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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ARE THE AIMS AND WORKINGPOLICYOF
IFMSA?

IFMSAisa non-political,non-racial,non-religious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medicalstudentsbodyaimingatpromotingco-operation
amongmedicalstudentsfromallovertheworld.IFMSAisaforumin
whichmedicalstudentscandiscussandexchangeideasandexperience
concerningproblemsofcommoninterest.Suchmayincludegeneral
healthproblemsof thepeopleoftheworld,e.g.,familyplanning,
professionalexchangeof medicalstudentsandthediscussionof
theproblemswithwhichmemberassociationsmaybeconfronted,
withtheappropriatesuggestions.
WOULDYOU LIKE TO INTRODUCESCOPE,SCOPA,
BOOKAPPEALAND DRUGAPPEALPROGRAMMES
TOYOURFELLOWSTUDENTS?

AllofthesearestandingcommitteesofIFMSA.
SCOPE—It istheshortformforthestandingcommitteeon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exchangeof medicalstudentsamongdifferent
countries.Throughsuchexchanges,SCOPEaimsatpromoting
promotingtheexchangeof ideasofsuchasscientificand
medicaltechnology,healthproblemsofdifferentcountries
andthepromotionFriendshipamongstudentsfromall
overtheworld- Projectsworkingon topicssuchas
immunologyandgeneralhealthproblemshadbeen
arrangedbySCOPEinthepast.
ThestandingcommitteehasbeenactiveinWesternEurope
andthereisagenerallikingofstudentstobeexchangedto
developingcountries.As for selection,thetentative
exchangestudenthasto completeanapplicationform
providedbySCOPEata chargeofUS$2.50andstating
thepersonalrequirementsandexpectationsoutofthetrip.
Theformwillbe sentthroughtheExternalAffairs
SecretaryoftheMedicalSocietytothehostcountrywhich
willthenmatchtherequirementswiththeactualavailable
conditions.Areplywillthenbemade.I wouldliketodraw
theattentionofallfellowstudentstothatthetravelling
expensesareentirelyfree.In theGA,it hasalsobeen
agreedwithotherAsiancountriesthatweshouldtoilfor
betterandmoreactiveexchangeprogrammesinthefuture
years.

SCOPA—It istheshortformforstandingcommitteeonpopulation
activities.Basedontheunderstandingthatpopulationis
oneof themajorhealthproblemsoftheworld,SCOPA
wasestablishedintheGAatGhana.TheworkshopISWEP,
internationalstudentworkshopon environmentand
populationhasjustbeencompletedthissummerinJapan.
Theworkshopinvestigatedtherelationofanenvironmental
diseasetotheenvironmentofadistrictinJapanandlarge
numbersof investigationswereperformedin thearea.
SCOE—Standingcommitteeonenvironmentwasalso
setupafterthisworkshop.
AnotherworkshopISWFWD,internationalstudentwork.
shoponfamilywelfareanddevelopment,willbeheldon
the21stofthismonth(AUG)inCairo,Egypt.TheCairo
workshopisconcernedwithfamilyplanning.Thesuggested
discussiontopicsinclude:
1.Education&PopulationProblems.
2. FoodandNutritioninrelationtopopulationexplosion.
3. Roleoffemalesinsocialdevelopment.
4. FamilyStructureandChildHealth.
5. IntelligenceandFamilysizeinDevelopingcountries.
6. PopulationPressure&Health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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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slamFamilyHealthandSocialDevelopment.
8. DevelopmentalproblemsofNomadicArabpopulation.
9. UseofscienceinSocialDevelopment.

10.TheyouthandDevelopmentissues.
TheexpensesinCairoareentirelyfree.Selectionwasbased
onanessaycompetitionbutunfortunately,HKstudents
didnotsubmitanyessays.Therewillalsobefollow-up
projectsaftertheCairoworkshopsometimenextyearin
Indonesia,Malaysia&Zambiaandparticipantsintheworkshop
workshopwillactuallyhelpthesecountriesin theirfamily
planning.

BOOKAPPEALPROGRAMME—It isconcernedwiththeobtaining
of a listofcheaptextbookstobesenttoallmember
countries.It alsofunctionstocollecttextbooksofolder
editionstobesenttostudentsofdevelopingcountries.

DRUGAPPEALPROGRAMME—It isresponsibleforobtaining
donationsfromdrugfirmsandthedrugsobtainedwillbe
senttocountriesinneedofthemuponpaymentofthe
postalcharges.Theprogrammehadsucceededinthepast
in sendingdrugsto theBangladeshandsomeAfrican
countries.

WHATARESOMEOFTHEMAJORRESOLUTIONSOF
THISGA THATAREOF INTERESTTOOURFELLOW
STUDENTS?

Firstofall,letmeintroducesomeofthegeneralconditions
ofARMSAandIFMSA.ARMSAisunderIFMSA.MissLilianPusavat
wasappointedtheregionalvice-presidentofAsia.ThenextGAof
ARMSAwillbeheldinJapan.ConcerningIFMSA,ithastemporarily
beenfixedthatthenextGAwillhappeninGreece.

I wouldalsoliketointroducetomyfellowstudentsof
someprojectsduetooccurlater.Throughpersonalcontactwiththe
delegatefromSweden,ithasbeenagreedthataPreclinicalclerkshipwillbearrangednextyearthroughSCOPEandismostprobablyfree.

AnotherprojectistheMedicalinformationServiceProjecttobeheldalsoinSweden.Itaimsatstudyingthemedicalcurriculum
ofallmembercountriessothatinformationcanbeavailabletoall
studentswhowouldliketochangetoamedicalschoolofanothe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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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DID YOUINTENDTO ACHIEVEWHENYOURAN FOR DELEGATEAND WHAT HAVE YOUACTUALLYOBTAINJDAFTERTHEASSEMBLY?WhenI ranfordelegate,I didnothaveabigidealbecauseIwassoignorantaboutIFMSA.I onlyintendedtolearnmoreaboutJFMSAandtointroducethemedicaJandhealthservicesofHKandChinatothedelegates.
Well,afterthisGA,I haveactuallyharvesteda lot.I amwillingto answeranyquestionsfrommyfellowstudentsaboutWMSkI haveestabIjshJfnenshipwiththedelegatesandI amsurethatinfuture,throughpersonalrequest,I canobtainquiteeasilyinformationconcerninge.g.,themedicalcurriculum,healthservice,etc.,offoreigncountries.I may,inaway,helpsomeofourstandingcommitteesincollectinginformation.
I havealsoseenthatpoliticsisactuallypresentinthisso-callednon-politicajstudentsbody.Actually,fromthesimplefactthatthisassemblydidnothappeninEgyptisagoodmanifestationoftheexistenceofpolitics.I havealsoobservedhowcarefultheIsrealitedelegatehadbeeningivingSoUvenirs.TheywouldnotgivethehatswiththewordIsraelonit todelegatesotherthanHKstudents,becausewearesupposedtobepoliticallyneutral.Also,somedelegatesareobviouslynotpleasedwiththewhitemanobserverfromS.Africa.I havealsoseenhowfrustratedamancanbewhenhisidealsarenotaccepted.Theproposedpolicystatementsbytheregionalvice-presidentofEuropewastoogoodtobeaccepted—becauseofsomepoliticalreasons.

Throughhumancontactin thisassembly,I alsogotaglimpseof‘NationalCharacteristics”ofpeople,eg.,theUSAdelegateswerefreea&lfrankwhilethosefromGermanywererathercool.

26-8-1976

Concerningtheprogramme,thegeneralcommentfromthe
delegatewas—excellent.Infact,I canseetheir“student-nature”
inthattheyarealwayswillingtowalk,takepublicbusesandtosave
everycent!Theyactuallydon’tmindwhatkindoffoodandlodging
theywouldget.I don’tthinktheywillbespoiltbythegoodfood
theyhadnorthattheywillgeneralisethestandardoflivingtheygot
tothatofthegeneralpublicinHK.
FINALLY,WHATISYOURMESSAGETOOURFELLOW
STUDENTS?

BeconcernedwithinternationalRelations.Trytolook
deeperintowhatIFMSAactuallyis,itsaimsandideals.Trytoread
postersofIFMSAmorecarefullyandbemoreenthusiaticwithprojects
projectsofSCOPEandSCOPA.Youarealwayswelcomeifyouhaveany
queries.

