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冕日記

周美亮

距離銀禧加冕只有一個星期，眾社友都很雀躍，心情興奮。

1999年 11月 13日（星期六）

— 4:00pm  約五十人聚集於培正小學部禮堂，鄭徽曰：以前覺得這禮堂好大好

大的呀，現在怎麼小了？

周美亮曰：以前看見回培正加冕的人都好老好老的，怎麼現在自己又來加冕了？

— 禮堂中三五成群，吱吱喳喳，很多同學都是久別重逢的，例如梁香蘭、崔南芳、

酈慧光、陳琪、陳穎安等，很多話要談，很多笑聲響起。

— 陳志文攝影師，在安置三腳架，擺好攝錄機，頸項掛著照相機，一身樸素的

藍，高大憨直，實幹派。

— 林惟良從車尾箱搬出一大排場來：電腦放映機、錄音機、拖板……視像科技齊

備，西衭彩藍恤衫，架著金絲眼鏡，一貫的文質彬彬，學者派。

— 林仙韻預備了社友要練唱的數首歌詞，卡啦OK碟，指揮及鼓勵各人努力，聲

音動聽，果是音樂界中人。

— 李曉川負責訂製之基社T恤，袖上有基社徽號，背後有二百多位基社社友之

姓名，還用上多種字體，很特別。唯是只有中碼至加大碼，身形嬌小的鍾希潔及

數名女同學皆表不滿。

— 田熾先報告財政，握要簡練，笑容滿臉（相識多年，極少看見沒有笑容的熾

先兄），你能說不嗎？（後來發覺，對著照相機，他立刻沒了笑容！）

— 鄭徽及陳鴻基屬接待組，在討論著如何接送各位老師，特別是專程由加拿大

回港的張啟滇老師。

— 各項紀念品及名牌由黃瑞暉一手包辦，由設計至完成，多少心血，多少精細

的手工。社友名牌上銀彩帶分男左女右，女同學名牌上手繪的嬌俏眼睫毛，都值

得大家細心欣賞及留為紀念。

— 工作量最多的是田榮先，默默地幹，不論繁瑣大小，他都做。加冕籌備工作一

年多下來，他僅有的少量黑髮更難尋覓；然而，田兄，別怕，好型！

— 余盛彪在台上報告各事項，握要緊湊而氣氛輕鬆，不錯。

— 陳志文安排眾社友採排上台程序，司儀之一葉家寶在外地公幹，鍾慧冰獨挑

大樑，親切大方。籌委會本亦誠邀許友明任司儀之一，友明兄謂本是非常樂意效

勞，然太太之預產期在加冕前夕，或有不便，因此推辭。眾社友預祝友明兄做第

二任爸爸更快樂，更幸福。

— 7:00pm  約四十人在培正飯堂晚膳，家庭小菜風味，新鮮可口，招呼親切。我

們這一圍雖只有伍婉蘭和我兩個女同學，我們亦放懷品嚐，頻讚好味道。余盛彪

建議下一次在培正飯堂聚餐，要特別加一味咖哩串魚旦，以懷念中學時代的風味。

因主理飯堂的成員，就是二十多年前在培正賣魚旦的人呢！老同學歡聚，拍照留

念，徐徐散席。



  

