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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係表

培英兒女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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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活動

歡樂的聖誕晚會        
 感恩2018年的普世歡騰的聖誕節又快來

臨，聖誕聚會是每年的大喜日，
往年都選擇於十一月底舉行，然
而一八年的聖誕聚餐會，部份委
員要求改在十二月份較有聖誕氣
氛，於是定於十二月八日（星期
六）假座華麗宮酒樓舉辦慶祝聖
誕餐會，雖然很多校友在這期間
外出旅遊，是晚幸得熱心的校友
捧場而能筵開十席。

     晚會的當
日，天氣尚好，
不寒不冷又沒有
雪，六時許校
友，嘉賓們相繼
報到，互相請安
問好。七時幾位
女委員悉心打扮
成聖誕女郎作司

儀，唱國歌及培英創校校歌後，拉開了聖誕餐會
的帷幕。由於植祥堅會長返港省親，又獎學金委
員余沛民教授有職務未能出席晚宴，由黃  創副會
長主持，先致歡迎詞，多謝校友、嘉賓的支持，
並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身體健康，家庭
幸福，事事如意。隨即頒發獎學金，今年得獎者
有兩位；第一位謝天然，(他是80愛社卓曼麗的第
三位兒子) 入讀滑
鐵瀘大學。第二
位是麥睿哲(是63
蔚社麥勵濃的孫
子) 入讀安省西安
大學。[註] 這是
校友會最後一次
發放獎學金，而
近年來亦沒有校
友再捐贈款項，
今次兩份獎學
金，不足的金額
由校友會撥款補
給。

    由於四月
十四日校慶餐會
遇到冰雪雨惡劣
天氣，部份校友
未能出席，是以
在聖誕餐會補發
紀念牌給他們；A, 鑽禧元老(畢業60周年) 五八年
立社李曼霞；B, 金禧元老(畢業50周年) 六八年文
社余瑞芳。隨著介紹新加盟校友與會眾認識，計
有；65鶴洞斐社陳耀林、72香港建社唐兆波、84
西關胡美堅、92西關沈瑞華，莫紹斌及曹燦耀。
他們與兩位副會長合照留念。(是晚會場活動攝影

由白綠攝影社社長黃偉民擔任。) 在李月顏帶領謝
飯後，隨即上菜分享，進食期間開始抽獎活動，
首先是檯獎，把會場氣氛升溫。然後應屆會長及
委員們向大眾祝酒道賀。繼而由校友及嘉賓齊唱
聖誕歌。

    餐會進入熱鬧氣氛，由聖誕女郎伍雅蘭，
翁寶珠，馮遂令及廖曉蘭母女等攪遊戲活動；先
行作收買佬，各檯互相爭搶，結果第四檯勝出。
由於禮物甚多，有各種禮品外，今年把特大頭、
二、三獎改為抽派現金利是，所有與會校友嘉賓
們有人得禮物包，有人得到現金利是，皆大歡
喜，至十時許，在一曲友誼萬歲歌聲下晚會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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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活動

喜迎己亥豬年舂茗
燈謎  答案     

01. 手套
02. 手帕
03. 鍋
04. 火鍋
05. 火柴
06. 桌子
07. 熨斗
08. 大鐘
09. 耳環
10. 磨刀石
11. 菜刀
12. 暖壺
13. 床
14. 扇子
15. 醫藥箱
16. 帽子
17. 牙膏
18. 皮鞋
19. 蒸籠
20. 手電筒

麥萬華校友
致意

With the compl imen t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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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萬華校友
致意

With the compl imen t s
o f
 

黃錦添校友 李曼霞校友

關本楊校友 安省培英白綠攝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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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稿

紐英崙培英校友會慶聖誕餐會     
   文:吳曼霞 2018/12/9初稿  圖:黃鐵鎰

 上帝恩赐我們一個好日子。2018年12月9日
這天晴空萬里。紐英崙培英校友會在波士頓帝苑大
酒樓舉行慶聖誕餐會。筵開六席，校友嘉賓相聚
一堂，暢談歷史悠久、名揚海内外的基督教培英學
校。

    培英校歌播放後，聖誕餐會拉開帷幕。首
先由吳曼霞會長致歡迎辭，她贊揚校友及嘉賓的支
持，並祝大家聖誕快樂，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隨
後大合照留念。

    慶祝聖誕餐會的司儀是波士頓中國鄉土舞
蹈團團長黃納斯；音響由黃維納負責；攝影爲黃鐵
鎰。精彩的文娛節目貫穿全場；豐富的獎品抽奖由
黃納斯和梁家蔚主持；人人獲獎，皆大歡喜。由翁
惠莊校友領頭的廣場舞朝氣蓬勃；波士頓中國鄉土
舞蹈團的兩位小演员表演節奏強烈的、富有有時代
氣色的《快樂的小女孩》，
獲得觀眾的贊賞。最逗人回
味的、令人開心的由校友劉
永佳表演的《回娘家》：他
戴着假髮，穿上三十年代的
服飾，背着一個洋娃娃 ，手
里提着一個藤籃……活生生
地表现出那个年代的婦女回
娘家的形象。這一演出，搞
笑全場，博得熱烈的掌声。

丘雲達的《聖誕抒怀》
詩朗诵，譚建章
的獻墨跡，增添
了聖誕的色彩。
最引起全場轟動
的是由吳曼霞
的三歲多、喜爱
歌舞的孫女黃嘉
晞表演的《賣
花姑娘》。隨着
嫲嫲的歌声，提
着一個裝滿各種顏色的花朵（郁金香、向日葵、玫

瑰花、牡丹
花、……） 
她微笑着、
還帶有幾分
羞涩，把各
種各色的花
朵送到公公
婆婆的手
上……，將
聖誕活动推

向又一個高潮。公公婆婆手里拿着各種花朵，個個
笑得合不攏嘴，異口同聲稱贊不絕。

    隨着歡樂的聖誕歌曲，職員們將生日蛋糕分
送給各人品
嘗。最后由副
會長梁小娟作
答謝詞，感謝
大家對這次活
動的大力支
持。更希望大
家繼續發揚培
英的「白綠一
家親」精神。

    今次獎品款式多种多样，有各種禮品和現
金。人人都有份！在此我們要多謝捐款支持及贈送
獎品的校友、嘉宾：

    捐款者：陳毓璇、伍婉玲、帝苑大酒 
                   樓王老板、梅譚翠燕、吳曼霞。
    捐獎品者：譚瑞乾夫婦、丘雲達夫婦、
                劉華權夫婦、波士頓中國鄉土舞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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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稿

2018年12月，美西培英校友會經過
全體校友投票選出2019-2020年度職監
委員，經職員互選選出李細英為會長，
黃杏梨為副會長，並於2019年1月20日
（星期日）在校友會會所內舉行就職儀
式。彭浩顧問主持全體職員宣誓和新舊
會長交接印鑒儀式。李細英會長和黃杏
梨副會長在彭浩顧問見証下，從朱巧儀
前會長手中接過印章。全體職員在彭浩
顧問帶領下宣誓為校友服務。鄧海波顧
問，黎炳潮顧問，潘星煒顧問和黃貴雲
顧問及很多校友都出席觀禮。培英中學
校董暨本會榮譽顧問陳宜也特意與夫人
齊來見証新團隊的誕生。

滿任會長朱巧儀報告任内兩年校友會各項
活動，感謝顧問們和校友們的支持和參與。希
望未來兩年在兩位新會長帶領下將校友會會務
推向另一個高峰。

美西培英校友會新屆職員就職                                     
美西培英校友會

新任會長李細英致就職詞。感謝大家對她
的信任和支持，委以重任。她一定儘量做好，
希望顧問們和職員們及校友們一起努力，使校
友會秉承傳統，成爲一個和諧的大家庭。潘星
煒顧問致詞表示校友會成立93年，成就有目共
睹。近年增加多位年輕有為的新職員，使校友
會有嶄新的面貌。黃杏梨副會長介紹各位職監
委員。整個會議場面簡單而隆重。