Finally,readtheproposedpolicystatementsoftheregional
vice-presidentofEuropeanddiscussit withyourfriendsbecauseit
istobediscussedinthenextassembly.I wouldalsoliketorequest
theCadeustoholdaforumontheproposedpolicystatements.It
concernsnotonlyIFMSA.butalsowhatweshoulddoasIIau,e
doctors.

—Caduceus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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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AROUNDHONGKONG—THEDIARY
OFARECEPTIONIST

Earlyinthemorning,onthe15thofAugust,I arrivedatSiC.Atabout10:15am,thebusarrived.
wwwww

WeheadedfortheCastlePeakandarrivedat
“Yougetoffandhaveawalkroundinthetemple
Thewriteraccompaniedthedelegatesintothetemplebut

wasopposedto thecrowdiness,noisinessandatmosphereof the
temple.Hewentbacktothebus.

Adelegatesoonreturned,“1haveseenalotofthisinmy
motherland.”

Weheadedforthewalledcity.
“Thisisthewalledcity,youmaygetoffandspend15

minutesthere.”
Eachdelegatepaidtwentycentstogetin.Thewriterdidnotgetin,opposedtothecommercialisationoftheoccasion.
Soon,adelegatereturned.
“Howdoyoufeelaboutthecity?”
“Oh,Idon’tlikeit,everythingiscommercialised.”
Whenmostof thedelegatesreturned,thewriteraskedanotherdelegatenearby.
“Oh,Iwouldn’tliketoliveinit.”
Anotherdelegatesaid,“ thewomenhavetobepaidtohavetheirphotographstaken I accidentallycaughtoneoftheminthephoto I didnotpayherandwasnearlyhitbyherwithherhat Actually,I don’tmindpayingherbutthatwouldmakehermoredependentonthetourists
Money,Money,Money,
I feltunhappy.Let‘ programmeof IFMSAbemore‘student-like’.

I talkedtothedelegatenexttome,“CanyoutellmeaboutthelifeofamedicalstudentinJapan?”Iwasveryeager.
• “Wehavelecturesstartingat9:10inthemorningand

endingatabout4:30or5:00pm WehaveannualsportscompetitionamongallmedicalstudentsintheNorthernpartofJapanduringthesummer
“ArethestudentskeenonactivitiesconcerningJapanesesocietyotherthanlecturesandsportscompetitions,say,voluntaryhealthservice?WeIlK,studentsdoparticipateincommunityprojectsthroughstandingcommitteessuchastheheaithcommittee.”
“Ohyes,wedohavesuchprojects

“OnyourlefthandsideistheHongKongGovernor’s
i-louse.”the‘touristguide’said,“ thegovernorhada
terriblewifewithaservantcarryingherbighandbagbesideherwhen
shegoestoshopping.”“I???11111111111”

“OnyourlefthandsideagainistheUSAmbassy.”“HowabouttheUSAmbassador’swife?”
Laughter Laughter.”

“Hereisaresettlementarea,youmaygetofftotakealookatthehousingcubicles
Theunitswevisitedwerenotyetoccupied.Thedelegatesweresurprisedbytheextremelysmallspacewithinwhichafamilyof5or6havetolivein.
Adelegatewentuptoablockwhichhadbeenoccupied.Heexclaimed,“It’sdifficulttocomprehendhowpeoplecanbepackedwithinsuchcubiclesofabout150sq.ft.”heshookhis

head,“IntheStates,theconditionismuchbetterevenforthepoorest
people,housingisarealbigprobleminHongKong.”

“Hereisaquatterhutarea( ). Youmaygetoffandhavealook pleasebebackpunctuallyThepeoplehavebeenlivingtherefor4 yearsandthisyearis thefirstyeartheyhaveelectricityandwatersupplyfromthe
government.Thewriterwassurprisedbythecleanlinessofthearea
butwastoldbytheinhabitantsthateventhoughtheydonothave
theirowntoilet,theycangototheneighbouringresettlementarea
toiletswhennecessary.Thewriterwasalsotoldthatincasesof
typhoon,(Evenuptosignalno.10),theywouldprefertoremainin
theirhutsratherthantomoveintogovernmentprovidedtemporary
safetyaccomodations.Someofthehutswereextremelysmall,low
anddark.

Thedelegatesweresurprisedonknowingthis.
“Howaboutcrimeinthisarea?”adelegateasked.
“Peoplehavenothingworthwhiletobestolen
“InChicago,crimeisverysevere,onceyougetintosome

similardistrict,youmightbeshot Wehavebeentoo
lucky,weshouldbemoreconcernedwiththedarksideofsociety.”

I wasinspiredwiththeseriousnessofthedelegate.I was

)i 7’A(,(L1(f C.fr

enthusiastic.

“WeareheadingfortheSinoBorder

.ø%

B
“Ohyes,theSino-Britishborder
IwouldpreferittobecalledSino-H.K.border.
“YoumaynotseetoomanyCommunistChineseoverthe

border,onlythefarmers
“Whathe’stryingtosayisthattherearenottoomanyCommunistsinChina.”saidadelegate.
Whatanunintentionalerroneousutter!

“Wehavearrivedattheborder,youmayhavealookround
ThedelegatestookphotographsandtriedtotakeabetterviewofChina.

“HowdoyoufeelaboutChina?”adelegateaskedanotherdelegate
“I liketheplace,abigcountrywithahugepopulationIwouldliketoknowmoreabouther.”

-
ThebusbypassedChineseUniversityandheadedfortheCrossHarbourTunnel.
Ontheway,mostdelegatestriedtotakearest.

WearrivedatHongKong

Thematerialnotincludedwithinquotationmarksarepurelythe
findingsortheopinionsofthewriter.Thematerialwithinquotation
marksiseitheradirectrecordingorasummaryofwhathadactually
beensaid.

SUNRISE—S —‘—lpS. 11rp. F’JL’



CADUCEUS 26-8-1976

PolicystatementsoftheIFMSA
10. ConsideringtheWHOdefinitionof Health,a conditionof

completephysical,mentalandsocialwellbeing,andconsidering
consideringthefactthattheIFMSAasmembershastheWorlds
futuredoctors,twoitemswillbestated:
—Themedicalstudentsasfuturedoctorshaveonecentral

thesis:Toservethepeople,—Themedicalstudentsunionshaveonecentralthesisinthe
fightforabetterhealthofthepeopleof‘heWorld:To
mobilizeandtoinvolvethestudents.

10.1 Asafirstspecialissueitshouldbeemphasized,sincethisis,
forthetimebeing,heavilyaffectingthehealthin many
developingcountries,thatthereshouldbenoforced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ofthewesternhemispherehealthcaresystemstothe
developingworld.Theproblemsofwhicharedifferent,ofa
moreacuteandlargerscope,andwhichhavetheneedfor
othersolutions.ThehealthcareinagivenpartoftheWorld
shallbeinaccordancewiththeneedofthepresentpeople.

10.2 Asa secondspecialissueit shouldbementioned,sincewe
liveinaWorld,basicallydominatedbypayingandreveiving,
thatthereshouldbenodirectpaymentbetweenthedoctor
andhis/herpatients.Fixedsalariesshouldbegivenbynational
arrangementssincethisistheonlywaytoavoidexploitation
of thepatientbythedoctor,andreferringtoart.2 inthe
WorldDeclarationonHumanRightsadoptedbytheUnited
Nationsin1948,avoiddiscriminativeattitudesbasedonsocioeconomic
socioeconomicfactorsofthepatient.Similarlythereshouldbeno
bigdifferencebetweenthesocialconditionsofthedoctorand
his/herpatients,sincethiswouldratherbeexploitingthan
servingthepeople.

10.3 Asa thirdspecialissueitshouldbeexpressed,sincetheproblem
problemistopicalinseveralcountriesintheWorld,referringto
art2 oftheWorldDeclarationonHumanRights,thatthere
shallbenodivisionofthepatientsonthehospitalsrelativeto
theireconomicabilities,likewisethereshallbenodistinction
astopolitical,racialandreligiousviewsofthepatients.All
illpatientsareequal.

