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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隨著醫學會大選即將來臨，啟思編輯於上星艱
分別訪問了醫學會幹事會，醫學院認中活動籌委會
，健康委員會，兄弟會，Elixir及啟思的負責同學
，對過去一年各項工作來一個回顧及總結。現將訪
問內容輯錄為一專題，裨能使同學加深認識我們的
醫學會，共同參與，令醫學會繼續發展得更蓬勃，
更符合同學的需要。

各項工作之總結
幹事會在過去一年，不論是輻利問題，文康體

育活動和帶引同學認識問題上都下過不少努力，不
過他們都謙虛地說，成績都是同學的，他們只不過
起一個提倡支持的作用，沒有了同學的共同籌劃和
參與，活動不可能辦得成功。
醫學會今年有兩個大型籌欺：步行籌欺及
首映禮，在同學的努力下，籌得歎項是上年度
的一信，前後直接間接參與的同學以百計，氣氛熱
烈。不過亦造成一個印象，以為幹事會就只會搞籌
歎；同時也抽掉了不少人手，對同期的其他活動不

舉辦及參與各項活動的意義
及方向
學生會的功能，在團結同學，搞好福利及權

益，考慮問題也必須從同學方面著想。現在大部份
降學都要求認識多些問題，認識自己的責任，所以
我們提出的口號團結同學，共同參與，認識將來
的責任，不過我們在過去一年裹還是做得很有限
0J
作為一個醫學生，只有專業知識而不去理會將

來服務社會之意義及如何才能做一個市民所需要的
好醫生，實在是不能勝任行醫的神聖工作。參與活動
提供機會讓我們從實踐中去加深認識此一責任之社
會意義。捕充那一部份課本所沒有的課程。幹事會
，健康委員會，認中籌委，Elixir，兄弟會，啟思編
委會等之成立，也是希望舉辦各類活動，讓同學更
訊識自己身邊的東西，努力提高同學間之相互了解
和友汶，令醫學會這個屬於七百多同學的大家庭更
團結。Elixir及啟思是同學的刊物，除舉辦各有關
活勁外，更是反映同學心聲，院內情況及交流討論
的園地。認中籌委是今屆幹事會首次成立的委員會
，籌委會同學認為雖然我們在中學時都讀過中史，
但對於近代史多讀至世界大戰前後便完結，對最近
幾十渠之史事所知甚少，且香港和中國有著密切的
關係，認識中國的各方面很必要”透過認中活動，
能使更多同學交流討論，帶動大家一起去關心和探
索。幹事會亦認為，政治恐懼，不必要的排斥都需
要打破，只要多辦這類活動讓同學參加，通過親身
接觸，才能了解問題和能有自己的結論•

無影晌，再加上不少屬會在差不多時間內，亦舉辦
步行籌欺，令到不少講師同學感到煩擾，這一點值
得下屆幹事會在決定其籌欺計劃時考慮的。
今年六月，適逢巴布亞新畿內亞醫學院訪華團

在訪問中國後同國，途經香港，並分別拜訪了社會
醫學學系（Dept. ofCommunityMedicine）及
醫學會，彼此交流了兩地醫學院的情況，更將他們
此次中國行之所見所聞與我們分享，特別是關於中
國的幼兒護理。這的確是一個成功的放眼世界及認
識中國二者合而為一的新經驗。

在還未肯定學生會不參加今年學聯所舉辦的中
國周時，醫學會在討論後還是抉定參加。我們應該
支持及鼓勵同學去認識問題，坦誠開放，尊重不同意
見，對正確的敢於肯定，對錯誤的，不足的敢於提
出意見和建議。尤其今屆以專題研究形式，各單位
獨立地選擇自己的題目和形式，更有利不同意見的
互相衝擊。所以，盡管我們對過去的中國周可能有
意見，但以積極的態度去參予，擺出自己的看怯是
應該的。醫學院認中籌委更舉辦書展、電影、講座
等，並且得到不少老師的支持和幫助，當顧問，熱
烈贊助步行籌歎等。
史無前例，醫學會今年舉辦了中山醫學院參觀1團，以專業性質為主，認識中國醫療制度及教育概

況。同學反應非常熱烈，先後有百多同學報名，原
來六十名的限額也在醫學會的要求下和得到有關方
面的幫助而增至八十人專業團，結合我們的學科，
通過實地參觀去了解中國在醫療這個領城上的情況
；也是認識中國的新嘗試，可能的話，明年、後年⋯⋯以後都希望年年有一個專業團。

在關社方面，為了提高同學的社會意識，健康
委員會繼續舉辦了每年的大型展覽，今年的題目為
你的健康，在大會堂舉行，此展覽動員了醫學
會不少人力和物力，參與同學近二百多人。
今年也和去年精神與健康展覽一樣，同學除了

看書搜集資料之外，更舉辦了很多輔助性的活動，
例如職業與健康部份，便會直接往訪地下鐵路工地，到社區中心去訪問工人等。
健委也曾就很多有關醫療界大事，如醫務白皮

書分區制度，舉行研討會，並邀請在職醫生演講，
使同學更多關心本港現行醫療制度；今年很多外界
團體曾和健委會接觸共同舉辦有關講座或提供資料，可能由於多次大型展覽使市民更熟悉港大醫學會。除此之外，健委會試圖在中學成立Health《註ub

，可惜反應不佳，只有一間中學成立了，但這項嘗
試有助於推廣健康意識。
在提高同學之間友誼上，兄弟會舉辦的迎新活

動，兄弟會之夜，並且有摧眠示範等，成績比上年
為佳，同學的參予也多了，各組織亦能通力合作，
統一籌備。

一些經驗及意見
健委會在發動同學關心社會和服務精神方面，
深入同學心中，全力辦好展覽，更辦了很多家訪調
查，及與一些市民討論，使同學能深入了解市民的
需要，這是重要的，但很多同學不能透過活動之參
與去瞭解服務之意義，故展覽過後。部份同學便沒
有再繼續向深處去探討問題。
今屆認中籌委七月成立，可謂太遲，其實在三
四月間，各同學考完試時，舉行一些認中活動相信
收效會更好，更希望認中能夠成為長期的活動，包
括從更多的方式去進行，如傳統之中國藝術，文康
活動，旅行團等更能使參與者增加對認中之投入。
Elixir希望今年能改換其面貌，使其更生動，並打
算在出刊前作宣傳，給以新同學一個良好的新形象
，雖然通常會在六月出版，但今次Elixir希望能提
前至三四月。
由於七月以後，兄弟會活動之方針多以迎新為

