進場時，四個人的手互相搭肩，排成一線，踏著齊

廣州打來一個長途電話，要求我把那段樂事寫下來，以作紀念。

齊的慢步，走到台中央，演出了一場輕鬆愉快的四部合唱！

他還要特別叮囑這是命令，不得違抗。哈哈！那麼我就只有從命

當時大家仍在水深火熱的戰爭中，短短的一首歌果然能夠

了。

帶給苦難中的同學們不少的鼓舞和歡樂，怪不得張道生至今仍然
肯定我們當時是在粵北連縣雙喜山初中三年代（1944秋

記得起那次晚會的事，這個四部小合唱一直唱到回白鶴洞！

-1945夏），只是記不起了是否在聖誕時節。那是一個很歡樂的

梁璧光很有音樂的天份，他的男高音音質特別清脆。上了

晚會，誰是組織者也記不起來了，會否是梁基榮為其中之一？梁

高中之後，他還曾經在培英對外大合唱演出中擔任過獨唱的角

基榮樂觀和助人的性格很受我們這班學弟的歡迎，一直都記得這

色。高中畢業後他進入了大學醫學院，後來更在上海參加中醫研

位仁兄。

究工作，甚有成就，現已離世。

那個晚會在一個用竹篷和樹皮蓋成的大飯堂內舉行。大概

孟菲在我們班中的英國語文成績特別好，看來這也是當然

有百餘同學散坐在竹椅、木凳和粗地板上，簡陋的程度可想而

的事。他的父親是由美來華的孟保羅牧師，母親是來自連縣少數

知，氣氛卻是十分熱鬧。

民族的西醫生，記得孟菲還有一個妹妹叫孟嘉理。孟菲高中畢業

張道生堅持我要寫下來的，是一個由我們群社四個人，梁

後投身於航空飛行行業。非常可惜，他在一次飛行駕駛訓練中意

璧光、孟菲、毛定中和我，聯合擔任的四部合唱節目。唱的是由

外喪生，英年早逝。

梁璧光寫的一首短歌，旋律很簡單，但非常輕鬆和美麗。梁璧光

毛定中在讀書時代已經很聰明勤力，我三年前在一篇報導

和毛定中是兩位很有水準的男高音，主唱第一和第二高音部，孟

中曾經講及他。當年有幾條電纜在我們南樓宿舍三樓窗外窗台下

菲唱男中音部，我充當男低音。歌詞就只有下面幾個字：

經過，伸手可及。毛定中常在深夜偷電開燈讀書。只是夠幸運，

快樂少年騎馬來，Sum Tar Day Yar Day Yar。

舍監陳英寬先生（牛仔）從沒有把他捉著！大學畢業後，他一直

奕奕精神好風彩，Sum Tar Day Yar Day Yar。

在北京工作，是個很出色的國家級機械工程師。現正過著退休療

梁璧光把那句主旋律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再配以其他三部

養的生活。身邊的太太靜萄正在照顧著他。

和音，結果成功地演繹成一首既歡樂、和諧又美麗的歌曲。晚會

培英中學讀書生活
為紀念群社同學畢業一甲子而作
48群社 伍福恩
培英中學48屆群社同學於1948年高中畢業後，迄今已是一

1948年在廣州市白鶴洞培英中學畢業，度過了三年讀書生活。

甲子。六十年彈指一揮間，畢業時風華正茂的青年人，現在已是

在整個教育體系中，中學教育屬於基礎教育，對於學生來

耄耄的老人。畢業後，同學們勞燕分飛，分居中國（包括港、

說，不論是他繼續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或者是進入社會就業，

澳、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雖然彼此遠隔萬

都是一個重要的教育階段。我在培英三年的高中教育中，對此有

里，時越一甲子，但是彼此的感情是連在一起的。

深刻的體會。

我於1945年在連縣雙喜山入讀培英中學高中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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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來到葛底斯堡戰場，發表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說》。

難以忘懷的人和事還留在腦海中。在紀念群社同學畢業一甲子的

1990年我到美國探親時，在華盛頓參觀林肯紀念堂，看

日子中，浮想聯翩，命筆而作此文。

到林肯的大理石坐像基座上刻著「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

師生情深

我立刻想起這句名言出自《葛底斯堡演說》。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同年11月，培英由連縣遷回廣

阿德利老師教英語會話，在課堂上師生互相對話；在課後

州，全體師生分批乘木船沿小北江南下，經過數天顛簸航行，安

師生自由交流。他常常在黃昏的時候，邀請一群學生圍坐在草地

全到達白鶴洞。

上，天南地北，用英語互相對話。在富爾頓堂前的草坪上，人們

當時白鶴洞校園荒蕪，校舍殘破，百廢待舉，物質匱乏，

經常聽到我們的歡聲笑語。

師生生活艱苦。復校初期，依靠僑匯的學生，經濟來源斷鏈，學

阿德利老師的英語教學方式，廣泛獲得同學們的讚揚，使

校像父母一樣精心安排我們的食住，一面修建校舍，一面上課。

我們扎實地提高了英語聽和講的能力。

當時，我的一切費用，全賴美國僑匯。戰爭結束後，中國和美國
的僑匯渠道，很長時間不能恢復。我不能按時繳交學費和膳費，
但學校對我十分關懷，一直待我收到僑匯後，才補交一切費用。

音樂人生

1948年5月，在高中三年級下學期將屆畢業考試時，我突

梁得靈是培英中學的音樂教師，他一生從事音樂教育。他

然染上傷寒症。伍淑清校醫（李聖華夫人）與巫杰商議後，決

曾經對我們說，音樂可以激勵人們向上，使人們得到人生樂趣。

定立即將我護送去惠福西路醫院（現在的廣東省人民醫院惠福分

他在音樂教育上，採取開導的方式，不斷啟迪學生對音樂的興

院）留醫。伍淑清親自從白鶴洞護送我到醫院，待我辦理好一切

趣，充份發揮學生的音樂特長。他培育了群社許多鋼琴、小號、

住院手續，臨走時，她鼓勵我堅強起來，面對疾病，爭取早日恢

小提琴、牧童笛以及獨唱高手。在白鶴洞校園中，每當黃昏來

復健康，回校復課。我躺在病床上感激不已。住院一個星期後，

臨時，學生宿舍不時發出悠揚的樂聲，使學生在緊張的學習生活

伍淑清又陪同巫杰來醫院探望我，臨走時，巫杰輕聲安慰我，安

中，精神得以放鬆。

心治病，不要掛心畢業考試之事。住院一個月，我的病痊癒了。

在學校的支持下，梁老師組成了合唱團和管弦樂隊，在黃

伍淑清又親自來醫院接我回校。

昏時候，學生集齊在富爾頓堂大廳，練唱校園歌曲和世界名曲。

時光瞬間過去了40年，1989年，我回白鶴洞母校參加校

梁老師經歷了抗日戰爭烽火年代的苦難生活。戰後，他隨

慶，登門看望伍淑清，對她助人的高尚道德，再次表達了我的敬

學校由連縣遷回白鶴洞，寫出了《流亡記》組曲，自作詞曲。

意。

1947年在廣州長堤的廣州戲院公開演出，他任樂團指揮，合唱
團洪亮的歌聲，在管弦樂隊的伴奏下，博得了熱烈的掌聲。在當
時，一所中學能夠在廣州市公開舉辦音樂會，這是少見的。

英語教學

梁老師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用竹子製成了輕便而易於攜

培英素有重視英語教學的歷史傳統。英語教師水平高，數

帶的牧童笛，可以奏出美妙的音調。培英管弦樂隊就是採用了牧

理化教師的英語基礎好，教學方式多樣化。
英語教師王永耀、汪樹宗和趙克繆的教學方式，深受學生

童笛。牧童笛製作間設在富爾頓堂地下室，全用手工製作。有關

歡迎。生物教師梅澤沛、化學教師譚沃森、數學教師蘇道榮，都

部門還在全國的中、小學中推薦，建議將牧童笛作為一項課程。

具有較高的英語水平。他們在講課時，習慣用中英語復讀有關名

梁老師的音樂教育方式，在群社同學中留下了深刻而美好

詞，並且用中英文對照寫在黑板上，使我們從理科課程學習中，

的記憶。1996年，群社舉行畢業「雙四八」紀念。張道生和王

學到了英語。

鴻寶同學編輯出版一本《培英校園歌曲》，歌集收入了《培英中

高中三年級時，學校增設英語世界歷史和英語會話兩門

學校歌》、《流亡記》和《在白鶴洞山頭上》等。後來，又以這

課程。從美國聘來兩位教師—費希爾（FISHER）和阿德利

本歌集為內容製作了VCD唱碟。在歌集編輯和唱碟製作過程中，

（ATTLEE）。

梁老師也付出了巨大的心力。

費希爾老師教世界歷史，採用英語課本及用英語講課，採

上世紀90年代，梁老師已是80高齡古稀之年，他自學電

用美式教學方式，學生可以在課堂上自由提問。我們從他的教學

腦，用電腦寫作五線譜歌曲，上網收聽音樂。2005年《廣州日

中，提高了英語的閱讀能力。許多同學能夠將美國總統《葛底斯

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介紹梁得靈的音樂教學生涯。同年5

堡演說》全文背讀出來，並且流利用英語說出許多國家和美國各

月，美國《僑報》（中文版）轉載了這篇文章。我在紐約市《僑

州的名字。

報》上看到了這篇文章，閱讀後深受感動。現在斯人已乘黃鶴
去，但他的音樂教學求新精神、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卻留在他

費希爾老師在課堂上，曾經向我們講解了《葛底斯堡演

的眾多學子的心坎中。

說》產生的歷史背景。美國南北戰爭時，北軍和南軍於1863年
6月在賓夕凡尼亞州的葛底斯堡展開慘烈的大會戰，北軍打敗南

2008年8月10日寫於紐約市

軍，1963年11月19日，為了祭奠葛底斯堡戰役的英靈，林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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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誠、尋老友
48群社 蕭一言
高瑤冰幫我找到鄭文志的電話號碼，叫我試撥，大家都說

了過來，是講英語的，我問他：「講中文可以嗎？」對方說：

他移居美國後就失去聯繫了。自1948年畢業分開後，我們就失

「好啊！」我說：「我是培英人，你知道嗎？」他說：「當然知

去聯繫，如今，高瑤冰提供極寶貴的聯繫媒介，使我振奮。我

道啦！」我就問他：「你最熟悉誰啊？」他說：「是蕭一言。」

回到家裏，急忙撥出電話，誰知，只聽鈴響，無人接聽。第二天

天啊！我對他說：「這個電話天天打，打了十五天，卻是隔了

我再撥，第三天又試，但均如此。唯一的「希望」是電話沒有

五十七年了！終於如願以償。」

斷線，沒說錯撥，我就抓住這唯一的「希望」不放棄；第四天、
第五天、第六天……第十五天終於聽到有人拿起話筒，聲音傳

2008年10月

懷念鄭思老師與難忘的讀書會
48群社 區旦
彈指一揮間，培英群社同學高中畢業已六十周年了。當

去中山大學附屬醫院慰問參加反內戰、反饑餓的中山大學受傷的

年，我們這些年輕的同學，如今都已變成老頭子、老太太了。追

同學，開展了一系列活動。鄭老師專門帶我們讀書會的同學去中

憶往事，感慨萬千，其中最難忘的是我們的啟蒙老師鄭思以及讀

山大學找他的好友符羅飛教授，並介紹中山大學學生會的幹部與

書會的一些往事了。

我們認識，還鼓勵我們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組織。由於當時

1946年至1948年，鄭思老師擔任我們群社甲、乙兩個班

已臨近畢業，要準備高考，我們就沒有再聯繫了。

的國文老師。他教學認真，知識豐富，語言生動，對同學和藹可

當時，鄭老師沒有公開他是共產黨員的身份，而培英中學

親，從不發脾氣，深受同學的歡迎和愛戴。他是湖北人，上課是

校內的傳統民主、自由風氣較好，因此，我們的鄭老師及讀書會

講普通話，當時培英校內老師都是用廣東話講課，我學會講普通

的同學都能平平安安的學習到高中畢業，學校領導也從不作任何

話也是鄭思老師所賜的。更難得是他引導同學關心國家、社會、

干涉。

民族的前途命運。晚上，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經常到他的書房

我參加革命隊伍後，在報上得知鄭老師已是中共湖北省委

裏坐，聆聽他的教誨。他經常介紹蘇聯及解放區的文學作品給我

宣傳部副部長、湖北省文聯主席後，曾寫信向他問候，他也很快

們閱讀，還時常講解時事形勢。在鄭老師的啟發下，蔡操、王鴻

便回信了，可是以後就沒有任何音信了。很久以後才從同學們來

寶、陳鋅、李文侶、李如雪、李生培、麥煥南和我等同學便組織

信中驚悉，鄭老師因受反胡風集團運動的牽連，已含冤逝世。英

起一個讀書會，交流學習心得。後來又與真光女子中學一些同學

年早逝，十分可惜啊！雖然後來得到平反昭雪，但可惜太遲了。

聯合起來開展活動。讀書會曾專門開會學習過艾思奇寫的《大眾

敬愛的鄭思老師是我們的啟蒙老師、引路人，值得我永遠

哲學》，華崗寫的《社會發展史》，還有《新民主主義論》等。

懷念敬仰。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曾在白鶴洞小學內討論利用暑假辦平民夜校及下鄉活動等事項，
此外還與廣州市幾所中學的同學有所往來。讀書會的同學還專門

2008年9月9日

好個培英人
48群社 張道生
西分接納了我。首個最強烈的感受是：同家鄉的書塾有天淵之

序
我是個合格的培英人，擁戴信、望、愛，年已八十，體康

別，那裏充塞著單調、呆板、老土、乏味、可怕！這裏卻是活

神矍，有點專長，豁達樂觀。為人民服務半個世紀，對社會有過

潑、親切、和藹、歡笑、關愛。一進課室，充滿團隊的歡樂、團

貢獻。

結的氣氛。校裏經常有社、團活動。群社正好在我入校不久成立
的。我還是建社的活躍一員。同學間相互關懷，群磋群玩。「白

一、啟蒙

綠一家親」開始感染著我。

欣逢母校130周年大慶之時，正巧我已頤年八十！算是雙喜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裡裏，澳門被日寇控制住，人民生活困

臨門。人生征途裡裏，總懷念著白綠園地裏的十年寒窗，她把我

苦，學校積極響應社會的救濟活動。我們也開始學會關心社會，

培育成好樣的培英人。

關愛別人，「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是老師們的經常訓語，這該

我是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逃難落澳門，培英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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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香港正校遷來西分後，整個唐家花園都熱騰起來，大蓋

四、信、望、愛呵護成長

新課室。高年級還排演名劇《茶花女》，周末常有晚會，各種球

在人生歷程中，遇上某些關鍵事態，由於信、望、愛潛移

賽經常舉行。致使腦海裡裏有個明顯的概念：「培英真威風」。

默化的作用，指導了自己步入勝景。試追溯一些事件可見一斑：

又是一次白綠精神的薰陶！我越來越愛培英啊！

1、 入伍初期，政府對留用人員和出身複雜的新入伍者，都
送到「輪訓班」去，通過革命理論學習，指引各人交代

二、同甘共苦

清楚過去做過的錯事和不光彩的歷史，以求在工作中輕

我與母校有著同呼吸、共患難的親昵關係。日寇在澳門的

裝前進，不背包袱。我一踏入白綠懷抱（1938年），

騷擾，激勵了師生們同仇敵愾，積極響應當時政府的號召，返內

李貞明老師賜給了我精闢題詞：「白是純潔喻守道，綠

地辦學，表明了支持抗戰到底的雄心壯志。我有幸同一班白綠兒

乃青春即永生。」是這個信念，指導著我一生。這也是

女、由傅校長提攜返內地，在曲江得到基督教青年會王汝敦校友

我能夠很直率，無顧慮地將自己過去替家庭做過損害人

支持，在會址裡裏辦學，讓白綠旗幟在粵北戰區高高飄揚！

民的錯事，以及在工作初期貪過小便宜的過失全都交代

在烽煙四起的戰局中，銘心難忘地感覺「培英一家親」的

清楚，結果我能重返工作單位。

濃厚氛圍。不幸，會址被炸毀，我們陷入了學業中斷的困境！全
賴傅校長奔走求援於校友，很快得到司徒燊校友慷慨解囊，贈送

2、 經過培英的十年信、望、愛感染，自然地孕育了自己的

30多萬元，買下了佔地寬廣，有多棟廠房的被服廠，讓白綠旗

信念，有自己的生活目的。在我迷茫煩惱時，就會反

幟更燦爛地屹立在東河壩，教我怎能不熱愛培英！更深刻的一點

省。有了正確的想法，提升了自己的價值觀，找到了正

讓師生們同母校倍感存亡與共的血肉親情！白綠精神更濃，一家

確的定位。我變得輕鬆愉快了，不再為名為利而苦惱。

親的情結更牢。促使每個學子更用心求知，虛心受教。這一切的

而是心情舒暢，精益求精在農業技術上鑽研五十個春

一切，無形的精神元素已潛移默化在學子的心靈裏。

秋，有些建樹。

1944年，日寇妄想打通粵漢線，以解救其在東南亞的敗

3、 由於個人原因，從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清理中內層」、

局，逼迫我們轉移到連縣，來自穗、港、澳和珠三角的學子，與

反胡風、三反五反，接著的反右和「文革」，每次都要

家庭中斷聯繫，一些同學想離校回家。在這緊要關頭，傅校長明

隔離審查。這種審查是長年累月，反反復復，讓人處在

確地表態：「只要有培英在，大家就能繼續求學，請大家安心下

心情沉重，煩惱無援，壓抑孤寂的狀態中。我就在心裏

來。」真實地讓同學們感到：培英，就是親愛的母校。極大地鞭

唱校園歌曲和吟頌在學校睡前聽熟了的經典樂章，心安

策著同學們熱愛這個大家庭。信、望、愛更深入腦海。

理得地熬地了過去。也抱著相信組織一定會有正確的結

在連縣雙喜山，雖是艱苦，但人人都很專心，努力學習，

論，這正是「信」的重要，又必須滿懷希望，要愛自

靜心聽課，認真做作業。大家都堅信勝利在望。這是白綠精神散

己，愛組織，愛同事。終於解決了問題。

佈的福澤。

4、 在母校建校120周年之際，校友們希望能製作校園歌曲

三、邁新途

CD，以存永久。對此，我聞風而動，積極參與。主動

抗戰勝利後，學校從連縣租用三艘大木船，沿著小北江返

承擔全部工作，我建議製作VCD，得到梁得靈老師的

回廣州。回到白鶴洞，培英咕哩頭的精神，使破爛的校舍很快被

支持，他無畏八十高齡，學會電腦，用電腦譜出各首校

修復，還新蓋了足夠的課室。母校對自己恩深情厚，自然很自覺

園歌曲的配樂（MIDI）。為了凸顯白綠精神，梁老師

地投入修復工程去募捐，所募得款項，居全校第二（第一是霍偉

要求組織校友來演唱，他強調不計較七老八十，不追求

漢），第三、第四都是群社的，名字忘了。當時我被推選為群社

水平，最重要是「培英人唱培英歌」，「原汁原味」。

社長，我熱情地鼓勵同學參與校園的修葺。值得一提的是在南樓

初時，曾想請專業單位來錄製，但開價太高，無法接

側種上二十多株紅木棉，茁壯成長。可惜經過大躍進，因被廣州

受。在梁老師和校友的鼓勵下，決定自己動手，請專業

鋼廠、廣州船廠排出的廢氣污染而枯萎了，只剩下校友樓西北側

人士幫忙。我借用了市政協的設備（錄音室、音響、舞

的那一棵。現在非常雄偉峻拔，在它挺拔55個春秋時，立了個

台、燈光……），動員組織了弼社、群社、協社和翼社

紀念碑，碑曰：「壯哉紅木棉，戰後吾儕栽，年屆五十五，雄姿

校友，組成三個小組唱。梁老師親自動員培英校友會校

迎英才。」現在它已高過校友樓，為校園一景觀。

監出錢出力，各間培英的校友、同學分別唱校歌、校旗

戰後白鶴洞的寒窗歲月，是白綠兒女邁上新途，風華正茂

歌、校訓歌、愛培英歌，最可貴還錄上了梁老師的精心

的高中時段，中國往何處去？大家都在憂國憂民。當局腐敗、

大作《流亡曲》。

沒落；社會進步呼聲日趨高昂，沁人心脾。在班裡裏有進步讀
書小組，啟發同學們嚮往光明；學校裏又能讀到進步書刊《新觀
察》，讓我們窺見正確的方向，對祖國光明前途初具信心。同學

回顧一切，我自感欣慰，不枉培英白綠精神的薰陶，說得

們都有自己的期望，啟發自己認真求學成才，彼此相親相愛地渡

上是個「好樣的」，心滿意足了。

過迷茫—求知—嚮往的棘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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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戊子年1948培英畢業
48群社 梁文森
戊子回頭60年，培英中學畢業，迄今整整60年了。這一屆

鈺，譚振樵和我來自開平一中，人笑鄉下仔老土，以後又曾是大

群社同窗九十餘人，我有幸是其中的一員，且跨21世紀，與屆

學同學，我與鈺哥朝夕相處如兄弟，參加工作後，兩地靠電話聯

耄耋之年仍然健在的其他學友，一起走上「隨心所欲，不逾矩」

繫；他倆先後移民美加，彼此思念不已！1980年我以中國經濟

的境界，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學家代表團成員訪美一個月，期間振樵曾專程從蒙特利爾飛紐