10.4 IFMSAwill,withintiscapabilitiesandconstitution,work
topromotethementioneditems,especiallyIFMSAwillwork
foracreationofanorganizationalframeinordertoforward
theseprincipalsonaninternationallevel.

11 Thoughethicalissueshavebeenmentionedintheprevious,
itshouldbeemphasizedinparticular,—thatIFMSawillworktopromotetheprincipalsof the

WorldMedicalAssociationDeclarationof Geneva:The
healtholmypatientshallbemyfirstconsideration,—thatIFMSAwillworktoremoveallkindsofdiscriminative
featuresintheWorldshealthsystems,referringtoart2in
theDeclarationonHumanRightsadoptedbytheUnited
Nationsin1948,

—thattheLFMSAwillworktopromotetheWorldMedical
AssociationDeclarationof HelsinkiasrevisedinTokyo
1975,andtheDeclarationofTokyo.

20 IFMSAstudiesandpromotestheprofessionalinterestsof
medicalstudentsthroughouttheWorldinsofarasitdoesnot
contradicttheforegoing.AccordinglyIFMSAwillwithinits
capabilitiesandconstitutionsupportthefollowing:
—It isa generalrightof medicalstudentstoparticipate

activelyin discussionsanddecisionsconcerningmedical
educationandgeneraluniversityproblemsaswellasgeneral
politicalproblems,—studentsshouldallactively,throughstudentsunions,or
throughdirectselectionofrepresentatives,beentitledto
participatewithvotingpowerinstudent-relevantdecision-
makingbodiesinfacultiesanduniversities,

—therepresentationof studentsrelativeto theacademic
staffin theabovementionedstudents-relavantdecision-
makingbodies,shouldbeequal,—nostudentrepresentativeshouldbeforcedfornomatter
whatreason,notto informanddiscusswithhisfellow
students,itemsofabroadandgeneralscopeandofgeneral
interest,debatedinthesedecisionmakingbodies.

—allstudentsshouldbesupportedordirectlypayed,since
educationisaworklikeanyother,inordertobeableto
livealife,equaltothelocalpopulation.

21 IFMSAstatesthatwithinthelimitsofareasonablehealthplanning-scheme,
healthplanning-scheme,whichaimsatestablishingacurrentandstable
healthcareof thepeople,it istherightof everystudent
capableofcompletingamedicalcourse,irrespectiveofhis/her
political,racialandreligiousbeliefsand/orhis/hersocioeconomic
socioeconomicconditions,tobeallowedtobeginamedicalcourse
withoutinterruptionsduetoanyofthesereasons.

22 IFMSAstatesthatgreateffortmustbemadetoimprovethe
standardsofthemedicaleducation,asinaccordancewiththe
principalsmentionedinarticle10above,byinvestigatingand
introducingbetterselection,teaci1ingandexamination
methods,aswellasbyinvestigatingotheraspectsandby
promotingawidediscussionandpublicityofthesubject.

22.1 IFMSAstates,in accordancewiththeabovementioned
paragraph10.1,thateffortshouldbemadetofightagainsta
forcedcopyingofthewesternhemispheremedicaleducation
to thedevelopingWorld,sincethemedicaleducationhas
tobeinaccordancewiththepresenteducationalneedofthe
people.

23 IFMSAstatesthatit isthedutyofanyfuturedoctoraswell
aspresentdoctor,toparticipateinthefurtherdevelopmentof
medicinewithinhis/hercapabilities,andthatitshouldbein
accordancewiththeprincipalsstatedinart.10above.incase
this participationconsistof biomedicalresearch,the
principalsof theWorldMedicalAssociationDeclarationof
Helsinki,asrevisedinTokyo1975,istobefollowed.

30 IFMSAaimstostrengthentherelationsbetweenstudentsbya schemeof professionalexchangeof medicalstudents
betweenvariouscountriesandbypromotinganorganizationofthemedicalschools.

31 IFMSAisworking,throughthearrangementof’seminarsand
conferences,toconstituteaframeofdebateandexchangeof
experiencewhichaimsatimplicatingthatmedicalstudentsat
anearlystatecriticallyandconstructivelycanandwillparticipate
participateactivelyinthesolvingofthehealthcareproblemsof
thecountries,ie.inservingthepeople.

40 TheIFMSApublicationscompriseajournal.newsbulletinand
reports.IFMSAshallkeepinclosecontactwiththepressand
shallencouragethepublishingof’newsof’theinterestto.and
concerningniedicalstudentsassociationsandotherinterested
bodies.

50 IFMSAcanactasliaisonbetweenandcooperatewith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andotherorganitationswithwhichtheFederation
hassimilarinterests.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Exchange

In the25thGAof IFMSA,theregionalvice-president
ofEuropeputforwarda proposednewpolicystatementstodiscussion
discussion&vote.Hebelievedthat“Firmdefiniteprincipalscouldassist
inavoidingthegrowthofagenerationofinternationalists,whothink
solelyabouttheirpersonalcareer,andtowhomthehealthofthe
peopleoftheworldissecondarytoegoisticmotives.”(directquotation
fromhisletter).Thediscussionofthepolicystatementwaspostponed
duringtheGAbecauseofpoliticalreasons.

OurBoardbelievesthatit isappropriateandnecessaryfor
allmedicalstudentsofH.K.todiscussthispolicystatementssothat
ourdelegatecanreflecttheviewsofH.K.studentsatthenextGA.
Thefollowingisadirectreproductionofthepolicy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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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展覽組今年成立以後，已出動過了五
次，訪問過了一些中學、女危院及堂闕。幻燈
也已做了兩齋。雖然經贊不多，但上作同學上
氣高昂，大家都做得十分儉快
流動展覽組的目的，主要是團結同學，增

加同學的社會意識，及普及醫學知識到社會去。其寶，流動展覽的構想，兩年前早有提出，
可惜未及實行。很多做過多次大型展覽的同
學，都覺得在大會堂的展覽會，有其一定的作
用，但卻事俗功半。因為展出地點，局限了九
龍或香港新區居民參觀的可能性。此外場地太
擁，很多觀眾都破拒於外圍，根本看不見，也
總不到。最可惜的是，五天展期一過，便風流
雲敞，什麼努力，也成垃圾。去年的性與健
凍，因為題目好，宣傳足，在外界也起了一
定的先鋒作用，但也不能悅離固有的老毛病，
數萬的入場數字，報界的喝釆，也是短短的一
兩個禮拜。以前的健與疾等，更是作用不
大。
自己也幫手過性與健康畏覽，展期完

了後，報紙便提意搞流動展覽，自己也有同感
，於是便幫手組織流動展覽小組。最初，有人
提議取消大型展覽，專搞流動展覽。但為了過
應一些同學的要求，於是便雙管齊下，適應專
在萬假做活動，而平時卻沒室的同學。

很快，工作就開曬了，大家都覺得，以故
事手注，製成幻燈，是最適當的。但是，幻燈
也紙是引起動機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小組討
論。祇有在小組討論下，才能使工作人員和觀
眾互相交通，打破大型展覽的隔膜性。觀眾既
可通過討論，獲得常識，工作人員也擭得怎樣
去改善的意見，更可理解市民對一些事的看怯。第一套幻燈是關於性知識的，第二套則是介
紹心臟病。第三套則在搆思中。無論劇本、攝
影、畫圖、配音，或訪問，都山不超過三十個
同學親力親為。在工作中，很多時都會體驗到
同學的坤勁和草眾的力曼，大有自飲不如之感

此外，要提出一點，希望醫學院同學帘意
，很多外界人仕，都想醫學生幫手做一些jJu撈
性的工作，他們可能有真正的日的，但也可能
利用同學們的熱情，去達到個人利益。我們也
曾接觸過一個外界團體，幫他們找資料，做電
視特輯，結果胎死吸中，反使我們自己進度表
推遲了個多月，對幫手同學也難於文代，弄到一團州。
流動展覽組成立不過半年，成功還講不上
，希望大家繼續，讓我們的足跡，踏遍全港。必遛j瀆卹，