就職典禮完成後，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大
家一致同意4月14日舉行母校創立140周年暨美
西培英校友會成立93周年雙慶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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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稿

美西培英校友會2019-2020年度職監委員名單

顧問:   方創傑  雷鉅常  彭浩      羅穎  戴笑蓮 
            鄧海波  黎炳潮  潘星煒  黃貴雲 
榮譽顧問:         蘇綿煥  蔡建中  曾集祥  陳宜
正會長:             李細英              
副會長:             黃杏梨
書記:                 黃貴雲              
副書記:             吳家潤      羅國瑞
財政:                 朱小慈              
副財政:             李秀華 劉蘭芷
總務:                 黃建之              
副總務:             黃克仁      鄺金愛
生活:                 朱彩蘭             
副生活:             朱麗娟   余清華
核數:                 鄺仲金              
副核數:             陳英達   吳鈞衍
會務經理:         朱翠霞              
副會務經理:     葉穎慈   張兆嘉
監察委員長:     馬求銳              
副監察委員長:  陳清華
監察委員 :        潘淑芬  李釗榮  朱翠玉  譚月蓮  
                         陳玉瑩  余理莉  朱惠英  胡暢娛

12

 廣  告

公司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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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稿

培道校友會於十一月五日(星期六) 假座雅
景豪苑舉辦周年晚會，本會有九位委員出席，
場面十分熱鬧；有益智遊戲, 卡拉OK, 抽獎, 
本會代表們十分幸運, 幾乎人人中獎, 三份大
獎中馮國光中二獎, 黃 創亦獲三獎. 黃安法在
尋寶遊戲中尋到美金七大元皆大歡喜. 至十時
許, 大家齊唱香港當年懷舊歌曲, 她們的委員
與友校代表齊合照留念. 

10

歐遊隨筆               73’安社  植祥堅

校友來稿

白綠楓訊簡訊     [2016年5月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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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活動

喜迎己亥豬年舂茗     
詔光易逝，2018狗年已過，正是送狗迎

豬的時侯；在農曆的今年是盲年，因為二月四
日立春在狗年最後一日，是以豬年沒有立春的
節氣。校友會在二千年李堅崇任主席時，呼籲
委員及一些熱愛校友會的會員，在新春期間，
藉此機會攪一次飯聚……春茗，趁機聚會互相
祝賀，並祭祭五臟。(不發信件邀請的) 每年都
是四圍左右，大家互相暢談，猜燈謎或者唱卡
拉OK。也曾與友校一起攪辦過兩年，十分熱
鬧。

    今年的己亥金豬春茗，勉強湊數四席，
於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假座華麗宮酒樓舉
行，興幸天公造美，沒有寒風凍雪。六時校友
們陸續到場，幾位女委員扮裝十分嬌美，穿著
襯身旗袍。七時半便開始餐會，當晚菜式中馮
漢強校友送出大老虎蝦製作茄汁大蝦，大家開
心食到笑哈哈!植祥堅會長略講些餐會節目，
主要是猜燈謎，共有二十
題，猜中者可得五元現金
利是作獎，他把燈謎題目
放在每一檯，比賽是以每
檯合作。有音響設備，但
沒有人願意帶頭獻唱，該
項節目失敗，場面少卻熱
鬧氣氛。

     接近尾聲，植會長
收集各檯燈謎題答案卷，
逐一宣佈每題答案及猜中的
檯號，有共同猜中答案，起
初是以包剪揼作決定勝負，
中途有反對在猜包剪揼時不
作實，於是改為抽簽長短定
勝負，結果第四席勝出最多
有八封利是，皆大歡喜。互
相拍照留念，十時許結束晚
宴，並相約在四月十三日慶
祝校慶餐會再見。

麥萬華校友
致意

With the compl imen t s
o f
 

卓曼麗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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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活動

        燈謎 : 猜日常用品       
01. 左手五個，右手五個。拿去十個，還剩十個   
02. 四角方方，常隨常往。傷風咳嗽，數它最忙 
03. 半個西瓜樣，口朝上面擱。上頭不怕水，下頭不怕火  
04. 中間是火山，四邊是大海。海里寶貝多，快快撈上來
05. 猛將百餘人，無事不出城。出城就放火，引火自燒身 
06. 有面無口，有腳無手。聽人講話，陪人吃酒
07. 前面來只船，舵手在上邊，來時下小雨，走後路已干  
08. 鼻子朝天，嘴巴朝地。敲它一錘，驚天動地  
09. 金鉤吊銀圈，姐妹隔座山。若要來相會，需到天色晚  
10. 生在山崖，落在人家，涼水澆背，千刀萬剮
11. 薄薄一張口，能啃硬骨頭。吃肉不喝湯，吃瓜不嚼豆
12. 外面冷冰冰，裡面熱心腸，一夜到天亮，肚裡還不涼  
13. 有硬有軟，有長有寬。白天空閒，夜晚上班   
14. 有風吹不動，它動就生風，若要不動它，待到起秋風  
15. 一間小藥房，藥品裡面藏。房子塗白色，十字畫中央  
16. 一物生得巧，地位比人高。戴上御風寒，脫下有禮貌
17. 不是點心不是糖,軟軟涼涼肚裡藏,不能吃來不能喝,每天也要嘗一嘗 
18. 頭上亮光光，出門就成雙。背上縛繩子，扛人走四方  
19. 樓台接樓台，一層一層接起來，上面冒白氣，下面水開花 
20. 帶著平頂帽，身穿圓筒襖，雖然一隻眼，暗中逞英豪  

書中自有顔如玉, 十個美人兒, 知多少 (答案):

01. 褒姒  
02. 楊貴妃
03. 陳圓圓
04. 西施
05. 武則天
06. 王昭君
07. 紅拂女
08. 林黛玉
09. 趙飛燕
10. 王弗

11. 緬甸人
12. 味道
13. 秘書
14. 善
15. 報紙
16. 年齡
17. 假髮
18. 口水

本會活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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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稿

美西培英校友會的送狗年團年和迎豬年團拜     
   黃貴雲

美西培英校友會有一個暖心的傳統。除了
校慶和郊游及聖誕有大慶會外，每個月最後一
個星期天校友們會自動聚集一起飲茶談天，逢
節日如過年，中秋，會有聚會，使校友們更覺
校友會是大家庭。

剛剛過去的中國新年，在新任會長李細英
的領導下，校友會利用一月底的茶聚日子在校
友會的會址舉行了告別狗年的團年活動。有40
位校友來參加。二月底的茶聚日子則舉行了迎
接豬年的團拜活動。雖然有些校友回去中國過
年未回來，也有35位校友參加。陳宜校董夫婦
在三藩市過年，所以團年和團拜都有來參加。

大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政治經濟日常
生活，無所不談。氣氛融洽。校友們AA制交款
給會長，讓會長訂來豐富的食物，團年和開年
都有些校友自製應節食物
應景。有李細英會長的
台山湯丸和餃子及韓國粉
絲，黃杏梨副會長的桂花
糕和馬蹄糕，鄺金愛的芋
頭糕和蘿蔔糕，朱惠英的
台山咸鷄籠，黃貴雲的蓮
藕豬手和蛋白糕等。個個
都讚家常食物比外賣的好
吃。