廣州培英校門塔樓屹立於白鶴洞，成為標誌，校園地處郊

約聚舊；時移居紐約的吳國榮，則驅車來賓館接我到他家盛情款

區，遠離鬧巿，與城區隔江相望，環境優美，清靜幽雅，宜於沉

待，可惜他這位高材生英年早逝。訪美此行我還託鄒讜教授尋找

心讀書。校風白綠精神與刻苦耐勞的培英「咕哩頭」風骨，兼容

同寢室的同學劉煥明未果，引以為憾！煥明曾多次寫信到北大給

並包，薰陶之下，氣質學子輩出。雖說教會辦校，然進步思想傳

我呢。而在京與多才多藝的林玉堂則常見，他還教我女兒提琴，

播仍突圍。那時抗日戰爭勝利剛不久，百廢俱與，校舍簡陋，如

其古典文學造詣，令人驚嘆！我來深後，還相互以文會友。

簡單平房課堂，竹篷搭的大禮堂等。可慶幸走出戰亂的師生，包

1984年我到深圳工作以來，與群社的張道生、王鴻寶、伍

括我自己，已非常珍惜這裏的每一機遇了。回想生於亂世的我們

福恩等常聯繫，又參與群社和母校一些活動。值得回味的，如上

這一代，走過的路真不容易。

世紀80年代打開國門改革，恢復培英校名，我和一些同學參加

我愛在校時師教友掖學，助我長進。時任校長的傅世仕，

了其中一次校慶活動，銀行家霍偉漢捐贈了一筆教育基金，為群

出身燕京大學，辦學有方，延攬優質師資，包括來自美國的英

社增輝；1996年，群社在深圳舉行規模較大的活動，高熾昌、

語史地教師：如國內的數學老師陳光遠、蘇道榮，把乏味的數學

黎有才、李業為、林肖湘、霍偉漢、黎鈞衍、蕭一言、勞泉輝、

講活了，有趣的演繹歸納演算吸引人；學識淵博的化學老師譚嘉

陳創基等美加港澳同學來了；名師梁得靈與焉，引領高吭培英校

森，講起課和做化學實驗，都讓你感到新奇；思想進步的語文老

歌，聲聞於天，興奮之情，可以想見！偉漢還盛宴同學，實是群

師鄭思，不僅對我們多有啟迪，更是我這老廣學「北方話」的啟

社活動一次高潮。萬萬沒有想到，偉漢於1997年與世永訣了。

蒙者，在其鼓勵下，我幸運地獲全省中學論文比賽第一名獎。

每念及他在港深對我的深情厚待，忍不住黯然淚下！1998年群

在校時，與同學區旦、李文侶、蔡操等思想傾向，談得

社歸寧，我送拙著《梁文森選集》予校圖書館，算是向母校回

來，關心國家大事，我參加過進步的讀書會和廣州「反內戰、反

報！2003年相聚參觀培英分校，暢遊甚歡。

饑餓」示威遊行。畢業後同學中不乏參加革命隊伍者，然解放後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多少同窗，多少往事，雖珍視卻無法

走過的路也坎坷，直至改革開放才露曙光。

盡錄。唯祝願同學們健康長壽，優哉游哉，頤養天年！

1948年我選擇圓大學夢，入金大，次年轉北大，畢業再讀
人大研究生，分配到中科院。在京時與燕大王鴻寶、蔡操及清華

2008年10月14日

陳儼梅，北師大簡文光、陳鋅等間有聚會，令人難忘！同學張金

往事如煙
48群社 陳榮岳
童笛隊、管弦樂隊及聖樂團。此外我又被容慕韻老師接受學彈鋼

彈指一揮間，一個甲子已成過去。想當年求學的日子，多

琴，我非常感謝和佩服梁得靈老師，是他把我們帶進了音樂的殿

少事，欲說還休，一切都成了追憶的往事了。

堂。他奉獻一生的精力、時間，日以繼夜地為音樂教育辛勤勞

記得1945年我隨父親由重慶返抵廣州，當時正值三秋九

動，我們一班莘莘學子真受益不淺，終生受用。

月。學校秋季始業的時候，我和弟弟榮廣、妹妹勵強一起成為培
英的學生。在重慶我剛剛完成初中學業，所以我必須到白鶴洞去

記得我參加銀樂隊的一個小插曲，當日我準時到富爾敦堂

寄宿上學。多年來流離失所的逃難生活，終於結束了。現在得以

上學一節課，一步踏進課堂，令我大吃一驚，我竟然是最後一人

平平安安地在一個地方，一間學校讀書上學，心中的喜悅，如今

進入課室，原來各個人都選領了樂器，我向梁老師報到，他對我

真難以筆墨形容。我在白鶴洞培英的三年，真是過得十分精彩，

說只剩下一件樂器讓我去領取，那是一枝伸縮喇叭，它單獨地倚

終生難忘。

在牆角，等待著我去領取它。梁老師已經看透了我的心思，他半

我自幼喜歡唱歌，喜歡音樂，可是從未受過正規的音樂教

開玩笑地對我說吹伸縮喇叭沒有甚麼不好，他接著說銀樂隊沒有

育。在培英的三年，得以如願以償。我先學會看五線譜，此後

吹伸縮喇叭的人，就不成銀樂隊了，而且每次上台表演時，你一

我安排任何可以安排的時間，參加了學校的合唱團、銀樂隊、牧

定安排坐著最前面，上街吹奏進行曲時，你又總是站在最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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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社六十周年特輯
因為誰都害怕被你的伸縮喇叭打中脊梁骨（全班大笑）。我也只

不讓自己浪費一分一秒。

好笑嘻嘻地拿起伸縮喇叭而且和它相伴了三年。高中二年、三年

珍惜這三年的高中生活，我忙得不亦樂乎，但我心甘情

間，我還抽出一些時間，到培真小學作義務教師。我教的是小學

願，而且十分滿足，不枉此生。

一年級還兼任體育教師，做了一回孩子王。我更抽出一點中午時
間參加汪樹宗老師的打字班，學會了打字。總之我真是從早到晚

2008年10月

我所知道的澳門培英學校（1938-1945）
澳門從來沒有培英澳門分校
48群社 王鴻寶
此我想從我的經歷說明抗戰期間在澳門培英西關分校與培英正校

1937年廣州淪陷，廣州培英西關分校從多寶路遷至澳門雅

的關係：

廉訪唐家花園。而廣州培英中學（白鶴洞正校）則遷至香港。

1. 西關分校（1937）首先從廣州遷到澳門唐家花園，設

我是1938年在澳門入讀培英西關分校，當時名稱是廣州培

有幼稚園、小學部、初中部。校主任為區茂泮。

英中學西關分校。西關分校沒有校長，只有校主任。當時校主任
是區茂泮、訓育主任王恒、總務主任蔡先生（名字記不清）。

2. 1940年香港淪陷後，香港培英正校遷至澳門與西關分

1938年我入讀小學三年級時，班主任是謝文思，到四年級

校合併，此時校長為劉繼祖，校主任為余日森，學校設

時班主任是吳鳳英。

有幼稚園、小學部、初中部和高中部。

1940年香港淪陷後，在香港的廣州培英中學從香港遷至澳

3. 1941年傅世仕奉命北上，廣州培英中學（正校）在曲

門，與培英西關分校合併，此時便有了校長。當時校長是劉繼

江開學復校，後因戰事遷至連縣雙喜山。

祖、校主任余日森、訓育主任王恆。從香港轉來的老師記得有劉
繼祖教代數、幾何；傅世仕、李貞明教國文；陳嘉猷教美術、劉

4. 1945年抗戰勝利，澳門培英西關分校由余日森主任帶

群興教勞作、何磊教美術、蘇道榮教數學、陳思齊教國文。西關

領全校師生回到廣州多寶路西關分校。

分校的老師有：黃受照教化學、湯卓元教國文、余日森教生物、

5. 1945年抗戰勝利，連縣培英正校由傅世仕帶領全校師

吳鳳英教英文、李朝炷教體育。當時我是小學生，只記得教過我

生回到廣州白鶴洞正校。

的老師。時過境遷，有許多情況已淡忘了，如有知情的校友請補

6. 1945年下半年，廣州培英西關分校正式開學，設有小

充和指正。此時學校設有幼稚園、小學部、初中部和高中部。

學部、初中部，校主任為胡俊彬。

1941年廣州培英中學（正校）在傅世仕領導下由澳門北上
曲江復校，其後因戰事輾轉至連縣。

7. 1945年下半年，廣州培英中學（正校）在白鶴洞正式

張道生和我是西關分校小學三年級同學。1941年他隨傅世

開學，設有高中部，校長為傅世仕。

仕校長北上曲江復校。

8. 近幾年來我多次到澳門舊地重遊，原來的唐家花園已成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日寇投降。澳門培英以西關分

為天主教修道院，而在雅廉訪大馬路確實有一所小學名

校校主任余日森帶隊包了一個船，從水路率領全體師生回到廣州

為「培英學校」，但在1945年前的確沒有此校，此校

多寶路西關分校。這比傅世仕校長包船率領全校師生從連縣回到

與白鶴洞培英正校及西關分校都沒有任何關係。

白鶴洞正校早一個多月。我是1945年初畢業（初中畢業證書存
廣州培英校史館），理應入讀白鶴洞培英正校。當時白鶴洞正校

現在群社的澳門同學尚健在的有：廣州有張道生、王鴻

卻是頹垣斷壁，千瘡百孔，急需修繕才能復課。我在多寶路西關

寶、陳式媃、曹綉虎。香港有劉秉銘、勞泉輝。澳洲有劉敏強

分校住了一個多月才到白鶴洞開學上課。

（劉繼祖之子）、鄭潤生、鄭潤明。加拿大有何崇源。

1938至1945期間，培英在澳門辦學，在經濟上遇到多次

有關澳門培英歷史的文章請參看1996年由傅世仕校長題詞

困難。據我所知，都是得到當時在澳門行醫的校友、校董王德光

的《培英群社雙48盛會紀念冊》中的兩篇文章《澳門培英群社

醫生大力支持。

記事》及《群社，翱翔五十五個春秋》。

前幾年我們群社同學在校史館看到有「澳門分校」（19371945），但無具體說明，還有人說現在澳門還有培英學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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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著走下去 精彩向前奔
記西關培英老三屆「風雨蹉跎 笑對人生」主題聚會
西關培英校友會通訊員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艷陽高照，天氣爽朗，西關培英

四位校友主持，從相互問與答道出西關培英老三屆校友在學校時

中學（原29中）老三屆校友在北京路名盛廣場八樓的尊尚食府

有四十個班，二千零八十二個同學，而參加今次聚會的有七百多

國際宴會廳舉行2008「風雨蹉跎 笑對人生」聚會。

個同學。

上午十時，校友們臉帶喜悅地來到，華堂吊燈光輝璀燦，

介紹出席聚會的領導嘉賓有培英校友聯會主席李華斌，培

舞台上一幅長14米多，高7米多的背景幕上寫著「……老三屆

英校董、西關培英校友會名譽主席陳宜，校長劉國銘，副校長黃

2008『風雨蹉跎 笑對人生』主題聚會……」幕上底圖是紅棉

小紅、黃夢華，西關培英校友會主席溫榮錦，西關培英香港校友

在藍天下盛放，下面橫列排多幅老照片，正如聚會籌委何揚校友

會會長林加茜，63蔚社校友、省政協常委、戰士歌舞團前女高

所說，藍天代表老三屆校友純潔和寬廣開朗心境，紅棉怒放寓示

音歌唱家鄭湘娟，72建社校友、廣東電視台節目主持鄭達，老

廣州美好春天，下方老照片翻開老三屆校友難忘的記憶和寶貴的

三屆校友、省茶葉進出口公司董事長穆有為，廣州外語外貿大學

生活里程。

副校長董小麟。

老三屆校友聚會始於1988年，至今已是第十一次，是日筵

在劉國銘校長及陳宜

開七十五席，校友們拿到水晶紀念座或雨傘和「風雨蹉跎 笑

校董分別致辭後，四位司儀

對人生」紀念離別母校四十周年專刊。在坐校友有久別談心，

齊朗誦：「回憶過去所走的

有關心問候，有翻看紀念專刊；刊內有撰寫對聯：「師生歡欣

路，我們歡笑聲中帶淚花。

賀大慶四十 國家和諧享盛世百年」，並刊登67駝社謝煒如的

下面請看《風雨蹉跎 笑對

多媒體短片朗誦詞「風雨

人生— 尋夢老三屆》老照

蹉跎 笑對人生— 尋夢

片，分五章節展播出來」。

老三屆」，69同社麥蒔

大堂的燈光轉暗下來，老三

龍的「紅衞輪的那一聲汽

屆的照片投影在徐徐降下的

笛」、70德社鄒卿的「秋

大布幕上，並配有67駝社校

收時節」、駱少偉的「翻

友、廣州大學中文系教授謝

開你的相— 奉獻給老三

煒如撰寫的多媒體短片朗誦 劉國銘校長致辭

屆朋友們」、69同社謝紅

詞：

兵「我的1976：進京為

「序曲：離別母校，

毛主席守靈」，還有70德

走向了變幻莫測的大千世界

社美籍華裔世界著名作曲

……四十載歷史風雲有多少

家陳怡女士簡介和本次活

變幻沉浮？四十年的人間俗

動贊助表及《同一首歌》

世有幾多悲歡離合？秋月春

歌詞。專刊雖祗有廿一頁，但詩、詞、文、聯內容多元化，可讀

風等閒度，白了少年頭……

性高，紀念性大，真是一本那個時代的歷史記憶，同學校友的心

人生如夢，夢如人生……十

跡記錄。

數載蹉跎歲月，就像一場場

宴席上，有一群穿著黃外套，年紀約六、七十歲的來賓，

幽幽遠遠的夢境……一張張

他們是老三屆校友請來的海南保亭縣新政農場三十多位原農場老

發黃的老照片就是一個個五

職工。黃璐校友等一批同學到該農場與職工種下深厚情誼，由於

顏六色的夢，譜成了一曲夢 陳宜校董致辭
的交響樂……」

很多是初到廣州，再見面擔心老職工走失而獲贈穿上統一外套，

「第一樂章：學生時代，夢裡依稀，那是一個純真的年代

辨認照顧。

……母校的舊顏和學生生活已經隨著那個年代一去不復返了，留

坐席上還有來自美國的余超儀、陳婉琪伉儷，黃樹棻、胡

下的只有夢境和記憶。」

肖珊伉儷，吳啟賢伉儷和阮麗珍、李小聰、陳敏青、馮葆怡……

「第二樂章，青春流放，歲月蹉跎……最眷念的是青春中

等十多人，香港、澳門卅多人，挪威的陳光正、李小玲伉儷，還

的痛苦與歡樂，它像夢一樣……『青春的歲月像條河，歲月的河

有加拿大李玉嬋等老三屆校友。

流會唱歌，一支撥動心弦的歌，一支難以忘懷的歌』……」

十一時，聚會開始，由羅可江、李玉英、張凌雲、趙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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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會嘉賓合照

四位老三屆校友司儀

「第三樂章：非常時代，非常健美……美就是生活，生活

晚宴也隨著歌舞演出而開始，老三屆校友分會會長謝煒如

就是美……熱愛生活的人一定會追求健與美……讓我們一起去尋

及顧問馮啟莊前校長、關康泰前副校長上台祝酒，和大家一起

覓逝去時代的健美之夢！」

「為友誼長存，為母校教育發展」舉杯暢飲。

「第四樂章：第二故鄉尋夢之旅，第二故鄉銘刻著我們青

68文社校

春的年輪，它帶給我們刻骨銘心的愛情、友情和歡樂……它都是

友、書法家杜秉熹

我們夢魂纏繞永生難忘的生命驛站……」

向母校敬贈了書法

「第五樂章：夢歸何處，笑對人生，這樂章分別是海南、

作品「春催桃李遍

新會、湛江、增城知青代表董小麟、葉伯鈞、蕭國紅、李旭初和

天下」。

留城代表譚妙瓊的感言。湛江知青代表蕭國紅說得好：『知青精

歡宴還進行了

神是偉大的，它激勵著我們這一代人成長，使我們更堅強，更懂

抽獎活動，以每席

得珍惜，更懂得寬恕和愛。』

12個數碼字分別

最後是「尾聲：一段段動人心魄的尋夢歷程逐漸淡去，它

獲得運動服，電話

喚醒了我們心靈深處的多少情感！……為了更好地生活……我們

卡、老照片光碟、

的共同心聲是：笑對人生！……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綠傳人攝影作品選等禮物，人人有獎，個個開心。最有意義的

老三屆精神，與你我同在！」

還是由校友聯會主席李華斌抽出十個老三屆班級，每個班獲得獎

是的，正如司儀說：「看完同學的老照片，個個心情澎

杜秉熹校友向母校敬贈書法作品

金人民幣五百元，獎金是累加到班級的互助基金去，慰問有病和

湃；老照片記錄了青春、歷史和友誼。」

幫助經濟困難的校友。

文藝演出由老三屆楊堅等演出《歡聚一堂》舞蹈開始，接

謝煒如會長向籌備本屆聚會的70德社7至12班全體校友以

著大布幕上首先出現70德社12班美籍華裔世界著名作曲家陳

及提供贊助的班級和個人致謝！全體校友都為他們的熱心和團結

怡的照片和簡介，接著大屏幕放影了她創作的無伴奏合唱《春

報以熱烈掌聲。

曉》，表現了唐代

本屆活動籌委會代表、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作結辭

孟浩然的古詩《春

說：「多謝大家，今天聚會的關鍵詞是『笑』字，我們經歷了磨

曉》中春眠、啼

練，物質並不富有但精神是富裕的。希望下屆1966穎社辦得更

鳥、風雨、花落意

好，繼續我們笑對人生。」

境表達出來，很好

本屆活動籌委主任蕭國

地把詩歌與音樂交

紅把籌備活動旗標遞交給籌備

融結合在一起，在

下屆活動代表李維武後，聚會

音樂中見詩韻旋

接近尾聲，老三屆校友忙著購

律。

買《尋夢老三屆》老照片的光

文藝表演節目

63蔚社校友，女高音歌唱家鄭湘娟上台演唱了《看見你們

碟，忙著找校長、老師、找歌

格外親》、《我家就在山水間》兩首歌曲，老三屆校友伍小英等

唱家鄭湘娟、廣東電視台主播

演出形體舞《美麗的神話》、曹世景等小組唱《祖國不會忘記

鄭達一起照相留念。

我》、《今夜無眠》，穆有為等大合唱《同一首歌》。

時代在進步，生活要向前，人生道路還是要笑著走下去，
精彩的向前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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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關培英老三屆校友畢業 40 周年特稿

不變的情懷
參加「風雨蹉跎 笑對人生— 紀念離別母校四十周年」
聯誼活動有感
西關培英老三屆初一9班 鄒鴻卿
富麗堂煌的宴會廳裡，老三屆校友濟濟一堂，以班級為單

們這一代人，讓我們永遠笑對人生！短片中五位校友代表的發言

位入席就座。四十年過去了，「班級」的概念依然如故！我所在

並不是慷慨陳詞，更沒有激昂高調，卻引起了極大的共鳴，他們

的班級，我的同班同學，我們的鄰班同學，還有我們的班主任老

的話語的共同精神是「歲月蹉跎，青春無悔，熱愛生活，笑對人

師，四十年前的這一切，今天仍然那樣親切，誰說往事如煙？

生」，它撥動著我們的心弦。

燈光璀燦的舞台上，那些當年曾經活躍在學校文工團和農

仰望著那幅由藍天、紅棉、「風雨蹉跎 笑對人生」主題詞

場宣傳隊，如今早已年過半百的校友，依然舞步翩躂，歌聲嘹

和幾張老照片構成的巨大的背景板，我們的校友或許並不知道它

亮，實在令人驚嘆！我想，只要心態年輕，又何懼歲月無情！

的象徵意義，然而，它就像一道絢麗的風景線吸引著校友們。一

主題老照片短片的播映，讓多少人為之歡呼雀躍，叫多少

個班級又一個班級，一群朋友又一群朋友紛紛簇擁背景板前照相

人觸景生情，令多少人因此熱淚盈眶。朗誦解說是平靜而又深沉

留念，遲遲不願散去。此情此境之令我感慨萬分：「歲月蹉跎，

的，卻抒發了我們這一代人熱烈的情感。隨著一張張黑白老照片

年輕的你和我只有夢中才會再現，然而我們情懷不老，心中的熱

的播放，那一張張青春的面龐，那一個個年輕的體態再度呈現，

愛仍然是那麼多。我們應該自豪，因為我們都曾經付出過！我們

我們彷彿回到那些難忘的歲月。我們經歷了那一個特殊年代的洗

值得驕傲，因為我們懂得怎樣去生活！」我相信，我的此番感言

禮，青春無悔！彩色照片記錄的是知青歲月遠去而同學情誼依舊

說出了老三屆校友們的共同心聲。

的今天，那一份執著，那一份從容，那一份熱愛始終伴隨著我

別時君年少 忽現白髮頭
老三屆畢業40年主題聯誼活動感言
西關培英校友會常務理事 李祝賢
銀幕裡展現出一幅幅發黃的老照片，廣播器傳說了謝煒

只是短暫一瞬，但對於我們寶貴的人生，卻是超過了半個輩

如會長低沉、夢幻、抑揚頓挫煽情的解說，配上那個年代特

子歲月。往事恍如昨日，一步一個腳印：酸、苦、甘、辛、

殊的樂曲，把我們的思緒帶進了那蹉跎的歲月，虔誠變化莫

鹹，五味俱全。但不管是沉重坎坷，還是瀟灑飄逸；無論是

測的年代。老三屆畢業四十周年主題聯誼活動就在這奇特、

甘甜，還是苦澀，我們總算都走過來了。「笑對人生」說出

新穎的視覺、聽覺聲中開始了。九百多人的會場裡是那樣肅

了我們這一代老三屆人的心聲。四十年聚會，人數之多，氣

靜，那樣專注了，人們彷彿回到了那依稀的歲月，憧憬著那

氛之濃郁，師生共聚，朋友共鳴，載歌載舞，偉哉壯也。

個年代，那神仙般的幻想。

夕陽無限好，更喜近黃昏。「無論時代如何變遷……老

麥蒔龍同學《一聲汽笛》一文，如泣如咽。我彷彿看到

三屆精神與你我同在。」謝會長朗誦結句。師生友情長存。

了他形單隻影，徬徨哀愁站在開往海南的紅衞船上，可憐可
2008年11月10日

嘆可悲。「風雨蹉跎 笑對人生」大會主題鮮明，激勵奮發向
上。別時君年少，忽現白髮頭，四十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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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情趣
憲社北京聚情之旅
54憲社 黃景梁
視塔，該塔高300M，觀景台因是敞開式，風很大。同學們都互