可是，缺點也漸漸地出現。對內缺乏宣傳，使州學院同學對我們的活動不大了解。(lj對
外方面，也出現了一些老毛病。對一些中學的
訪問，如果祇去一次，中學同學可能對醫學．rty
識一知半解，一兩天後便又不了了之。為此，
HealthClub和我們作了聯絡，由他們作善後，保證訪問的成果。
最重要的是，工作人員本身，往往因觀眾

反應良好而高興，卻忽罌了流動展覽的目的。
漸漸地流於事務性，為訪問而訪問。大概111於
我們訪問的大都是中學吧，這個流動小組不能
反映社會問題，社會意識當然沒有，反而有一
種醫學生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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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 精神與健康 展覽 籌委會主席 斗疋維昌

（一）為什慶要辦醫學展覽？
醫學展覽是醫學會一年一度的大活動，通

常需要百多位聲學同學和講師等的努力和幫助
。我們今年辦展覽也不是因以往四年都有，今
年也照例辦起來，實際上我們是看到展覽的意
義而辦的。首先，雖然醫學生只是在學習時期
，還沒有為市民解除病痛的能力，但我們卻有一顆為市民服務的，0，所以在求學的現階段也
盡可能為市民盡一分力量，把我們學到的一些
普遍常用醫學常識，用展覽的形式介紹給市民
。這不單含有把醫學知識公開的意義，同時亦
希望邁向預防勝於治療的目標。
此外，藉著展覽，可以接觸廣大市民，明
白他們對醫學的誤解和疑問，亦可反映他們對
醫學生或其他問題的看法，是個思想交流的好
場合之一。
通過工作，醫學生也可以對社會多作關心
，對我們未來服務的對象和環境多作理解。此
外亦是高低班交流意見的好機會。
（二）今年為什麼要辦精神與健康展覽
治愈精神病不單是精神科醫生，社會工作
者和護士的責任，而也需要家庭、僱主及社會
人仕的合作才能達到，但現在大部份市民對精
神病者都有過份的恐懼或不諒解的地方，令到
病人由入院到出院都有困難。通過展覽，希望
能對社會人仕的錯誤觀念作出澄清。
會否造成精神病展覽呢？
在開始籌備時，已有同學提出這問題，其
寶正面介紹心理衛生是十分困難的，而且資料
很難伐。今次我們嘗試加一個心理衛生的部份，介紹每個時期心理發展和特徽和社會因素對
心理衛生的影響。

（三）展覽的做怯
今次展覽都希望能達到從市民的角度出發

介紹醫學常識的目的，展覽不是我們顯示秀學
知識的深奧，而是為市民解答日常生活的疑問
。如果要展覽資料畢壘堆塞在展覽場館中，不
女1清楚閘述一兩個重要的關避問題，使市民化一兩小時看展覽後，能深，lJ地伐到我們要表達
的工心。

（四）回顯以往工作
同顧我自己為展覽籌備工作近半年了，在

這些時間中，遇到的困難的確不少，就因為要
克服這些困難許多新的嘗試便產生。
( l）對展覽內容完全陌生。
我們工作人員以一、二年級為主，對精神

病根本一竅不通，同時精神科亦是一門議論紛
紛的學問，這種種困難起初今我們十分困擾，
但當看到介紹精神病的急切性的時候，我們便
做了許多充實知識的工作：
（甲）走訪各有關人士 精神科教投、講師
、醫生、心理學講師，精神科社會工作
者。

（乙）到中大校外課程上輔導課。
（丙）旁聽高班同學問精神病個案。
這樣使我們對精神病有初步理解。

( 2）知識與實際結合
當我們學習時，發覺書本上與實際情況有

很大出入，純碎把書本知識節錄上版，會令觀
眾難明和覺得空泛。為了與香港情況結合，我
們做了以下工作：
（甲）發動同學探訪病人家庭，明瞭病人在社
會上遇到的生活困難，希望更能針對社
會上的誤解和對精神病者的歧視。

（乙）舉行座談會 邀請社會工作者談社會
對精神病者的歧視及同學互相交換意見

劇頸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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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到社會上進行實際調查 在香港，心
理情況的凋查以前是很少有的，所以在
辦展覽之餘，我們選擇了一些中四、中
五學生進行調查，發問卷，對環境，家
庭等因素進行調查。

（丁）訪問香港精神護理設施 例如四院聯
訪。
總過來說，我們從書本中找資料外，亦從
市民中獲取知識，把書本中的知識結合賞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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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心為市民辦好今次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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錡神與使康 展 覽（九月二 日至六 日）
一一就一些訪問談談 啟思記者

州j-

口曆他醫奮勵

八月十七日下午展覽籌委在會醫學院休息
室舉行了一個預展，可以說是這幾個月來同學
們看書、找責料、作訪問、辦講座等一連中工
作的一些成績。這次預展他們邀g青了一些教授
、講師、同學到場，大家濟濟一堂，並對這次
展覽的內容提了不少意見，好使展覽做得更符
合市民的要求，啟思藉看這次機會訪問了一些
籌委、老師及同學。
這次展覽的目的是希望把情神病的一些基
本知識介紹給廣大市民，從而提高市民對精神
病的重視及認識，以能消除市民對精神病的一
些誤解。在這展覽中他們更希望向市民強調社
會問題對精神健康的影晌，並介紹一些保持精
神健康的要訣及方怯。
為了將展覽內容更實際地結合香港的社會
環境，更乎合市民的要求，在籌備過程中，舉
辦了不少配合性的活動，這些都是新嘗試好讓
同學進一步深入社會，了解普遍社會人士對精
神病的看法及態度。

訪問醫院
在籌備初期，曾經訪問青山精神病院，·小
欖醫院、九龍醫院精神科，及荔枝角療養院，
當日參加的同學大約五十多人，通過這次的探
訪，同學們可以對香港精神病治療設施、醫院
環境等有一些了解，同時通過親身體會，對精
神病及精神病患者都會有一些感性認識。訪問
後，更舉辦了一次總結大會，各同學都能將這
次訪問的成果互相交流。
到小朧探訪的同學大都對那些低能病人感
到悲哀，都提出了不少問題，如社會對這些人
的態度，親人的看怯，怎樣去預防，拯救等。
而去過荔枝角的都對那些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他們在擠迫的環境下，深受病魔的韆繞彷
彿是絕望地等死。
這些都是對同學的一些感性教育。通過訪
問，大家對精神病患者的心境或多或少都有一
些理解。

家庭訪問
通過一些社會工作者的安排，一些同學到

病者家中與病者及其家人傾談，從而了解一下
病人對接受治療的看伕，家屬對病人的看法與
態度，並且更能知道一下環境、家庭等對病者
的影晌。

這些家訪在醫學院還是祈的事物，所以起
初同學對發問未有多大經驗，結果未如理想。
經過了幾次的探訪，同學們開始掌握了一些技
巧，在訪問的過程中，對病者及其家庭有不少
了解。雖然幾次的訪問不足夠下怎樣的分圻，
結論，但亦有茫接觸社會，把握看事賞的進步一面；所以這個方汰是值得推廣和發展的。

問 春
在籌備中，曾經發出了一份問毬，對象是
中學生，主要想了解中學生的精神狀況、考試
對中學生精神狀況的影晌，尸n卷內容雖然只是
由一些書本抄回來，而未必能適合香f俘的寶際
情況，同時加上經驗不足和時間不夠，斤總卷未
能盡善盡美，但不失為一個新嘗試。
此外還跟隨一些高年級同學到病房，一方
面接觸病人，了解其家庭背境，病展等，從而
了解病患的成因與治療。及邀請了一些社會工
作者作講座，把社會問題與精神病者的關係作
簡單介紹”

一些意危
吳敏倫醫生：不要太學術性，多談一些居
住環境，考試等壓力對心理衛生和生理衛生的
影晌，但勿令觀眾以為居住在擠迫的環境裹就
有精神病。談一些精神科醫生在法律上的責任
和鬆馳神經的方伕，介紹如催眠，瑜伽等東西 學

運

尊

這

尺

一

本

總個來說，要多展出一些市民會感興趣的
問題。
馬僑生先生：多談社會對精神病者的處理
和看待；社會人士對精神病人的歧視問題，還
要多鏖病例，數字，家庭環境和工作對精神病
者影晌的例子。