主，以致有些同學以為兄弟會好像只為新同學而設
，其實兄弟會是為整個醫學院之同學而設，更希望
藉著辦各項多樣化的活動，以適合更多同學之興趣
，這是兄弟會所致力的。其他方面，顧問對兄弟會
是重要的，因為往往顧問能藉借出之工具及供給所
需之資料幫了兄弟會不少忙。

結語
隨著醫學會的蓬勃發展，提供給同學的活動自

然日多，所以，幹事會、兄弟會、健委會Elixir及
啟思編委會紛認為時間的選擇是很重要的，活動之
間撞期很普遍，以致同學有分身不暇之感，所以在
辦活動前多了解實際情況，各單位的互相配合及有
效分工，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今年，各常委會，各年級的班會與幹事會都能

通力合作，這是值得鼓舞的事實，各項活動之能順
利推行，與各委員會之大力協作，共同籌劃和互相
幫助是分不開的。
最後，整個醫學會是屬於每一個醫學院內的同

學的，唯有同學的關心，支持和參與，才能賦與它
生命力，也只有這樣它才能不斷向前發展。謹寄望
，新的一年，醫學會將是朝氣蓬勃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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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ULTYAQUATICMEET
20October1977

Resuits
ArchArtsEngLawMedSocSc
60 17 161 7 178 49 119
4 165 0 62 89 12 52

64 182 161 69 267 61 171

Resultsof InterfacultyAquaticMeet:
Men:Champion
Women:1st-Runner-up
MedicalSociety:Session76-77
Sportsmen:ChanShuYu(Ill)

IpManHo(V)
Sportswoman:PinkyNg(V)

2LJLJLJLJLJLJLJLJL2LL
INTERFACULTYSPORTS

COMPETITION
Softball
VsArtswon
VsSoSc.27/11/77
Volleyball
Tostrugglefor2nd-runner-up

9/11/77

Soccer
1.Semifinal

VsSoSc.8/11/77
2.Final11/11/77
Hockey
30/11/77(WinnerofLastYear)
InterfaultyAthleticMeet:
12/11/77
19/11/77
TugofWar
Medicintofinal(VsEng)
Aquatic
MenChampion
Ladies2nd
OverallChampion
Basketball—Lost

Final: (men>
5thYuTakSunSP/Discus

TamHunCheung2J/TJ
4thDanielLee1lOmH/LJ/TJ

TangLapFaiSP/D
ChooKwongYinHi
FungHauTak1500m

3rdKennethLamSP/Jav.
BrianHolOOm/LJ/TJ/4x100
JeneTsoilOOm/800m/4x 100
WanChunWai800m
WongWaiSangPoleV.
FrancisMokSp

2ndLeungFunSun1500m/5000m/4x400
ChanWaiNang800m/1500m
LoongTakWan800m/5000m
LoTsunYaulOOm/200m/4x100
ChanChiWai200m/400m/4x400
WaiHeungOn PoleV/1lOrnH/400mH/’4x400
LiChiKong400m/HJ
ChanKwokPui400rn
LeeWaiYu5000rn

1lOmH/400mH/TJ/4x 400
ChungHauTimU/TJ
ChowKinChunglOOm/200rn/U
IpYiuKey400m/4x400
DavidLam1500m
LeungChiWangSP/Discus..
LiShuKeungDiscus
TsuiflingSum
lOOm/200m/4x100

(ladies)

.a iI)71
a!,*&1,P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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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othon Pap4a-We.4Ai&vineclvsit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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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Ladies
Overall

“opt.ndcey17”

1stSteveCheung

I

MedicineMen 1st
Women2nd
Overall1St

Zath1e

Electedby:SportsCouncil

1st501
502
503
504
505

2nd506
507
508
509
510

4th511
512
513
514
515

3rd516
4th517
2nd518

IrisI.au
RoseChung

V
FlorenceCheung
SoLokYee V
MarieWong
MaryYuen
JudyLaw
GloriaTarn
LukSauHar
PaulineKam
ChanFungYee
ChanYukMay
WinnieHo
ChuYukChun
WinnieHo
HelenChiu
MarieTarn
DianaCha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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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秋風起，
三蛇肥。