引子
觀鳥巢、暢泳水立方、欣賞國家大劇院節目和感受奧運後

相手拉手，謝慧中、劉滿景哇哇地叫：「好大風」，雷錫珊則不

的北京新貌，是憲社第七次聚情之旅憧憬的主題。在潘漢松同學

作聲緊緊地挎著金先生膀子，生怕被風吹跑。從這裡可俯瞰北京

籌畫下，短短兩周便把大陸、港澳、美加和新西蘭等20位元同

城區，只見高樓林立、道路寬闊、立交橋縱橫交錯，車如流水，

學組織成行。值得一提的是葉玲珠同學，在紐約上飛機前腳脖子

其建設規模可與任何世界大城市比美，遠處的國貿大廈、中央電

扭傷，她是坐輪椅登機的；雷錫珊同學為參加這活動，臨時將機

視臺新址更是世界級的建築，北京現代化速度驚人，北京的面貌

票改期，提前出發；李兆銘同學身體不好也及時從多倫多乘飛機

日新月異。在讚歎之餘又感到有點遺憾，因為北京城牆、四合

趕到香港。憲社的凝聚力雖經風雨仍不減當年，其他社及外校朋

院、排樓等都不見了，北京城的精華—古建築、古文化大部

友也參加這次活動。

分己難尋蹤影，真是重大損失啊！如當年能聽取梁思成先生的意
見，今天的北京可能又是另一番風景了。

2008年10月25日晨，
黃景梁、劉滿景和翁啟鈞、

未名湖畔的回憶

吳英敏等四人從珠海出發。中
午蔡寶璇、潘漢松等15人從

下午我們來到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大家立即在校

香港出發，黃昏時大家相聚於

門口照相留念。北大創立於1898年，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心和

北京王府井，同學們見面非常

「五四運動」發祥地。1917年蔡元培任校長，出提「相容並

興奮，晚上在蜀國演義餐廳謝

包、思想自由」的辦學原則，使學術氣氛空前活躍，許多名人如

慧中匆匆趕到，又牽起一陣高

胡適、魯迅、陳獨秀等曾在北大任教。1952年院校調整，與燕

出發前潘漢松製作了一面旗子，旗
潮，各路人馬均到齊，好開心
上印著：憲社2008北京聚情之旅

京大學合併，從沙灘紅樓遷入燕大至今。目前北大共有43個院

啊！

系，教師2900人，學生約30000人，北大圖書館為亞洲最大，
藏書629萬冊。
北大是翁啟鈞同學母校，在他帶領下我們來到校園區未名

參觀恭王府
10月26日，眾人興致勃勃來到北京最近重開放的著名景點

湖，只見湖水清澈，遠處聳立一高塔，行人漫步於環湖的林蔭小

恭王府，它座落在前海西街，與眾多名人院宅比鄰，真乃藏龍臥

道，真是「風景這邊獨好」。舊地重遊，感觸頗多，記得1955

虎之地。它原是大貪官和珅的院宅，佔地一百多畝，由多個四合

年我第一次來北大與翁啟鈞見面，闊別一年又重逢於未名湖畔，

院及後花園組成，其中戲樓、福字碑、花園西式門是該府三絕。

好多活說不完，嘴邊還哼著《蒙矓的湖畔》一曲。隨後又邀周太

處決和珅後宅院被抄封，1852年咸豐皇帝賜給六弟恭親王，故

立、譚樹勳、伍國暖同聚，大家很開心，這好像昨天的事。而今

稱恭王府。

半個多世紀過去，樹勳已作古，我們亦年過古稀，真是歲月不留
人啊！

上午10點我們到達時已是人山人海，只見王府院落全部翻
新。導遊首先帶我們進入展覽廳，展出了王府變遷和王府文化，

培英的幾位校長如傅世仕、胡俊杉、溫金銘等也是北大(其

清代封爵制度等，可從另一角度瞭解清代的盛衰。我們團友——

實是燕大)校友，我母親、舅父、姐姐也是燕大校友。記得母親

培英名譽校友梁耀漢先生非常認真聽講解，另一團友容守信夫

曾和我談及燕大當年選出的校花被稱作「未名湖上的白天鵝」，

人，為搶鏡頭，在人群中轉來轉去，像麻雀牌的骰子一樣，她拍

如今憲社的女同學在未名湖畔流連忘返，是否也想當「未名湖上

了許多精彩照片。進入花園，開闊的人工湖及湖心亭影入眼簾，

的老天鵝」呢？

景色宜人，頗有皇家園林氣派，但人更擠擁，大家都排長龍想看

離開北大，我們又抓緊時間來到另一著名學府清華大學，

看康熙皇帝親筆「福」字碑，因時間緊迫，我們只好作罷。出門

這是雷錫珊同學的母校，可惜天色己晚，未及參觀，只在清華園

時發現少了李兆銘一人，導遊正焦急去找，他卻突然出現，真是

門口拍幾張照片便離開了。

老馬識途，我們便乘貼有培英中學憲社聚情之旅的專用旅遊巴離

天津衞

開恭王府了。

故里尋蹤

10月27日晨，我們往北京南站乘高速列車去天津，該站原
名永定門車站，一個破舊的小站，經改建已成現代化的大站，是

登電視塔有感

將來各條高速線路的起點。在候車時，我抓緊時間錄影，以備製

午飯後我們抓緊時間，登上北京最高的建築物—中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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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看才發現鳥巢的支柱甚粗，蔡寶璇姐妹、劉滿景、謝

作DVD用，進入月臺只見高速列車車頭呈流線型，車箱寬敞漂

慧中等四人都環抱不過；雷錫珊、金寶斡兩位土木工程師用專業

亮，時速高達330公里，北京到天津僅29分鐘。

眼光仔細觀察和探討支架結構，我們抓緊時間照相後即離開奔往

一出天津站，一位漂亮的女導遊正等著我們，熱情地招呼

水立方。

我們上旅遊巴，她介紹：「天津意為天子過渡之地，開發於隋
朝，為南北運河交匯處。明永樂二年，在此築城建衞，故又稱天

水立方是國家游泳中心，建築面積8萬平方米，表面採用新

津衞、津門等名。天津是李鴻章的大本營、洋務運動的基地；北

型環保材料ETFE，一種藍色半透明柔軟且堅韌的薄膜，它也是

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目前人口1100萬，是我國四

世界上最大的膜結構工程。我們進入水立方後，漂亮的國際級游

大直轄市之一。」

泳池和跳水池就在眼前，頂部為白色網狀結構，使人有回歸自然

在車上我們觀光了海河沿岸、解放橋、馬場道等景點，再

之感。劉滿景有感而發地說：「能在這兒遊游泳多美啊！」潘漢

到著名的天津古文化街。這是一條全長580米的步行街，南北口

松立即回應：「你若是『劉晶晶』當然可以！」引起大家哈哈大

各立一座大牌樓，南樓匾名為「津門故里」，北樓匾名為「沽上

笑。出泳池後又見椰樹、沙灘和人造海浪等景色，將奧運競技場

藝苑」，看後使人萌發思古之幽情。街內有近百家店鋪，大都帶

昇華為水上樂園。

有濃郁藝術氣息，古玩、字畫、碑帖、文房四寶和民間工藝品琳

葉玲珠腳傷尚未痊癒，是坐著輪椅來的，葉鴻兆先生推著

琅滿目，更以典雅多變、步移景換的風格吸引許多中外遊客。大

她，十分恩愛，其他同學怕葉先生太累亦爭著來推，她很開心，

家的「購物癮」來了，各人都有收穫，其中以蔡寶璇購買的紅布

此乃憲社聚情之旅一景也。

鞋和容太的太極劍最吸引人。
午飯品嘗著名的狗不理包子後，驅車前往南市食品街，各
式食品俱全，最有特色的是天津大麻花香脆誘人，吳英敏、羅若
珊等女士都在仔細挑選，黃兆銘等男士則視而不問。
回程時經七裡台路過天津大學門口，這是我的母校，1954
年我和劉端靜、伍仕坤、佘克志、何惋兒等同學求學於這所中國
最早的高等學府(原名北洋大學)，哪時只顧讀書，很少上街玩。
當年天津街道狹窄，除原租界外，其它地區比較破舊，這次重
遊，只見高樓林立，馬路寬闊，己不認識了，真是舊貌換新顏。
因時間緊迫，未能返母校，遺憾啊！

鳥巢、水立方—超時代建築藝術
國家大劇院

10月28日上午來到這次旅遊的重點奧運場館，我們盼望已

未能如願

久的鳥巢、水立方就在眼前。這是奧運標誌性建築，位於北京城

下午我們匆忙趕去國家大劇院參觀，它位於人大會堂西

中軸線北端兩側，是按中國傳統文化「天圓地方」的設計思想催

側，主體是橢圓球形的鋼結構建築，還有巨大的人工湖，遠看就

生，兩者相呼應，實現了傳統文化與現代建築藝術的結合。

像一個漂浮在湖上的大鳥蛋。主體建築約十萬平方米，表面兩側
採用鈦合金裝飾板，中間為玻璃幕牆切面，在陽光下特別耀眼。

鳥巢的正名為國家體育館，是個宏偉的馬鞍橢圓形鋼結

其造型新穎、超前、浪漫，別具一格。

構，建築面積25.8萬平方米，長373米、寬294米、高69米，
觀眾席91,000人。我們進入場內，參觀人數很多，據統計高峰

經過水下長廊我們進入主場館，參觀了歌劇院、戲劇場和

時每天達五六十萬人之多，運動場上展出了福娃和多個太空人模

音樂廳，三個場地按其功能各有特色，都很現代化。當中以歌劇

型。觀眾席分為紅黃藍等不同顏色，座位寬敞、舒適。

院最大，舞臺最深並有樂池，觀眾席共四層可容納2416人。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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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廳為弧形廣場，鋼結構外襯玻璃幕牆，寬敞明亮，可清楚看見
人工湖景色。我們邊走邊參觀，實在太累了，見一咖啡廳便坐下

附：日程表 (2008 年10月25至30日)

休息，蔡寶璇請大家喝咖啡和果汁，小休後又繼續前進。

10/25

上午
黃昏

從珠海及香港起程
相聚王府井

10/26

上午
中午
下午

參觀恭王府
登中央電視塔
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10/27

白天
晚上

天津遊
遊前門大街

10/28

上午
下午
晚上

參觀鳥巢、水立方
參觀國家大劇院
基輔餐廳精彩演唱

10/29

上午
下午
晚上

參觀首都博物館
香山觀紅葉
觀看雜技

我們原希望能在國家大劇院觀劇或聽音樂，但因行程緊
迫，演出時間不合，未能如願，只好等待下次來京吧。

基輔餐廳

精彩演唱

2006年秋我和大學同學到基輔餐廳就餐，並聆聽了烏克蘭
歌手的精彩演唱，印象非常深刻。這次在我和翁啟鈞極力推薦
下，蔡寶璇請大家到基輔餐廳吃俄式大餐及聽演唱。我們入座時
演唱己開始，共有三名男歌手、一名女歌手和一名手風琴手。女
歌手正在用俄文演唱我們熟識的《紅梅花開》，歌聲圓潤且帶濃
郁的俄羅斯田園風味，馬上就把我們這群對蘇聯歌曲有深厚感情
的同學吸引著了，仿佛回到五六十年前的青春年代。
大家異常興奮，疲勞頓感消失，此時翁啟鈞、謝慧中己按
奈不住，跳出來和女歌手共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曲，
謝慧中還揮動頭巾邊唱邊跳，像個孩子。歌手休息時，翁啟鈞、

10/30

返航

謝慧中又到鋼琴那裡，邊唱邊彈“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我亦來勁了，為他倆鋼琴伴奏一段。
歌手們還唱了許多熟識的歌曲，如《山楂樹》、《卡秋
沙》、《飲酒歌》等。夜己深，明天還要早起，只好依依不捨
地向歌手們告別。上了旅遊巴，郭賽嫻、劉滿景還說：「餘興未
盡，餘興未盡…… 」
10月29日我們進行最後「衝刺」，上午參觀首都博物館、
下午往香山觀紅葉、晚上看雜技表演。次日晨大部分同學返航，
憲社第七次聚情之旅在深秋情趣中結束了。

感謝蔡建中學長
蔡建中學長對此次活動十分關懷並大力支持，從訂旅行
社、旅遊路線、安排餐飲等都細緻地為我們考慮，幾乎每天來電
話瞭解情況，問大家是否滿意，他還建議我們參觀北京大學，並

鳥巢聚情

請該校黃教授親自作講解和陪同。回港當日又設豐盛午宴為眾人
洗塵，我們全體團員深表感謝。

北大留影

天津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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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凱社同學畢業55周年
53凱社 吳禮彭、龍樵孫

凱社同學畢業55周年大聚會，即席賦詞以賀。

調寄《浪淘沙》
回首六十年，白鶴山前。同窗笑語話綿綿。共說屠狼擒虎事，壯志浩然！
兩鬢雪霜添，珍重眼前。枯榮恩怨早成煙。放眼夕陽今正好，喜上眉尖！

2008年雲社活動簡記
56雲社 陳幗雄

129周年校慶與番禺旅遊
2008年是我們母校培英創校129周年。春節後，社長潘旭
光召集雲社社委會議，會上決定動員全社同學回校參加校慶活
動，並在活動結束後組織全社同學到外地旅行。會後，副社長麥
志良積極籌劃有關旅行的各項工作，社委區鴻鈞負責具體的組織
事務。
2008年4月27日上午，同學們從四面八方𣾀集到白鶴洞山
頭上，回到白綠大家庭中。校園內外學弟、學妹們列隊歡迎，到
處歡聲笑語，老同學相聚，說不完的問候，道不完的白綠情。我
們一起參加了慶祝大會，大會上，我社劉德予同學捐贈獎學金人
民幣5000元，黃榮光同學贈送科研產品「黃氏達摩油」一箱，
雲社同學於寶墨園合照

以表達對母校感激之情。會後，我們一起在校園內漫步，並拍攝
留念。
中午，我社同學在廣鋼大廈餐廳聚餐，筵開七席。教我們

覽南沙天后宮，那天剛好是農曆三月二十三，天后誕，南沙天后

化學的何柏池老師專程從香港回來參加我們的活動。餐後乘車

宮慶，故供奉者眾，香火更旺。南沙天后宮依山望海而建，莊

前往我們的旅遊目的地—番禺。下午，我們興致勃勃來到寶

嚴肅穆。建築的特點集北京故宮的風格和南京中山陵的氣勢於一

墨園，園內景點甚多，有寶墨堂、聚寶閣、觀景樓、趙泰來藏品

體，其規模是現今世界同類建築之最。天后聖像高達14.5米，屹

館、紫洞舫、龍圖館以及被列入世界吉尼斯之最的瓷塑浮雕《清

立在天后宮廣場上。四周綠樹婆娑，繁花吐豔。拾級而上，登上

明上河圖》、巨型磚雕《吐豔和鳴壁》等等，雖然許多同學已曾

八層高的南嶺塔，可俯瞰欣賞南沙全景，還能遠眺虎門大橋，是

遊覽寶墨園，但嶺南園林的秀麗風光仍使同學們心曠神怡，留連

天后宮一個極好的景點。午餐後我們乘車回穗，一次愉快的親情

忘返，回味無窮。晚上在番禺蓮花度假山莊住宿。28日我們遊

旅遊結束了。

秋季茶聚
秋天了，雲社社委會組織同學們參加08年培英校友秋季茶
聚，11月30日下午同學們從四面八方來到位於花地大道的東海
灣酒家，我社同學佔有五席。秋季茶聚給同學們提供了又一個相
聚重逢的好機會，不但同班、同級的同學相見，還能拜訪相熟的
學兄、學弟們，熱鬧非凡。席間，一位我們並不認識的年輕學妹
來訪，原來她是西關培英的校友潘恩濤，也是來參加秋聚的，我
班的潘漢真同學是她的姑姐，她要給我們拍個照，以便發送給遠
在上海的姑姐，讓她也一起感受培英秋聚的熱鬧氣氛。我們被潘
恩濤妹妹的精神所感動，真是白綠兒女心連心啊！
雲社同學於廣州培英校園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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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七十古來稀 晚晴無限秋正濃
小記雲社乙班校友活動
56雲社 潘鈞烈
五十多年前在培英中學雲社結下的同窗之誼，使我們畢生

熱，幸虧張森君早已探路，順利到達目的地——天驕華庭。而此

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時，擔憂之心卻浮起來了。

在不尋常的2008年，我們雲社乙班同學也交織著許多難忘

門開，夢鎏及夫人出來了，見夢鎏氣色尚好，行走緩慢而

的活動。在迎春歡宴中，在每月至少一次的茶聚中，交流著彼此

穩健，大家把心放下來了。問候聲、笑聲在寬敞明亮的家居中響

的所見所聞和生活理念，表達互相的關懷及對疾病的鬥爭。下面

起。我們關切詢問夢鎏的身體狀況，飲食起居……，得知他身體

介紹一些活動：

正在慢慢康復中，在家中得到良好的照料。陳幗雄介紹了一些保
健養生方面的知識，大家分別介紹了我們以及許多同學的近況及

探望李瑞昌同學

對夢鎏的掛念。中午去近處的餐館繼續歡談。夢鎏要盡地主之

不經不覺中，我們步入了老年，儘管有些無奈，一些同學

誼，自然被張森「快手快腳」搞惦了。

也住進了老人院。李瑞昌同學多方考慮，於08年初住進了老人

到了分手的時候了，我們多次握手，多聲「保重」後才依

院。而在07年底他入住前我們10多位同學，包括香港張森、

依不捨地告別……夢鎏同學戰勝疾病的樂觀精神，給我們留下了

馮騰達，佛山葉頌誠、黃碧芳，廣州何映嫦、陳幗雄、霍啟聯、

深刻的印象。

楊秀霞、潘鈞烈、胡從文等等在大同酒家與李瑞昌及兒子一起茶

祝壽

聚談心，希望他以愉快的心情進入新環境。入院前後，何映嫦等
同學多次與其家人聯繫、協助。

人生七十古來稀，晚晴無限秋正濃，後一句是筆者加的。

1月6日，李瑞昌入住不久，10多位同學來到老人院探望李

1956年高中畢業至今，50多年了，由少年變成白髮老翁老嫗，

瑞昌，實地瞭解老人院環境及管理、生活情況，然後在他兒子的

故大家相聚時，不免多有感慨。

陪同下，一起到不遠處的竹溪酒家共進午餐，並由霍啟聯搶先

感慨是感慨，大家還是很高興。畢竟，國家、社會比50多

「埋單」。整天，李瑞昌興奮的心情溢於言表。

年前發展、進步了，大家都珍惜今天，過好每一天。

正月初五，大家牽掛著李瑞昌的身體、生活狀況，在我班

為此，我們每年都舉行祝壽活動。

同學新春團拜之後，十多位同學又來到老人院向李瑞昌拜年，轉

先是在2004年的農曆六月二十二日，為我們當年的班主

達全體同學的良好祝願。

任、深受我們敬愛的張傳聖老師祝賀八十大壽。大家在酒樓共聚

以後每當我們有較大型的全班活動，我們都不忘請李瑞昌

一堂，回憶張老師教導我們的往事，共用美味佳餚及生日蛋糕。

參加。08年6月29日為70歲同學祝壽時，09年春節年初五春

接著從2005年起，都輪著按年為當年滿70周歲的同學祝

宴，我們都請李瑞昌在兒女陪同下來參加，表達了大家的依依深

壽，為他們擺壽宴共賀。壽宴雖無高級的山珍海味，也無仙丹神

情。

釀，然而也是豐盛可口，壽麵壽桃俱全。大家都懷真誠之心前來
何映嫦同學，也在大家，特別是胡從文、陳幗雄、黃康

祝賀。

寧、潘雪儀、黃碧芳、莫楚娟、盧綺薇等等同學關心幫助下住進
了頤老院。她身體雖多有不適，由於精神的頑強和樂觀，一直經
常參加和組織我們同學的各種活動，關心病中的同學。是一顆永
不知疲倦、青春依舊、魅力四射的明星。