總 結
從各方面意見的反映，大家都希望不要把
展覽辦得太學術性，要多從結合香港社會現實
，了解社會現況，這樣的展覽才會生動有趣，
更適合市民要求。
從這幾年的發展，今年確是進了一大步，
從以前的只做展覽發展到今年多方面的配合和
各種新嘗試，由以前的學術性到今年的結合社
會實況都可以看到醫學院同學要求走出象牙塔
，接觸社會的願望。在這裹我們預祝這次展覽
能擭得極大成功。

‘口徑臘口口口屆口面，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屆•

一個一個的同學站起來說話，一陣陣的騵
聲鼓勵著他們。刃i起來說話的同學越來越多了
, ‘拿聲也越來越晌亮”經過三十小時的討論，
熱烈的掌聲宣佈了學聯今年度的第二次代表大
會在十三日凌晨六時多成功地結束。
列席這次代表會的同學又寫F了一個訢紀

錄，超過了一千人。這一次會議更說明了祇有
靠廣大同學的支持才能把會開得成功”事寶上
，在會議期間的兩天當中，工作的1司學表現了
他們最大的熱誠。佈置組的同學遠自漢華中學
調動來了長沒和風囑。秩序組的同學守肴他們
的崗位，有些就站在不顯眼的角落數小時去很
證良好的秩序。茶水組的同學毫不麒懈地伙應
會場的同學。醫療組的同學保證著同學開會時
的艮好精神。還有秘書處的同學，靜默地看守
看整個會場的前線！但是，這眾多的工作人員
的熱情還不需要廣大與會同學的支持嗎？同學
們的熱情支持代表會，他們是鼓舞看代表和工
作人員開好代表會的斗志，鼓舞看更多的同學
敢於站出來說話，他們談了對活動的看絨，有
些談了他們的感受，有些談了他們的家史。情
神的支援，就是廣大與會同學最可寶貴的支持

登0面00000 昌凸凸，德登待登倘凸昌昌登昌昌昌昌戶戶魯憤疊吁州待合心

Im gA

同學們的熱情從那裹來呢？在深夜，在凌
晨，他們還精神抖擻在留意看會議的進行。這
有力地說明今天學運的路向是受廣大lh1學支待
的。在STAA總結上，同學細訴了他們的感
受。在討論地震和認中問題上，Ia1學們對比了
新舊的兩個社會，細訴他們的家史，在關社活
動總結上，同學的談話表示了他們在活動中的
提高。在新亞事件，三師爭權益的問題上，院
校間互相支援，顯示了團結一致的篷；)J景數·
這一些景象就是說出了同學的心中話：放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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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關爭的路我們走定了’
學聯兩次代表會的成功
的發展雖然遇到不少阻燒，
口標急促前進。正是：
：司學盡分青把話講，
f弋表會L斗二占細斗。
齊把學運搞上去，
撿滾群黠jC．准能擂！

，說明了今年學運
卻朝擠更深更廣的大

會

辛一111

工F膩
SA濾備委員會，
lI於事前對工

FMSA的要求不大

了解，
因此有些事情到
r鼓後幾個星期才趕緊做好。

其寶，工F膩
SA
對香港的要求不太高，
除文書，
食宿

要香港安排外，
其他也沒有特別的要求需要工F才訪斗
的偽

備委員會做。
第】
日的歡迎會上有很多人幫手，
氣扒也很好，
但淡

話似乎不大深入，
很少涉及其他地方的醫療衛生情配。
各

代表國家多在歐洲和非洲，
除一
部份外，
各代表對香港的

學生也很友善。
但歐洲的各國代表則較為老成，
多和歐洲

鄰近國家的代表在一
起，
不大喜歡和香港學生談話。

但一
開會時就有些從亂了。一
方而可能由於香港的大

氣對某些歐洲國家的代表來說比校熱，
因為後來開會改在

聖約翰宿舍的會議室舉行。
而另一
方面，
開會本身也是很

辛苦的，
有幾晚開到探夜才散會。
因此，
有】
些代表誠不

住氣，
有些甚至不來開會。

今年的開會主要都是討論一
下以往的工作方式，
除
f

在財政上和在一
些大計劃如

SCOPE,

SCOPA
上有一
藥

爭論外，
大致上都算很順利。

我個人認為，工F膩
SA
有一
定的意義，
各國代表都貢

獻出自己的力量來開會，
增進國際間的合作。

作為工

FMSA
籌備委員會的秘書，
工作很辛苦，
尤共

是大織的打字，
不過很多謝香港大學醫學會借出的油印機

和柯式印刷機，
幫了我一
個大忙。

脾思記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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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 團結 、歡樂 、友愛 、互助的盛會

，弋》啊

學聯主辦，

STAA
，
紅綠配色的大布條展現在紐

魯斯樓的最高祟，
在化學大樓的欄杆上，
在中大科學館的

腰間。先後捲入過千大專各院校同學參于的亞洲學生旅遊協

會週年大會（

Stude艮

TraV江
＞
ssoci弘斤。。f
As馴）
如

期地在香港舉行了它的第四屆會議。

近二百位同學舉起歡迎橫額，
排列成
U字形的隊
Ii,

迎來了我們的外國朋友：
澳洲、
日本、
尼泊爾、
泰國、
伊

拉克、
新西蘭、
巴基斯坦、
巴布亞新幾內亞、
星加坡、
非

律賓等國家的代表，
還有來自南太平洋大學學生協會，
亞

洲學生協會及國際學生聯會的代表。

O界
織。己
認：
⋯織

elcome一
盡管我們有著不

同的膚色盡管我們有著不同的語言，
盡管每人身上都帶看

一
份獨特的鄉息，
然而這個團結友誼的盛會，
將我們從四

面八方集中到一
塊，
我們熱烈地握看手，
在掌聲、
歡笑聲

，
問候聲中，
他們一一
被擁簇著步出機場。

寓教育於旅遊
是今次大會的討論中心，
通過實地

探訪了香港中式漁船製造廠、
紡織廠、
各類型房屋及航空

運輸幾個參觀點，
各國代表和參于接待的同學，
都深
AlJ領

會到要擴展我們的視野，
不能靠埋首於書堆，
更不能坐在

冷氣房裹，
主觀地臆度現實世界的模樣旅遊，
提供了一
個

實地接觸，
學習和交流的機會，
所以學生旅遊計劃應強凋

旅遊的教育意義，
並促進各地學生間的相當了解及友誼，

這是大會所通過的大綱之一。

歌如潮，
花如海，
歡迎朋友四方來⋯⋯
同學手執

花球載歌載舞地朝肴迎面而來的代表
衝
去，
為了亞洲

學生的團結，
為了亞洲學生的友誼，
同學熱情地揮舞著手

中的花球盡情地跳看熟練的舞蹈。
我們排列在大道兩旁，

也熱烈地拍肴掌，一
個個制作算精美的花環盡往代表們的

噸項裹送··⋯友誼之夜，
在歡欣鼓舞的氣扒下，
在千多大

專院校同學的參于下，
宣告開始。

幾天緊張嚴肅的會議，
沒有把我們的外國朋友累倒，

千多同學一
道·
他們排排坐在科學館前的空地上（
也就是

常天的會場），
給我們講家常，
談感受，
更逐一
為我們表

演了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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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激勵策動著我們繼續前進。

三個多月，
我們煞過夜，
我們開了以百小時計的會議，
我

們奔走，
我們佈置，
我們油印，
我們排練，
我們雖然來自

不同院校，
甚至從未謀面。

不過，
正如為是次會議而寫的
旅遊之歌
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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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醫 學 會 昧 命 討 營 言尖 起

八月二十四至二十五兩天，我們醫學會舉
辦了一個檢討營，檢討上半年醫學院的活動及
前吧以後幾個月裹的活動。這次露營包括了干
事，各個附屬委員會及活躍的醫科同學，更有
幾位新同學參加。今屆幹事會能堅持上屆的做
伏，對于醫學院以後活動的發展，實在有很大
促進。
這次露營，可以使積極役入各類活動的同
學能互相交流經驗，提出意見，把醫學院的活
動鎬得更好。例如，各班的班會干事可以交流一怎樣搞好班會的福利和團結，怎樣鼓Iw同
學參與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活動。又如在香
港舉行的IFMSA活動，同學們更熱烈提出很
多建設性的意見。對于來年怎樣使醫學院之夜
( Medic Nite）更能溝通各班同學的隔膜，
同學們都積極交換了意見。
比較重要的是在露營巾討論了有關今年中
國周的活動。基本上，大家一致贊成醫學院同
學要參與認識祖國的活動，但對與賤學會應
否願代表加入學生會的中國周中央籌委會，便