— 8:30pm　籌委成員在飯堂二樓開會，至十時未畢，為免工友超時苦候，榮先

兄立刻致電老婆大人，獲准借出家中場地，十數人乘三車至田府再戰。田太及二

位千金笑臉相迎，不嫌我等深宵打擾，並有飲品招待。田太與酈慧光相談甚歡，

亦偶然參與意見，相伴到深宵始散，當真謝謝。

1999年 11月 16日（星期二）

田氏在長沙灣之辦公室這年來是加冕籌委會的大本營，是夜又開工了。工作很多，

但最主要的一樣是熨衫──基社恤背後二百多人的名字中，漏了一個字，要把這

個字熨上去──三百五十件衫。

首項工序是把衫從膠袋中取出，打開，拿走墊紙；第二人把字耐心地（每字約需

時二十五秒）熨上正確位置，趁熱（一定要趁熱，不要管它燙手）把紙撕掉，字

便留在衫上；第三人把衫摺好放回袋中，依碼數放好，這三個工序重複三百五十

次便完成。何志明做第一工序，由生手變熟手，可以邊做邊說笑；李曉川及周美

亮做第二工序，前者謹慎專心，整晚沒多過五句話。後者熟手女工，邊做邊說。第

三工序有田熾先，生手得很，勝在笑容夠，我想他整輩子也沒摺過這麼多衣服。

陳志文放工亦趕到加入，邊摺邊彈自己摺得不好，怕同學收貨時不喜歡。唉，山

寨廠生手趕夜工，眾好友見諒了。

趕工期間，田榮先往機場接剛參加完三藩市加冕禮再來港的翁恩賜，二話不說，

晚上九時多，飯不給吃，就車回來摺衫。翁恩賜是笑口常開的好好先生，也沒怎

樣反抗，任由田榮先擺佈迫害，周美亮看不過，要他讓人先吃飯，怎麼說，榮先

也要他先摺半小時才給匆匆地吃過，再回來做，翁恩賜已非常高興了。



莫詠芳前晚從美國回港，剛在家翻箱倒籠的找中五大合照，又立刻趕來助陣。芳

姐向來健談，口手並用，忙個不亦樂乎。田榮先今天早上四時便起床往機場接由

美國回港的趙美娟老師，他與余盛彪、林惟良繼續做聯絡工作，並安排各事項。眾

人工作至凌晨一時始散，阿虎大叫肚子餓（每晚如是），數人相伴往九龍城宵夜。

（你知道我們熨補了那個字上基社恤嗎？）

11月 18日　（星期四）

張啟滇老師和女兒自三藩市來港，徐銘強也自溫哥華回港，李曉川駕了陳鴻基的

座架與我同往接機。送老師回京華酒店休息後，又向田氏大本營出發，已是晚上

九時許，當然先吃飯，再開工。

梁宗岳自美來了，王瑞華及林惟良對著 PC在工作，陳鴻基剛收工，十時多了，

也趕來幫忙。檯面上有多本三藩市基社加冕典禮的照片，眾人看得津津有味，趁

著工作還未正式展開，首先要進行一項溫馨卻又微帶「辛酸感」的儀式。榮先兄今

天生日，田太明知他會如常地通宵達旦工作，細心地買了生日蛋糕，囑我等為他

慶祝，榮先兄的生日感想是：「唉，覺得自已實在太對唔住D屋企人啦！」差點老

淚縱橫，眾社友一擁而上與他合照安慰之。是晚有陳志文太太（敏社同學溫慧儀）