咦，
呀，
我想到

啦，
不如第一
句歌詞就用
秋風起，
中周來囉。

正，

叻仔I·

到時
D觀眾一
定唸住食蛇

睹l·

哈哈哈：··‘·
·

你地唔好咐忽好唔
好，

想叮下一
句啦。
這就是中周文康組在作歌詞時的

一
個片段。
學聯每年在十月中都會舉辦中國周，
以

便同學們能認識祖國，
關心她的發展。
今年醫學會

認中籌委早在六月中便已經成立，
並且加設了一
個

文康組，
希望藉看一
些文娛活動、
能夠喚起更多的

同學來參與中國周，
把認中活動的氣氛帶到醫學院

的每一
角落，
及將認中的過程變得更生動活潑。

在六、
七月期間，
文康組的同學，
就和其他參

加認中的同學一
樣，
都投入了專題研究的工作中，

而這時候打生打死的就只是我們這一
班老柴。
到了

七月中旬，轉變來了，一
些
坐穩釣魚船
的新同學

漸漸加入了認中活動的行列，
和我們一
起找資料，

做訪問，
給意見等等。
為了把認中活動廣泛地介紹

到新同學裹去，
以及發動更多的新同學來參與，
文

康組便在
芝

clcome

Day
那天大展拳腳，
以白欖

和歌唱的活潑的形式，
把認中籌委和我們的工作簡

短的介紹出來。
⋯⋯讓我的歌聲，
友誼的歌聲，
展開翅膀。

:
⋯

?·⋯聰到你地咐樣講，

果然有我地著數，

今年認中呶活動，

受埋我玩好唔好。

好！·

就在這樣輕鬆的氣氛下，
文康組便完成了第一

次的演出，
總算是
養兵千日，
用在一
朝。
但接著

而來的工作卻多著呢！在其後由啟思主辦的匯報會

中，
文康組更演出了一
齣活劇，
而且遠有別開生面

的魔衛表演。
在
兄弟營
裹，
我們結識了不少新

同學，
而其中有很多對認中活動發生興趣，
和我們

一
起把中周搞好。

在十月，
中國周一
連串的節目展開了。
在專題

研究的初展上，
文康組的同學在音樂的伴奏下朗誦

了魯迅的
吶喊
自序。
而在步行籌欺那天，
更在

沿途上作了一
篇三句半，
道出了同學們的一
些心聲

慍人
Spo丰
or
四頭滕，

幾乎係人都媼勻，

兩毫全程大不乏人，

唔係有癮！

孤
離

鑼鼓喧天草獅舞，

猶勝鵝仔行鴨步，

獅頭獅尾係咐揮，

當你有到。

開吭一
波向上爬，

爬得兩爬就香汗下，

沿途廁所得一
個，

忍下等下。

當日還有其它院校的文宣隊，
沿途一
路唱歌。

幸好有他們的鼓勵和打氣
，
唔係條

puadr片e祝

Femor翁
早就魂歸天國矣。
能夠行畢全程，
文康

組的功勞功不可沒，
而且條
p痲
drice濯

Femor二

重問接地

hyper寫。
phy
吭爵，
唔怕香鵝咐腳，
失

禮死人，
真是一
舉幾得！

文康組的工作不單只局限於醫學院內，
而且經

常和其它院系的同學接觸。
在九月和理學院及工學

院合辦約迎新就是一
個很好的例子，
做到接觸不同

的同學，
收取多方面的意見。
總的來說，
今年文康

組的成就是肯定的，
它能做到多樣化的地步，
如白

欖，
三句半，
唱歌，
戲劇，
魔術，
相聲等，
而參與

的同學，
亦能在工作中得到很大的樂趣！
對於增進

同學間的友誼和團結同學，
亦起了一
定的作用。
而

藉著這個機會亦可以讓一
些賦於天才的同學表縯一

下身手，
讓一
些有藝術修養釣同學以文娛節目來豐

富中周，
務求更多姿多釆。
同顧過去幾屆的中國周

，
都受到一
定程度上的阻力，
以致一
些同學都裹足

不前，
沒有參加認中的活動。
難道我們去認識自己

的國家是一
件罪惡的事情麼？不。
這可能是由於接

觸同學方面有不足之處吧！現在就讓我們好好地建

立起我們的文康組，
使其更加輕鬆活潑和普遍化，

來年定會帶動更多同學來參加中國周！

投入了今年中國周的活動，
經過了數個月的工

作，
以上是我對於醫學院中周文康組的一
點點兒愚

見。
最後：大家齊向前

大家齊努力，

一
定搞好每年呶中國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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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中國周專題 究研奮•

THEPRESIDENTIALADDRESS
w111bedeliveredby
Dr.John, C.Y. Leong.
M.B.B.S., F.R.C.S., F.R.C.S.E.
President
MedicalSociety
H.K.U.S.U.

on MondaY, November28th, 1977
at 5.15 pm.
in theUpperLectureTheatre

LiShuFanBuilding
Medica-Students' C6ntr6.

Thesubiectoftheaddresswil-be:
''THECR00KEDCHILD，．

Membersof themedicalprofession, st之ff
of the Facultyof Medicineandmedica-
studentsarecordia-ly invitedto attend.

啟思記者
中國周活動的專題研究在十月廿二日至廿

六日在理工展出，共有四十九個Project。，港
大醫學會也有四組參加，題目為中國醫療、中
國糧食、從人口問題看中國的家庭計劃、萌芽
- （一個中國醫生的成長），這次專題研究
的目的是希望同學通過結合自己所學本科來探
索祖國的發展的前景。
籌備工夫在三個月前已開始了，其過程真
是有苦有樂，樂在制定大綱時能舒展胸懷，苦
在搜集資料以實踐大綱時遇到種種的困難，就
是走遍了圖書館、報館、雜誌社也未能得到所
需的資料，醫學會的中山醫學院參觀團更在九
月中同國，以取第一手資料”如遺傳學應用，
育種方怯展覽內容便多從一本由同學從祖國帶
同來的書籍裹獲得，教授及講師的幫忙，更是
功不可沒的，他們除了提供資料外、還憑藉看
他們在專業上的經驗，提供獨特的意見，讓同
學參考。
終於經過了一夜最忙的上版工作後，開心

的時候到了，專題研究開始展出了，其內容真
是多姿多釆，不論那一方面的問題，也可以在
展覽版上找到，計有科技、工業、農業、國防
、政治、醫療、文化等很廣泛的各方面。
形式方面多以圖解表達，更有不少模型的

製作、幻燈的放映，以吸引更多的觀眾，雖然
講解員人數不多，但各講解員也樂於解答觀眾
發問的問題，難怪一位學生觀眾大讚這次展覽
製作一流、講解認真！而最高興的還是聰
到觀眾說港大醫學會的攤位展覽不俗，幻燈精
釆。想了一想，只可惜slideShow的座位
太少而聲音又細。否則，一定可忿更有力地吸

引觀眾。到中國小說作家筆下的中國青年
的攤位那裹參觀，在那處訪問了兩位女學生，
她們說這攤位的展覽很好，能夠將一些名著的
重點點出，以漫畫形式表達，幫助了解整套著
作，是值得投票的一個專題研究，難怪他們得
到全場冠軍哪！
糧食管理是第一次在中國周中展出，為了
備戰，備荒，合理地儲藏糧食更形重要，這版
總結了中國在儲糧上的特色；及與外國的分別
，除了有展覽外，還有模型及標本觀看呢！
這次展覽的確能介紹出新中國的情景，