有不同的看怯。對於醫學會是否正式加入支待
學聯搞好第四屆中國周，同學們更有熱烈的討
論。問題的焦點，在于有些同學認為學聯搞的
活動偏激，不宜參加。其實，學聯是八間大專
院校組成的，學聯的活動也是八間院校同學役
入參與的。去年學聯提出的學運路向：放眼
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
，更是八間院校同學通過幾年來的實踐總結出
來的。
先看放眼世界這個口號。學聯今年搞

的亞洲旅遊協會第四屆周年大會（STAA) ,
單為這活動的少行籌數，便有九百多位同學參
加，共籌得j 萬元。而在亞洲各代表離開前一
口在中大舉行的友誼（F：·icndshipday)，更
有千多人參加。我們醫學院，也是照著放眼
世界這個方向，在香港主辦了IFMSA的第
二十五界週年大會，使更多同學能與世界各地
學生互相交流，我們的干事會主席Lilian，更
在這次會．義中彼指振為RegionalVice一Presi-
dclitofAsia呢！

至於認識祖國的活動，去年錯學生參加了
中國科技史展覽，而近兩年來醫科同學同祖國
參觀的漸多。例如今年一些畢業班同學在著假
到北京旅行；一、二年班也組織了團到廣束省
旅行。關心社會的活動在醫學院就更為蓬勃。
今年健康委員會搞了一個元朗320活動，幾十位
同學到元朗參觀醫院和家訪元朗一些居民，必
便了解當地的醫療情況。今年的精神與健康
展覽也比以往的展覽為進步。除了看書搜集資
料外，更到醫院裹與病人接觸，到病人家中訪
問，真真正正把展覽和社會結合起來。
這幾年來，越來越多醫科同學們要求放
眼世界，認識iiI國，關，0社會和爭取同學權益
。我們的功課壓力雖然比較重，但是，作為一個大學生，我們要多利用課餘時間來充寶自
己，提高分析問題的能力，並多接觸和關心社
會問題。日後，做一個真真正正為市民
服務的好醫生。

林容賜
甲纏一r口庭豐鳥鰍喜

一一一- ••• 一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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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加是次中國旅行團時，
個人希望能縉此機會認識

國內騰療制度，
各項建設，
和人民生活。
並透過親身觀察

，
澄清香港報紙對中國問題的一
些分歧報導。

這次旅行行程是由廣州到上梅，
蘇州，
南京，
北京，

再南返桂林。
從萬坐長城到桂林山水，
足跡遍及半個中國

。
參觀方面包括工廠建設（
由大如渦輪至小如齒輪的製造

）、
聲院、
農村人民公社和學校等。

對於廣州市這個對外貿易之經濟中樞感到失望。
市面

容貌，
市民衣看及粗俗的談吐使人有一
錯覺，
與其他城市

給人的印象差異甚大。
較北的人民無論言語態度、
待人接

物各方面均非常禮貌。

一
般來說，
國內人民的生活比較刻苦。
物價雖然穩定

，
但購買力仍受工資及購物票制所限制；加以政府對職業

分配，
個人言論和自由有一
程度的約束，
所以不少人感到

不滿。
但大多數人民對國家現行制度並無怨言。

醫療方面，
對中國現在的制度感到滿意。
赤腳醫生並

非如傳聞中能代替正式醫生。
他們大部份只受過短期的理

論學習和訓練。
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是一
過度時期的產品

。
但他們服務態度認真，
對於預防疾病供畝很大。
曾在參

觀北京．．學院時與一
教授討論，
他亦承認赤腳醫生不能代

替受傳統
bII練的醫生，
但對於推廣服務及醫療輔助方面有

極大裨益。
值得一
提的是，
在上海第六人民醫院。
有機會接觸到

曾受斷肢再植手術的病人。
再植的斷肢能夠運動非常自如

；
對於國內醫生為人民服務的態度感到敬意。

教育方面，
大、
中、
小學都有參觀過。
亦曾和一
些唸

外文系的學生交談，
發覺他們對政冶方面非常偏激，
對外

國事物一
無所知；對外國的建設成就懷疑。
小學方面亦有

政治學，
但覺得他們只是人云亦人而已。

總括來說，
中國由滿清至民國百來年間飽受列強侵專

，
軍閥割據之苦。
在此一
貧二
白的地部，
竟能在短短廿多

年間得到兮兮建設和發展，
使人對中國人民的辛勞努力無

限讀賞。
經過這次旅行，
更發覺到肌國發展的潛力遠比

心目中所想為高，
若能善加利用，
中國必能在短期內更加

古品強。

牌思記者

憤戶誹醫化
我們一草剛畢業的醫學院同學，經過了畢

業試的難關，有機會倫閒往中國一遊，雖然時
間很短，收獲卻實在不少。
記得在無錫，我們有機會和一軍赤腳醫生

座談，同學都很眺皮，拿我們的試題去考考他
們，但見他們有條不紊地解答，很有Clinical
Sense，而且很有系統。他們寶踐經驗豐富，
當談到中藥和針灸，我們更自暴己拙，完全不
懂。
很多團員都說：我以前一點也不知道原

來舊中國這樣慘。在上海逗留的幾天，讓我
們清楚地看到過去中國受盡欺凌，面臨瓜分的
可悲境況，市容很獨特，幾十個外國的租界也
稱為國巾之國J林立著各式各樣外國三十年
代的建築物。一簡單如電燈柱，英租界內是圓柱
體，在法租界卻是三角形的柱體，電壓在相隔一條街的不同租界裹也不同，英國是二百二十
伏特，而怯國的卻是一百一十伏特。所以，兩
處燈泡如果掉換，一個會完全不亮，另一卻便
要發生爆炸。電車軌也要各有特色，一輛甲車
在上海市內不能直通，只要到達另一租界，便要一律下車，換上另一部甲車才能繼續未完的旅
程。解放前的四大家族是當年最有權勢和最富
有的一班人，蔣介石曾出錢建一座中國銀行大
廈，建設仍在進行，但由於隔鄰有一座英國怯
院便被勒令此建築不得高於隔壁的外國怯院。
試想，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個在當時最有權勢
的人要建一樓’寫，尚且要低於外人，無怪乎過
去的上海，每天都有人凍死餓死，橫臥街頭等

待清潔工人收屍！很多被賣豬仔到外地的
華僑，捱了半年掙得幾個錢回國探望，只見在外
灘公園的牌子向他們說：華人與狗，不得內
進，誰說不是有了大家才能有小家的存在。
我們還聽了一個關於地質學家李四光的故

事。中國被指為貧油國已經很久。但在民
國初，李四光便發現了一套地質沉積規律的理
論，證明中國有石油，而且藏量很拒。不過，
他沒有將這個理論發表，因為他知道，這個理
論與西方的一貫截然不同，在當時崇洋媚外的
情況下，一定沒有人相信他，而且政府腐敗無
能，一切依靠外國，縱使他的理論能夠放諸於
寶踐，也不外將中國的資源奉送給外國侵晷者
。李四光四九年建國前赴美，五年重返中國，
他的理論終於在新中國正式發表，並發揮著無
窮的作用。這件事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知識份
子，科學家等等，都逃不脫社會的局限，他的
知識能否為國家作出貢獻，亦取決於當時身處一個為什麼人的社會。

j蝨有一個很突出的例子，相信也是中國獨
有的：中藥配藥機。藥房的負責人在下面按掣
，上面的梡子便移動，自動配藥和量份量。機
件外表很不美觀，土里土氣的，聽說是工人利
用鋼鐵廠的廢物自製而成。我們知道中醫定必
離不開執藥，一劑藥便十數品種甚至幾十種，
工人謂：這很浪費時間，而且不科學。所
以他們大伙一起商量，一起設計，試製成功這
部機。不過它今天還不很完善，現在還不斷努
力改進，讓它裝飾得更美觀，秤藥的重量還要
逐步增加，這是工人集體智慧的結品，於此從
能表現今天中國工人的積極性和當家作主的精
痲申。