揸機，所以陳志文才有機會上鏡；回想起來，中學許多美麗的片段，都是在志文

兄手指一按下留倩影，謝謝你，陳志 MAN！

吃了美味蛋糕，鶴兄要先告退（謂沒帶門匙，為免老父久候，孝順仔也），他留

下一紙簡介，趣甚：

梁宗岳25年之變：

體重 ： 128磅   →     160磅

腰圍 ： 28吋     →      34吋

體高 ： 6呎       →      5呎 11吋半

職業 ： 學生     →      物理教授



家庭 ： 單身     →      單妻

餘生觀 ： 不清楚  →     瀟灑走一回

紅藍精神： 沒變，亦不會變

鶴走後，阿虎大嚷：開工啦！各人紛紛就位，講呀講，做呀做，寫呀寫，翁恩賜

愈夜愈精神，做得笑顏開；阿虎累極，想回家睡了，阿周不肯走，他唯有坐著假

寐片刻，回過神來，再繼續工作，然後又是他例牌叫肚餓時間，狂吃西餅三件，

眾人為之側目。工作至凌晨二時，謝謝林惟良，又送我們回家。

1999年 11月 19日（星期五）

覺士道木球會，很美麗的場地，由明仲儀同學訂得作為基社加冕歡迎宴之用，謝

謝他。這夜，清風徐來，走過大片青草地，來到泳池旁。七時多，近百位社友聚集，

很多是分別了二十多年，重聚首，相認相知，歡欣無限。

接待處，黃瑞暉、陳劍鳴、李曉川等在忙碌著，財政田熾先也在忙著收錢發收據；

陳志文穿梭全場，捕捉每個美妙的時刻。每個籌委成員都努力著，希望做得更好；

酈慧光和何綺蓮也在幫忙著，收集各社友的自我介紹資料咭。很多同學都因闊別

話舊，沒有時間寫；有些不知如何下筆，採用互相訪問寫對方的，也很精彩。

 



社友爭取時間，一面吃美味燒烤自助餐，一面暢談，一面拍照，樂也融融。忽又

響起熟識的雄壯聲音，余盛彪又在號召社友們集合採排了！林仙韻帶領各人唱歌，

李鳳鳴及潘錦明也上台助陣。李鳳鳴的大鬍子丈夫為拍得她的玉照，不惜冒險爬

上高處，超級嬌嬌 Fans也。

葉家寶按各人先後叫名，百多人圍著泳池排隊，再依次上台排成四行，由田榮先

權充老師為同學加冕採排；只見他笑容滿臉，心滿意足，老懷安慰.....陳志文

再為多位未交近照的同學以數碼相機拍照，今晚他和王瑞華要負責將遲來的照片

輸入電腦，大概沒有甚麼時間睡了。

藍藍的池水，閃閃的星光，濃濃的友情，這夜是如斯醉人，我捨不得離去.....

 

            。            。            。            。            。

凌晨時份，又在田氏大本營趕工。梁宗岳、陳耀德等為十數位未交資料咭的同學寫

「自我介紹」，頑童天馬行空，自得其樂。還有很多位同學亦在忙著，我不知在甚

麼時候，伏在桌子上進入夢鄉，藍藍的池水，閃閃的星光.....