探訪何夢鎏同學
近幾年從電話中就得知常住深圳的何夢鎏同學身體欠安，
曾住醫院治療，出院後仍未完全康復，在與疾病不斷抗爭中。大
家早有探視慰問之心，然而要集得多人同時出行，也非易事，畢
竟我們也老矣。
2008年5月12日，決定兵分三路出行。當天，張森從香港
來，潘鈞烈、楊秀霞先到深圳探親後前往，陳幗雄、莫楚娟從廣
州前往，考慮到許多同學可能多有不便，並未通知更多的同學
（後來有同學對此還有些意見）。
2008年6月29日為70歲同學祝壽

三路人馬在深圳「世界之窗」地鐵站旁集合，乘公共汽車
向南山進發。下車後仍有好一段路走，此時驕陽當空，天氣頗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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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陵園花團錦簇，人聲鼎沸，大家在金牛賀歲的各個場

08年6月29日，在中山八路小菜王餐廳二樓，輪到為1938

景中，在鮮花翠竹前留下了美好的身影。

年出生的同學祝壽了。當年出生的同學曾常禮、馮騰達、盧綺
薇、李華敏、潘鈞烈等「壽星」到了。曾常禮和夫人、馮騰達

中午12時許，大家來到了東興順酒家二樓上海廳，李瑞昌

和夫人都是從香港專程來的，前來祝壽的還有李華敏的夫婿羅

在兒子陪同下到了，李華敏和夫君，胡從文、張森、陶寶裕、區

永良，潘鈞烈的夫人楊秀霞、從香港來的黃文中，從深圳來的張

鴻鈞、關世榮、蘇桂松等同學也到了，廳內氣氛更加熱烈，大家

森、梁有恆，從佛山來的葉頌誠、黃碧芳，以及廣州的霍啟聯、

關切地交流著身體的近況和國內外的資訊。

方奕蝦、蘇桂松、何國鈞、龔振聲、胡從文、陳滾堂、何映嫦、

在我們歡聚的同時，也傳達了我們的班主任張傳聖老師和

莫楚娟、區鴻鈞、潘雪儀、黃康寧、關世榮、李瑞昌、戚秀明、

外地同學們的問候和良好祝願，順德的范廣超、上海的潘漢真、

岑惠如和陳幗雄。大家回憶著數十年前的往事，交談著兒孫的成

天津的馬秀超、福州的李伯銓、深圳的何夢鎏、江門的盧綺嫻和

長，交流著身體情況與保健，談論著全國的抗震救災……

盧綺薇姐妹、新西蘭的陸添勝、美國的李錦紅和方元亨、澳洲的

大家頻頻舉杯，為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國泰民安，

曾素嫻等，此前都分別通過電話、賀卡、電郵向大家拜年，馬秀

乾杯！熱烈的氣氛，親切的話語，恍如又回到了五十多年前……

超還寄來了精心抄寫的老子的清靜經，陸添勝和李錦紅分別介紹
了在新西蘭和美國華人社團春節茶聚的簡況……引起了大家一陣

慰問莫楚娟同學

陣的歡笑聲。大家共同祝願牛年快樂。

探望、慰問患病的同學的活動，幾乎每年都有。08年11月

熱愛生活，享受大自然，享受友情

29日，培英校友秋聚的前一天，陳幗雄從電話中得知莫楚娟同
學有病跌倒，甚為關切。所幸楚娟乃醫護之家，又住在中山醫住

我們年事已高，更加熱愛生活。一些同學年輕時雖已在不

宅區內，得以及時救治方無大礙。

同的學校學習，現又到老人大學學習，成了新階段的同學。葉頌

秋聚當天，同學們得知此況後，都很關心。餐後，當即由

誠潛心學習、鑽研攝影和電腦，常參加旅遊並在旅遊中拍攝大自

陳幗雄帶路，李禮中、張森、陶寶裕夫婦、岑惠如、潘雪儀、黃

然風光及名勝古跡、花草樹木，常有佳作在佛山影展上展出，是

康寧，以及凱社陳兆機、胡從文兩位學長一起前往慰問。見楚娟

我們各項活動中的攝影師，為我們寶貴的人生聚會留下精彩的瞬

神色尚好，大家放心了。關心的話，囑咐的話也說過多遍了，才

間。陳幗雄在老人大學學習中醫保健、養生，在同學聚會時經常

和楚娟以及她的家人告別。

交流學習心得，介紹一些簡單易行的保健方法和知識。盧綺薇這

到了12月26日，楚娟已基本康復，幾能正常活動了。何映

幾年學過舞蹈和音樂，最近還學習電腦。霍啟聯學習歷史、英語

嫦、陳幗雄、潘雪儀、岑惠如、潘鈞烈和楊秀霞等多位同學，再

和中醫。潘鈞烈學習過唱歌、攝影和電腦，參加過老人合唱團。

次前往楚娟家中探望，並在中山醫院區內餐廳茶聚，共為楚娟恢

張森在香港和深圳努力學習唱歌，水準飛速提高。

復健康而高興和祝福。

我們的友情活動是經常的，如果說，每月一次的茶聚是潺
潺不斷的溪水，那麼，外地回來的同學會聚就像是激流衝浪般

牛年春節歡聚

熱烈奔放。08年1月何業樅從宜昌回來，9月陳兆機學長從加拿

春節是歡樂的節日，是充滿希望的節日，我們每年春節都

大回國，10月潘漢真夫婦從上海回來探親，11月李禮中、陳慧

舉行迎春團拜和歡聚，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大年初五上午，廣州

玉夫婦從澳洲回國探親，都與我們熱情相聚，帶給我們豐富的資

告別了陰天，天氣晴朗。葉頌誠、黃碧芳夫婦一早就從佛山趕到

訊，在我們中掀起一朵朵浪花，正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廣州起義烈士陵園正門內廣場，接著，李禮中、陳慧玉夫婦、霍

乎！

啟聯、何國鈞、岑惠如、莫楚娟、馮騰達夫婦、潘鈞烈、楊秀霞

儘管身體、家庭、經濟條件各不相同，但仍有許多同學鍾

夫婦，區鴻鈞，何映嫦，陳幗雄，黃康寧，潘雪儀，戚秀明……

愛旅遊，親近大自然。何映嫦、區鴻鈞經常組織策劃，張森、馮

也來了，大家互相祝賀新春。

騰達、葉頌誠、黃碧芳、莫楚娟、潘雪儀、黃康寧、李家仁、盧
綺薇、陳幗雄等積極參加。08年組織了西樵山、從化旅遊4次，
參加了雲社統一組織的遊寶墨園、南沙天后宮旅遊。李禮中、陳
慧玉同學11月剛從澳洲回穗，就熱切地參加了兩次活動。在青
山綠水旁，藍天白雲下，樓閣宮闕之中，留下了我們的身影和對
生活的熱愛。
在休閒漫步、欣賞自然的同時，自然也少不了四方城上的
搏奕與喧笑。不過，不論戰鬥的結果如何，都使大家得到愉悅的
享受，並使外出的旅遊活動長盛不衰。

2009年1月30日年初五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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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老年須盡歡
雲社丁班活動小記
56雲社 羅寶漢
「人生得意須盡歡」李白《將進酒》名句，我借用之改為
「人到老年須盡歡」。我們是1953年到1956年就讀於廣州白
鶴洞山頂培英中學高中畢業的已年逾七旬的老校友，稚年同窗，
皓首相聚，幸甚！幸甚！重溫昔日朝夕相處，同窗共讀的美好時
光，乃人生一樂事也。每相逢很開心，真是「心寬能增壽，德厚
可延年」啊！我們在廣州的楊潔儀、羅寶漢、吳漢良、梁樹強、
羅啟沛、胡景坤、池元浩（在北京同仁醫院工作的池元偉之胞

雲社校友江灣大酒店夏季歡聚集
前排左起：周吉昌、劉德予、羅鼎輝、池元浩
後排左起：陳幗雄、羅寶漢、羅啟沛、梁樹強、呂澳生、蕭權堯、
胡景坤、吳漢良

弟）、旅英的劉德予、羅鼎輝伉儷、香港行醫的李寶光等同學與
兄弟班的周吉昌、呂澳生伉儷、潘鈞烈、楊秀霞伉儷、陳幗雄、
黃康寧、潘佩秋、潘雪儀、李家仁等常有聚會，現把近年歡聚小
記一下，以求友聲。

歲末食「團年飯」的歡聚，增強人生樂趣

以校慶為主題的歡聚，熱愛培英母校，增進同窗
情誼

農曆十二月廿七（2009年1月22日）德予、鼎輝從香港回
穗「過年」，設宴與同窗好友提前食「團年飯」，共祝好運連
年，一樂也！

我們在2008年4月8日於廣州沿江中路「江灣大酒店」與兄
弟班的好友飲茶歡聚，德予伉儷熱情參加，彼此開懷暢聚。4月
27日我們積極參加母校129周年校慶慶典活動，我們還參加了
級社組織的在廣鋼大廈的聚餐和去番禺「寶墨園」的旅遊活動，
真是樂也融融，十分開心。

劉德予、羅鼎輝伉儷宴請雲社校友食「團年飯」
前排左起：羅寶漢、陳幗雄、潘佩秋、羅鼎輝、呂澳生、潘雪儀、黃康寧
後排左起：梁樹強、吳漢良、李家仁、劉德予、周吉昌、池元浩

穗、港、京、英四地校友「新春團拜」的歡聚，
「四海之內，白綠一家」
己丑年新春正月初五（2009年1月30日）我們在穗的丁班
校友與在港行醫的李寶光校友，旅英的劉德予、羅鼎輝伉儷，池
元浩與兄弟班的周吉昌、呂澳生伉儷在廣州江灣大酒店春茗「團
拜」，互祝新春快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友誼地久天長。
四海之內

白綠一家

培英校友

健康長壽
2009.3.10

雲社校友參加母校129周年校慶活動在校友樓「雲社鐘聲」前合照

回國探親的歡聚，增進同窗友誼
德予、鼎輝伉儷先後於2008年6月16日和11月21日在文
昌北路廣州酒家宴請雲社同窗，為我們提供了歡聚的平台，增進

雲社校友「新春團拜」
前排左起：羅寶漢、楊潔儀、劉德予、羅鼎輝、呂澳生、
後排左起：池元浩、梁樹強、羅啟沛、吳漢良、李寶光、胡景坤、周吉昌

同窗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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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參加慶祝廣州培英中學一百二十九周年慶典花絮
57成社 李錦深
一、成社回校參加129

四、參加了慶祝活動

周年慶典人數達160人之

之後大家雲集「成社園」攝

多，繼去年128周年參加人

了一張「全家福」，以作留

數之後又一個高潮，並於海

念！

鮮酒家共進午餐。

五、這次聚餐是在詳和

二、參加的校友來自海

的氣氛中進行，司徒宏榮譽

內外、香港、深圳蛇口、肇

社長和李廣漢榮譽社長偕同

慶、佛山、海南……特別是

社長、副社長們到各席頻頻

畢業後第一次回校，參加慶

成社同學在成社園大合照

舉杯慶賀，祝願大家幸福、

祝活動的有專程從荷蘭回來的劉安茂伉儷、從香港回來參加的彭

健康長壽，明年大慶組織更多的校友回來。席間司徒宏學兄即席

彬同學、香港獅子協會終身主席李堂龍同學，還有專程從海口回

捐贈3000人民幣作為聚餐的補助，大家都非常感謝！

來的劉連生同學等等。

六、對到會者頒發了成社畢業五十周年紀念冊。

三、司徒宏榮譽社長偕同秘書王偉明小姐，因公務正身在

七、十三班的19位同學在「成社園」合照後，就由前廣鋼

番禺，但一知道消息後從番禺趕回學校，並上台頒發了去年高考

廠長彭紹輝同學帶隊回廣鋼參觀，參觀後在廣鋼大廈聚餐歡慶。

6位優才生的獎學金得獎者，並表示繼續支持獎學金的運作。

成社春遊活動
57成社 李錦深
2008年是廣州市建城2222周年，又正值2008年北京奧運

1958年視察新會時的寫照。接著，我們繼續參觀紫雲觀石澗風

火炬正在全球熱烈傳遞中，又迎來了成社畢業51周年之際，我

景區、玉湖風景區。午飯後我們到了新會特產店大醬園等地，園

們剛參加了4月27日廣州培英建校129周年的慶典之後，第二天

內有超過百年的舊陳皮，香氣逼人，當然還有三十年、四十年、

我們又奔上一年一度的春遊活動—新會玉湖、恩平樂園度假山

五十年的陳皮一缸缸陳列在那裡。緊接著我們又到了蟲草基地

莊郊遊（4月28日至30日）。

和蔡湖風景區，最後參觀最繁榮的商業區航母廣場。於下午四時

久別重逢

三十分左右就來到我們入住的恩平溫泉樂園綠色度假山莊。入住
後大家爭取時間，趕在晚飯前先去泡一個溫泉浴。

參加這次春遊活動，除了來自市內、香港等地之外也有來
自荷蘭的歸僑，既有舊臉孔也增加了不少新臉孔，可喜之極。劉
安茂伉儷專程從荷蘭回來參加129周年校慶之外，這次又參加了
旅遊活動，並捐贈了人民幣1,000元給成社作社務基金。黃俊明
同學是「簡易保健操」的編導者，他稱之為「健康與快樂」的
人，他與夫人也參加了這次活動，並捐贈了人民幣500元給成社
作社務基金。

旅程

成社同學在恩平樂園度假酒店大合照

新會是這次旅遊活動的第一站，首先參觀了圭峰山公園，

晚會

一入園就見到周恩來總理手持社會特產—葵扇，這是周總理

我們每次旅遊活動，第一天晚飯後舉行晚會，由成社基金
撥款購買禮品進行抽獎。而這次不同之處是由「擊鼓傳花」改
為「火炬傳遞」—為迎合北京奧運會的召開。大家又合唱「社
歌」—「友誼之歌」，並進行了多項活動後，晚會至十時三十
分，大家盡歡而散，散會後有社友還繼續泡浸溫泉。

自由活動
29日和30日上午，大家自由活動，各式其式。 30日午飯
成社同學在圭峰山公園大合照

後返程途中，大家還在車上暢談，回味這三天以來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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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歲月

詩三首

57成社五班 傅展鴻

57成社 楊湛湖

時光如梭，轉眼間同學們已步入古稀之年，我與同學失了聯繫

筆者最近參加了57成社舉辦的龍門行，久別重逢，感觸

數十載，但上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又與老同學聯繫上，我多次從珠

良多，興奮之餘寫下小詩三首，望能在貴刊刊登，以作交流。

海市來穗與老同學相聚，夕陽無限好，人間念舊情，萬山不隔友誼
路，溫偉平同學從美國回來，喜聞他年青時艱苦創業，晚年仍奮鬥

五十情思

不息。梁彝慶同學帶病從美國回來與同學歡樂的團聚留下美好的回

闊別培英五十年，白綠精神一線牽。當年書生情猶在，如今重

憶，適逢母校129周年華誕，我興奮之餘，命筆記下此小作。

聚意更綿。回首往事談昨日，面敘經倫道目前。兩鬢雖斑無悔

量顏初聚首 匆匆五十載 再見鬢毛霜 彈指一揮間 三年共同窗

感，老驥伏櫪倍加鞭。

畢業布四方 今日喜相逢 憶昔談子孫 但願人長久 百歲會羊城

龍門行
2008年4月

培英成社百多君，龍門相聚喜盈頻。久別經年情意在，如今重
會更歡欣。「庄加庄」舍景色美，農家氣息倍覺親深秋旅遊堪
勝境，美酒佳餚宴嘉賓。

西關培英中學校友日
2008籌備會議
西關77信社通訊員
2008年7月19日，西
關培英中學77信社全體校
友理事與西關培英校友會

母校情

秘書長關康泰學長到《白

成社碑亭立培英，白綠精神母校情。小橋流水景色秀，山石縱

雲溫泉山莊》渡假村舉行

橫露崢嶸。喜看新苗多茁壯，校園處處讀書聲。風華正茂恰同

西關培英中學校友日2008

學，老當益壯再長征。

籌備會議，圖為西關信社
校友與關康泰學長合照。

2008年10月5日

成社簡訊— 春節團拜活動
57成社 李錦深
1. 二零零九年春節期間，各班基本上都進行了團拜活動，

(1) 廣泛組織發動同學參加培英中學創校130周年慶典活動

有些還組織了探望健在的班主任及老師，如一班到廣州友好公寓

和晚宴活動。中午在廣鋼大廈共進午餐，由梁沛文同學負責與廣

—壽星大廈探望了九十多歲的鄧春槐老師、師母與及探望了張

鋼大廈聯繫定席，並確定餐費、各班報名時間。校慶晚宴由我社

傳聖老師，彼此互祝身體安康、長壽。

財務負責收款後，再向母校購買餐券。

2. 十五班於正月初六（公曆一月卅一日）中午假座新亞酒

(2) 我社決定各班發動贊助晚宴活動抽獎費用，多少不限，

店八重天金殿房共進午餐，參加人數達十五人之多，有來自香

務求達到各班都有贊助，以表示成社的整體行動，而成社決定以

港、蛇口、佛口、肇慶、市內。而袁偉光每次聚會都從香港帶來

社的名義捐助3,000元給學校作為此項活動的費用。
(3) 春遊活動定於5月6日至8日（三天），至於活動費用由

「小吃」，這次也不例外，大家都非常之高興而且大家主動為班

文體活動小組成員再進一步跟進聯繫，有了定向再由文體活動小

級和130周年校慶晚宴獎品捐助金額。

組成員會同有關社委開會決定，待決定後再另發通知。

3. 成社社委團拜活動長期都堅持在正月十五日前進行，今
年是在正月十三日（公曆二月七日），大清早就雲集在副社長∕

(4) 為了加強與港、澳、海外校友聯繫，現選了何麗坤同學

榮譽社長黃本福學兄府上，參加人數達26人之多，午餐由黃本

為此項工作的聯絡員，並兼任文體活動小組委員。（何麗坤同學

福學兄請客。團拜活動期間大家互相祝賀，並暢所欲言，為了把

的聯繫電話852-24996211）

成社工作搞得更臻完善，對社務工作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會
議最後決定：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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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ai and the 30th Anniversary
73安社 梁偉強Solomon Leung
information. In my humble opinion, On Sai is one of the classes that
are better formally educated after high school, but we are definitive not
one of the classes that are well organized in terms of alumni functions.
This could be a consequence of many of us going overseas and we never
really had a cluster of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 in organizing alumni
activities.

Introduction
Thirty years is a long time, since the 30th year anniversary
reunion at Las Vegas, it has been nearly 5 years already, but some of the
memories I had at the gathering are still vividly clear. They are fond
memories of the opportunity that we could come together after all these
years and are able to meet in a place that is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where we grew up Hong Kong. Life is so unpredictable these days,
who could project what would happen in the next three decades among
us.
Unlike some of the On Sai (1973) classmates who started in Pui
Ying from primary school or earlier, I joined this “Family of White and
Green” after finishing grade school. In the fall of 1967, the first time
I stepped foot onto the playground of Pui Ying Middle School, it was
a little scary as well as exciting. Coming from a small primary school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it was intimating at first to be
in a school with 2,800 students strong. However, this uneasy feeling
quickly faded away after the first week of schooling. Most students
were friendly and teachers were caring. There were inevitable small
conflicts happened between students in the six years that I stayed in Pui
Ying, for most of the times, they were indeed good times: for learning,
for growing up, for dreaming of the future, and for some it was finding
a spouse. To my surprise, I found that there are more couples that
came from the alumni list than I would anticipate. In 1967 when we
were 7th grader, On Sai had nearly 550 students and spread over 11
classrooms, it had only 65 students when we graduated 6 years later.
This was a reflection of how harsh the Hong Kong educational system
was at the time and the demands of the society. For the 65 students
who graduated after the assaults of various waves of homework, off-hour
tutoring, examines and all, we were truly blessed: we studied in a school
with a long history of reputable education; the school was well equipped
with qualified and caring teachers who devoted their career and energy
in educating young minds. For a private school (private high school
education had a lower standard implication in Hong Kong at the time)
with a moderate tuition, we were receiving first class education. Years
after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and now am also an educator, I began
to cherish the high standard of education we had at Pui Ying, although I
did not recognize the blessing we had at the time.
There was more than half of the On Sai graduates attended post
high school education, although we might not be entering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t the same year. Majority of the graduates still
stay in Hong Kong, there are considering number of us spread all the
world: including Australia, Singap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re might be some in Europe and other continents that I do not have

Minor Miracle
It appeared to be a minor miracle: thanks to the organization of
Chen Chieh (陳潔) and Monita Yu(余偉玲) who are the unofficial
honorable President of On Sai in Hong Kong and the U.S. Some of
the On Sai members who have stayed contacted decided to have a
reunion in both Hong Kong and the U.S. for the 30th anniversary.
As soon as the news broke out, the responses were overwhelming, it
seemed that we were waiting of this moment happening. Now, we have
contact information of over 80% of our On Sai classmates. I was able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greetings with several well acquainted
classmates that I lost contact in the transition of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it was like an email and phone call euphoria for 3 months. I guess
reminiscence is a human nature, after we have somewhat settled down,
we all want to know how our friends are doing especially from those
that we all grew up with on daily basis for a prolonged amount of time.
After 30 years and more of social polishing, most of the On Sai
classmates are doing well and prosper, although there are scares of
experience and struggles. We also learned that two of our classmates
are no longer with us, another lesson that we learned about facts of life.
Parting is such a sorrow.