在蘇州，參觀了一所世界獨一無二的蘇州
刺總研究所。刺繡是中國的傳統藝術。雖然沆
州、蘇州、湖南等都以刺繡著名，然這一類研
究所·全國亦只蘇州一間”他們專門研究各類
型針怯，繡法，圖案等，並DIl練大批學生掌握
這門技術，針怯種目繁多，自己又是門外漢，
現都記不起個名堂來；但見他們旁邊一幅水彩
畫，繡緞上幾筆簡單的勾劃，便白手繡起來，
顏色邊繡邊配，令人讚賞不已，看來過去一直
沒有放注意力的中國技藝前景，還是大有發展
的餘地。
旅遊，雖然很忽速，但要了解一個國家，

尢其是今天的中國，很需要我們親身走進去，
這些年來，世界各地人士都很想了解中國，紛
紛要求到國內一行。所以申請書堆積如山，應
接不暇，有些同學曾向負責接待的同志詢問：
中國風景優美怡人，雖然酒店這個很多，但
大有發展餘地，又可為中國賺取不少錢，為何
中國不大辦旅遊業呢？
國家有國家全盤的計劃，我們還有很多

束西需要下功夫。例如農村磯械化問題。很多
山區連平地也不多一塊工業蘑子又不好，離機
械化還有好一段距離。其他重工業，石油工業
等等，都是我們先考慮急待發展的方面。旅遊，我們不會用資本家那個役資的眼光去衡量·
一切都會按圖國家計劃，分配發展，我們非常
歡迎外國人士的到來，更歡迎港澳同胞，海外
華僑同國，不過，我們的接待工作遠做得不足，還需要大家提．意見，不斷改善。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同學們，有機

會都到國內走走吧。
啟思．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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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雖然不是第一
次同祖國旅行，
但以前都是自己女

排行程的，
沒有像這一
次能夠有機會參觀醫院、
大學、
公

社和工廠等。
單從旅行雖然不能很深入地認識
411國，
但總算是一
個

可以親眼看看的機會。
從往上梅的飛機上可以看到几南水

鄉的風光，
密麻而蜿曲的河道和河上的帆船帶來了一
些祈

鮮的感覺；而到處整齊的農田卻使人感覺到農業在中國的

電要。
我們在上海參觀了當地的公社，
雖然我們對農業沒

有多大的認識，
但也可以見到機械化和生產方面也，,I以說

達到了某一
個水平。
在合作性方面，
公社這個制度無疑足

較為有利，
例如
L廠的生產可以完全配合農村的需要；而

且在農田的分配方面也沒有像解放前的被雜。
大致上很多

的問題如吃飯的問題在新中國已獲得了解決，
在向陽縣，

我們也頗為領會到一
些如老人問題也基本上獲得解決：
當

地的老人都是負責搞一
些如座談、
文娛和教育青年人等活

動，
可以免除精神上的空虛，
不過對於有沒有特別的老人

照顧如老人院等卻不大清楚。

在上梅我們參觀了一
個工業展覽·
可以看到工業的發

展重點都是為配合國家的需要的。

不過我們這次回國旅行參觀的電點是在看看中國醫僚

的發展。
在這方面當然離不開的是赤腳醫生。
大家都知道

赤腳醫生不是
正式
的醫生，
但他們卻使中國的醫療能

夠深入農村。
他們所學的都是針對當地常見病的如農藥中

毒等，
而他們用的方怯有時是很
土

都是針對當地

的情形和需要。
他們雖然學的不比我們多，
但他們學的也

足以應付他們的需要，
而且他們寶習的機會多，
所以在他

們能力範圍的病症都能應付格如，
而他們對於須要進一
步

治療的為例也能做到適當的擭理。
其實赤腳醫生的最大優

點就是是能夠深人草眾，
對於病人尤其是急痰能作出最快

捷的反應。
在上梅我們參觀了第六人民降院。
那裹是斷肢再植的

發掠地；
也是現在這方面最先進的單位。
在那裹我們和一

些病人談話，
又看過一
套有關斷肢再植的短片。
發展斷肢

再檢的手術並不是為了在醫學界上細名·
而是為了針對廣

大勞動人民的需要，
因為這類工業意外是最常見的。
另外

在第六人民醫院見到的現象是．生的人數比較充足，
所以

能對病人作出比較好的照顯。

我們在蘇州參觀的是一
間中醫菁院，
主要是山住院的

中贈土諺；
用的主要是中醫的方怯如中草藥、
針灸等，
而

中翳不能應付的如須要手術治療或西藥等則由該院的西留

部和手術室負責。
我們曾經看過一
些治療的情況如推拿、

J'L針等，
而最令我們覺得新奇的卻是配藥室的執藥機，
以

要按下過當的按鈕便可以得到所需的份量，
不川慢慢的去

幹。
住院的西彆有大部份是在學中聲的，
因為他們覺得學

了西醫只是學了醫學的一
部份，
而且中臀是中國幾千年由

廣大勞動人民積聚下來的寶貴經驗，
其中有很多地方能切

合廣大勞動人民的需要，
所以他們g.I，的為學習中醫是很屯要

的。
而該院的中醫也都懂得西方醫學如生理、
生化、
解刈

、
病理等方面的知識。
據說這間中醫醫院正在嘗試利川中

藥治療痛症，
曾經有治愈一
個食道癌的病例，
但目前還在

試驗的階段。
因為是著假的關係；
我們沒有機會參觀北京聲學院學

生上課的情形。
在此之前我們也參觀過北大。

綜合這一
次的旅行，
發覺大部份我們接觸過的人如按

待員，
赤腳醫生，
學生·‘·⋯等就他們的談話來看，
都有蚊

起碼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這確是個可喜的現象。
對於將

來中國醫療的發展恐怕還不能下一
個結語，
因為我們看的

還少，·而且中國現時的醫療制度還有很多方面在寶驗的階

段，
但他們現時所做的確實是有不可否定的優點的。

啟思記者

從
北一
呆
團
涯
報
到
中
國

問
學
題
學
習
班

..．•口！r細口口口口口
d叮細口州嗡

jlj

我想大家都知道應屆畢業的同學於考試後付經回到國

內旅行參觀，
從秀麗的蘇州．到六朝金粉地的南京，
由充滿

朝氣的上海、
莊嚴的北京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都有他們的

行跦。
這樣的旅遊機會真是十分難得，
我們雖不能目睛但

也希望能耳聞。
啟思在八月一
日舉辦的北京團擭報會止好

給我們一
們很好的機會。

這們下平北京團反其他最近曾回到國內參觀的
1.,'J學給

我們講了很多旅途的見聞感受，
使
遙遠
的祖國突然間

在我們腦梅浮現；雄偉的天安門廣場、
氣勢萬千的佳林、

蘇州的剌繡、
帶有泥上氣味的赤鯽醫生·····。

但這些景象是矇朧的、
零碎的。

再港與中國大陸雖只是一
河之隔，
然而一
直以來祖國

大地卻好像在天上一
隅那樣，
大陸發生的事情好像是與我

們無關的。
我們隨了在報紙及雜誌上看到的零碎的，
有時

是祇曲了的報導外，
我們對國家的發展，
面對困難和將來

的前途又知道得多少呢？

一
些關心國事的同學於是開始發起組織中國問題學習

班。
學習班現在暫定了三個部分：
農業、
教育和聲療衛生

。
我們希望從發騷的角度，
比較的角度及看主流辨缺點的

角度加深對國家的了解。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農立國，
全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n是農業人口。
農業生產除了供給八億人
n的很食外，
還