看得出祖國已把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四方
面推向現代化，努力趕上及超過世界的先進水
平，使在香港的同胞對祖國有深刻的認識，有
著這重大的意義，所以這一類的展覽在以後是
應該繼續舉行的。一位中年的文員說。
但美中不足的是，這次展覽的宣傳不足，
只以海報為傳播媒介，因此參觀的人數不太多
，到後來才有一些傳單派發，以幫助宣傳，而
在理工展出，場地分散，不能歸一，又沒有指
示牌指出Project。的所在地，加上理工像一
間公園，部分觀眾抱著遊公園的心情進來
逛逛，熱鬧情形未及理想，如果在大會堂展出
，觀學會比較上認真些，集中精神一點。更有
些展出較為學術性濃厚及深奧如優選怯，難以
使人明白。
最可惜的是天不造美，在廿五日晚及廿六
日早上連綿大雨，協助工作人員落版，把
版上的展覽都摧毀了，只有幻燈片及模型及時
搶救，好在所有的內容已經拍了幻燈片，否則
損失更為重大，同學多月來的心血也付諸一炬
了。
最後，值得重覆的是同學們認真處理的態

度，確能學到更多的事物，認識訢的朋友，更
從不斷衝激中，對祖國進一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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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OF COMMISSIONonGeneral
Pollingon24thOct.,1977
1.Motion:

“TheMedicalSocietywillholdMedicNitein
thesession76-77.”

2. ReturningOfficerinvited:
Dr.M.L.NgandDr.H.C.Ho.

3.PollingStation
Altogethertherewere6 pollingstationsand
pollinghourslastedfrom8:00a.m.to6:00
p.m.

4.Result:
Numbersofpollingsheetsissued:518
Numbersofpollingsheetsreturned:509
Numbersofvalidvotescasted:506
Numberof‘FOR’votes:217
Numberof‘AGAINST’votes:283
NumberofAbstainvotes:6

Sd.Commissioners,
Mr.ChanChauSing,
Mr.UChungKi,
Mr.LoWaiKei.

*
+
+
*

NEWSHEADLINE:
MANYMEDICSTUDENTSSUFFERING

+ FROMTHEMOSTCOMMONDISEASE
If yourgumsarebleedingwhenyou

q brushyourteeth,it islikelythatyouhave
+ inflammedgums,our dentistreported.

Thisinflammationiscausedby calculus.
Youcanlearnallaboutthis,andhowto

+ preventit bycomingtothe‘DentalWeek’
Exhibitionin LokeYewHallfrom21st—

F 25thNov.at 12noon—6.00pm.
OPEN YOUR MOUTH AND WIN A
PRIZE!

Wellit’snotquiteasearlyasthat,but
from MondayNovember21st— 25th,
therewill bea ‘DentalWeek’Exhibition
at LokeYewHallfrom12noon-6:OOpm.

[4 Duringtheweekentrantswhocananswer
somesimplequestionsondentalhealthor
who enterfor the ‘Smile’competition

[4 standa goodchanceof winninga prize.
1 Theserangefromadinnerfortwo—value

$120,acamera,aradio,‘T’shirtstopencils.
IheUniversityHealthServicehasalso

I’ arrangedanumberof interestingactivities,
alldesignedto helpstudentsto carefor
theirteeth.Theywill be ableto usea
‘Plak—lite’—a simpleddeviceto showup
showupanydepositsof calculusleft onthe
teethdueto incorrectbrushing.There
will be plasterteethfor studentsto do
theirownfillings.

JohnsonandJohnsonandColgatehave
kindlydonated4,000toothbrushes,tooth[

tooth[4 paste,dentalglossandliteratureinChinese
to be‘handedout’.Films,posters,models
andslidescompletetheweek.A Dentist

[4 andstudenthelperswill be onhandto
answerquestions.

In short,thisWeekisto helpyouto
I. learnaboutyourdentalhealth,please
I’ comeandsupportus—maybeyouwillbe

oneoftheluckyones1
[4 Dr.Marsh,
[4 Dentist,

UniversityHealthService.
[4
I,

Aseff.ctheInsat
“Byexertinga,inflammatoryeffectonthebronchialmucous

membrane,itlBecotidetInhaler)isable,asthistrialshows,tocontrolttsthmaaswellas
prednisolonegivenbymouth.”)&,l.ma1.J..7972.1374)“Inthisunitover100asthmaticshavebeenconvertedfromsystemiccorticosteroidtherapytobeclomethasonedipropionatebyinhalation.”78M.med.J..1973,44.9)Fr..fromayst.mlc.ff.ctsandadranal

“Effectivecontrolofasthmaisachieved(withBecotideInhalerlwithrioevidenceofsystemicabsorptionorsteroidsideeffects.”)Bët,ntd.J.,1972,1,585)“Basalplasmahydrocortisonelevelsdidnotbecomelow(withBecotideInhaler)inanypatient,andinthosetransferredfromprednisolonetheplasma-hydrocortisonerosetonormal,”

A.......tvtth...thmidcpndaI“TheabsenceofgrowthsupptesiioflSndthe
effectsofcompleteabsenceofisthmionthe
livesandexertlonelcapabaltiesoftheseChMfSfl
havebeendramatic,oftenofnditthmeilced
improvementinemotionalstatusand
confidence.” ,se3.ajjeiUmt

“Ofthe31steroid’dependentpalIin$(transferredtoBecotideInhaler).* itd 10
ofweightand10oftheselastth Cud*tUaM
facies.”

B.cotld.I..ted.ma.kof
OlaxoOlaxoAllen&H.nbiyLid.London,,Itl*mbetOfiteGlexogroupofcompaniai

Becotide Inhaler
1L.ncet,1972,L(bedon’thasonedipropioi) , -,No1Petient.IttoqbeseunedSet.qbibtonclioce.txti.rceof,ftiftouiSUNSWtottepidmidofboepean, 44”.