Reunion
I did not attend the 30th year reunion in Hong Kong, I heard that
it was a success. Some classmates from Canada and the U.S. have also
attended the meeting. The reunion in the U.S. was met twice: first in
Las Vegas and latter in L.A. Obviously our classmates wanted to add
some excitement in life first after 30 years of silence. Unfortunately, I
could not join them in Vegas due to my working schedule, but was able
to attend the long belated reunion in L.A.
The union was exciting with some anticipation: I am always
curious about how my high schoolmates are doing over the years. After
the first few minutes of ice-breaking and updating of our lives, it did not
take long before we went back to our true selves. I was once told that
we mature, but our personalities never change, I could definitely concur
with the statement in the short couple of hours I mingled with the old
friends. There were jokes, teasing, and stories that I could have never
heard if I was in a normal social gathering, and they were fun. At that
moment, I knew I was among friends and did not have to put up with
all the social pretentions that I have at times in my daily life. It was a
memorable meeting and well worth the effort to get there.
Since the 30th reunion, On Sai members in North America have
meeting almost on yearly basis, mostly in Vegas. A little excitement

On Sai, Class of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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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tatic. The meeting was one of the best-organized social functions I
have attended, thanks to the leadership and hard work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More importantly, I got a chance to meet with Principal
Lee and some of the teachers, it was a very precious moment for
me. During my years at Pui Ying, I always admired Principle Lee for
his gallant speech, he impressed me even more with his energy and
inspiration at the meeting. I am pride to be a member of the Family of
White and Green. It is right, with leaderships such as Principle Lee and
the alumni from southern California, Pui Ying will ever shine.

from Vegas that deviates from routines adds the incentive to our
meeting. With the miracle of Internet, we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back and forth to update our friends how we are doing. However,
without the initial effort of the 30th reunion, we would not be having
such a tightly knitted cycle of friends that we can share our joys and
tears with.

Postscript
I had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at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ui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at Southern California, it was

On Sai 30th reunion in L.A., Dec. 2003

On Sai 30th reunion in Las Vegas, Dec. 2003

Front Left May (wife of 植祥堅)、
黎永釗、潘慧珠、丘燕如 & husband、
李蕾、 潘祥英 & wife；
Back Left Kinson (son of 植祥堅)、
梁偉強、Dan (husband of 陳秀珍)、
陳秀珍、曾國良、余偉玲、植祥堅、
吳汝鍾、簡煜文、李業標、
吳仲堯 & son

Left：向永紅 & husband Stewart、
余偉玲、曾國良、植祥堅、李業
標、李蕾、黎永釗、潘慧珠

Left：黎永釗、潘慧珠、植祥堅、
簡煜文、曾國良、余偉玲、向永
紅、李蕾、李業標

Left：簡煜文、May、植祥堅、
曾國良、余偉玲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ui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at Southern California

Class 1973 30th Reunion in Hong Kong
Left：余偉玲、曾國良、梁偉強

Left：余偉玲、李權校長、曾國良

Left：余偉玲、曾國良、布維明老

Left：吳汝鍾、李權校長、李業標

師、翁炳文老師

Article by:
Solomon W. Leung (梁偉強), Ph.E., P.E
Professor
Civi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ISU Bio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daho State University
Pictures provided by:
Osmond Lee (李業標)，Joseph Ng (吳汝鍾)，Monita Yu (余偉玲)，Chen Chieh (陳潔) &
Poon Ting-Chung (潘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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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立「余瑞礎科學獎學基金」倡議書
各地培英校友會、各地培英校友：
余瑞礎教授是我培英1937義社校友，是美國太空材料專家，對太空科
學有重大貢獻，在世界有廣泛影響。藉培英創校130周年校慶慶祝活動之
際，建立廣州培英中學「余瑞礎科學獎學基金」，既充分肯定余瑞礎幾十年
在太空材料、太空能源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又增添廣大培英校友
的自豪感；既提升培英在全社會的教育地位，又激勵培英後學崇尚科學刻苦
鑽研的精神。對於建立余瑞礎科學獎學基金之事宜，我們已徵得余瑞礎本人
的同意，余教授已答應屆時攜女兒女婿回校參加慶典活動。
為建立余瑞礎科學獎學基金，我們向全球各地培英校友會、各地培英校
友發出「為余瑞礎科學獎學基金捐獻一元錢」的倡議，懇切希望，凡我培英
白綠兒女積極回應：
1、廣為宣傳
2、積極捐獻
為做好「余瑞礎科學獎學基金」的捐獻工作，我們提議，凡有意捐獻的
個人或團體可按以下方式進行：
1、直接到白鶴洞母校登記；
2、電郵通知我們登記；
3、聯繫當地培英校友會登記，請各地培英校友會2009年4月底前統計
好後電郵通知我們。
對捐款的個人或團體，我們除開出票據外，還將在2010年《友聲》中
予以刊登鳴謝。凡個人捐獻人民幣1,000元以上、團體捐獻人民幣10,000
元以上的，給予紀念證書。我們還將成立專門獎學基金委員會，每年都將在
《友聲》中刊登「余瑞礎科學獎學基金」的獎勵情況。

余瑞礎教授部分獲獎資料 (轉載《交大友聲》第422期)

謹此，並致良好祝願與謝忱！
聯 繫 人：李田甜老師、梁金孌老師
聯繫電話：（020）81698122、（020）81698545

廣州培英中學校長：衞作輝
廣州培英校友會主席：唐國俊
2009年3月10日

傳

真：（020）81698545

電

郵：py130@126.com

美籍華裔世界著名作曲家陳怡簡介
西關培英(原29中學) 趙慧俊（原初一12班校友）
西關培英(原29中學) 方力學（原初一 9 班校友）
陳怡1953年出生於中國廣州，三歲起學習鋼

爾男聲合唱團（全美唯一的職業合唱團）的駐團作曲家。她將東

琴和小提琴，1966年考入西關培英(原29中學)就

西方文化融匯貫通，打破傳統疆界，創作出大量獨具特色的音樂

讀初中，是當年初一12班學友。畢業後，曾任廣

作品，在全球各大城市由著名音樂家及交響樂團在重要音樂節

州京劇團管弦樂隊首席小提琴。1983及1986年

及音樂會頻繁地上演，並廣受觀眾熱烈歡迎，十五年來在世界音

先後獲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作曲專業學士與碩士學

樂舞台上以現代風格與形象出色地弘揚了中國文化並形成了廣泛

位，師從吳祖強教授。1986年由中國音協、中央音院、中央電

的影響。為表彰其所作貢獻，美國國家文學藝術院於2001年給

台、電視台及中央樂團在北京聯合舉辦了陳怡管弦樂作品音樂

陳怡頒發全球專為作曲家而設之大獎「艾夫斯作曲家獎」。她於

會，中國唱片公司發行了陳怡管弦樂作品專輯《多耶》，同年獲

2005年成為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位入選美國國家文理科學

獎學金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隨周文中及達維多夫斯基教授學

院終身院士的美籍華裔作曲家，並於2006年接受中國教育部聘

習作曲，1993年以優秀畢業論文獎獲博士學位，並獲美國作曲

請為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長江學者講座教授。(轉載自《西關培英

家基金會資助，到舊金山上任美國婦女愛樂交響樂團和錢蒂克利

中學》老三屆之聲)

陳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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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加華人聯會共同主席— 李植榮學長
62素社 陳中至
了不少工作，謹略述之：
（一） 致力參與有關國家統一及魁北克全民投票事。
（二）爭取人頭稅應獲公正集體性賠償，用以設立基金，
教育年青一代，避免日後再有種族歧視。（惜未獲
完善解決，亟需繼續努力）
（三）爭取改善移民法例。
（四）鼓勵加籍華裔積極參政。
（五）成功反對政府擬將妓女在滿地可華埠賣淫合法化。
（六）成功反對政府擬在滿地可華埠開賭場。
（七）協助魁北克省的華人社區在滿地可舉辦第一屆國際
龍舟節。（直至現在仍每年舉行）
此外，在2003年協助要求市政府撥款三百八十萬在滿地可
華埠興建一座「中華文化宮」。在2004年由「全加華人聯會魁
北克支會」向聯邦政府及魁北克政府申請二百萬元津貼，以完成
興建中之「中華文化宮」。
李學長於2007年再獲選為魁北克區共同主席，為期三年。
同時答應擔任「全加華人聯會第十六屆年會」籌委會主席，多月
來，夙夜匪懈，使年會經費及場地等問題得以順利解決。由9月
12日至9月16日期間，各代表只需自付在滿地可的酒店費用，
其餘膳食、參觀、旅遊等均由大會接待。特備旅遊專車，於9月
15日前往渥太華國會山莊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大使館。9
月16日往魁北克旅遊並參觀省府。安排妥善，招待周到，每一
天，李學長伉儷均親臨接待帶領，盡地主之誼。各區共同主席及
代表團均踴躍出席，惜我無暇參加那兩天的旅遊和參觀。
2008年9月13日上午十時「全加華人聯會第十六屆年會」
「 全

在滿地可「中華文化宮」舉行開幕禮，聯邦國會議員、魁省移民

加華人聯合

及文化部長、市長、市議員、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公使、社

會」創立於

團領袖、各區共同主席與多倫多、溫哥華、卡加利、愛民頓、溫

1992年，

尼柏等地代表團，濟濟一堂。精彩的醒獅表演後，籌委會主席李

名譽主席伍

植榮學長分別用流暢之法語、英語和粵語致辭，言辭懇切簡要，

卓生先生，

全場報以熱烈掌聲。

執行主席陳

5月12日四川大地震、震人心弦，全球救災，「全加華人

丙丁律師。

聯會」立刻成立「中國四川地震賑災基金」基金主席陳丙丁律師

李植榮學

與名譽主席伍卓生

長於1995

先生，一呼百諾，

年獲選為魁北克區共同

各區共同主席熱烈

主席。李學長於1992

響應，善長仁翁，

年已獲加拿大政府授予

慷慨解囊。「全加

最高榮譽勳章Order of

華人聯會」不但迅

Canada，以他的名譽地

速運送救援物資往

左起：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公使銜 位，敢言作風和鍥而不
參贊黃惠康博士、陳中至、滿地可市長 捨的精神，在任共同主
Gerald Tremblay特朗布萊、李植榮、
席三年期間，協助處理
林雄蔚 (陳中至幼子)

災區，以解燃眉之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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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聯會第十六屆年會」開幕禮中，將賑災基金共「一百一十三

年來群策群力，協助社區，建樹良多，故特備「社群翹楚」成屏

萬八十九元八毫五仙」支票，交給加拿大紅十字會首席執行官索

致賀。

韋，請他迅速將款項交中國紅十字會，冀為四川賑災重建工作盡

李植榮學長數十年來關心國家、社會、熱心公益，榮獲不

一分力。應邀出席作觀禮嘉賓的我和小兒林雄蔚，也見證了「萬

少獎章。他襟前的Order of Canada、Order of Quebec與英女皇

眾一心，血濃於水」的時刻，極為感動。「全加華人聯會」十六

伊利莎白二世登基五十周年紀念勳章，令人欽羡不已。

香港時代的精英— 呂家明總裁
46正社 方創傑
近年來大家熟識，對培英大家

來向我叫一聲學長，使我得悉他為培英人，更談起了培英種種，

庭付出愛心和支持的蘇棉煥醫生、

有一種親切感，並沒有生疏及陌生感，可見培英人走到每一角

蔡建中教授、曾集祥醫生談及，並

落，都以培英人為榮，充分做到白綠一家親。

體會到1949年以前，廣州白鶴洞、

呂家明是香港71基社校友，溫金銘校長時代，他學識豐

西關、台山、曲江、連縣時代的同

富，中、英文俱佳，經驗、領導才能更是達到高水平。我曾提

學，歲月催人，年紀都老了，今時

及要為他寫編報導，使我培英人對他多了解及認識，但他說他以

今日應是香港時代的培英同學延續

前是記者，可以撰寫文章回憶母校種種，並答允為培英人交出一

下去，應發掘、召募香港校友回歸

份好的報導，希望他能在百忙中，給我們寫出他的成功事跡及經

母校懷抱，為母校爭光，培育及將

歷，好給學弟學妹們作為學習的榜樣，我為培英人亦為他感到驕

呂家明(左)與方創傑攝於明報 校祖那夏禮博士辦學精神，「信、
記者招待會
望、愛」基督信念延續下去。將培

傲。

英白綠精神及白綠一家親信念延續及發揚光大。

有同工之實，他也認識呂家明總裁，相信亦同意我的說法。我邀

溫哥華培英校友會副會長楊國榮曾任職溫哥華明報，與他

近年來有幸認識香港時代的一位精英，北美明報總裁呂家

請他參加2009年在香港舉行之培英創校130週年慶祝會，希望

明校友，這是培英人的光榮。他特別邀請我代表駐美中華總會館

校董會、學長們、校友們、基社同學們多多聯絡及誠意邀請他歸

主席團主席參加「電子明報網開一面」招待會，他為人謙虛，走

寧母校。

西關培英三校友作品入選
「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
本刊特約通訊員
「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日至八月二十日在廣東美術館展
出，廣州日報等多份報紙作了報導：「……本次展覽共收到參賽作品6000多件，評委均是來自中國美
術家協會各個藝術委員會的專家代表以及藝術高校的專家代表……入選本次展覽的作品共295件……
入選作品反映題材比較集，或者反映和改革開放有關的歷史人物，或者表現與改革開放有關的歷史事
件和中央談判，鄧小平南巡和土地承包等，還有一部分是體現美術家自身精神面貌以及自我的情感和
個性化追求……」
西關培英中學三位校友的作品入選了這次全國美術作品展覽，分別是葉獻民的水彩畫《建設者》
（特邀作品）、沈文
點燃激情的時代（油畫）徐兆
前

江的中國畫《果碩年
年》（入選作品）和
徐兆前的油畫《點燃
激情的時代》（入選
作品）。

建設者（水彩畫）葉獻民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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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陪南加校友
副主編（執行） 67•駝社 潘木麟
是有緣也……我約了容守信去尋根—六十年前敝會首次聚會的

【叨陪末座】

地方，您可有興趣同往？」

九月二十日，旅美校友潘漢松醫生邀請筆者參與他們在

三人行，由容主席駕車前往洛杉磯華埠（Chinatown），亦

California Instiute of Technology（加州理工學院）的聚會──

稱「唐人街」。

「美南加州培英校友會六十周年紀念刊研討會」。由於筆者在

翻查《華埠地方誌》說：七十年前，「大中華實業公司」

《聯會友聲》有職務；最近有幸被任命為《培英創校130周年紀

在百老匯街（Broadway Street）和曉街（Hill Street）一帶，有

念特刊》「執行編輯」，去取取經、借借鑑，必有裨益。
寒暄過後，認識與會眾人：會長容守信(69)、副會長李卓

計劃地建設嶄新的、富有中華東方民族色彩的建築群，於1938

安(65)；總理事陳灼然(65，原來是陳達之先師哲嗣)、理事李仲

年6月25日建成開幕後，即成為南加州的旅遊景點，每周平均有

衡(54)、陳香棉(60）、林觀華(70，上任會長）；顧問潘漢松

兩萬遊客到訪，被公認為全美最漂亮的「唐人街」；也有「華埠

(54) ；法律顧問黃強(67)……。

荷李活」美譽，因為許多描寫唐人街的導演都喜歡在此處取景。

因為筆者知道他們仍未收到自香港郵寄的《培英中學創校

二、三十年間，來自東南亞、香港、台灣、大陸各地新移

130周年校慶慶典籌備委員會工作記事冊》及《聯會友聲44

民的湧入，華埠迅速擴大，也興建大量大小商場，計有：71年

期》，故以lifebook 展示，好讓眾人先睹。

興建的「文華商場」；77年興建的「亞洲城」；78年興建的

隨著，進入正題，開始他們的研討。

「食街」；81年的「遠東龍門商場」；82年「百昌商場」、

旁觀者區區有如此感受：眾校友以事論事；各抒己見但不

「龍門旅店」；89年的「中國城商場」；90年代的「西貢商

堅持已見；無人捉狹挑剔；研討、推敲的內容包括書刊封面、相

場」、「朝代廣場」、「美羅酒店」及「美羅商場」……，洛城

片、審稿、賀辭排序、版面大小、會章……一絲不苟，在和諧的

華埠遂進入興盛繁華的年代，各種中華文化慶祝活動層出不窮，

氣氛下完成了初稿，民主作風，足可借鑑。

這包括新年的金龍大遊行。現目，百老匯街兩旁有許多小店舖：
藥材參茸、水果店、餅食店、雞鴨店……，還有宗親同鄉會、教
堂、銀行等。但人流並不多，非假日時更為蕭條。
中華會館旁邊的「孫中山銅像廣場」內，盡是中式傳統建
築，有華人會館、掌相問卜、禮品店、古董店、繪畫裝裱、珠寶
鐘錶店、中國餐館……；惜近年已漸式微，不復昔年繁囂。
行 行 重 行
行，又見唐人街
有海峽兩岸的旗幟

群英（鷹）會洛城：（左起）容守信會長、潘漢松顧問、筆者、李華斌
主席

分別在不同建築物

【但願如此】

年前的中秋節，

飄揚，使我想起在

也教我這個「副編」、「執編」十分羨慕；也憧憬著—

曾寫下兩詩句：

有朝一日：「……主席宣佈：……母校刊物將要付梓，感謝我

「……神州一統圓

們的全體『顧問、編委、承印商、電腦科技員……』蒞臨，圍桌

夢日，嬋娟千里盡

孫中山廣場

開顏。」

同討，集思廣益，同心同德，共負此軛。我刊質素定必有長足進
步，更臻圓滿。」

【尋根之旅】
大清早，從阿市（Alhambra）家中漫步，約一句鐘到蒙
市（Montery Park）「三聯書局」當「書軒耗子」。在書局門
前，赫然見一人，穿著綠領白T恤；衫上還有奪目的綠鷹徽號
……他正是潘學長。他不是說今天（九月二十六日）晚上乘機去
香港嗎？
「宗弟！……」他先跟我打招呼，「今早打電話找您未
果，知您每天晨運後必來此作書蟲、打書釘，故也來碰碰您。信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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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會長與筆者留影，後右方是昔年「聚賢
樓」

校友消息
「這正是我們要尋之根源
─ 『聚賢樓』！六十年前創
會聚會之處！」潘醫生雀躍、
大開嗓門叫道。由於店門外書
明「不可攝影」，容會長向店
員道明來意，店員友善地表示
「請隨意拍攝」，我們拍了一
些掛在牆上有歷史價值的珍貴
這是門外的招牌『
未能解讀

相片，還有店內有「聚、賢」

』，孤陋寡聞，

二字的嵌字聯（見附圖）。

午後，我們仨就在
唐人街一著名麪店祭五

「敍高朋涼霞共醉 賢東道明月
澄懷」，昔年應是酒家無疑。

臟，難得在異邦竟有足
可媲美省、港美食「銀

【祝 賀】

絲雲吞麪」。三人行，

畫家筆下的「聚賢樓」

尋尋覓覓，在「孫中山

正如潘漢松學長在文章《承前啟後六十年》說：「飲水思

銅像廣場」側，有一爿

源，沒有當年的前輩校友創辦本會，就沒有今天的慶祝本會成

中國式建築的商店，招

立六十周年，我們向開創基業的前輩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們為

牌寫的不知是甚麼文字

本會付出艱辛的努力和貢獻，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長江後浪推前

（見附圖），是售賣中

浪，願校友會薪火相傳，永遠發揚『白綠一家親』的精神。」
筆者極為贊同，放諸各地「培英校友會」皆準。謹代表

國古董文物、藝術品和

「聯會友聲編輯委員會」同仁送上「秀才人情」和應，敬請教

書籍。

正：

樹樹桄榔樹樹心，①
洛郡薪傳聚賢情；②
笠車盟約共苦甘，③
星移甲子一脈承。
六十年前，「南加州培英校友會」在右方的「聚賢樓」首次聚會（商店
店員特許翻拍此舊照）

（註釋）
① 美國加州遍植椶櫚樹（Palm tree），無枝無蔓。
「桄榔樹」也屬該科。我先祖輩常云「桄榔樹，
一條心」，喻「一心一意」、「無二心」也。
② 洛杉磯華埠「孫中山銅像廣場」旁，有一工藝
店，昔稱「聚賢樓」，據潘漢松醫生說是六十年
前「南加培英校友會」第一次聚會之處。
③ 古吳越歌謠：「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
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意喻
友情不因貴賤別親疏，文字質樸，含義深遠也。

（完稿於十一月二十七日 感恩節）

筆者在同一角度拍攝 ，星移物換景依舊，諸位請與上圖作比較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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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消息

參加西關培英信社同學生日會
77信社 廖紅麗
這相片是2008年11月1日筆者參加西關培英77屆信社初三13
班同學生日會，是壽星同學陳偉忠五十大壽之喜！他預示著77屆的
同學將會陸續步入老人階段，為社會作了不少貢獻的一個縮影！祝
願陳偉忠同學生日快樂！

西關信社校友與陳偉忠同學(左三)合照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
張景燊會長新翁之喜
58立社 朱佩玲
51彪社張景燊之公子