大家大飽口腹之外，心靈上也充滿對未來
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對身邊所有的人和事的感
恩。所有校友都希望多搞這些活動，讓校友會
更興旺。

麥萬華校友
致意

With the compl imen t s
o f
 

美西校友會眾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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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了Ataturk 的生平故事，
這位深受法國大革命和西方理性
主義思潮影響，會說流利法語，
會跳華爾滋的鄂圖曼軍官，如何
在歐洲列強瓜分鄂圖曼帝國廢墟
中，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懷
著對這位土耳其國父的敬意，和
對此國的歷史和宗教的探索，開

啟了這趟旅途。

        在伊斯坦布
爾的舊城區看清真寺
和逛五百年不變的最
大市場，天朗氣清，
遊走在歐亞之間，土
耳其很獨特！

       參觀了Ataturk 在1915年那場扭轉他在
軍事和政治上地位的戰役舊址。這位一手建立
土耳其共和國之父仍然深得民心。他只娶過一
位妻子，沒有兒女。因病歿於1938年，遺願不
可再參戰，專心致意重建一個現代化強國。

      愛琴海旁邊的Ephesus蘊藏了太多聖經
上的傳奇。參觀了貞女瑪麗的最後居所還有St 
Paul 的陵墓，永恆的愛琴海見證了多少皇朝更
替，宗教起落，蔚藍如故！ ！ ！

遊覽了聞名遐邇
的綿花堡，這裡有著
名的理療溫泉。怪不
得幾千年的古羅馬已
在山頂上建築了宮殿
城堡和浴場。那個
古典浴場吸引了俄國
為主的歐洲遊客，當
天剛好遇上當地一間
中學生在攝製錄像，在我提議下，我們整團廿
多人也一起出鏡，他們高唱土耳其國歌。真難
得！

      Konya 是土耳
其共和國最多信奉回
教和最多清真寺的省
份，Rumi 是本地最
著名的詩人和教主，
他當年首創whirling 
dervish 旋轉舞： 人與
靈間和天堂之間的連
續。看了現場表演，頗為震撼！

         今天抵達了土耳其的首都Ankara. 除
了參觀歷史博物館，最重要
的是參觀其國父Mastfa Kemal 
Ataturk 的紀念陵墓。這裡佔地
非常廣闊，成為政府，學校和
結婚的場地，除了陵堂，還有
博物館，每人來朝拜的人絡繹
不絕！當年選擇Ankara 內陸省
份作為首都，而不選更繁華的
伊斯坦
布爾，

是因為這裡攻守堅固，
不易成為歐洲列強的攻
擊目標。

      從Konya 沿著絲
綢之路開到以熱氣球，地氈，陶瓷和釀酒著名
的Cappadocia. 那些從熱氣球上看見的煙筒型的
地貌，是經過數百萬年火
山爆發後又風化的現象，
有些洞穴裡曾經是基督徒
當年逃避迫害而居住其中
教堂和民居的遺跡。

週末的晚上, 當然是年輕人
出來蒲吧的時間，很時尚的歐
式風格，但吸煙的人偏多，在
餐廳的服務生不及伊斯坦布爾
的懂得英文。整個國家都在節能，很多高樓大
廈不會通宵達旦亮燈。這裡的學都很愛國，以
自己民族為傲，精神面貌都很棒。

 土耳其之旅                 
卓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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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甘南曬佛活動攝影    

   今年春節過後的正月初五(2月9曰),甘南藏
區各大小寺院舉行法會的日子,也是藏族人民一年
中最為隆重的傳統節日,安省培英白綠攝影社會員
一行十多人,乘坐南方航出發前往廣州開始為期19
天甘南晒佛和元陽梯田攝影之旅. 由於篇幅所限,
今期只介紹甘南晒佛活動.

團隊於2日10日到達廣州後,便匯合由美國過
來的培英校友吳振亨學兄.吳振亨除卻是美國攝影
學會亞州親善大使,更是安省培英白綠攝影社顧問,
今次得到吳學兄隨團指導,實在是各影友之福.

廣州休息一個晚上
後.大隊便於第二天清早乘
坐內陸機前往甘肅蘭州.於
機場和當地導遊集合後便
登上55人豪華觀光巴士前
往甘南藏族自治州.甘南藏
族自治州是甘肅省轄自治
州,位於中國甘肅省西南部,
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邊緣與
黃土高原西部,海拔2500至
3000公尺.今次攝影團拍攝
目標是藏民過春節的慶祝活

動、如曬大佛、辯經、跳法舞、酥油花燈會、轉
經輪………琳瑯滿目的佛事和民俗節慶活動. 

曬佛實際上叫瞻佛,曬佛是人們的俗稱,藏民們
都穿上艷麗的服裝和一年來的收穫到這裡朝聖，
並進行一些小規模的物資交流.曬佛儀式開始後,首
先大喇嘛率領僧眾把寺院裡珍藏的巨幅錦緞織繡
佛像(實際就是巨型唐卡,平時是捲起來收藏保護
的)抬出來展示於白天之下及廣大信眾面前,讓善男
信女觀瞻膜拜, 隨後便是僧眾頌讚佛陀功德,念沐
浴經,佛像是一幅巨大而精美的唐卡,是每個寺廟的
鎮寺之寶.唐卡有多種形式,但都會用到很多天然的
顏料像綠松石、珊瑚、金子等等.這些可以畫在紙
上、布上、絲綢、羊毛織物上.顏色常年如新,不褪
色.唐卡展開,佛像前的藏民男女紛紛跪地磕頭.曬佛
儀式將持續幾個時辰,之後眾人將曬過的佛像小心
翼翼地捲起來,扛著佛捲放回原處收藏,曬佛儀式到

此結束.                 

隨後數天攝影隊每日都在不同寺廟拍攝各項
活動. 其中包括郭麻日寺、吾屯下寺、拉布輪寺、
格爾登寺和朗木寺.直至2月19日才團隊坐飛機前
往昆明元陽梯田繼續餘下拍攝項目. 

 

   78'望社  黃偉民



13

校友來稿

三兄妹弟歡聚遊     
   蔚社  麥勵濃

 繼17年10月香港台山遊後，2018年8月11
日芝城穎社騁梨妹夫婦，印城駝社勵民弟夫婦駕
車到安省麥咸我家，相隔九個月後再度歡聚顯親
情。由於我們都是先後同就讀培英和嶺英；今次
他們是特別來參加嶺英中學建校八十周年慶祝晚
會，順便一起去作加東遊和坐遊輪海上遊。

    十二日晚，嶺英校友在金爵酒樓延開十
席，加港各屆校友按級社同坐話舊言今。六時由
宏社甘文添、曜社林葆淇主持介紹校友會各情，
唱國歌和校歌後，由德高望重，一百零六歲，精
神奕，70初曾
任教於培英的郭
秋雲老師致祝賀
詞，其後依次由
「聖、光，曜、
偉、宏、崇」六
社代表致詞；本
人代表63屆聖社
歡迎及多謝各校
友遠道蒞臨此盛
會，並致送每家
一本由我費時兩個多月編印的「嶺英中學」新舊
圖文紀念冊70本留念。並播映我綠影四百張珍藏
嶺英新舊相片，緬懷嶺英今昔情景 ,繼由66年曜
社由美國德州而來的甘秀霞校友(70年初曾在培英
任教).