中國小說作家筆下的中國香主 ！
箏

到理工的專題研究盛覽闖了一個下午。胡亂的
巡了一會，發覺這次展覽可算是別開生而的，每個
單f立都了f個另d的風格和表現的形式，數一多個聚在一起，活像趁墟一般熱鬧。有一些專題頗為有趣，
可惜就是L版功夫糟一點。如中國能趕超美國嗎
？同學都很有興趣，資料也搜集得很嘰京，可惜
那套幻燈的制作便是馬虎一裂，。在眾攤！、乞之中，最
能吸引我的便是中國小說作家筆下的中國青年
。它的設計很具特色，無論是顏色的配搭，圖片和
文字的組合都令人看得舒服。
幾本小說，簡明的訴說了從民國初年至新中國

期問年青人尋找理想的過程。小說的主角，有些好
像自己，有些好像似曾相識，一時間一草青年奮鬥
的情境活現眼前，失敗的，成功的，痛苦的，愉快
的，交織在一起。我想如果Abba看過這個專題，他
們的Fcrnando便會唱得更有感情0.JanioIan如
果看過這一草充滿魄力，放眼國家的青年，她的作
品便會少一些因為失去二人世界的惆悵。
侮個時期的小說都大抵反映了那個時候青年人

的情況。民國初年，寫的多是年青人建立理想的過
程，比較少提技將來的道路。巴金的家等一類故事，有看過粵語長片的大概不會陌生：一個青年，意
氣激昂地反抗舊家庭和舊禮教，結局是一走了之。
這樣的完結通常都很振奮，可惜卻沒有交待走了之
後的一切。到了國內的青春之歌就包括了脫離
舊家庭後，听而對的耐會困難，及親織二人世界世
界的實際姚戰。講一個青年人怎樣在，F上會的洪臚中
鍛鍊成長，比起那拋頭釦，灑熱血式的衝勁來得成
刻宇手多，對青年人將來的道路提I坎f不少細緻的資
料。文革後的小．說更詳細描繪知青：山F鄉的生活，之k栽國古‘ 學生樹立了一個可行的途徑。

台灣的小說更容易引起共鳴”在西方個人主義的衝激和中國故有文化崩潰的影晌下，產生了所謂無根的一代，沉醉於尋找自我和追求一些虛渺的哲
學。泡喫啡式的苦悶，也曾聽一個台灣牧師提及，似乎是的一頗為普遍的現象，所以有不少小說都有描寫。當然也有小說反映了比較積極的一面。一篇小說便敘及一個青年醫生立志服務鄉村的經歷。他在農村服務了好幾年，發覺到現實的環境和理
想中大有差別。首先，很多農民都不信任他，加上生
活的單調和枯燥，使他開始壓惡這種生活，並且察覺
到長此下去，他的理想也無怯實現。可是，另一方而他又看到農村醫療服務的缺乏，他內心的交戰自然是痛苦的。其實，同樣的情況在其他社會也同樣
存在，香港也不例外，我們將來應怎樣走？
今屆醫學會幹事提出了要認識將來的責任，實

在很好，我們將來要走什麼道路？自己一直都有點
逃避這個問題，不大敢想和現實生活搏鬥的結果。
魯迅的小說便提及了一個在苦悶、消極、失敗的情
況下沉沒了的人。他年青時滿懷理想，可惜到了中
年時一事無成，於是他放棄了，沉溺在無可奈何地
無聊的遊手好閒生活，只看得腿顫心驚。眼前大學
便給我們誧好了一條制造上等華人的路。只要我們
乖乖地跟看走，再也不用談什麼理想了。這和Elton
'John所唱的MealTicket"feelnoPain, no
rcgret，、vhcnthe lincoare oigned, you,re
。omeoneeloe,doyouroelfa favourandmeal
tickctdoeothereot”又有何不同？自己就不甘心
人大學，讀醫學只是為了一張飯票。這個專題給我
的衝激很大，如何建立理想？如何面對各種困難阻
礙？我願意接觸、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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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間
，醫學會舉辦了一個中山醫學院參觀團。在醫
學會的歷史上，這類專業性質的參觀團還是第一次，而且在參觀的過程裹，我們得到了不少
有關中山醫學院和廣東省的醫學教育醫學科研
發展和醫療制度的資料和數據。啟思，編委認
為這樣有關中國醫療的第一手資料十分寶貴，
所以央定將有關資料輯成這個專輯，以供同學
們和老師們參考。

中國醫療系統
中國的醫療方針，我們可以從五零年時的第一

次全國醫療衛生會議的決定中觀察到，在那些會議
上提出的四個方針：
（一）醫療衛生事業應面向廣大的勞
動人民

（二）以預防為主
（三）中西醫結合
（四）群眾性的衛生連動
解放後二十多年的發展就是循著這個方向。
現在中國所實行的醫療系統是一個多級制的醫

療網，這個醫療網是以省為單位，省級醫院為這個
組織的終點，同時也是各分枝的交會點，從這交會
點分成二道支流，一為城市的醫療網，另一則為農
村的醫療系統。

首先我們先以城市的醫療網談起，在這個系統
最基層的部份為街道的衛生站和工廠紅醫站，這些
基層組織和人員的責任是把醫療衛生的工作推廣到
最基層的單位，照顧每一名人民的健康；衛生所為
這個系統的第二個層次，更進一步的就是地區醫院。從工廠的醫療組織，我們大約可以看這系統的模
型，我們曾參觀的廣州重型機械廠為一例子。在這
工廠的每一個工作間，都設有工人醫生（即紅醫），這些工人醫生的責任是負責工作間內的工人的健
康；一方面他們要投入生產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們
要負袒起一些基本的醫療照顧，如工傷急救，突發病
的初步治療⋯⋯等，相等於農村的赤腳醫生。而離
工作間不遠的地方就設有紅醫崗，扮演門診所的角
色，擔承照顧工人的健康。衛生所為工廠內設備比
較完善的醫療單位，相等於一間地區醫院，負責整
個工廠的醫療衛生；除治病防病外，工人的經常體
格檢驗，職業病的預防和治療，也是衛生所的工作
範圍，我們參觀的廣州重型機械廠的衛生所，設備
雖然不能說得上完備，但基本上能應付它的工作需
求，除了沒有手術室外，其他各科的診療設備都齊
全，而最突出的為新醫學和中藥的加入，使這間衛
生所發揮了最大的用途。