11月 20日（星期六）

這日子，每位基社同學都不會忘記。

9:30a.m.　眾社友回到母校培正，由鄭成業校長和潘嘉衡主任帶領，參觀了圖書

館、地理室、音樂室等，喜見師弟妹都精神奕奕，非常醒目地為我們示範講解各科

模型及製作過程，生動有趣又親切。有些同學經過自己曾就讀的課室，百感交雜，

拍照留念。



11:00a.m. 聚集於小學部 C座三樓，派名牌、襟章、校呔等，男同學灰西衭白襯衣，

深藍西裝，阿苖道：「咁即係校服啫！」林向榮就是專程買了整套校服來穿，那藍

絨校褸，整齊得緊。

吃午飯了，各位董事、總監、大律師、則師、主任.....今天午餐就在小學課室內吃

飯盒，喝紙包飲品，難得吧！我看大家都吃得蠻開心的，樣貌也年青了，活力也

充沛了，按下快門，陳耀德的百厭神情，施大衛的迷惘模樣，這班超齡學生哥的

照片，真難得一見。

整個上午，各位可有留意少了幾位熱心份子？陳劍鳴、李曉川、田榮先、林惟良、陳

鴻基、黃瑞暉、李國安……!?他們都在忙著為大家預備飯盒、佈罝禮堂……各項事

務，都要在加冕典禮前弄好，有勞了。

12:30p.m. 樓梯大合照了。在等待攝影師架梯擺位時，眾人已各分小組的拍個不



停。女同學聚在一旁先合照，男同學旁觀之；阿鶴笑笑口的乘虛而入，眾人噓之，

鶴兄何懼之有，應阿周之邀，再拍一張，萬紅叢中一點藍，鶴立而開懷大笑可也。

施大衛常懷念讀培正時廣受女同學歡迎的風光日子，這日也有不少女同學上前與

他合照，左擁右抱，David眼泛淚光，感動不已。

男同學大合照、男女大合照、信、望、愛、光、超班合照、女同學合照，志 Man率領數

位攝影師，加上無數私伙相機也要他們代按掣，忙個不了。還是葉豪華好，任何

基社活動，一家大小出動，豪華仔拍照，豪華太喜孜孜的一旁看著；她說要多帶

兒子來這些活動，培養他的學校Spirit，確是位好社嫂。

1:30p.m.　拍了好多照片，離加冕典禮只有半小時了，阿虎爬上梯，拿著大聲公

在叫同學依次排隊，準備進入禮堂。百多人在大小操場樓梯交匯處，竟然要多繞

一大個圈才讓走向禮堂，眾人怨聲四起，戴雞例必帶頭噓喊。其實阿虎只負責讀

名叫排隊，在樓梯上指揮交通，叫排頭位的李振強往那一方向走的另有人在，暫

且不提。阿虎說，這些無厘頭的鍋背了無數，也不去計較那麼多了。哈！



我們在禮堂外圍了一大圈準備進場，這時候，昨夜才決定參加的關蓮清來了；鄭

江瑋與夫婿亦剛自台灣趕到，他們只停留一晚，專程為基社銀禧加冕而來，盛情

可見。簡寶城也百忙中自澳洲趕來，只留港四天，亦是非常難得。鍾耀光亦自外地

匆匆飛回來，剛趕得上。

2:00p.m.　我們的典禮開始了。一百二十二位社友到場，創了加冕出席人數的新

紀錄，基社同學好嘢！台上為社友加冕的老師有：林敏初老師、趙美娟老師、張啟

滇老師、盧楚崑老師、麥文郁老師、林英豪校長、李仕浣校長、劉紹其老師、吳麥棠老

師、趙偉和老師、陳允武老師、梁崇榆老師、陳力行副校長和周美好老師。台後有勤

社學姊丁唯德指導兩位可愛的小妹妹（分別為何志明、陳鴻基的女兒）遞送一應

物品上台。鍾慧冰、葉家寶任司儀，每位同學上台時先由他倆讀出同學的近況、感

想及自我介紹等；台上同時打出該同學的照片（有新舊照和生活照等，這工作加

上基社網頁，花了王瑞華很多時間，在此要特別向王太說聲抱歉，敬請見諒！）

效果非常的好。

十四位老師給同學加冕後，大合照，致送紀念品給老師；社友大合照，眾人情緒

高漲，再來分班合照。阿虎說這次應轉由超班先開始拍照，然後是邀請有家眷前

來觀禮的同學與家人一同大合照，再到光、愛、望、信班。這方法本來是公平的，可

惜他忘了信班有兩大巨頭在場，黃杏秀和王日祥那肯罷休，趨上台，秀姑在他背

後又搓又搥，阿苖唏哩嘩啦，吵個不停，阿虎敵不過，說道：「唉，咁唔該你哋

自己攪掂啦！」棄咪而去，信班人立刻蜂湧上前，搶先合照成功。繼而其他班及籌

委會（人數加倍，因為變成「你認為自己有幫手嘅就上來影相啦」，連耀德及阿鶴

只做了兩小時亦影埋一份，一於唔執輸，眾人哈哈笑，無計啦！）還有其他組合

拍照，至五時許，留下幾位熱心服務份子善後，眾人乘學校預備好的旅遊車向九

龍灣國際展貿中心進發。



6:00p.m.  基社銀禧加冕典禮適值母校一百一十週年校慶，原定一百一十席，結

果展貿中心筵開一百九十九席，名符其實的大公宴。基社佔了十八席，奪得出席

人數最多獎，飲杯！（獎品是酒三瓶）大公宴節目豐富，多位校友捐出禮品作抽

獎助慶。六位大會司儀中有三位是基社的鍾慧冰、黃杏秀及王日祥，令大會生色不

少。數位基社同學一起攪的東方魅力（Star East）更派出兩位女歌星表演，數十

名少年師弟妹雀躍不已，更添熱鬧。

基社同學百多人上台合唱「友共情」與「Today」兩曲，歌聲可能麻麻，但感情一定

豐富。林仙韻選歌實在好，歌詞在此刻是無比的貼切：

友共情不變　那種真找不到缺點

你我再次相見　隨年月身心雖耗損.....