    14日校友們去大瀑布一日遊；而我們三兄
妹弟去密市探訪錦操妹丈，齊去墳場拜看娉蘭大
妹，風和日麗，蘭妹去世已兩年矣，雁行折翼四
缺一，默念兄味之情如在目前，不勝感慨！拍照
後便去茶聚，六時去顯群家，鳴媳特煮西餐，各
人齊慶賀睿哲男孫18歲生日，他於中學畢業後，
便入讀西安大學商科。

    15日三兄弟妹夫婦六人，由顯群送至太
古停車場，參加已報名之大班旅行社三日加東
遊。七時旅遊巴乘載五十五位旅客，沿401公路
東行；中午12時，抵達利里小鎮頭上遊船，暢遊
聖羅倫士河千島湖
段，來回航程一小
時多，湖面滿佈小
島，島上建有各款
別墅，天色晴朗，
沿途不斷拍攝美
景。午膳進食於路
旁麥記，經滿地可
轉入20號公路，
向東北行駛，沿
途都是農場。傍晚七時抵達魁北克市舊城區紅屋
餐廳，吃預訂的羊架及鴨腿套餐。八時入住「干
哥」旅館，然後去行夜市，沿街兩旁均設露天座
位，遊客衆多，並有各種表演，大開眼界。

    16日重返舊城堡區，導遊帶領下長梯級
行石磚斜街至河邊，兩旁有各式店鋪，掛異樣招
牌，顯現古舊情，然後以3元坐纜車上返回城堡。
轉去鄰街登高樓，可以俯視魁北克城及聖羅倫斯
河美景。其後上車沿
40號公路西南行，
在三河小城西的楓樹
園旅遊站進午餐，餐
房很大；有豆羹、火
腿、薄餅、蒸蛋及餡
餅等，別有風味。享
用餐食後，到小屋觀
看以實物和圖文顯示
如何收集煮製楓樹糖
漿。

    下午2時車繼續西南行至滿地可市，先參觀
76年世運場館，登上斜塔觀望，四周市容河景盡
在眼底。然後前往聖母院大教堂，外觀宏偉，內
裏高深莊嚴。晚餐在富林菜館享用，八時入住滿
地可「加雲那」酒店，其後往隔鄰法式超市買明
天早餐。

     17日晨七時登車前往首都渥太華，在外
觀看國會山莊半小時，各人取景拍照，然後過渥
太華河，在魁省境觀看加拿大文化博物宮，那是
原住民和英法殖民史。在401公路旁博維市食午
餐。回程西行入京士頓市巡看，再到大蘋果農
莊，遊客甚多，大家買著名蘋果批。最後傍晚七
時返回太古停車場，顯群前來接我們，到稻和吃
過晚飯才回家。

     19日清晨五時，群鳴來接梨能民鶯及我夫
婦，六件行李去太古停車場，登上45人大班旅遊
行車；六時開車經尼亞加拉大瀑布過境入美國，
等侯半小時才順利過境。車沿90號公路東行至
390公路轉向南行，再東轉17號公路(其間每兩小
時小休一次) 。十一點半到馬頭鎮林氏吃中式自
助餐。下午三時到山谷中心「屈卑梨」大露天商
場，適逢是星期日，遊客很多，各人憑商場示圖
自由行。我們一起逐條街巷慢步觀看，六時於食
坊買熱牛肉捲醫肚。七時登車南行45分鐘至新澤
西州邊武華小鎮，投宿雙樹旅店，安頓行李後，
至隔鄰麥記享用雪糕消暑，談談行程。

     20日九時集合上車，南行一小時至紐約曼
哈頓哈德遜河邊88號碼頭，排隊輪侯約一小時，
辦妥登船証入住六樓艙房，放下行李便上十樓去
吃自助餐，(由11點至3點，有四個熟食檔位，每
日更換菜式，另水果甜品餅食檔等任食) 享用後
返回房間整理行李。下午二時約了弟妹們如劉佬
佬入大觀園到各層探看，一切裝飾新穎華麗，因
在紐約上船，船客以黑人較多。四時在五樓集合
作火警演習。五點正，這艘13万5千噸，載客量
3954人，2018年3月剛下水之嘉年華領域號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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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駛離紐約市進入大西洋，向南航行去英屬大
杜克島。六時前往三樓船尾大餐房食晚餐，並請
薛導遊為我們拍合照。八時半至十樓看看，九時
半往劇院看男女跳現代街頭舞，聲浪大而嘈吵。
散場後，到十樓去飲咖啡，享受海洋黑夜情調。

    21日早上七時和小萍到餐房進食早餐，
十點回到五樓會議廳，聽薛導遊講解上岸遊的情
況。去賭場玩吃角子機，踫踫運氣，結果進貢了
十大元。黃昏六時，大家盛裝參與船長特別晚
餐；龍蝦焗牛肉。餐後又去劇院看現代舞，音響
吵耳活受罪。

    22日八時才去吃早餐，後到船尾部欣賞
海景。午餐後，我們購票看12點半場特工動作電
影，門票每位12元。晚上到十樓吃自助晚餐，然
後去欣賞精彩歌舞劇。就這樣簡單在船上渡過第
二日。

    23日早上食自
助早餐，各種點心款式
任食，進食期間看遊
輪停泊大杜克島碼頭，
而我們已換好泳衭在
內，離船上碼頭通過檢
記站，左邊沙灘排滿帳
幕和臥椅，選定後由小
萍坐看衣物，即下海
浸鹹水，潛游逐浪踢沙
玩樂；仿如返回60年
代兄弟妹在香港石澳海灘嬉戲情景。斯時陽光普
照，以遊輪為背景我們六人合照留念。隨後巡看
禮品店，旋即返回船沖身更衣上餐房醫肚。在船
舷觀看遊輪離岸。六時半相約謝氏夫婦同去餐廳
食晚膳，食物有牛扒雞魚等。晚上九時半去劇院
看愛情婚姻情趣問答； 在現場選三對婚齡不同的
夫妻，由主持分別詢問有關夫妻的生活情趣事，
背坐回答致答案不同而引起大笑。

    24日 九時齊在
十樓食早餐，一邊看
著遊輪駛入美屬波多
黎各新縈港，著名的
古堡就在眼前海邊。
十點離船上碼頭，
跟隨薛導遊穿過市區
北行在北岸看三百年
前西班牙人建造的舊
城堡一觀看一邊拍照，行至西端岬角大城堡，
入內觀看，由岩磚築成堅固雄偉，監視入港水
道，遊客甚多。後轉南行，穿越青磚街巷和舊屋

宇，至海旁轉東行回輪
船，沿路有攤檔賣土產
和小食，順帶在碼頭和
團友拍合照。因天氣太
熱，回到船上即沖洗更
衣後才去食飯。五時船
離港，向西往多明尼加
琥珀灣。航行於陽光明

媚，海天一色的美景，到十樓船尾，以紅色陽傘
藍天為背景給愛妻拍攝美照。晚餐後去劇院欣賞
黑女歌星唱經典舊歌，她身材好聲靚樣甜。

    25日早上七時在吃早餐飲咖啡時，又一次
看船駛入多明尼加的琥珀灣停泊碼頭。九時半離
船上岸去遊客中心觀看；左邊為土產禮品，右邊
為泳池食檔玩樂區，是以先行右巡遊，然後行左
邊店鋪買紀念品，由於陽光高照又炎熱，隨便拍
三幾張背景相。十二時半便返回船上午餐。三點
到十一樓玩搖椅運動和騎高空單車。遊輪亦於此
時離岸北航回紐約。下午六時晚餐後，又去劇院
觀看大型歌舞，俊男美女落力演出，值得欣賞。

     26日整天都是在大海上航行，風平浪靜，
吃過早午餐後，到各層巡邏看畫廊、珠寶手錶
店、成衣及賭場等打發時間。六時我們八人又盛
裝赴船長晚宴，點食大蝦牛扒等。然後又去看古
典高腔歌舞劇。