一 州r 一‘-

中脊 績僅書卜
地區騰爭完

會，1壇計生，皂

血

很

何

挂t造衛生玷
工庇才計生，占

旬甘尷‘ 脫 11 名匹氈毗 11李秤包鷓
丈，等才計烽訪

瀆
生亂隊才鈴生，占

工人玉生，
才奮，主易

縣 註駛 無只卸區生，
涌鴃生員

農村的醫療組織和城市的大同小異，也是一個
多級制的衛生網，而農村最基層的醫務人員則為赤
腳醫生，這草接受了基本醫療訓練的輔助醫務人員
，在把醫療照顧推廣到農村去擔承了一個重要的角
色，在生產隊，大隊中都有數名這樣的半醫半農的
醫務人員，負責照顧農民的健康和推廣衛生防疫工
作，以廣東省而言，全省就有七萬多個赤醫，比率
是每一千人中有接近二名赤醫，雖然這些赤腳醫生
祇接受了短期的醫學訓練，但對於常見病和多發病
的治療則掌握了一定的知識，而且不斷的在職或離
職復訓進一步地加深他們的技術和知識；在新的醫
療計劃中，廣州衛生局就預算在八五年前把現存的
七萬多名赤醫輪訓一到一年半，這樣更能保證赤醫
的醫療技術水平，同時也能應付在轉變中的疾病情
況。
公社衛生院為農村醫療系統的最高單位，這些

命名為衛生院但設備足以比美一般醫院的醫療單位
要負擔起整個公社的社員健康照顧和赤腳醫生的培
訓。西樵衛生院便是這樣的衛生院，設備齊全，包
括門診部，留院處，化驗室，手術室，中西成藥和
水劑製練室，X一Ray, BariumMeal⋯⋯等，足以
獨立地應付大多數的病症。公社、衛生院、大隊、
生產隊的衛生站，赤腳醫生等構成了農村的醫療網
，當然也離不開正規醫務人員的介入。

雖然中國的醫療是相當完美的，但無可否認是
存在著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以城鄉差別而談，毛
主席雖然在六五年提出六二六指示，要把醫療重點
放到農村去，但農村的設備和人材是可以說和城市
的還有差距，最少在化驗方面，很多農村衛生所都
不能做細菌的培植和鑑定，但城市則有這方面的設
備；這些城鄉的差距還需要時間和毅力作改進，加
以減少。
最後，作為這討論的總結，我們可以說中國的
醫療衛生路線是走對的，祇須要時間和人民更積極
的投入，更宏偉，更光明的道路是可期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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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研的目的
目的很清楚：為人民服務，並非為出名，也不

是為個人地位。
中國科研的特色
科研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全國大協作，各地分工，集中統籌。就廣東省來說，醫學科研的重點是

NPC，此外和十八個省互相配合進行，不會重覆
，如上海則調查移居當地的廣東人的發病率，每年
舉行學術性交流會，觀察分析有甚庭不同。
另外一個特點是科研搞軍眾運動，不是少數知

識份子專有。廣東省就曾經動員了四萬人在三年裹
搞了一個全省腫瘤調查，使能夠充份掌握發病率的
情況。在香港類似的情況可能性很低。
毛主席曾講過：中國醫藥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具體表現出來，就

是中西醫結合，用現代化科學研究，提高中醫學的
基本理論。廣東全省的百份之七十西醫學了中醫，
在中山醫學院裹則有30形學生學中醫，而且辦了中
醫學院。中西醫結合其中顯看的成果有治療急腹症
，用的方法包括：

( a）用中藥針刺 有很多經驗：
(i) uncomplicatedacuteappendicitis
(11) AppendicularMaosWithno toxic

'ymptoms&Signs
( b）用手術

如：gangrcne, suppuratireappendicitis,
peritoniti。，appendicitiscomplicating
prcgnancy, appendicitioin infant。，
Recurrentappondiciti。·

( c)Conoervativetreatmehtwithadequate
。urgicalalertne：。·
中山醫學院的全國性重點科研
我們這次只是參觀了中山醫學院，全國重點科

研包括有NPC，心血管病、長期性支氣管炎。
Nc0Plaom全省性人口普遍調查結果顯示第一
位是肝癌，其次是食道癌，鼻咽癌。後者發病率是
十萬分之127，為外國的三十倍。經過研究對成因
，在上海的廣東人發病率比上海本地人為高。

J心血管病：調查顯示發病平均年齡有提高，而
並非生活富裕的人才有。發病率是十萬分之148,
研究過程曾嘗試用Saphenouoby一pa。。，但需要
高度技巧及很多儀器，使不能普及，不切實際，所
以亦試用中藥的活血化淤藥。

慢性支氣管炎：調查結果老人比較多。發病率
達60彩。現階段研究用中藥紫花杜鵑可以治療，已
經有七千多個病例正在進行藥理研究。
中山醫學院進行的其他科研
中山醫學院除了參加全國性的科研之外，其他
醫療上的新發展有：斷肢再植、針麻、針療。
中西醫結合（即新醫）
斷肢再植
中山醫學院由64年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病例
或成功率如下（共110病例）:

64年 50男
6656
72 70

7'(n)
OU
QU

4月

才r

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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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

計

名

騙

憐

，

;'
-

在研究過程中，首先是用兔腳作實驗和練習，
做到血管接連手術成功，神經及肌肉功能正常為止
。在掌握了基本技術之後，由易至難，再植手臂、
手掌、腳指移植手指，甚至做過手臂或肩部腫瘤切
除及再植。
我們看過一個病例：手大姆子斷，用腳大姆趾

連上，功能大致良好。
做斷肢再植時，不能脫離草眾的大協作，而不
脫離草眾的重要性包括：首先，越快再植越好，醫
院 工廠醫護人員 工人的關係發揮著作用；
其次，越推廣越好，受益的人更多。
針麻
針麻是新中國醫術的一個新發展，它的優點，

是能夠在病人完全清醒的情況下進行手術，而且不
需要複雜的麻醉儀器，也沒有麻醉後的併發症，但
是針麻也有它的缺點，這包括腹部手術所引到的腹
內臟牽拉，會引起一些感覺，而且肌肉也沒有足夠
的鬆弛。
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二人民醫院有40形手術是用
針剌麻醉的，而在這問醫院，我們也參觀了二個手
清，都是用針刺麻醉的，這二個手術是Rcmoval

of UretericStones.URemovalof Thyroid
adenoma.