念，隨後往另一廳堂行中國

國權成親，張國權乃89年

禮，一對新人向雙方家長及

功社校友，當年培英初中畢

長輩行敬茶大禮，長輩們則

業後，移民來美，現任職於

賜予新人的祝福和贈予利

名車廠Lexus為高級技工。

是。

新娘蓮達乃越裔美女，現

晚宴設於雅苑內的宴

於American First National

會廳，賓客有四百人，培英

Bank任職。千里姻緣一線

人佔了十份之一。席間歡聲

牽，他們相識相戀已數載，

笑語，時近九時，賓客品嚐

終於迎來了圓夢的喜日。

了各式美酒佳餚後，始向主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

人家道別。

日下午二時於候斯頓西南區
雅苑舉行婚禮，一對璧人在
家長及眾多親友的見證下

藉此恭祝新郎新娘愛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參加張會長公子婚禮合照

同步踏上紅地毯，結為夫婦。整個婚禮莊嚴而溫馨，禮成拍照留

情永篤，百年好合，又素知
張景燊學兄抱孫心切，望子

成家立室已久，預祝張家明年擺設紅雞蛋喜宴啦！

陳中至喜作新姑
62素社 陳中至
陳中至次子林豪蔚於2008年4月19日與鄭伊小姐在Central
United Church,Unionville舉行結婚典禮。是夕，設宴於士嘉堡市龍騰
金閣。其弟卓愉Raymond Chan, P.C.MP（前聯邦亞太區外交部長、多
元文化部長）特飛多倫多協助主持婚禮，其妹中禧在晚宴中朗誦其出
版著名詩集中之「婚姻的禮贊」（同時播放中英文字幕）。校友及至
親好友到賀者眾，公務繁忙之聯邦國會議員（前聯邦國防部長、移民
部長）麥家廉John McCallum,P.C.MP，安省公民及移民廳長陳國治、
安省培訓廳助理廳長莫偉力Reza Moridi，萬錦市區域市議員黃志華及
社會賢達，均親臨致賀。願神賜福其兒媳「百年好合，五世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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矚目的夢幻婚禮

培英校友喜事多
69同社 鄭振烈
靖之世兄學富五車，為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的高材
生，主修法律與商科，現任職澳洲雪梨「畢馬域曹會計師樓」
稅務律師。
新娘武小姐 (Catherine Vo) 亦為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
的高材生，主修心理與市場學，現任職澳洲雪梨聖公會青年工作
部。實為門當戶對，天作之合。
(後記：馮淑貞學長與筆者為同窗好友，相識四十餘年，彼
此均為香港浸會大學澳洲校友會成員。一對新人亦為筆者之同門
小師弟與小師妹 ，筆者也是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商業與科
技學碩土的畢業生。於此，謹祝一對新人，百年好合，永結同
心。)

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慶賀校友馮淑貞與夫婿馮承鍾的大公子
馮靖之新婚時的大合照。
左起：馮淑貞、新娘、新郎、馮承鍾、梁宜強、鄭振烈

澳洲雪梨舉行了一個令澳洲雪梨培英校友矚目的夢幻式婚
禮，正是同社馮淑貞與夫婿馮承鍾的大公子馮靖之新婚的大好日
子。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二日(星期六) 早上十一 時許，馮靖之的
夢幻婚禮假雪梨 Parramatta 區的聖約翰大教堂舉行，觀禮來賓
達四百名之眾。
在妙韻悠揚的樂曲下，在象徵浪漫的玫瑰花陪襯下，一對
新人說過一聲 「我願意」，簽過了婚約，交換過結婚戒指，新
郎哥體貼地輕吻美麗的新娘子，溫馨場面的夢幻婚禮便圓滿完成
了。

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慶賀校友馮淑貞與夫婿馮承鍾的大公子馮靖
之新婚時的大合照。
後排左起： 馮淑貞(69同社)、馮福英 (60任社)、楊迺才 (56雲
社)、鄭振烈 (69同社) 、梁宜強 (69同社)
前排左起： 馮桂貞(65 斐社)、 馮慕貞(67駝社)、馮渭貞 (59羽
社)

是日晚上， 一對新人在雪梨 Oatlands House 餐廳舉行盛大
晚宴，歡迎逾二百名賓客。
到賀的校友包括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會長鄭振烈、顧問楊
迺才律師伉儷、學長馮福英醫生 (60任社)、梁宜強 (69同社)、
馮渭貞 (59羽社)、馮桂貞(65 斐社)與馮慕貞(67駝社)等。

今生有緣能相會
57成社 李錦深
我班關庶堅同學4年前旅居美國，最近回穗，班長李兆麟得

聯繫上的同學情況，也望大家繼續努力查找，而關庶堅同學則敘

此消息，相約假座人民南路新亞酒店八重天金殿房共進午餐，參

述在美國幾年來的生活情況，當地風土人情的概況，美國的生

加者自然有遠道歸來的關庶堅同學，從香港回來的馬振輝、袁偉

活福利待遇…．無所不談，盡情傾說，也不時講一些諧趣，引來

光同學，從肇慶來的陳浩然，從佛山來的梁慶松，還有廣州的李

大家抱腹而笑，不經不覺又到下午二時三十分了，香港的同學又

兆麟、李廣漢、何家明、楊炳坤、楊占森、盧倫森、賴麟傳、黎

要趕回去，大家盡歡而散，相約11月30日秋聚時東海灣酒家再

榮德、饒任曜、李錦深一共十五人，而饒任曜同學本來身體欠

見！

佳，但也起來見一見久別重逢的老同學。用大家的話講—今生
2008.11.6

有緣能相會，當然大家自然少不了暢談往事，也互相詢問及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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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塊和氏璧
記奧運會中國舉重首金獲得者陳燮霞慶功會
53凱社 廖國蘅
第29屆奧運會中國舉重首金陳燮霞慶功會於2008年9月10日（教師節）在番禺「星河
灣」酒店舉行，我有幸被邀請參加。事緣於一九九二年在廣州市青少年舉重賽期間，我曾輔導
她。一九九八年第十屆廣東省運會在珠海舉行，我擔任裁判，陳燮霞在參加比賽後，來到裁判
席和我合照，當年她十五歲，這個小女孩對我這個老教練倒很有感情的。
這次慶功會，「星河灣」和廣州市舉重協會合辦，筵開十八席。會上，市體育局副主任關
渭貞（前羽毛球世界冠軍）講話，並向陳燮霞頒發獎狀和獎金。我這個教練送了《廣東體育精
英大觀》一書給她，並題字「人生能有幾回搏，勇攀高峰，名留史冊」以資鼓勵。
今年第十一屆全運會在山東濟南舉行，明年（2010）亞運會在廣州舉行，這兩個大賽事陳
燮霞都會參加，我相信她一定再創輝煌，我們期待著。

1998年第10屆省運會作者和陳燮
霞(左)合照

市體育局副主任關渭貞向陳燮霞(左)頒發獎狀
和獎金

陳燮霞(右4)在宴會上向各位老教練祝酒

尊師愛校的劉德予校友
56雲社 羅寶漢
廣州培英56雲社旅英校友劉德予愛校情深，從1989年開始二十多年來堅
持尊師愛校，令人感動，藉母校130周年華誕之際記下他的事蹟。
二十多年來，劉德予堅持中華民族「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給老師送上
「節日慰問金」。他旅英多年，自1989年經兄弟班同學周吉昌與雲社同學取
得聯繫以來的二十多年，堅持在春節和中秋節委託周吉昌、陳幗雄等校友給當
年在白鶴洞培英教過他的老師（他記得起來的）送上「節日慰問金」，祝老師
節日快樂、健康長壽！慰問金額更隨著物價上漲而增加。他沒有忘記當年對他
有教育之恩的老師：張傳聖、陳培澤、朱業顯、葉天健、王世名、黎喬南、陸
延昭、楊民安和朱棟等。二十多年來，他還堅持愛母校，捐贈「獎學金」，關
心下一代的成長，這種培英育我，我愛培英，不忘母校情，報效學校的精神值
得頌揚。

白綠情誼
德予校友
尊師愛校

源遠流長
培英之光
繼承發揚

廣州培英129校慶大會上，劉德予校友(中)捐贈人民
幣伍仟圓作「廣州培英獎學金」，衞作輝校長(左)與
校友會唐國俊主席(右)代表母校接受。

200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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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歡迎劉安茂伉儷歸寧
57成社 李錦深
劉安茂伉儷不遠萬里從荷蘭回穗，在今年4月份參加了初中

終促成了芳村花卉博覽館的建成，並親自從荷蘭引進了不少名貴

同學的聚會，又參加了慶祝廣州培英129周年慶典活動，學校的

花卉，也指導栽培工作。

變化使他感慨萬千，幾十年咯！人生還有多少個幾十年呢？有些

據說他到晚年曾中風幾次，但由於他懂養生之道，而這次

臉孔都已變成陌生了！難怪！一別就五十多個春秋，他也參加了

不遠萬里歸寧，大家看到他的是神采奕奕，精神飽滿，那有得病

我們4月28至30日的春遊活動，一場難得的郊遊活動，在活動

之感覺呢！而且他的為人非常之念舊情，回報感恩，讀書時期，

的晚會上他還介紹了老年的養生之道，他與夫人當場捐了1,000

同班的羅克權同學也曾在經濟上給予一些幫助，他念念不忘，經

元人民幣給成社作基金，在此，我代表社委和全體同學表示感

常書信來往，這次回來也想方設計尋找他，並聯繫上了不少初中

謝，也望他今後多抽空回穗團聚。

同學來了一次聚會！難能可貴，真是同窗誼重夢魂牽。

其實，劉安茂同學在80年代經常回穗，而他為人也很低
調，加上工作繁忙未能相約，辦完公事就匆匆離穗。從80年代

2008年5月

開始，他一股愛國之心，頻頻回穗與市政府有關領導人接觸，最

成社同學歡宴旅美同學關自達
57成社12班 胡恩科
關自達是57成社12班校友，留美獲博士學位後，任職於美

老同學難得的聚會，自然有無窮無盡的話題，從過去談到

國埃克森石油公司，長期從事海上石油鑽探平台穩定性理論和工

現在，從個人談到家庭，從國家談到世界，從信仰談到宗教，關

程技術研究，因需要，退休後目前仍繼續工作。最近，因母病

自達同學著重談他對基督教義的理解和對佛學教義的認識，對大

逝，關自達同學自美回香港治喪，趁此機會，回廣州探望闊別已

家有所啟發。

久的老同學。

將近四個小時的

2008年7月12日

聚會很快就過去了，

11時30分，關自達同

大家都有言猶未盡的

學在成社名譽社長司

感覺，因為司徒宏和

徒宏同學和秘書王偉

關自達同學還要趕回

明小姐陪同下，來到

香港，大家也只好依

位於火車站東側天倫

依不捨地告別，互道

萬怡大酒店四樓麗晶

珍重，期望後會，並

殿，一眾同學已經會

一起送他們到火車

集相候，彼此相見甚

站。

歡，除個別同學外，

參加聚會的有：

在場大多數同學和關

成社名譽社長李廣

自達同學是相隔51年

漢，社長李錦深，副

後的再次見面，「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相互間

社長梁沛文，13班葉望發，12班胡恩科、黃富昌、李卓鴻、徐

有些還似曾相識，有些則難以辦認了。在司徒宏同學建議下，各

健強、葉林高、陳露、10班李炳章。

人分別介紹自己幾十年來的滄桑歲月，大家為那些早逝同學感到
惋惜，也為能夠伴隨祖國的成長熬到今天而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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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校友與學生動靜相宜一日遊
2008年9月6日及7日，蔡建中教授公子蔡穎剛先生一連兩

誼。部份未能出席9月6日活動之校友，亦出席了9月7日下午於

天於香港舉行小提琴演奏會，香港培英校友、西關培英香港校

沙田大會堂舉行之演奏會。

友與香港培英學生獲邀出席其9月6日晚上8時於元朗劇院舉行之
演奏會，是日日間更獲安排新界西旅遊活動，藉此機會讓學生參
與校友活動，增進彼此感情，充份體現白綠兒女一家親的可貴情

基社校友與梁國基校長、蘇棉煥醫生合攝於濕地公園
香港培英校友、西
關培英香港校友於
落馬州觀景台大合
照

香港培英校友、西關培英香港校友於米埔自然保護區大合照

校友傳記

先父陳允求牧師簡介
51彪社 陳光中
陳允求牧師，廣東省南海縣人，生於公元1898年8月15

陳允求牧師為培英世家，育有三兒三女，均就讀於培英各

日，少年時就讀於校祖那公時期之培英學堂直至畢業，並與

校，長男陳光漢1942年級雄社，與林國鑾、林冕煌學長同級，

1921年1927年任教於培英，後赴上海金陵神學院進修神學，

今春在廣州蒙主寵召，享年87歲；次女陳妙真1946年級正社；

畢業後，返回廣州在廣東協會任職會計。1937年9月日軍侵入

三女陳妙娟1949年級協社，與蘇棉煥醫生同級；五兒陳光中，

廣州後，培英中學遷往曲江東河壩，1943年再搬遷往連縣雙喜

在連縣光惠小學與李聖華牧師長女李華珍及張景燊同級，後一

山，此段時期陳牧師在培英就任會計主任，直至抗戰勝利後，

起考入連縣培英初一班成為1951年級彪社成員；六弟陳光遠為

1945年8月培英復原返回廣州白鶴洞復校，而陳牧師離職亦返

1952年級強社就讀與西關培英分校，因陳牧師1948年底調往

回廣東協會任原職。1948年10月，牧師受聘紐西蘭奧克蘭市為

紐西蘭，除長男陳光漢未同往外，其餘子女均離開培英，往紐西

長老會主任牧師，舉家遷往紐西蘭定居。1960年再調往南島但

蘭定居至今，陳師母目前仍健在壽齡已達108歲，子女仍侍奉在

尼丁市（Dunedin South Island NZ）任主任牧師直至1964年11

側。

月退休，1975年12月14日蒙主召喚回天家，享年77歲。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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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大衞醫生在星洲教會所取得的個人簡歷及
當地教友對他的評價
(上接第44期第65頁《南洋培英校友傳記星洲五官科專家廖大衞醫生》)
Below is the write up by Sam Woo, one of the church
Testimony by Dr David Lyen
members who got to know Dr Lyen.
(Dr David Lyen
is a member of St.
My first meeting with Dr Lyen was about 3 years back, in
Andrew’s Cathedral
2004,
when I joined the Friday bulletin group in putting in simple
and he is with the
inserts
and my first impression of Dr Lyen was that he was a person
7 am service. At 86
blessed
with a rich and powerful voice. Each time when we sang
years of age, Dr Lyen
and
worshiped
God, Dr Lyen would sing with gusto and you can
has retired from the
see
that
he
loved
the Lord and he really enjoyed his time with us
medical profession,
in
fellowship.
As
I
began
to share the Word with this group, I found
but he is still serving
that
Dr
Lyen
also
had
a
fi
rm
understanding of Scripture.
the Lord as one of
It was only later when the Thursday bulletin group was
廣州花地培英銀樂隊攝於一九三三年，廖大偉 the singers in our 7
discontinued that I realized that Dr Lyen also belonged to that
醫生担任隊長
am worship team.
group; and some of the ladies or Letticia fetched Dr Lyen to and
Below is Dr Lyen’s testimony of God’s gracious provision which saw
from Cathedral. I decided that as I was very keen in continuing
him through medical school during the difficult years of World War
with this simple work and to share the Word, I volunteered to
II).
fetch Dr Lyen every Friday to Cathedral. It was on some of these
In 1935, I attended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in Hong Kong.
occasions and alone with him that I learned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Four years later, I enrolled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him. He would tell me about his life in China and Hong Kong, (most
My studies were disrupted when World War II broke out in 1941. I
of which you shared with us at his wake). He would tell me about
left for Shanghai and continued my studies in St. John’s University.
some of his weekly activities - that he always enjoyed being with
By the following year, all my funds were depleted. I had a sister
his "senior citizen group", a group of 5-6 old friends in their 80s and
in Chung King (China) who managed to secure a place for me in
90s, who met at Junction 8 or Toa Payoh Hub and he would regale
Chung Cheng Medical School, Kiangsi. It was there that I continued
on their long and relationship. Dr Lyen loved to read the Bible - his
to study medicine. The headmaster of the school was a Christian.
favourite book was Proverbs, but he lamented that whatever he
In 1943, the Japanese Army invaded Kiangsi Province and the
read did not stay with him. I felt that he was too humble as he could
whole medical school had to move to Chiang Ting, a county in
tell me some verses from Proverbs. Dr Lyen shared with me how
Fukian Province, China. I remember the bitter cold in Chiang Ting
much he missed his wife and he was always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Chinese New Year, when I had to sell my top coat because I
returning to the Lord. Dr Lyen is also a very kind and thoughtful
had no money. I only had my pants on during the snowfall.
person. Sometimes when I went to fetch him, I would admire the
While walking the streets of Chiang Ting one day, I happened
few durian trees in his sprawling garden and he would say with a
to meet an old classmate from Diocesan Boys’ School, Hong Kong.
smile that the squirrels had eaten them all; and I remember that
His name was Herbert Quan. He was a Canadian Chinese who
on two occasions in August this year, Dr Lyen had 4-5 durians in a
joined the U.S. Army and had been posted to Chiang Ting. He
bag and as always, with a smile he said, “this is for you and your
introduced me to his chief captain who happened to be looking
family, but my durians are very ordinary ones”. He said that the
for a Chinese Interpreter. Praise God! I qualified for the job and
harvest this year was good, more than enough for the squirrels
was immediately employed. I had to eat and sleep in the US Army
and us. What a good-natured person he was. I know that some of
barracks but was permitted to attend lectures in medical school.
the ladies would come to his house and he would freely give them
I was paid a high salary and I worked for the U.S Army as an
young bamboo plants or other beautiful plants. Dr Lyen loved his
interpreter until after the war.
garden and it was very clear that he loved fruits - besides durians,
In 1945, when the war ended, I went back to Shanghai to
he had rambutan, chiku, buah dong dong and even avocado - he
complete my medical studies. I met a friend, Dr Peter Teng,
truly loved nature.
who encouraged me to go to England for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Sometime last year when the Senior Citizens' choir was set
ophthalmology. My teacher, Dr. McKei Reid, never charged me a
up,
Dr
Lyen was a key member of the choir. He was always ready
single cent. After 6 months under his tutelage, I sat for my DOMS
for
choir
practice and I will always remember him singing solo the
exam in London and I passed. I then went on to obtain my ENT
beautiful
hymn, "In the garden". Even when I decided to step down
Diploma and later I practiced medicine in England. My teacher
from
the
choir
I was not surprised to see Dr Lyen continuing to lend
never charged me a single cent for the lectures. In 1957, I returned
his
voice
to
the
Golden Voices. He put to shame.
to Singapore to practice ENT until I retired in 2003.
I am pleased to have met Dr Lyen and am even more joyful to
know that he is 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 and his wife. I will miss his
chirpy voice every week when he calls me and tells me "see you
10.30?"