     27日用過早餐後，便去迎客大堂影兩層高
變色彩虹燈，至中午午餐後便回房收拾衣物，再
去遊客服務台繳付帳單等等。傍晚六時到大餐房
享用最後一頓船上晚餐；焗牛排骨、甜品、冰山
雪糕。最後眾服務員齊唱歌答謝旅客。餐後去劇
院觀看眾人玩「BINGO」至夜晚十點到十樓我們
閒聊並清理手機交換相片，仰望夜空星星。

     28日遊輪於六點已駛入紐約港停泊碼頭。
用過早餐後，便拖著行李離船，人流擠迫，在碼
頭外等候團友和導遊，九時登上旅游巴駛回加拿
大，沿途經80和81公路再轉入90高速公路西行；
中途休息在麥記小食午餐。三點抵達尼加拉瓜瀑
布，經半小時辦過加國海關。傍晚八時抵達太古
停車場，顯群和力言婿兩部車來接我們，回家放
置行李後便去稻和食晚膳。

     十天安提列群島海上遊輪之旅，愉快平安
回來。翌日早上去沖印三百多張照片給弟妹；梨
能自駕返芝加哥去，30日民鶯亦回去印弟安那波
利市。完結了三兄弟味之歡聚同遊，一如六十年代
在香港我帶領弟妹們遍遊新界，大嶼山和港島的情
景。

    ** 註：由於困在航海船上，寫遊記較為單調
而重複，但亦由此可知一般旅遊實情，遊輪旅游較
陸路鴨仔團舒服，因為不用每朝急急收拾行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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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稿

         白綠楓訊簡訊     [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             
培英之光       

吳振亨 (Henry NG) 
先生為世界知名攝影家，
他出生於中國廣東省開
平縣，二歲遷往香港居
住，十八歲中學畢業後
移民美國。他十三歲開始
興趣攝影，具有五十多年
的攝影經驗，吳先生在
國際沙龍成績優異，獲得
超過三千張入選，及超
過650 個 金，銀，銅獎

及特別獎，包括多過 60 個全場冠軍獎（美攝影學會 
(PSA) 沙龍金牌）及超過 30 個國際影藝聯盟 (FIAP) 金
牌。在 2004-2007 年，在幻燈片組，數碼影像組，
寫實組，旅遊攝影組及小彩色相片五組多次榮獲攝影
沙龍世界十傑，在2005 年彩色影像組， 2005 年及 
2006 年旅遊攝影組更名列世界首名。自美國攝影學
會在 1952 年開始每年統計全世界各地攝影家參加沙
龍成績及公佈沙龍攝影世界名人錄（Who’s Who in 
Photography) 至今，能夠名列五組世界十傑或以上
者，寥寥可數。

     吳先生不單在世界各地國際沙龍攝影比賽成
績出色，對世界攝影影界亦貢獻良多，在 2007 年被
執國際攝影沙龍牛耳的美國攝影學會（Photographic 
Societyof America) 邀請為副會長及理事，在美國攝
影學會歷史上，吳氏只是第二位華人士居此高位。每
一個美國攝影學會理事及副會長每次最多只能連仼三
屆（共六年），現時他是唯一個華人能夠成功連任三
屆，為華人爭光。因吳氏在任時對美國攝影學會及世
界影壇貢獻出色，在其三任副會長期滿後，美國攝影
學會特別創立一個新位子，委任吳氏為親信大使，代
表美國攝影學會與世界影壇交流，他更為美國攝影學
會主管眾多個重要委員會，包括擔任名銜評審委員會
主席，數碼影像收藏委員會主席，相片珍藏委員會要
員，及沙龍世界十傑證書主任。

2014 年，因他多年超卓服務，美國攝影學會頒發
其最高兩個獎項之一的”總裁獎”於他，他是第一位
華人得到美國攝影學會頒發此最高獎項。他亦是多個
美國攝影學會重要獎項得主，包括2014 年最佳海外代
表；2016 年 Peabody Award (推進攝影藝術貢獻獎）
及 2017 年”張淑歡全年最佳義務者”紀念獎。吳先
生曾為美國銀泉攝影學會會長及副會長,亦被世界多個
攝影團體邀請為顧問，提供各種攝影技術及知識。

這十五年來，每年他都前往中國及東南亞各地，

解釋國際沙龍要項，鼓勵當地攝影家參加國際沙龍，為
華人増光。對世界各地的攝影家及攝影團體，如美國紐
約攝影學會，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北美藝術攝影協
會，加拿大的亞伯特攝影學會，香港攝影藝術協會，香
港沙龍影友協會，以及中國內地許多個攝影組織，他都
不斷地以各種不同形式去協助及幫助他們，多年來，他
在美國攝影學會服務，協助中美兩國攝影家互相切磋，
交流経驗，分享心得，增進友誼等各方面，不遺餘力。
在這過去十多年，他多次帶領眾多美國攝影學會元老及
要員，前往中國及多個東南亞國家拍攝及交流，讓美國
攝影學會元老親身體驗各地文化，增進對各地認識。他
經常獲邀請往世界各地國際沙龍及攝影學會為評判，舉
辦講座及介紹美國攝影學會組織的工作。

吳先生為人低調，對攝影不好名利及自我宣傳，為
加深自己的攝影技術而努力。其影藝湛深，更無私分享
其攝影心得，努力推進攝影藝術， 深受世界各地攝影家
敬重，因對世界影壇貢獻出眾及優異沙龍成績，吳先生
獲得世界各地攝影學會頒發之榮譽高級會士(Honorary 
Fellow) 及榮譽沙龍展覽家(Honorary Exhibitor) 名銜超
越二十多個。 

2017 年：AFIAP (國際影藝聯盟會士)
2017 年：HonFPSNJ (美國新澤西州攝影學會榮譽高級會士)
2015 年: HonF.PSAC (中國 PSAChina 攝影學會榮譽高級會士)
2013 年: FPSA (美國攝影學會高級會士)
2013 年: HonFPSM (馬來西亞攝影學會榮譽高級會士)
2011 年: APSA (美國攝影學會會士)
2011 年: EPSA (美國攝影學會影藝卓越家)
2011 年: HonE.HKAPA (香港攝影藝術協會沙龍榮譽展覽者）
2009 年: EP.PSM (澳門攝影學會沙龍榮譽展覧者）
2008 年：HonE.PSM(馬來西亞攝影學會沙龍榮譽展覽者)
2007 年: HonFPSNY (美國紐約攝影學會榮譽高級會士)
2007 年: HonEHKCC (香港大眾攝影學會沙龍榮譽展覽者)
2007 年: HonE.UAPA (香港影聯攝影學會沙龍榮譽展覽者)
2007 年: HonF.AAPSEA (美國羅省美亞攝影學會榮譽高級會士)
2006 年: PPSA 美國攝影學會攝影精通家
2006 年: FPSEA (香港沙龍影友學會高級會士)
2006 年: SE.WIEP (美國威明頓沙龍榮譽高級展覽者)
2005 年: HonECPA (香港中華攝影學會沙龍榮譽展覽者)
2005 年: A.WIEP (美國威明頓沙龍榮譽展覽者)
2004 年: S.E.HKCPAC (香港彩藝攝影學會沙龍榮譽展覽者)
2004 年: HonF.HCPS (美國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榮譽高級會士)
1976 年 及 2004 年: HonE.YMCAPS (香港中靑攝影學會沙龍榮
譽展覽者)
1971 年: APSHK (香港攝影學會會士)

A:吳振亨申報 2018 年第 6 屆中華金馬獎攝影終身成就    簡歷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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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方錫林總董的
同學在座。培英校
友們懷著興奮的心
情而來，除了為方
錫林學長得到美國
社會和華人的信任
和支持而喝彩，也
為鄧海波學長7月
再次榮膺中華總會
舘總董（他多年前