下雨天總掛念從前　球場上那可愛片段.....

期望再會面　舊朋友

但這刻渴望見　即使重聚再短.....

*                *                *

離開　這一刻感覺不會忘記

朋友　抱擁告別明天各自遠飛.....

別了依然相信　以後有緣再聚

未曾重遇以前　要珍惜愛自己

在最好時刻分離不要流眼淚

就承諾在某年某一天某地點再見.....

很多同學都唱到眼濕濕，事後告知師姐兼榮先嫂曰：「我真想哭，但因站在第一

排，不好意思哭出來。」她說：「怕甚麼，這些場合，哭了也不怕！」說的也是，我

就知道鄺鑑開哭了！「Today」這首歌的英文版，中學時在冼文昭家中最喜歡與她

一起唱，多年不見，昭昭，你好嗎？



林惟良上台宣佈，由田榮先和余盛彪代表基社同學致送港幣二十五萬元予母校作

發展之用，並承諾基社將有第二期捐獻，亦希望不少於第一期之數；眾同學感激

母校多年之栽培，愛護和關懷，回饋之心殷切。

籌委會工作人員整晚仍忙碌不休，並派發基社恤及紀念套筆予各同學，勞苦功高。

11月 21日（星期日）

2:30p.m.　回到培正大操場，紅藍盾籃球比賽，基社對仁社（一九六八年級），

我隊成員有黃循紅、黎秉然、區春生、譚國通、黃景怡、姚國強、王瑞華、冼棟榮、梁宗

岳、林偉江、周震宇、鄭浩華、周光明等，前數人奮勇作戰，連打三場，月初第二場

比賽中只有六球員上陣，以平均年齡高十歲之數，苦戰下勝凱社（一九八三年級）

三分，實在威猛！雄風勝昔，可喜可賀。

今天同學們亦熱心捧場，觀戰的計有眾籌委成員、許友明夫婦（許太頂著大肚子，

BB隨時出世，社嫂真有心了）、丁唯德、胡蕙莘、戴紀平、陳國強、陳耀德、施大衛、

黃進源、劉志恩（他那十六歲的兒子英偉靈活，誠健將人材）、戚玉英、譚國通太



太、王熊、李振強和鍾希潔等。眾人歡呼助陣，基社隊連連入球，終以三戰三勝，

嬴得紅藍盾，無敵，拍照！

賽後隊友意猶未盡，分成兩隊再作友誼賽，江若蘋的先生張金城（勤社）亦上場，

眾人爭相上陣，不亦樂乎，至五時許始準備拉隊往謝師宴，此時黃大仙進源提出

希望搜購母校一百一十周年紀念品，因昨天加冕日未有時間採購，田榮先及林惟

良又本著「做得到就做」的服務精神，連同陳劍鳴等即時聯絡同學會會長雷禮和往

取紀念品，於謝師宴時方便社友購買留念。六時開始之謝師宴接待處亦因此而弄

得時間緊迫，有點混亂，請見諒。

王熊、戴紀平、陳國強、余盛彪、周美亮步行往宴會場地時，亦幫手搬母校之紀念風

褸，途中陳國強建議先來碗美味魚旦粉，一眾於數分鍾內完成此舉，頓時暖胃又

醒神，甚好。

至旺角帝京軒，立刻展開謝師宴之佈置行動。

師長熱心支持，社友踴躍參加，筵開十二席，約一百五十人，要套用高朋滿座、

濟濟一堂、熱情澎湃來形容。



8:00p.m.　寶哥哥及冰姐連任大會司儀，一面等待黃汝光校監光臨（至

9:30p.m.才聯絡上，因誤以為約會在明天，未及蒞臨），一面徐徐展開各項程序。

謝謝各位師長上台訓話及嘉勉我社，張啟滇老師的「鍋背爾」笑煞全場（參加過三

藩市加冕者則笑完再笑）；趙美娟老師謂大家可重聽她在三藩市講話之錄音，是