JUST IMAGINE:
During World War II (1941-1945), I could still continue with
my studies. When I had no money, I happened to meet an old
classmate who introduced me to the US Army where I worked till
the war ended in 1945. My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UK were all
free.
If it were not for God’s help, whose help was it?
Praise be to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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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翻譯，直至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為止。而且，廖醫生留英深

廖大衞醫生的見證

造期間，學費都是全免的。

廖大衞醫生是新加坡聖安德魯教堂的

如果不是神的特別恩賜，廖醫生那會有這麼奇妙的際遇

義工，他常參與早上七點的團契。廖醫生在

呢？榮耀歸於上帝！

八十六歲時退休，仍然不遺餘力地侍奉上

以下是新加坡教友吳山姆先生對廖大衞醫生的讚頌：

帝，更擔任早晨詩班的主音歌者。
廖醫生得到神的特別恩賜，正好見證了

記得我第一次遇到廖大衞醫生是在二零零四年。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難時期，雖然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還

當時我剛好參加了週五的團契活動，瞬間即被他雄渾

能夠奇跡一般的完成深奧的醫學課程。

有力的嗓音所深深吸引住。他的歌聲中充滿著對上帝

一九三五年：廖大衞先生本在廣州培英中學肆業，回港後

的讚美。每當我們一起誦唱和歌頌上主的時候，廖醫

即轉讀九龍拔萃書院， 接受英文教育，遂晉身為雙語精英。

生不其然顯露出藝術歌唱家的風格，從聲樂中便感受

一九三九年：廖先生以優異成績考進香港大學醫學院，原

到他對上帝的崇愛，他真正享受著與主同在的欣悅時

本以為可以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後塵，成為名正言順的天之驕

光。當我參加聖經分享小組的時候，我更驚訝廖醫生

子，沒料到才兩年光景，抗日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港大停課，

對瞭解經文的強烈欲望。

美夢成空。

當周四的聚會停辦後，我便自動請纓，每個周

一九四一年：廖醫生轉到上海聖若翰大學修讀醫科兩年，

五都接送廖醫生到教堂來。正因為跟他有更多接觸機

但因經濟問題再度停學。

會，我對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廖醫生告訴我說，他

一九四二年：大衞的五姐安娜身在國內，擔任重慶政府高

非常享受「樂齡小組」的活動， 他有五至六位年屆

官的英語老師，得悉幼弟輟學，即憑她的特殊人脈關係，推薦大

八十至九十歲的「老」朋友，常常在碧山中心和大巴

衞進入江西中正醫學院，繼續學業。當時的院長也是個基督徒，

窯廣場聚集，一起品嘗佳餚美食。

真是太巧合了。

廖醫生十分想念他的亡妻，不時盼望回到上帝的

一九四三年：抗日戰爭蔓延，日軍侵佔江西，中正醫學院

身邊，這樣就能與愛人重聚。他真是個重情重義的慈

被迫遷移到福建省長汀。廖醫生跟隨醫學院遷徙後，身無分文，

祥長者啊！

生活非常艱苦。那年的農曆新年特別寒冷，廖醫生因為缺錢而賣

廖醫生寓所的院子裡種了幾棵榴槤樹，生長得十

掉了保暖外衣，只剩下一條長褲度過下雪的寒冬。

分茂盛。記得在今年（二零零七年）八月，他曾經兩

移居長汀後的某一天，大衞在街上巧遇香港拔萃書院的關

次送贈榴槤給我和家人享用，更帶著微笑說：「這些

姓同學赫伯特(Herbert Kwan) 。關先生得悉廖醫生的困境後，

榴槤很普通，不是什麼名種，請不要介意！」。又有

即答應為他介紹工作。原來赫伯特已加入美軍，秘密推薦廖醫生

一次，他還打趣說：「今年果王的收成很不錯，足夠

到美軍的情報科特務組當兼職通譯員，月薪近二千美元，且吃住

貪吃的松鼠和我們大夥兒一起享用。」他真是個心地

全包，上班時間又十分自由，絕不妨礙醫學院的學習進度，感謝

善良的大好人啊！我知道有些女教友也曾到廖醫生家

上帝！

中探訪，當然同樣會獲贈幼竹和小盤栽，每一回都是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廖醫生繼續學業，且

滿載而歸的。廖醫生喜歡大自然，熱愛自己的花園，

在畢業後返回江西中正醫院當醫生，為廣大人民治病，造福社

尤其是鍾愛他親手栽種的果樹—除了榴槤樹，還有

會。此時，遠在英國利物浦的好友鄧彼得先生與他仍有緊密聯

紅毛丹和其他熱帶水果，種類繁多。

繫，並鼓勵他出國深造。數月後，廖醫生即遠赴英倫，再創人生

「長者詩班」剛在去年（二零零六年）成立，廖

高峰。

醫生是合唱團的靈魂人物。他的歌藝出眾，一曲《花

一九四八年：廖醫生在留英期間，最先鑽研眼科

園中》In The Garden更是令我畢生難忘。我為退出詩

(Ophthalmology)，由當地名醫Professor Micke Reid 重點培

班而感到慚愧，但喜見廖醫生仍然堅持到底，用他的

養，在短短六個月內即考獲眼科專業文憑(DOMS) ，而在接下

金嗓子帶領合唱小組繼續走下去。

來的四年裡，廖醫生再攻讀耳、鼻、喉科，同樣考獲專業文憑

我真高興能認識廖大衞醫生，更為他息勞歸主，

(DLO) ，受到世界各國承認，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五官科專家。

與愛妻重聚 和回到耶穌基督的座前而覺得欣慰。不

一九五七年：廖醫生在新加坡懸壺濟世，其後更開設自己

過，我在每個週五都會懷念他嘹亮快活的聲音：「弟

的專科診所，直至二零零三年退休，享樂天年。

兄姐妹們！十點三十分再見！」
《全文完》

請想想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1-1945），廖醫生還能繼續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定稿

他的學業。他當時身無分文，因偶遇老同學而得以在美軍軍營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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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七」成功舉國歡慶

航天專家再講航天
西關培英校友會莞旅分會 陳傑禹
包括今次飛天的「神七」飛船，總長9.2米，最大直徑2.5米，入
艙質量約8000千克，有兩副太陽能帆板，最多可乘坐3名航天
員；運載火箭系統，採用「長征」2號F型火箭，全長58.2米，
起飛質量479.8噸，和空間應用系統，航天發射場系統，測試通
信系統及著陸場系統等。
第三部分介紹了前六次「神舟」飛船發射情況：1至4號是
無人飛船，神舟5號是我國第一艘載人飛船，楊利偉在太空飛行
21小時，神州6號搭乘2名航天員飛行115小時33分，飛行325
萬公里。
徐矛學長接著介紹「神舟」七號，包括航天員出艙，釋放
伴飛小衞星，進行「天鏈一號」衞星數據中繼通信試驗和空中固
體潤滑劑和農作物種子等科學試驗；選定出3名正選航天員，對

徐矛學長演講

航天員進行嚴格的地面訓練；改建軌道艙；引進俄羅斯「海灣」
型艙外航天服和自行研製「飛天」型艙外航天服；完成航天測控

2008年9月28日下午，神舟七號載人飛船在太空運行68小

網。

時27分鐘後，於內蒙古四子王旗安全著陸。航天員翟志剛、劉
伯明、景海鵬勝利完成太空出艙等任務安全返回，舉國歡騰。

徐矛學長在結束語中介紹了航天載人工程的後續發展計劃

10月6日下午，西關培英校友、新中國第一代航天專家徐矛高級

和各次發射前需要解決的技術難點。他用了大量的照片和圖表，

工程師，再一次回到母校，和學弟們暢談航天。

直觀介紹了神舟七號的外貌、發射場、指揮中心、出艙活動和艙
內工作等資料，使同學們更易明白「神舟」七號飛船的發射與返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與『神舟』七號飛船」學術報告會於

回的過程。

下午3時40分，在4樓多媒體會議室隆重舉行。出席報告會的有
劉國銘校長、校友會溫榮錦主席等校友代表、莞旅分會校友方耀

徐矛學長語重心長對同學們說：「航天任務任重道遠，要

輝、何明珠、李淑蕙、陳傑禹、部分老師和高中一百多位同學，

一代一代傳承下去，希望寄託在你們年青人身上，希望在座同學

另有部分同學在課室內收聽講話。徐矛學長在報告的引言中指

將來有機會參與航天專業的發展。」歷時兩個鐘頭的報告，同學

出：我國航天工程在五十年代就開始研究，55年錢學森教授從

們聚精會神聽講，並報以熱烈的掌聲。

美國回國後，56年就給中央報告我國要發展火箭國防事業。而

校友會溫榮錦主席在致辭中感謝徐矛學長為同學們所作的

我國載人航天工程則是繼20世紀50年代發展「兩彈一星」之後

精彩報告，他說：「今年祖國經歷了風雪災害和汶川大地震，又

又一項重大工程。因此載人航天工程是國航天事業發展的第二

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和殘奧會，成功發射了神七載人飛船，首次實

個里程碑。鄧小平說：「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

現航天員出艙。我們西關培英有徐矛學長、劉賜江院士、蔡建中

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教授等傑出貢獻的校友應引以為榮，我們全體同學要勇攀科學高

這些東西反映了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

峰，為祖國科技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並祝各位學業進步和身體

旺發達的標誌。」1992年9月21日，中央批准載人航天工程即

健康。」劉國銘校長在致辭中對徐矛教授的報告表示感謝，希望

「9.21」計劃。到現在，已成功發射神舟七號。

同學們通過聽報告後對航天事業有新的興趣。徐矛學長還回答了

徐矛學長在報告的第一部分，闡述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

聽眾提問，對郭勤佳學長提出航天技術的應用問題，他指出：這

創立。第一步是發射無人飛船和載人飛船；第二步是重點完成航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航天技術的應用前景十分廣闊，比如現

天員出艙活動，神舟8、9、10號將在2012至2013年完成；第

在的遠洋通話、衞星電視以及GPS衞星定位技術都是其中之一。

三步要建造更大規模的長期有人照料的空間站，進行規模較大的

現在用於汽車的GPS技術還是美國的，歐洲和我國也在研究。相

空間應用和科學實驗，將在2020年內完成，數個太空在空中多

信數年之後，我國「北斗」定位技術將會研製成功。劉校長笑著

次交匯對接。

說：「到時同學們人身一個『北斗』，便去到那裡家長都知道你

第二部分介紹了工程的七大系統：包括航天員系統、選

們的行蹤，就不同掛心了。」徐矛學長還向同學們介紹了他編著

拔、培訓從萬個飛行員中挑選出14個航天員，已上太空的有楊

的「航天科技基礎」一書，建議同學們課外閱讀，增加了解航天

利偉、費俊龍、聶海勝和今次翟志剛等六人。載人飛船系統，

知識。同學們以熱烈掌聲感謝徐學長的航天知識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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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見聞點滴
67 駝社 潘木麟

桃園慈湖

【遊踪】

慈湖分前後兩湖，中以小溪相連，

「中山學會台灣五日團」於五月十七日抵台中，翌日即乘

湖心時見天鵝優游，岸邊垂柳依依，台

車赴台北。團員玩賞了以下各景點及活動

灣先老總統蔣中正先生以其酷似故鄉浙
江奉化，為表對慈母懷念，命名為「慈

第一天（5月17日）台中：
逢甲夜市

湖」。

「逢甲夜市」是全台最大的夜市，
據導遊說目前約有1,500多家的攤販和

湖上天鵝

商店，夜市人潮，每天約有三萬人次， 著名的「台中逢甲夜市」
假日則超過十萬人次，使主幹道擠得水
洩不通。創新有趣的小吃有蜂蜜檸檬蘆
薈、可麗餅、胡椒餅、太陽餅、麻糬、
鴨頭、鴨舌、臭豆腐、蚵仔煎、冰鎮
水 果 …… 我 們 雖 吃 過 晚 飯 ， 也 饞 嘴 地
「小」快朵頤……

山明水秀的慈湖
如入鮑魚之肆

慈湖雕像紀念公園
位於慈湖旁佔地約4公頃的紀念公園，裏面的銅像，是歷經
多年扁政府「去中國化」及「去蔣化」政策下的「傑作」，前當
權者不斷蒐集各地拆除、閒置的蔣介石雕像而來，大約有150尊
左右。這些雕像有的是全身像，或拄著柺杖露出慈祥的笑容，或
採坐姿手持書本；還有少見的著軍裝、披上披風展現馬上姿勢，
與「阿茂」異曲同工

每一尊都唯妙唯肖，也有數尊國父孫中山先生像。

木師兄：您在台灣當了老闆乎？

第二天（5月18日）台北：
大溪花海農場
花海佔地16 公頃，以浪漫歐陸式
設計，遍植色彩繽紛的花卉。「紫色夢
幻區」內種滿了薰衣草、鼠尾草等紫色
的花卉；「彩虹花田」種滿如彩虹般豔
麗花卉。
中山先生銅像

蔣老先生馬上戎裝像

紫色夢幻

台北故宮博物院
位於士林區外雙溪，與美
國大都會博物館、英國大英博

浪漫引狂蜂

物館、法國羅浮宮，並列世界
四大博物館。
收藏品達七萬多件，當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中以「翠玉白菜」、「肉形
石」、「毛公鼎」等聞名於
世。

彩虹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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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5月19日）台北：
忠烈祠

這件藝術品原本放置於北京紫
禁城的永和宮，是光緒帝瑾妃的嫁

祠內供奉的

妝。以翠玉自然的色澤刻飾出綠色

是從推翻滿清皇

的菜葉與白色的葉柄；白菜的寓意

朝的革命烈士，

女子清清白白；菜葉上還塑有兩隻昆

到在抗日戰爭、

蟲：一隻是螽斯、一隻是蝗蟲，螽斯

內戰中為國捐軀

也就是俗稱的「紡織娘」，紡織娘因

的三十多萬將士

為繁殖力很強，在古代是被當作多子

官兵。

多孫的吉祥象徵，見《詩·周南·螽
翠玉白菜

斯》：「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
振振兮。」

野柳
野柳真的很
美，美在天涯處藍

此件肉形石乍看之下，像是一

波碧浪，站在岬角

塊令人垂涎三尺、肥瘦相間的「東坡

邊緣，一望無際的

肉」。瑪瑙類礦物在大自然中，由於

海在眼前延展，一

經過漫長歲月的累積，在不同的時間

回頭，身後的奇

點，雜質影響乃至生成的顏色不同，

岩以怪異獨特的姿

呈現一層一層不同的色澤，藝術家將

態，在天空下展

原來質感豐富的石材加工琢磨，並將

示，無與倫比，蕈

表面的石皮染色，造成了這件肉皮、
肥肉、瘦肉層次分明，毛孔和肌理都

造物者的藝術品

狀石、豆腐石、象
肉形石

鼻石、仙女鞋、女

逼真展現的作品。

王頭，真的令人懷
疑曾經有仙人到此
雕塑過，留下神奇

毛公鼎

今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毛公

的遺跡給人間，而

鼎，鑄於西周後期的宣王之世(公元

岩壁上規則的橫

前827─前782年)，它以499字長

紋 ， 是 唯 一 的 見 女王頭石

銘記述了王室對貴族毛公的冊命，並

證：見證堆疊的岩

成為西周金文書法典範作品之一。毛

石，如何被時間、

公鼎的造型為半球形腹、雙立耳、三

被風神雕刻幻化，

蹄足，比例勻稱合度，輪廓優美，紋

在無可追擬的遙遠

飾也異常單純，僅在頸部飾一圈重環

時空歷程裏，一點

紋，下加一道弦紋，體現了西周時代

一滴刻劃，一分一

典雅和諧的審美風尚。

秒蝕變，終於凝結
為大自然美麗無比
的 傑 作 ， 在 野 柳 的 蕈狀石
海濱，與海浪為

銘文的內容是說：周宣王即位

伴，與星空輝映。

之初，亟思振興朝政，乃請叔父毛公
為其治理國家內外的大小政務，並飭
勤公無私，最後頒贈命服厚賜，毛公
因而鑄鼎傳示子孫永寶。
鼎內壁的銘文

別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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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傍海的、沿山坡建成的低矮平房，襯著漁港海灣與遠
方的基隆嶼，一幅獨特的山海風光，令人迷醉。現今，是一繁鬧
的小巷舊村，美食處處，頗富特色。

蜂巢石

巧遇新人海誓賦河洲

遠眺基隆嶼

燭台雙峙(又稱「夫妻石」，右邊小孩躲在母親後)

1964年3月18
日，天氣惡劣，一
位前來遊玩的學生
不慎墜入海中，小
販林添楨立刻躍入
海中救人，但是風
浪太大，兩人都被

美麗的山城

海浪捲走，人們為
紀念他捨己救人的

途中見「昇平戲

精 神 ， 樹 立 了 這 座 林添楨紀念像
塑像，供人憑吊。

院」遺跡，導遊說是
約建於日治時昭和2年
（1927年），原為木造

九份

九份之晨

位於台北瑞芳鎮、

戲台，後來遇到一次的

本是寂寂無聞的九份，因

強烈颱風，被吹倒了，

為1989年侯孝賢執導的

於1951年改建為水泥空

一齣《悲情城市》而揚名

心磚與木結構屋頂，一

海外。

直保留到今天。自1986

在很久以前，沒有

年停業後，門前蕭瑟、

現在這樣繁榮，只住了九

昇平不再、繁華褪色，

戶人家；而他們需要日用

隱約彈奏著落寞的悲
歌。

品時便需要長途跋涉下山買東西，所以他們當有一戶人家代表下

「昇平戲院」遺址

山買東西時，便會買九份，久而久之，當他們買日用品時，賣東
西給他們的人便知道他們住在山上的，於是便給他們一個名字

第四、五天（5月20、21日）台北
兩人參觀「典禮」情況，詳見上期。

「九份」。也此為名，稱這裏為「九份」。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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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遠學長作品
陳志遠學長寄來4幅畫作與校友分享。
編者

台山培英 陳志遠

2009 海闊天空

2009 娛魚樂

油畫 150 x 90cm 清溪楓情艷 2008 秋

油畫 150 x 90cm 雪山飛騰 2008冬

2008初冬彩雲— 龍吐珠
77信社 廖紅麗
2008初冬的清晨，一輪豔麗的紅日冉冉升
起，霞光萬道映照出可愛的笑顏逐開的臉膛，蔚
藍色的天空時而雲舒雲卷，時而放射出燦爛的金
碧輝煌的光芒，溫暖著萬物，讓人們感受到冬天
的柔情暖意。
頃刻，一條巨龍正龍騰虎躍般地騰空而
起，只見它口中含著的光芒四射的金光閃閃的龍
珠即將吐露給大地，展示給人們欣賞大自然的極
美妙神奇的變幻無窮的景象。
龍吐珠的神奇景象 (攝於2008年11月13日)

這個冬天不太冷！2008世界金融海嘯的危
機，有危就有機，春光明媚的春天不遠了！讓騰
飛的中國巨龍照亮世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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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的聯想— 憶陳光遠、王鑑明老師
51彪社 宋哲和
我讀小學的時候，

背地稱他「衝綫佬」。

曾聽說我國近代有位文

他工作確有衝勁，準時

學家認為：學問要如金

上課，快步踏上講台，

字塔，又能擴大又能

授課條理清晰、聲音

高。當時只覺得求學

大、邏輯性強；批改作

上進，要有紮實、廣闊

業快而認真，及時發還

的知識基礎，但卻不知

給我們溫習；教學進度

金字塔是怎樣的。直至

很有節律，不會前鬆後

1947年秋，我從培英

緊，在大考前總會有時

西分轉到白鶴洞正校上

間給我們總復習，解決

初中三，教我們平面幾
何、三角的陳光遠老師

作者攝於埃及基沙三大金字塔(中間一座為古夫大金字塔)

疑難，所以教學效果很
好。他在授課中也曾提

提到幾何學起源於埃及，與金字塔的建築及尼羅河泛濫有關，因

到我國古代早已有「極限論」的理念，祖沖之割圓（求圓周率）

為尼羅河每年定期泛濫之後，河水從上游帶來了肥沃的泥漿覆蓋

和商高定理（即畢氏定理或稱為直角三形的勾股定理）等，從而

了原來的農田，必需重新丈量規劃，才能使原來的田地給原來主

增強我們的民族自尊和愛國心。記得有一次上課，陳老師拿著一

人耕作。世界七大奇蹟之一金字塔的建築，更需要有精確的測量

份報紙向我們展示該報的報導：可用無刻度的直尺、圓規三等

計算，從而奠定了幾何學、三角學的理論基礎，因此，金字塔一

分一任意角，這是已被認為不可能解決的幾何難題，大家興致甚

直深深印入我的腦海之中。然而世事多變，想不到六十年之後，

高。老師就在黑板上剖析本篇文章的推導，逐步進行驗算，後來

於2007年秋冬間，我有機會參加多倫多恩福協會組團到埃及等

他引導我們發現了文章的錯誤，結論也就完全錯了。這是一節非

地作聖地考察（詳見：安省培英校友會出版「白綠楓訊」2008

常特別的課，激發了我們對數理的興趣，使我們初步懂得邏輯思

年15期有報導），竟然實現了登進金字塔的夢想。

維、懂得科學的嚴謹性。陳老師除在初三教我們平面幾何、三角

校祖那公給我極大的鼓勵（1948年因為考試成績全校最

之外，高二時教我們立體幾何，高二、高三這兩年教大代數，是

高，我獲得「那夏禮博士獎學金」），他精研數學，造詣很深，

位好老師，影響深遠。

遺著有「心實數學」一卷，因而對我有啟發和鞭策。培英一向

自從畢業離校，我考入嶺南大學農學院甘蔗專修科，王鑑

重視數理科的教學，積極培養學生的興趣，如每次全校舉行燈謎

明教授教我們「試驗設計」課，內容豐富而深入。由於陳光遠老

晚會，都有數、理、化方面的內容，其構思也饒有趣味，引人入

師已給我打好了數學基礎，所以學起來很順利而又特別有興趣。

勝，現將當時一些謎語列下：

我畢業後被分配到甘蔗糖業研究所，又在王鑑明所長領導下做研

(1) 老婆要離婚（數學名詞）：謎底是「公差」—因為

究工作兩年多。他對工作非常嚴肅認真，王老師又是學長（他是
培英1935年鵬社），還鼓勵我要努力學習，並給我解答疑難問

老公太差了，所以要離婚。

題，使我在學習和工作上獲得很大的進步。王老師身材中等，戴

(2) 曲率半徑全等，摩擦系數為零（俗語）：謎底是「又

深近視眼鏡，平易近人、健談。他熱愛母校培英，常在《友聲》

圓又滑」—有些人的性格。

發表詩歌，為校友所稱道（見《培英史話》第175頁）。他有三

(3) 阿爺失火（化學名詞，諧音）：謎底是「硝酸」—

多：

與「燒孫」同音。
(4) 三角幾何共八角，三角三角，幾何幾何？：謎底是
「五角」—因為「三角」和「幾何」兩本書共值八

音樂唱片多

角錢，「三角」這本書是三角錢，而「幾何」這本書

喜愛欣賞古典交響樂或名曲，有「王鑑明唱片圖書館」，

值幾多錢？當然是五角了。

有時我們還能共賞音樂。他贈條幅給梁得靈老師：「……音樂
撩人憶往事，閉目共賞主聖詩，不慣自憐不知獨，古典音樂伴我

蘇道榮教務主任曾兼教過一些數學課，但工作很忙，只

時。……」（見梁得靈著《樂教隨想》第81頁），充分表達了

能在學生晚自修時前來給輔助同學，傅校長說蘇主任像「擺擂

自己的心思。

台」，是數學全能。陳光遠老師是教數學的主力，他體型高瘦，
載眼鏡，平時比較沉默，很少和我們交談，他精神爽朗，走路

生物統計資料多

很快，好像賽跑臨近終點時那「衝綫」的姿勢。因此，不少同學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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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資料，回國後仍獲得他們常寄來文獻資料。他勤奮好學，常