曾任過總董）而自豪。我們培英的學長方創傑
多年前也曾任中華總會舘總董。總之培英的學
子們牢記“信，望，愛”的校訓，在世界各地
都能為當地作出貢獻。他們三人更是其中的佼
佼者。他們是培英之光，我們都以他們爲榮。

 2019年是美西培英校友會值得驕傲的一
年。今年方錫林和鄧海波兩位培英校友榮膺駐
美中華總會舘總董。中華總會舘是在美華僑團
體的龍頭，是與政府聯絡，為民發聲，為華僑
謀福祉的重要民間組織。

3月2日方錫
林總董就職。二十
位培英的校友們受
邀去見証。當天下
午大家一齊去到中
華會館。裏面坐滿
了市政府官員及各
個會館的代表和嘉
賓，非常熱鬧。

一陣鑼鼓喧
天，三頭雄赳赳的
獅子舞進了會場為
就職典禮掀開帷
幕。舞獅結束後，
方錫林學長在法官
郭麗蓮監交，退
休法官鄧孟詩監誓
下，從前任總董
手中接過中華總會
舘的印章，正式走馬上任。會場響起熱烈的掌
聲。方錫林總董發表了就職講話。他表示一定
會好好的為華人謀福祉，使僑社更和諧。

晚上方錫林總董假座皇宮酒樓筵開40席歡
宴親朋好友。培英校友有兩席。宴會上還特意

校友來鴻

B:培英校友榮膺駐美中華總會舘總董

南加州林觀華會長消息

    美西培英校友會

 南加州培英會所已關閉，會址從此不適
使用，請切勿再寄上任何信件或郵包，包括
貴社之季刊，以後暫用電郵聯繫，順道感謝
貴會及兄以前一直保持郵寄給本社之愛心，
並誠意道歉於收郵包後没有回覆鳴謝之舉，
其實我本人因忙而極小到會所，致使物業管
理部收信後，未及時通知我本人，而我們現
在 大 都 是 用 電 郵 及 或 微 訊 與 校 友 通 消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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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署，他都一一詳細講述。

四月份會員聚會特別邀請本會顧問 Mr.Andy 
Chau 周全安先生分享他於2018年6月份在意大
利和法國小鎮拍攝經驗, 其中包括意大利獨有的
水上城市威尼斯(Venice), 優美如畫的農莊托斯卡
納(Tuscany), 多洛米蒂山區( Dolomites), 法國的
尼斯(Nice), 普羅旺斯的薰衣草田(Provence), 以
及海港城市馬賽(Marseille). 

Andy是一位非常資深攝影家. 拍攝經驗豐富, 
特別擅長風光拍攝,足跡遍佈世界各地.Andy對相
片的佈局, 景物的取捨,光影應用, 氣氛營造及後
期制作有著獨特的風格和嚴謹的要求.是次講座
Andy將會分享此行拍攝得來的優美照片和拍攝
心得. 有興趣拍攝風光照片的會員, 切勿錯過. 

 本社成立一年了，在黃偉民會長熱心領導
下，除每個月第二個星期二有會員聚會，常常
邀請名家於聚會時，作學術性研討攝影指導講
座，每次都座無虛席，會員們獲益良多，平時
亦有作戶外活動，由黃會長在現場指導作練習
拍攝技術，間中亦有資深顧問指導。

   2019年已增收到六十位會員。一月份的
會員聚會由黃潔梅女仕分享她到中東旅遊拍攝
經歷，與會者感到有同遊的樂趣。二月份因黃
偉民會長率領攝影團作為期十九天的甘南哂佛
和元陽梯田攝影之旅，是以沒有會員聚會。

    三月份會員聚會
由黃偉民Stanley Wong 
講解攝影比賽的要訣，
從相片的基本要求和參
選規格。如何揀選參賽
照片，以至參賽的策略

校友來稿

安省培英白綠攝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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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懐安息

李華斌先生 生平 

    主僕李華斌先生 於主歷1936年8月30日誕生在
廣州一個基督教家庭。出生不久即行嬰兒水禮，終生成
為基督徒。父親是李聖華牧師，曾留學美國俄亥俄州都栢
林學院。1949年回國後，曾在香港、廣州兩地的嶺南學院
（後稱嶺南大學）擔任校牧，之後在廣州培英中學西關
分校（後稱廣州市第二十九中學）任訓導主任（相當於校
長）。母親是該校護士，細心照料有需要的師生工。 

   小時候的李華斌曾隨父母和家人居住於香港羅便
臣道和沙田道風山。六歲時遭遇抗日戰爭，香港淪陷時，
與家人逃難到廣東的韶關、連縣等地，後輾轉返回廣州
的白鶴洞定居。入讀於培英中學西關分校。就讀期間，因
游泳技能超衆，代表母校參加廣州市中學生游泳比賽，
贏得冠軍，刊登於報紙上並紀錄在運動會史册內。 

李華斌先生從21歲起長達25年之久，任教於廣州
市第七中學（前培道中學），任教體育，並擔任級組長、連
長等職務。他虛心向老前輩、老教師請教，同事之間互相
尊重，相處融洽友善，廣結良師益友，先後共計與約五百
多位教師共事。 他熱愛本職工作，愛護學生，師生關係
亦師亦友，既教體育又教為人之道。他因材施教，苦口婆
心勉勵體弱學生量力鍛練，增進身體健康。結交學生與
家長之多，更是數之不盡。當年的他，雖然是體育老師，
但他的文筆亦得以發揮；七中一些外事活動報告多出自他
的手筆。他的籃球技巧靈活多變，打籃球時姿勢鬼馬、搞
笑又瀟灑，全校皆知，留給全校師生們深刻印象。 他深
受師生尊敬和愛戴，親切稱他為”斌叔”。他經歷過：反
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全民大
煉鋼鐵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社會主義四清運動、文
化大革命運動、復課鬧革命運動、教育改革運動、恢復
高中考試運動等等。

1964年與主內盧詠慈結婚。婚後育有兩名女兒李禧  
雯和李暉。

1980年移居香港，於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屬下馬
禮遜館和屯門何福堂會所擔任主管，直至榮休。 

2000年移民美國。定居於德州達拉斯。 
2006年至2019年間遷居加州洛杉磯。期間，兩位

女兒婚嫁並為他增添外孫子、外孫女四名。他時常黙黙
祈禱；天天閲讀報紙雜誌，關心世界大事和國家大事。 
他愛好多多：喜歡看電影，看話劇，看籃球賽；喜歡聽音
樂；喜歡唱歌，是培英校友會音樂社歌手。他念念不忘、
孜孜不倦地工作，擔任培英校友聯會副主席；擔任培英
校刊「友聲」主編；參加培英校友會（廣州、香港、美國洛

In Memory of  Mr. Wah Bun Lee
李華斌先生

1936.8.30 – 2019.2.16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翰福音11章25節

杉磯）舉辦的各項活動等等。
 
   2019年2月16日返回天家，安息主懷。
   稱我為好老師，實在不敢當。你們才是我

的好學生。「有教無類」即使看起來是跳皮的學
生，在我心目中都是好學生，像你們一樣的學生
就是頂級的了。 

李華斌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李華斌先生 給家人的話
「凡事謝恩」。今天是我，感恩節。感恩