是輕工業的原料來源。
在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下，
中國的

農業怎樣才能保證八億人口
衣食無缺？怎樣才能保證面對

自然災害而不像舊口一
樣哀鴻遍野，
餓乍滿谷？

自從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的教育發生了很大的變革，

我想同學對
開門辦學
、
工農兵上大學
、
理論結

合寶踐
這些口號都不州生吧。
但是教育革命的寶質內容

是怎樣的呢？新制度培養出來的學生質量怎樣呢？以長遠

看這們革命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從國內的教育革命我們定

會對再港教育的現況有更深
klj的了解。

祈中國在腎療衛生方面的成就是頗可觀的。一
位曾經

訪華的美國黝生就曾說過中國在醫療衛生方面為發展中的

國家樹立了一
個好榜樣，
並且在某些方面中國的經驗是值

得先進國家借鏡的。
大家對針刺麻醉、
斷肢再植都不陌生

吧。
但是除了這些技術革新外還有什麼更根本的改變呢？

中國怎樣解決廣大農村的醫療衛生問題呢？

作為中國人我們都希望中國能夠富強起來，
對人類作

出較大貢獻。
我們都是愛國的，
然而愛國是要有認識作為

基礎的。
若果國家窮兵鱸武到處侵晷，
我們還肓目的愛嗎

？所以我們不再低眨
階級鬥爭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

樓昨夜又整風，
故國不堪同首月明中
·。不再猜測
玉麒

麟
盧俊義究竟映射何人。
我們為什磨不一
起討論國家大

事為中國一nlJ途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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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岑
參加學聯暑期關社活動後的一些感受

j為進大學，一直要求自己要做一個了解病
人疾苦的聲生，拉記和教科書可以教給我知識

, ，卻永遠無法給我上一堂寶實在在的社會課。
我到過元洲仔、愛秩序灣村，和宜合村等地，
侃侃深談下，我感受到窮苦人家生活的困苦和一直受著的不合理壓迫，比較明白到自己將來
應為什應人而工作。不過再環顧四周，香港工
人又似乎收入不錯，家中什麼電視機啦，雪櫃
啦部一一俱備，看來他們所受的111胡不會人大
罷。今年六七月間，參加了學聯舉辦的香港
與動薇中的國際局黝，探訪了幾間工會，直按
參于了家訪和講座，才知道自己以前接觸的確
有限，少與L人們交談，也少看事物的本質。
一間英國財團摔制的船塢，誰又會知道它

的發展遞便是幾千工人耗盡精力生命的寫照，
看它的歷史”便是一頁頁血淚汗水交職的同註
夕船塢工人普遍勞動量大，但薪金卻一點也不
對稱，公司利潤年年劇增，但為了擭取更高
額的利潤，不惜千方百計，實行改組改制，縮
減人手，加強工人勞動強度，對工人實行所謂
科學管理，搞電器化監視工人工作，要工
人一專多能，壓縮部門，又寶行判工制等，廠
方在厚利之餘，還不忘進一步搾取工人的勞動
，連打咕機也要從部門改裝到廠門，目的是多
攫敢工人的幾分鐘幾秒鐘。不少老工人，富年
雙手支撐了這間船塢，養活了資本家，到了退
休年齡，挨得百病叢生，滿身是燒焊的鐵絲，
由於眼慢、手慢、腳慢，往往被資方借故開除
，落得年老無依，唯有乞食，自殺等等，我們
不禁要問，這些苦難根源是什麼？資方一方面
加強剝削，另一方面又不肯花錢維修，吊鍊失
修，鋼板壓下，工人當場慘死；車房部皮帶輪
不加保護罩，工人被捲進去，頭臚爆烈而死；
颱風溫黨J令丰十八工人喪生大海，而陪償
卻是六千至九千，但其中三名洋人賠償卻高達
25萬，這間船塢間接上成了孤兒寡婦的製造所
。我們且看某廠長的話：死人不要緊，·頂多
賠一萬，最要緊的是工程起得快，機器不要壞
，不少工人，在趕工的時候，日做夜做，但

‘一旦生意淡薄，就被無辜開除，為什麼，我們勾協仕入會這樣話無保障呢？

政治上的壓迫，在這裹亦表現出來。工會
的工人受威脅恐嚇十分尋常，被借故開除的也
不少，因為他們往往是代表工人的利益，也是
抗拒剎削的力量，如要求加薪，改善安全排施，反無理趨例等等，處處針對著資本家貪要的
慾念，資方怎會不將他們視為眼中釘呢。一方
面，資方亦勾結台灣自由工會分裂工人團
威迫利誘普通工人，鎬破壤行動，阻攔L會發
展，但是，每經過一次爭權益，工會就團結更
多工人，而劉削者越是變本加厲地反撲，也說
明了它們越是虛弱，岌岌可危。
最嚴市的，還算是思想上的腐蝕。黃、賭、毒的盛行，正在時xlJ毀滅看工人。一些別有

用心的人，鼓吹工程淡薄，不如賭博，目
的是要工人少講政治、團結及斗爭，沉淪
賭博。天命論J亦齊出籠，大叫今年不好
望明年但結果是一代望完又一代，生活的重
但折磨，勞動量的拒大，思想的壓抑，反使許．
多工人走上吸毒，飲酒的道路，親手埋葬了自
己。享樂主義的思想，令工人為了擁有電視、
雪櫃，不惜分期付欽，重重疊疊，作出了生命
的透支，一日辛勞，目的是同家看電視、飲酒
，嘆少界不想其他。
香港是華洋雜處的地方，我們也探訪了洋

務工會，一位老工人，經歷了舊社會，也經歷一f新社會，他的一席話，熱淚盈眶，在訴說，
在聲討⋯⋯
舊巾國是個苦難的年代，這位工人就是從

飢荒中逃到香港，當上了洋人酒店的工人，由
於國家積弱，我們中國工人在香港也受看洋老
闆的壓迫，侮辱，勞役，成為萬國奴隸，而
最令工人們憤慨的還是民族的侮辱，客人可以
像對待狗地對待中國工人，亦可對著他們大罵"DamnedChinese""BloodyFool""Rub各
ish”等等報盡侮辱的穢語，要讓路給客人，對
他們要有禮，要聽命，要笑臉迎人，那些衣
看光鮮的文明人，往往喜歡袋去酒店的
銀具，而賠償責任卻要落在工人身上；相反他
們若然失去飾物，酒心工人也就首當其衝，被

訪

拉進外察局已是家常，ir務二人的降療，訴之
不盡，當時的工人，是多應熱切期待中國有朝
一日能強大起來。抗日時期，國民黨節節敗退
，這仗老工人買了張中國地圖，貼在宿舍·晚
晚望著它，希望中國早日勝利。國民黨後來又
發行抗日救亡公欽、救亡公潰不少工
人把自己僅存的私荼，都拿出來，結果卻是成
了國民黨的國難財，滿腔怒火，何處傾訴。
二卡多年的奮斗，中國續步從一窮二白走

上了初步繁榮昌盛的道路，洋務一L人的苦雖也
相對減少了，起碼，民旋釣侮辱已經不復存在
。但貿本家亦不會因此而減低自己的利益，ha
會改用懷丰手怯，加強剝削，例如給上人較高
的待遇，大假，退體金，醫療專，但又妓吹舞
會，以色情表演腐蝕工人，隨肴薪金增加，工
作量亦以更高比例地增加，層層監督，平重綺
例，機械化的工作，令工人透不過氣，林林沌
種，都在說明資本主義是勞苦大眾苦難的根源

連串社訪活動徐徐過去，B颺海中審下來的
是工人們的聲訴及他們團結斗爭的光明前景，
回想過去自己處身於局限的環境中，家庭生活
的平和，對週圍發生的事情關心不多，或輕嘆
幾聲罷了。但是經過了社訪，經過了學聯代
表會同學們以淚水和激情訴說他們的家庭血淚
史，才理解到身受其苦的痛楚，再翻開報章，
月前某電子廠多次燭暈女工，理由是空氣調節
差；幾星期前，地下鐵農日內兩次工傷死亡事
故；今天一名學生做了四天雲期工便慘被啤嘆
壓去四隻手指，老建築工人為家計帶病工作，
高空跌下慘死，這些事，就在我們周圍時刻發
生著”我們為什磨總是漠不關心，是無
濟於事？是自討沒趣？不！是被蜜糖泡
昏了，是給周圍的煙幕隔離了，我們不
甘心這樣生活，我們要走出象牙塔，走
到勞苦大眾中去。

．么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Versatility of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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