針療 一
在中山醫學院的參觀過程中，我們聰了一個關
於針療的演講，並且看了4個病例。
就演講的資料所得，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針刺
療病有了下例的進展。

l）穴位的增加
2）治病種類的增加，例如：appendicitia

a) CVA(Jii :withparaplegiaasa
corn-plication)

b) (Neurosis)
c)
d)Cervicalspondylosis
e) (Headache)
f) Epilep.sy
g) Choreiformmovements
h) Rheumatoidarthritis

I) iifriJ (hyperten3ion)
3 ) ttA*’ Tfci,

‘ i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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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學的科研 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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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匹面面而石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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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頂贏研石贏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工國面面回工面可面C

在中山．學院我們參觀了斗個病例：
( l）男，在一九七七年五月有ocrebral

v" cularAccidonk而引至左手和右腳
不靈；在3週前開始了針療，現在他活
動巳比較靈活”

( 2）男，患有神經蓑弱大約十年，有下列病
徽：Inoomnia, dizzineoa, nocturia
5一6timcapcrnigh鳥L唧Back
Pain．自從針療後，他覺得睡眠艮好”

( 3）男童，十二歲，在八歲時染上TPoliomy
:1itis,rcoultinginLcftLowerLimbparalysia;
；經過用穴位結扎治療後，他已開始行動。

( 4）女，有肌肉痙孿，眼皮肌肉跳動，經密波
禺針治療後（Max. tolerableStrength),）已有顯
權的進展。
，中西，結合理論研究

2）骨科 小爽板，對SPine的處理
3）肺炎
4）破傷風、5）眼疾
6）心血管病一如：SickSinusSyndrome
7）肺癌和ChronicBronchitis
8 )AcuteLeukaemia
比較詳細的資料：
旦巡必巡些迎巡墜匹g

治療法包括BedReot和Activeexercioe
lst
Znd
3rd
4th
5th
6th
7th
8th

aserie呂ofactiveexerci$e&
Activehyperextenoionof
Spineeve叮hour
(Ref: Chinamed. Journal

Jan3/77)

（病態竇房結綜合症）
從西醫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ischaemiche-

artDi呂eaae
從中醫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心陽虛，或腎陽

虛引起。
廷巡聖但必么
醫治的辦按包括：
l）結扎：用絲線
2）掛線：用橡皮根，不用手術。
肺炎
用中草藥，只在嚴重的情況下才用Antibio-

tiCS

下地行走
出院

就這些參觀所得的資料，我們覺得：
l）中西醫基礎理論不同，要在研究前肯定它
們的連繫，看來暫時還不能做到。

2）在中國醫術界，一些高級的技術十分普及

在參觀的過程中，我們參觀了廣東省中醫院。
廣東省中醫院是一間新創辦的大型醫院，以中西結
合為主，並從事中西醫結合理論上的研究和實驗。
冶病的方法是否用中西醫結合方訣，主要看病人的
情況和是否適合用中西醫結合方怯而定，如果不過
合的g舌，便會用西藥或手術治療。中醫院除了從事
巾西醫結合研究工作外，也還有西醫的治療方伕。
中醫院全院有5科，包括外科，骨科，兒科，

痔科和內科。就中西醫結合的研究工作來說，曾經
深入討論和研究過的病程包程：

紳癌
用thiotepa而用中藥治療thiotepa的副作
用。

，例如斷肢再植。
3）在中國的醫療界，醫學科研和教學相當分
離，這樣的趨勢，對於未來科研的發展，
可能有不利的效果。

總結
中國現是醫療科學研究，以為廣大人民服務，

解決大多數人的醫療問題，以實用為主為目的；雖
然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大體上已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而且中國的科研，也實行了草眾路線，
不但科研隊伍裹有各種不同資歷的科研人員，而也
發動了廣大草眾去搜集各種疾病的資料。
還有，中國的疾病類型也由傳染病轉化為心血
管病和腫瘤病。這種轉變也反映出中國過去科研的
主力，已基本上解決了中國以前十分嚴重的傳染病

我雌住晌沙面賓館，就囌珠江的河畔。
雙人，三人嘰房間，風扇，蚊帳都齊全。
隔離餐廳八圍抬，有湯有果又有菜。
住晌咐好嘰地方，俾多倍錢都唔妨。 靦

〈中凶蜃學院冬觀團〉，匯繚大計
一年級同受信今乍 《白不贊表 囫

工人大佬呶健康，係國家慨寶藏。
中國Iay方面嘰實踐，的確值得發揚”
工人，職員同埋家屬，全部都加入醫療網。一但有七頂唔Jl頃，街道工廠齊幫忙。

頭痛發燒同埋傷風，紅醫親自將醫藥送。一有七哪大手術，衛生院，醫院真好用。
每人都受到照顧，有病唔使騰到懵。
加上衛生知識慨普及，大家都唔會咐矇。

兒童教育同埋保健，工廠一筆包起先，
附屬呶幼兒院，實在係工人呶方便，
集體精神有發展，為人民服務嘰品格受鍛練，
集體遊戲同埋歌舞，祖國兄童生活確康健。
再娣我喲班瘦骨仙，叔叔阿姨醜到慍窿
捐
上述嘰服務，都係中國醫療嘰一面，我地所知
道，只係其中一點。
中國嘰經驗，唔好詐諦娣唔見。
大家應該去關心（關0七嘮啊？)
祖國醫療方面嘰發展。