夜不再上台。盧楚崑老師祝大家生活愉快；梁崇榆老師回憶六九年在培正教基社

是第二年執教鞭，梁宗岳、伍婉蘭、鍾耀光、馮順源、馮國華、周美亮、田榮先等中二

善班學生的名字仍能一串講出，記憶力驚人。我當年亦在老師那一班，美麗回憶

無窮，老師盡心指導，頗受教益，惜有負梁子所望，真有些慚愧。

有六位同學參加了多倫多、三藩市和香港三地之基社加冕禮：黃研茵、徐銘強、翁

恩賜、梁宗岳、周兆麟和戴紀平。六位同學上台各談感受；趙善令則代表多倫多同

學上台講話，鍾麗芬和周兆麟代表三藩市同學講話，眾社友聽得十分投入。

余盛彪代表香港同學講話，並簡介各籌委會成員之辛勤工作成果，謝謝大家共同

努力及支持。事後他想起忘了多謝莫詠芳（找舊合照及摺基社恤）和明仲儀（安

排木球會這麼好的場地讓各社友相聚及採排），特別囑咐要在這裏謝謝他們。

很多社友都出錢出力，是晚有約六十份獎品作抽獎用；而昨天同學日攤位遊戲獎

品更豐富，捐贈者有陳志文、傅惠麟、冼文諾、田熾先和田榮先兄弟，共二千多份，



相信各師弟妹一定滿載而歸。

陳志文於昨天加冕及大公宴後，漏夜趕工，把大合照和分班照片沖晒好，每位同

學離開時都先擁有照片一套，人人非常高興（戴紀平除外，因他投訴在大合照中

被前排同學丘國生的帽子遮著咀巴；其實不少同學都有這問題，但就只有戴兄肯

大聲提出）。亦有同學忙著買培正及基社紀念品，十年後「基社珊瑚禧加冕典禮」

重聚，將更具意義。

11月 22日（星期一）

日間約三十位同學到大嶼山旅行，我未能參加。

9:00p.m.　中環 Star East聚集了數十眾，這可算是基社銀禧加冕集體活動的最

後一環了，社友倍珍惜之。重逢話舊數日，是夜更輕鬆熟絡，把酒談心，執咪高

唱，浪花四濺，攬頭攬頸，微有醉意，擺手擰腰，跳舞可也。房中十數人，葉豪

華在阿虎催谷下，唱得聲容並茂，情懷盡露；翁恩賜斯斯文文，原來卡啦OK亦

唱得好投入。酒吧處，戴雞、耀德、善令等亦高歌一番。秀姑與叻哥、譚校長到場，

阿 B稍後亦抵達，皆唱歌助慶，並與一眾拍照留念。叻哥口才極佳，認叻中微帶

謙讓，謂一生精明，最大錯誤是「嫁咗俾基社嘅黃杏秀，一切要言聽計從，唉，

都唔知點解！」作其頭耷耷狀，增添不少笑聲。是夜一時多始散。

11月 23日（星期二）

9:00p.m.　阿良相約數友人於啟德富豪酒店三樓咖啡廳相聚，我帶了五本相簿，

志 Man和太太帶了十多本相簿，各人在回味著這星期的歡樂，也好讓阿 Lu先看

看用那些照片準備上網，各社友可共賞之。

榮先兄帶著同學錄，繼續請各人簽名，我相信簽名最齊的該是阿鶴那一本，三處

地方加冕典禮他都到，又不像田兄般是籌委成員，臨場要工作，無暇找人簽名。

但是簽得多少是多少，田兄一定會以他在九三年及九四年各以三十多小時征服麥

理浩徑的耐力，繼續加油的。



三小時的暢談瞬間而過，心事仍重。走往舊機場停車場，冷清清地，不復舊模樣。

明日已在萬里外，心間依然是藍藍的池水在蕩漾，閃閃的.....濃濃的.....捨不

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