節，出自那裡，我不太清楚，應該是基督徒追思
二百年前上帝祝福乘坐「五月花號」平安抵達美
國大陸，總之凡事謝恩，謝上帝之恩！恩是透過
父母、子女、兒孫、朋友表達的，我每晚禱告時
首先是感恩，感謝上帝的恩典。祂使我在心中有
愛，使我懂得愛神、愛人使我懂得愛是恆久忍耐
又有恩慈。基督徒不自誇，正如主禱文中：原諒
得罪我們的人「其中愛是最大的，」在我生命
中，我愛媽媽，愛我的女兒、婿、外孫！記得我
在手術醒來第一時間就想到你們，我又記得在拔
氣喉時十多位醫生護士和你們為我歡呼！這是愛
的歡呼！這是我終生難忘，所以我們一家能有相
聚，我心中歡樂，那怕是一頓飯！

  * (註):  有關李華斌先生追思禮拜事宜

李華斌先生於2019年2月16日在美國洛杉磯
因病辭世，安息主懷，並已於3月2日在當地舉行
安息禮拜。

華斌先生一生敬業樂業，愛主愛人。他是培
英校友會聯會創會人之一，對聯會會務發展貢獻
極大。我等仝人為表達對    先生的懷緬和敬意，
謹定於2019年4月20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

假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中華基督教會公
理堂五樓小禮拜堂舉行追思禮拜，恭請同道友
好出席為盼。如有垂詢，請致電陳宜先生852-
90364099或

鄭靜小姐852-61729707。
李華斌先生追思禮拜籌備委員會  謹啟
懇辭花圈賻儀 

*本會財政馮國光學長丁母憂，馮老太於三月
二十三晚駕鶴西去，積潤九十有八，

     並定於四月七日出殯，祈望馮府各人節哀
順變。

*驚悉國畫大師蘇德雄校友丁母憂，是以未能
出席校慶餐會、祈願蘇府上下各人

      節哀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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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懐安息

李華斌學長離開我們，傷心是難免的。但他虔
誠信主，勇敢面對病魔拼搏的精神將永遠留在我心
中。

沉痛悼念李華斌學 美西培英校友會  蔚社黃貴雲

 我一聼到李華斌學長去世的消息時，就想到
去年到LA參加南加州培英校友會成立70周年慶會
時還與他相談甚歡。當時我還暗禱希望他早日康
復。雖然最後他還是離去，我們都不捨。但想到他
脫離苦海，回到主的懷抱，心中也沒有那麽痛了。

 2012年，美南
德州培英校友會成立
十周年。受張景燊會
長的邀請，我和炳
潮飛去Texas會合黎
秉捷夫婦和何應基
夫婦，一起駕車去
Houston。蔡建中教
授和李華斌學長也去
參加。本來張會長盛
情招待我們住他府
上。但蔡建中教授替我們訂下酒店。每天早上，我
們在酒店早餐談天，等張會長來帶我們去參加他們
的活動。李華斌學長在德州住了多年，也是美南德
州培英校友會的成員。 他和德州的校友帶領我們
去印度廟參觀，坐船游覽，又請我們去吃德州著名
的牛扒餐。

可能他和我們都是來自西關培英，也共同度過
文革歲月，有很多共同的話題。德州校友們和張會
長對我們的熱情招待，我們過得非常愉快。7年過
去了，我和張會長和德州的一些校友還保持聯係。
張會長得知李華斌學長去世時，還托我代做花圈以
表哀思。

郭秋雲老師

據知她是滿清皇爺的格格(女
兒) ，1912 年８月誕生於北京，
亦在北京接受教育。後下嫁梅縣
李姓客家人；七七事變，離開北
京到上海，其後回梅縣小住，再
去重慶。抗戰勝利後，她的夫君
在日本為聯合國擔任翻譯。1950
年國內解放後，移居香港。

在嶺英中學任教國語和歷史；70年李權校長
聘請她到培英任教歷史、公民和任女生指導。73
年至香港大學教歷史及文字學。84年移民加拿
大，在多倫多大學任教歷史
和文字學，90年退休至今。
她的丈夫在1961年逝世
後，獨力撫養八位兒女，現
在仍有三位兒子兩位女兒居
住於多倫多。她的家人將低
調處理身後事。祈請郭府節
哀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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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先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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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鄧超昉老師   60'任社 羅 穎

尊敬的鄧超昉老師, 於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出生於中國, 新會人.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安祥於家中離世.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一日於美國屋崙長安殯儀館舉行喪
禮.有一子, 一女.

女兒鄧佩玲憶說父親生平. 
鄧超昉老師入讀培英中學, 1942年(雄社)學畢業, 入讀中山大學, 主修電機工

程, 畢業後在培新中學任教,在培新中學與師母相識,在香港結婚, (喪禮中播出2011
年八月廿日鄧老師夫婦慶祝鑽石婚照片), 後任教於培英中學,1949年溫金銘校長聘請
到香港培英中學任教數理, 1984年於培英中學退休, 繼續到珠海書院任教, 1990年正
式退休. 1993年移民到美國灣區與兒媳團聚.他一切都靠自已, 記載, 修理, 以前書
本, 相片, 書籍等等都收藏得完整.是一位好父親, 學生們的好老師.春風化雨,桃李
滿天下.

兒子Wilson, 憶說父親, 是一位慈祥的父親, 事業成功, 每晚都預備明天課程及
答案才上課, 平安無痛離世, 永遠懷念父親的教導,當好好照顧孝敬母親, 師母亦已
遷回與他們同住.

當日培英校友們出席喪禮, 向我們尊敬的鄧老師叩別, 美西培英校友會會長戴笑
蓮 ,羅穎, 朱翠霞, 亦為鄧老師學生, 1962年素社, 1965年斐社,1966年萃社多位校友及代表分別發言, 提及老
師當日教導, 是一位精心教導,愛護學生, 良師益友的教師, 老師來美後學生們亦常約老師茶聚, 他永遠活在
我們心中. 老師我們永遠懷念你, 在各地培英學生亦紛紛請戴笑蓮會長代問候家人.在此更見白綠一家親情誼. 
這只是速記, 有錯誤之處, 敬請見諒.

鄧老師離世，我等受業者，沉痛哀悼，祈求天父引導哲人安睡於懷，撫慰其家人。
順告：喪禮於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1時（當地時間）假Grant Miller-John Cox
funeral home舉行，地址：2850 Telegraph Ave. Oakland, Calif. USA.

     追懷悼念趙克溪學長

十一月十日晚，接到憲社陳煜坤學長的電郵：
「憲社黎偉儀之夫婿趙克溪學

長，於十一月六日壽終正寢，享年八
十一歲。擇吉於是月十三日(星期五) 
上午十一時，在Highland 

Funeral Home, 10 Cachet Court, 
Markham. 舉行葬禮，長眠於好景紀念
墓園。」

於是通知凱社社友；關曉姬，鄧
卿意，張守仁及李樹雄等，他們委託
代行與本會各致送花圈悼念。出席葬
禮追悼會有憲社陳煜坤學長，本會委員馮漢強、馮國光及黃  
創。

趙克溪學長1953年畢業於香港培英中學，父親從商，所以
畢業後入讀商科繼承父業。學長為人風趣幽默，記得早年曾在
本刊「情定在培英」，他寫了一段短文 (緣定三生) 「不知是
否五十年代的青年遲熟關係，高中階段還未懂得求偶，以至同
級女同學都被人捷足先登，畢業數年後，參加校友會香港仔海
鮮坊聚會時，才懂得向下一屆同學黎偉儀展開追求。所以，奉
獻各位校友如欲建立美滿姻緣，接代傳宗，一定要多參加校友
會各項活動，  一笑！」趙學長婚後育養三子；長子叔彪，二
子叔允，幼子叔基。兩位大兒子均已成家並有孫子、孫女。他
愛護家庭，對妻兒子孫十分疼愛。

移民加拿大，很快適應這裡的生活，與人相處和靄可親。
學了加拿大洋人，家中大小事務，甚少假手於人，他自己修理
如水電，花園等。校友會的活動，只要通知他，一定出席，今
後本會又少了一位常客。學長無不良嗜好，愛飲食，搓搓衛生
麻將，動動腦筋，從不涉足其他睹博。學長你一路好走，祈望
黎偉儀學姐及家人節哀順變，保重，保重！

緬懷先輩

 

劉朝樞學長主懷安息

劉朝樞學長1946年正社, 生於1924年六月二十日, 於      
2016年12月28日在兒女,孫兒,女及內外曾孫們圍繞下,主懷
安息. 