期在全國中、小學數位化校園建設上我校榮獲唯一一間中學獲

在晚上還到資料室翻閱文獻，在他閱讀自己的書籍或資料上常劃

得最佳組織獎，評出優秀論文獎也是全國首屈一指，多次被中央

重點、寫批註。

表揚，對推動現代化校園建設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因此必須時時
牢記傅校長語重心長的告誡：「希以後我校校友更關心母校的進
步，保證不會褪色，從高處跌落為盼！」在母校建校將踏入130

雨傘多

周年之際，我衷心祝願母校蒸蒸日上，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英

都是出差回程遇雨時買下的，但常常自己一出家門遇雨卻

才！

找不到雨傘，而在辦公室、資料室或實驗室等處則常有他的雨
傘。
1954年我考入北京農業大學（現名中國農業大學）學習四

附錄：

年，再加進修一年。我很想回甘蔗糖業研究所工作，王老師十分

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王的陵墓，所有金字塔中以開羅郊

贊同，可是必須服從分配到山西農業大學任教20年，同時做些

區基沙（Giza）的三座大金字塔為代表，其中又以法老不古夫

研究工作，間中還與王老師有聯繫。由於中加兩國已達成協議，

（Khufu）的大金字塔最為宏麗壯觀，它約於公元前2560年所

經批准於1978年我全家定居加拿大多倫多。我將北京農大文憑

建，歷時約20年方建成。體積極為龐大，底部邊長230公尺，

和主要著作《農藥藥效試驗設計與分析》發表於《昆蟲學報》的

原高度146.6公尺，因經風雨侵蝕，現高137公尺，共用230多

論文（1974年第一卷首篇，其英文摘要又在英國倫敦出版《應

萬塊石塊堆砌而成，每塊石塊平均重達2.5噸，甚至有重達16噸

用昆虫學評論》轉載）及其它論著等資料（包括學歷、經歷以及

的，是巴黎鐵塔未建成前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而且經歷三次地

有來自美、英、蘇聯、捷克等國的大學或科學院人的來信，向我

震依然屹立不倒。

索取論文的原文）寄給多倫多教育局審查，後又經Guelph大學

金字塔的結構設計居然符合星辰運行的規律，與天文學、

審核，最後由加拿大安省文化部給我證書，承認學歷。列舉以上

數學、物理學有一種現代人難以理解的聯繫，因此更顯得神秘和

這些成績，似有炫耀之嫌，但我想借此來表明母校師長們對我教

偉大了。金字塔的建造可確定一種度量衡體系：其底線長度單位

導的結果。陳光遠老師給我這求學「金字塔」打造了良好基礎；

是根據地球的旋轉大軸線的一半，取其十分之一而定的；其重量

王鑑明老師教導我打開更高的境界，並幫助我不斷充實自己的學

單位是以上述的長度單位與地球的密度組合而成；其熱量單位是

識，我時常都銘記心中。

整個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金字塔底部四邊幾乎是正對北、南、

在傅校長給我的信中提到母校於1992年由中央教育委員會

東、西方向，誤差更少於1度，正好落在北緯30度和東經30度

列為全國330所中學名校之一，培英名列廣州市中學的榜首。近

之間，這是根據以右框星為指標，只能由傑出天文學家經過測量
才能完成。塔內除了有法老王的陵寢之外，尚有長
約800公尺的堤道，其中一條上升堤道直接通往法
老王和王后的兩個墓室，而另一條下傾堤道則通往
第三間的地下墓室。此外還有四個通風的孔道，它
們呈37度28分直接指向太空的天龍星座和獵戶座，
此與當時墓室的定位有關。至於塔內靈櫃、木乃伊
以及一切珠寶、陪葬品等則集中在埃及博物館供人
們參觀。
值得提出的是，參加金字塔建築有十萬人，把
採自圖拉（Tura）和阿斯旺（Aswan）地方的石灰
岩大石頭，先鋸開再打磨成平整石塊，從尼羅河以
船運到近基沙處上岸，用整排的大圓木作滾軸，由
幾十以至上百人拉動到接近金字塔址，再從人造的
斜坡上推上去，在那裡用三條大木扎成一三角架，
並利用槓杆原理將大石塊吊起來，向上推移、堆砌
成三角形斜牆，因此工作非常艱巨。金字塔的底座
是平面正方形，四面的三角形斜牆直至頂上相接成
錐形體，從旁邊望去像「金」字，故名金字塔，它
完全符合三角形的堅固性原理，所以十分穩固，可
見當時埃及的科學文化水準是很高的。

傅世仕校長給作者的信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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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歷史相片
54憲社 池元堅
藉培英130周年校慶之際，池學長寄來兩張與培英校友有關之歷史照片（一張是上世紀20年代初的培英童軍；另一張
是30年代培英校友和同學組織結他隊的合照）與校友分享。
編者

培英早年童軍英姿
池慶明（先父），1929堃社
池慶培（池方）（先六伯父）
池慶漢（池松青、先七伯父）
照片約攝於1922年前後

培英一向重視文體活動，不但活躍在校內，而且在「老」校友的帶領下
走出校門，聯合友校進行社會活動。
中排左二：孫寧先生
中排左四：池慶明（先父），培英1929堃社校友
坐 排 中：梁舜祥先生

三十五年前後照片
77信社 廖紅麗
舊照片是我們在廣州市第29中讀初中成立團支部時的合影，新照片是當
年的團支部成員在35年後取得聯繫時的合照。三十五年前後與西關培英中學初
中團委校友合照現登上了《廣州日報》懷舊版供校友瀏覽及分享，網址如下：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8-11/09/content_370642.htm。

註： 新舊兩照片中人站的位
置完全相同，前排右一
是作者。

舊照片

新照片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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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校友來鴻

紐西蘭培英校友會賀卡

方創傑學長賀卡

鋒社正社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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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鴻

弼社賀卡

鳴

謝

贊助「校友聯會」經費
胡朝生學長
陳志遠學長
雷瑞基學長
趙淑珍學長
蔡建中學長

37 義社
台分
53凱社
54 憲社
55 法社

美金
加元
澳元
澳元
港幣

100
100
10
20
150,000

48 群社
51 彪社
53 凱社
64 萃社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加元
加元
紐元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20
50
100
75
100
100
50
1000
500
1000
1000
1730
500
500
100
300
500

贊助「聯會友聲」經費
朱炳林學長
宋哲和學長
周寶壁學長、周寶屏學長
許遵益學長
陳澤棠夫人
陳中至學長
陳光中學長
簡靈儉學長
康同家夫人
岑悅生學長
梅自強、阮潔芳伉儷
曾集祥醫生
鄭忠文學長
雷錫珊學長
池元堅學長
曾素嫻學長
岑月華學長

62 素社
51 彪社
56 雲社
43 毅社
49協社、50翼社
52 強社
52 強社
54 憲社
54 憲社
56 雲社
71基社

贊助「校友聯會」及「聯會友聲」經費
蔡其煊學長
紐西蘭培英校友會

53 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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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一位默默奉獻的校友
轉載《雲城友聲》第194期
(李上鶯社長在劉沐曾同學追思禮拜上的講話)

劉沐曾校友

劉沐曾同學離我們遠去了，回憶我們一起在培

圖文並茂，彩色精裝出版；從最初出版100本，到今天每月出版

英中學讀書，又有緣相聚於溫哥華十多年，驟然聽

900本全球寄發，包括北美洲、澳紐、中港台、星馬泰，當中是

到他的離去，心情是失落，亦難捨。沐曾是一位少

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其中更包括了沐曾心血與精力巨大付出，

說話多做事，淡泊名利，默默奉獻，默默耕耘的同

難以估計。

學，他和諧處世，和藹待人，做事持之以恆而不易

《雲城友聲》出版十五年了，十五年不是一個短時間，

放棄，幾十年來他是我們當中的一位好同學。

十五年來，每一期《雲城友聲》出版從打字、編輯、付印，甚

我認識沐曾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我從西關分校升到正校

而至印刷信封、地址到付郵，他都積極參與，親力親為，任勞任

讀高一，而沐曾也從台山轉來廣州培英就讀，我們是同一級社

怨，從沒怨言。近幾年年紀大了，沐曾要自動讓位給青年校友，

「協社」，全級同學在校寄宿長達三年，同學間感情深厚。中學

不再做校友會理事，但難得的是他雖然人不在其位了，但熱心依

時代的沐曾沉靜寡言，勤奮好學，成績優異，與同學相處，是不

然，一直仍孜孜不倦地為校友會服務，堅持在家裏也繼續為《雲

折不扣的好學生。中學畢業後，他以優異成績順利進入當年名校

城友聲》的出版做工作，直至最近在家居浴室跌傷脊骨，不宜再

嶺南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在香港工務局工作，直至七十年代

勞累才停止。

全家移民加國。

這種少說話多做事，不求名利，默默奉獻，默默耕耘的精

在溫哥華退休後的沐曾熱心參加了校友會的各項活動，並

神，正是我們常常提倡義工精神的表率，是我們學習的典範。

服務校友，受到校友們的愛戴，歷屆都當選為校友會理事，每周

今天在這追思會上，為了不能忘掉的記憶，讓我重讀沐曾

一次茶聚，他一定參加，並準備記事簿，登記到來茶聚同學，分

生前所寫《熱鬧的六月》節錄小片段來懷念他：「今年六月對

發校友會刊物計算茶資，遇有外地校友到訪，茶聚更加熱鬧，沐

溫哥華同學來說是熱鬧的月份，校董會主席蘇醫生到訪，也有好

曾也就更加忙碌；他熱心助人，馬炳章校友售出自住房屋定購一

幾位同學移民或探親旅遊到溫哥華，我和他們大多三、四十年未

套公寓，誰知樓未建成，人已離世，嫂夫人面對即將到來遷居問

見，會面時既興奮，話題廣闊；離別時又意猶未盡。蘇醫生說

題，沐曾立即負起收集校友們的捐資，幫他及時解決困難，搬遷

過，協社同學每兩年聚會一次，直至最後兩位為止。當然這是歲

之日還與國鑾兄親自動手協助搬運，令嫂夫人得以安居，同學們

月不饒人的自然規律，不過我希望有一個百歲耆英聚會。」

都深為感動。

沐曾雖然不是如他所寫是最後兩位同學之一，但誠如古人

校友會籌辦《雲城友聲》月刊，沐曾積極參與，第一期於

所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寄居在世上

92年7月出版，在這首期的第一頁，就刊登了沐曾寫的文章《熱

的人，或早或晚都回歸天上。懷念沐曾同學，我們雖然惆悵，亦

鬧的六月》，所以他也是刊物創刊人之一，以後他全程投入這個

藉此追思，安慰沐曾嫂及其家人，因為沐曾常在同學記憶中。安

刊物的出版工作，由第一期用手抄黑白影印，到今天用電腦打印

息吧！沐曾，我們永遠懷念你！

悼念鄧文銳學長

周相迎學長輓聯

November 8, 2008
Mrs. Man-Yui Tang鄧文銳夫人及家屬：
驚聞我們敬愛的學長鄧文銳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七日息勞歸主，文銳學長數十
年如一日的服務、協助與支持培英會所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今天他的離世，我
們深感痛惜與損失，文銳兄可說是好福好壽，功名留芳百世，但願嫂夫人與家人
節哀順變，一齊向前看，明天會更好。本會同仁等特專函慰問與請安。
培英會所有限公司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方創傑主席暨同仁敬上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八日於美國舊金山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110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緬懷先輩

給伍榮宣夫人的慰問信

悼念雷沃暖學長
52強社 劉卓儒

January 23, 2009

雷沃暖學長1922年出生於台山縣，40年在培英高
中畢業，45年畢業於中央大學機械系，曾任教於台山培

伍梁雯羲女士：

英及香港培英。後受聘於廣州造紙廠任高級工程師，在

接鄭偉志學長電郵，得悉我敬愛的伍榮

造紙廠工作30年，有多項技術革新、創新，貢獻良多。

宣學長息勞歸主，敬請嫂夫人及家人節哀順
變，一切要向前看，並與兒女們一起度過愉

雷學長退休後來美定居加州。12月18日飯後昏迷，延
雷沃暖學長遺照

快的晚年。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收到妳的聖誕
賀卡及信件中，詳述了妳與伍榮宣學長到台
山旅遊，覺得非常羨慕，但歲月催人，我還
未回信給妳言謝，卻傳來我們敬愛的榮宣兄
榮歸主懷，我謹代表培英會所之培英會所有
限公司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全體同仁特向妳
及妳的家人專函慰問與請安。

至22日逝世，享年86歲。

雷學長為人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團結友愛，處事謹慎小心，對他
的去世校友們
都很懷念他。
在雷學長的追
悼會上，霍炳
華顧問為二埠
校會撰寫了輓
聯，並在會上

培英會所有限公司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宣讀。

方創傑主席暨同人敬上
二零零九年一月廿三日於美國舊金山

敬上一炷清香

悼念林沛森同學
57成社 李錦深

2008年10月18日中午，接了一個電話，

敬，從未有過非份之想，又樂於助人，有同學的單位急需車輛調

電話裡傳來噩耗— 林沛森同學今早外出散

運物資或因臨時公幹急需車票，總是有求必應，完滿解決，有時

步，不慎跌倒路旁，當救護車趕到後，證實已

甚至把車票送到您的家裡，對班、社的活動極為支持，只要與公

猝死。這簡直令人不可相信，因129周年校慶

事無衝突必定參加。

時，還參加了聚會，身體很好，看不出有甚麼

他大學畢業後一直在鐵路戰線上工作，當過廣州鐵路分局的

問題，然而這突然其來的消息，難以相信，我

運輸科長，廣州鐵路分局的總工程師，事業上戰戰兢兢，退休前

當時還以為聽錯，詢問多兩次，事實總歸事實，放下電話，馬上

也負責佛山的輕軌鐵路設計工作，退休後仍操勞於此，直到兩年

轉告我班的所有同學，真是天有不測之風雲。

前才真正退休，但還往常惦念此工作，有需要仍回去協助處理。

林沛森同學

21日下午，我和李廣漢、李兆麟、盧倫森、符力奮到其府

我們大家非常懷念他，都感到可惜，從此痛失一個好同學。

上，各人恭恭敬敬地敬上清香一炷，並送上帛金，代表我班及成

24日下午，我們班的同學都抽空參加了告別儀式，前往瞻仰遺

社全體同學的一片敬意。我們與其家人聯想起他的為人處世，待

容，見到他非常之安詳！
安息吧！我們尊敬的林沛森同學，也望家屬節哀順變。

人接物無不稱讚，他事業心重，為人正直，遵紀守法，深受尊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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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name with sunshine

悼念一位白綠樑柱
— 蕭一言

獻給我們的英語
啟蒙恩師— 吳懷

48群社 張道生

We are grateful to you for your enlightenment!
By Sydney Pei Ying (培英) Wing house
Class 302,303,304 alumnus

蕭一言同學是1948群社的一位白綠樑柱。在2008
年，他為了籌措我們畢業60周年的慶典事宜，在美洲奔走
串連。當他找到了闊別60年的摯友鄭文治、李培榮等同學
後，無比高興地把他們的近照寄給我們，好讓能及時刻錄

There is a name with sunshine,
Is ever bright in our mine;
I’ve seen it rising by,
And yet we love it and cry!

到DVD光盤裡。
在他準備去其它城市串連時，在2008年9月15日突
然暈倒，經醫院診斷是中風。他是在為大家勞碌中獻出自

Teacher’s gestures, motions and their smile,
les!
Your wittiness, your voices, our hearts beguiles!
y?
Refresh our endowed, can you tell me why?
Oh! Darling, tears around my eye!

己的生命，謹此致崇高的敬禮和深切的悼念。
蕭一言同學
雖然身處海外，仍
然胸懷祖國，心

Build up free behavior, strong sight!
Would let the old worlds burn their laws.
We are green and white!
And now, we are keeping try!

繫培英，他是群社
白綠家庭的積極分
子，是樑柱，是骨
幹。他每年都偕家

Have you still heard birds singing on trees??
Judge your play games with classmates?
Open your arms, now fly, fly!
For my love high then high!

人回桂林，還來廣
州與同學聚首，表
現了關心家鄉，熱
愛祖國，懷念同學

Could I make an apology?
I always felt guilty!
y,
How sinful and curl, I don’t want to deny,
During the gory and dark time!

的偉大情操！
我們群社的
白綠兒女，都以他
為榜樣。我們永遠

Glory and Grace belong to thy,
Students not more cry!
y:
Who change the world, we look at the sky:
The name is Pei Ying (培英) sunshine!

懷念他！

編者的話
蒙 各校友多年來的支持及踴躍投稿，本刊至今已出版至第
45期，同仁深表謝意！
由於校友來稿數量日增，處理需時，至部份稿件未能及時刊
登，謹表意。又鑒於現時上網人數激增，在本會網頁瀏覽《聯會
友聲》之校友日漸增多，故編委會將採取新方式刊登校友來稿，
如未能及時安排刊登本刊之稿件，將上載至本會網頁，以供校友
在網上閱讀，此舉可有效處理積壓之稿件，及縮短校友投稿後至
出版所需之時間，日後各校友登上本會網頁www.puiyingaa.org
可閱讀更多校友的文章，使本刊及本會網頁相得益彰！
由於校友來稿的內容種類繁多，為堅持本刊一直以報導培
英世界各地校友會及校友事跡為主的方針，更有效處理校友之來
稿，盡量避免出現錯誤，為此請各校友投稿前留意以下事項：
聯會友聲第四十五期

一. 來稿請用正階字體書寫，草書及無法辨識之字體將引至
錯誤。
二. 請盡量用較厚的紙張作稿紙，太薄的紙張容易破損。
三. 請勿在相片背面以水筆書寫說明，如筆跡未乾，疊起相
片後會被印上水筆的顏色，以至相片表面被水筆破壞。
四. 稿件內容不適宜評論培英或其他學校的校友或老師的是
與非，更不適宜以書寫個人的故事來達至推廣某類產品的目的。
五. 稿件及相片以電郵傳送至info@puiyingaa.org是最佳的投
稿方式。
六. 本刊編委會有權修訂、刪改、增減來稿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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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攝影社活動近況

名譽會長：

71 基社 陳達權

程達民學長
余瑞礎學長

（一）2008年11月30日在廣州培英白鶴洞藝術館舉辦蘇棉煥社員個人攝
影作品展覽會。適值全培英人金秋茶話會之時，參觀甚為踴躍。

劉賜江學長
鄭偉志學長

今年白綠社攝影作品展評選在台山下川島舉行，承蒙台山培英陳簡榮
校長熱情招待，評選諸君，工作不忘創作，可喜可賀。

源本鏗學長
林國鑾學長
唐國俊學長
方創傑學長
黎鈞衍學長
李植榮學長
阮潔芳學長
張景燊學長

全體評選工作人員合照

評選完畢稍事休息

評選現場（右一為影聯攝影學會會長林惠端
先生）

（二）2009年在台山培英下川島進行評選第七集白綠傳人攝影作品選，並蒙香港

譚仕周學長
鄺彥才學長
伍烱芳學長

影聯攝影學會會長林惠端先生及陳柏健老師鼎力相助。

黃日華學長
蔡寶璇學長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廣州培英中學藝術館，展出白綠社基石社員蘇棉煥醫生的攝影作品，在培
英人的生活中，增添藝術色彩，為在校學生，呈示典範，亦是為慶祝培英130周年校慶的序曲。

梁華濟學長
潘漢松學長
溫榮錦學長
黃仕靈學長
羅志元學長
黃衞華學長
龍玉麟學長

剪彩完畢

互相道賀

楊迺才學長

白綠社新血液

何柏池學長

勘誤表

徵稿啟事

期數

位置

第42期

培英創校130周年校慶活動將於2009年5
月6日至5月12日在香港及廣東省各地之培英體
系學校舉行，為紀錄是次校慶盛事，本刊將在

第44期

校慶活動圓滿成功之後出版校慶活動特刊，以

原文

更正

第66頁第2段末

作用

作品

第66頁第5段
第1行

秀石後來被 全句取消
擢升為福利
司司長

第78頁右排
第10行

徐北前

徐兆前

特約撰稿人：
劉卓儒學長
潘漢松學長
伍國暖學長
馬明仁學長
溫榮錦學長

供各校友分享校慶活動的點滴。歡迎各校友提

《聯會友聲》編輯委員會

供有關是次校慶活動及世界各校友會活動的文

顧問：蘇棉煥 梁華濟 衞作輝 劉國銘 陳簡榮
何廸川 趙啟寧 梁國基 邱藹源 黃聖暉
出版組： 主 編：李華斌
副主編：曾集祥 潘木麟（執行）
編 輯：丘夏瑗 余志明
校 對：鄭 靜
製 作：程福祥

稿及相片，於2009年6月30日前電郵至info@
puiyingaa.org；或郵寄至香港薄扶林華富道55
號培英校友聯會收為荷。

出版日期 ：二零零九年四月（第四十五期）
本期印行 ：7650本
設計及承印：穎生設計印刷公司
電
話：2581 1966

聯會友聲編輯委員會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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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其煊學長
廖紹棠學長
朱偉業學長
蘇 莊學長
郭勤佳學長
甘永發學長
陳孟中學長
陳幗雄學長
潘鈞烈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