享年92年歲. 葬禮於2017
年一月七日舉行, 其二女兒夫
婿余泳源牧師主持.他於2016
年9月接受基督為教主.成為基
督徒.  

    他於1940年入讀台山
培英初中一,1946年畢業於廣
州培英.

1946年正社,1945年鋒社,
與1947弼年.三社之情更是難
能可貴, 

同學間常聚談笑,他讀培
英時適逢日本發動太平洋戰
事.

1943年培英同到韶關,曲江,連縣. 當日華僑外匯均收
不到.糧食都有困難.但得傳世仕校長及同學們亙相扶持.得
以生存.1946年返回廣州培英畢業.

    在連縣雙喜山更參加培英中學銅樂隊隊員及私
立培英學中籃球隊隊員. 所以他對培英母校情深實難以表
達.亦常捐助回報母校.如興建紀念館等.建校,捐助支持三
社活動等等.他在美國灣區,常與本地及在中國廣州鋒,正,
弼三社同學保持聯絡. 在灣區同學常聚首,參加三藩市美西
培英校友會,熱心出席各項活動,校祖日,郊遊等等.協助校
友會活動, 曾任培英校友會職員,如書記, 財政等職務, 近
年因年紀大,少到三藩市參加校友會活動.但鋒,正,弼社同
學們多人住於屋崙堂人埠近鄰,故他們亦常相聚飲茶,友情
永存.我們永遠懷念他,

他永存在我們心中,願神祝佑他的家人.

沉痛悼念伍國榮老師仙遊

2017年1月1日傳來伍國榮老師仙遊消息, 心情難過, 沉痛悼念! 
深切懷念! 伍老師是一位非常優秀的體育老師。他教過的學生遍布全
球。他的音容笑貌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伍國榮老師的出殯事宜：葬禮定於2017年1月14日（星期六）, 上
午九時(9am) 定於在三藩市唐人埠, 麗安殯儀館第五室嘉奠, 完畢即
舉行出殯儀式, 特此通知, 近日在星島日報刊登有卟告, 請大家關
注。

麗安殯儀館地址：
GREENSTREET MORTUARY
649 GREEN ST SAN FRANCISCO CA 94113
TEL: 415 - 433 - 5692

敬請親朋, 老師, 同學相互轉告, 皆時到靈堂為伍國榮老師上支
香敬挽送他最後一程。並願伍國榮老師一路好走早登天國極樂！

帛金可直接聯繫葉日中校友。電話: 650-270-9950. 謝謝大家！
感謝台山培英美西校友會-以葉日中名譽會長為首的各位校友協助

辦理伍老師後事所做的一切!
謹在此謝謝美西培英校友會給伍老師送上敬挽花圈!
謝謝台山培英美西校友會給伍老師送上敬挽花圈!
謝謝美東(紐約,加拿大)&美西79屆的同學給伍老師送上敬挽花圈!
謝謝大家送別伍老師最後一程！
希望大家節哀保重！珍惜健康樂天生活！
朱巧儀在此謝謝 伍國榮老師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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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話

第三十六期在去年十二月才出版，可是校慶
慶祝在四月初，所以三十七期要在校慶聚會前付
梓，讓參與聚會的校友和嘉賓可以享受，工作上
十分緊迫。承蒙熱心校友的鼓勵和資助，我這位
咕哩頭亦要盡點力，祈不負眾望。本期幸得有紐
英崙培英校友會吳曼霞會長、美西培英校友會書
記黃貴雲提供他們的活動給大家分享。

安省培英白綠攝影社黃偉民會長百忙中簡述由
他帶領攝影隊前往中國甘南藏區，參觀藏族人民
一年中重大慶典；同時亦介紹幾位傑出校友給大
家認識。

封底外頁兩幀華盛頓晨曦櫻花，由吳振亨大
師，忍著腳部扭傷，仍在早上四時半，冒黑不畏
寒冷，以高深老練的技術，拍攝如此美景，我們
有眼福了。

美西眾校友                            US$180 (白綠楓訊)
張瑞芳名譽顧問                    $1000
李植榮(滿地可校友)              $500
安省培英攝影社                    $100
雷煦然                                   $50
卓曼麗                                   $200
麥萬華                                   $50
張健華                                   $50
黄錦添                                   $100
李曼霞                                   $100
關本揚                                   $100
伍梓培                                   $200
麥勵濃                                   $100
紐約培英校友會                   US$100 (白綠楓訊)

編者話

承蒙一下之熱心人士捐助：

廣告商戶索引
封 面 內 頁 :  厚泰印刷
內頁(1/2頁): Evergreen 園林

Stanley Photography 黃偉民
內頁(1/2頁):  安活廚櫃/張瑞芳 
內頁(1/4頁):  福地/鄧美玲 (真光校友)
內頁 (咭片 ) :  Maria M.L. Chris (Maria & Chris Associat)

Howard Mui (Mui Scientific)   

劉選民先生生平事略

先生於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原籍廣東省番禺縣人。小學就讀廣州培
英中學。一九三一年負笈北京燕京大學，其後在研究院深造，取得碩士學位，畢
業後留校任教。

於一九四七年投身香港教育事業，獲任羅富國師範學院講師，後升任為羅富
國師訓班一年制主任。後再升為高級教育官，任職元朗中學校長至一九六五年退
休。後再獲聘為中文大學研究院註冊主任及教育學院講師。

一九七五年再退休後，移民加拿大多倫多與子女團敘。當時加國安省提倡多
元文化，推行各國祖裔語言課程，先生遂義務加入多倫多北約教育局，創辦華裔
語言課程，選聘教師，編撰教材，不遺餘力，發揚中華文化傳統，以免兒童數典
忘祖。百年樹人，竭盡心力，一生作育英材，桃李滿天下。

晚年體弱，在二零一四年二月入住多倫多護老院。五月二日，晚上九時半在睡中離開世上返天家與
主同住，享主愛福樂！

張華羅老師

我們中學時代尊敬的張華羅老師已於2015年2月20日年初二早上4時18分去世。

長期工作於張老師的娥姐詳細告訴我，張老師於2015年1月18日因身體“生蛇” 入醫院治療，於2015年

2月14日轉往老人院治療，直至2015年2月20日年初二早上4時18分去世。

張老師喪禮定於2015年3月12日在紅磡萬國殯儀館 (17:19開始) ，2015年3月13日出殯。

張老師生於1921年9月，1957年任教香港培英中學， 1967年離開培英中學轉往香港培正中學任教，直至

退休。

50’ 翼社 梁 繼 學長
梁 學長去年八月中,   巫  傑老師出殡時, 他亦有出席送別, 並說老師是他敬仰而亦是最後

的一位. 誰料葉長蔚會長突然告訴,   梁   繼 學長已于去年十一月九日仙遊,  噩耗傳來, 令人
惋惜沈痛,  敬向 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並請節哀順變

編輯小組聲明
編輯小組不負責本刊物内廣告及文稿內容之正確性,

如蒙採用,請先諮詢廣告商及作者.

IMPORTANT NOTICE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 of the advertisements and the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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