清早鵝聲晌不停
賓館堂前齊集合
廣州市內喧嘩過
大路逢逢通四海
田野景色如圖畫

今日早餐又食晤成
整理行裝要起程，
珠江橋上歌聲多，
穿山越嶺又過河。
同志建設絕唔差。

珠江支流似泥同沙，灌溉農田把功拿，
洪水噤都唔使怕，因為同志起左水壩。
水壩工程雖然唔大，保衛同胞已夠晒。

西樵公社衛生站
lay邊係婦，兒

唔係茅舍咀簡單，
產，骨，製藥間，

咽邊係手術，0 PD唔等閒。
農民有病唔使慌，赤腳醫生好幫忙。
傷風頭痛等閒事，就算盲腸都有得醫，
計劃生育大宣傳，所謂傳統都要改變，
重男輕女dum埋一便，娶老公嫁老婆唔少見，
集值醫療好處多，各路瘟神都耐唔何。

lay一點的確無講錯，（娣叮！)
農民紛紛笑啊啊。
中山，學院裹面，多見聞眼福不淺。
Lectureth' :tre齊上堂，教授講師多卓見O
人喲學生上堂忙，我噬釣魚釣到慌。
人噬招生呶條件，同我喲大有分別。
學生唔靠考試競爭，係各單位推薦，
首先要身體健康，重要兩年勞動經驗，
經過最後呶挑選，先係學院呶一員，
成個課程呶安排，好注重結合實際。
政治經濟和哲學，德智體軍樣樣齊。
服務人民為首任，學以致用盡發揮。

針灸示範嘆為觀止，銀針幌幌就攪搪。
直埋，腸線，梅花針，四種療法令你放心。
同學上台試一試，銀針一到當堂無事。
針刺麻醉做手術，病人清醒有聲出。
腫瘤兩下就切除，玀出結合濕濕碎。
麻醉效果認真好，確係傳統無價寶。

傳統醫學無價寶，應予光大和發揚；
中西醫進行結合，人類醫學呶光芒；
廣州中醫院；重係開端嘰階段；
理論和實踐；仍要科學方怯來驗證。
病人利益係大前題；邊個方法正就邊個先

班人圍著教授問，直至滿意才鬆人；
臨行依依又不捨，為的是問題未知深。
總結今次嘰旅行
得益實在係唔淺
中國呶醫療制度
實在有好多優點
要照顧八億人口
確保人人體格健
真係要仔細考查
交流經驗把中認
互相討論道路清，道路清！

中醫，西醫來診斷；絕無掬頸重攪搪添。
骨折夾板來固定；更用方怯雌繩牽；
新絨診斷加中藥；拜神都無咐靈驗。
見科好似幼稚園；治病教育tuPtuP惦。
教育兒童不怕苦，廿四味凍茶糖咐甜，
好好一間中醫院，我雌搞到瘴氣污姻，
lay邊林團長博影相，果邊阿福娣人把藥
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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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醫學教育

（一）廣東省教育情況
全省有一千一百萬學生，其中有八百萬小學生，二百五十萬中學生，十二萬大學生（高大二萬七

千人，工大十萬人）。
全省有二十二所大學。

（二）醫學教育情況
全省共有醫學院六間：包括中山醫學院，廣東
中醫醫學院，廣州醫學院，汕頭醫學院和海南醫專。
全省主要有三類醫務人員：醫師、醫生、社醫

和衛生護理員。醫師有二萬人，他們都是高中畢業而
進升大專的。醫士都是初中畢業而進升中專的；這
些醫士當有適當經驗和資歷後，也可以進升為醫師。全省的醫師（包括大專畢業的和醫士進升的）共
有五萬人。
社醫也就是解放前的中醫。衛生護理員當有適
當經驗後也可以進升為醫士。

（三）正規醫學教育
（以下的資料只適用於廣州市中山醫學院）
中山醫學院簡介
中山醫學院是華南比較大的醫學院，在一九五

三年由它的前身嶺大、光大及中大合併而成立。
中山醫學院共有三千學生，教職員三千多，其

中講師有一百五十多人。
中山醫學院每年由全國各地招收一干多人，三

十多外國學生及研究生（主要來自中東及非洲）。
中山醫學院還有五間附屬醫院和附屬工廠農場，而
且根據毛澤東主席的六二六J指示設立了三間在
山區農村的分校。
招生制度
由工農兵招收，原則為自願報名，由當地草眾

及領導推薦，最後由醫學院擇優取錄。除了這些原
則外，報名者在政治上的表現亦要考慮，文化程度
要高於初中，身體好，未婚，和在二十歲以下。
費用
中山醫學院不收取任何費用，包括生活費；有

些學生更有生活津貼，視乎個別學生的情況而定。
學制
中山醫學院的學制現在仍是三年制，但最近教

育局正開會討論，以後可能增加至四或五年。

課程
文革後，中山醫學院的課程作了很多改革，原
則上要：( l）符合唯物辨證法，( 2、中西醫結
合，( 3）預防治療結合，( 4）科目上的結合，
如生理、生化、解剖等結合為人體學，( 5）刪除一部份課程如法醫學，性病等。經過修改後，中山
醫學院的課程從三十科喊至十五科。
在實際教學方法上，醫學院方面堅持開門辦
學的方針，師生們要直接下鄉服務，以便了解各
地的實際問題。
醫學院的三年課程如下：

第一年 基木理論結合臨床基礎課，包括：物理，化學，生物等的一些知識；生理、生
化及解剖學；藥理病理及微生物學，再
加一些常見病的介紹，學寫病歷及作為
物理檢查。

第二年 加強臨床課，上午巡房，下午理論課“
採用單科輪迥制，包括內、外、婦、產、兒、神經、皮膚等科口。

第三年 內、外、婦、產、兄各科輪迥，另耳鼻
喉、皮膚或神經科任擇其一。學生須接
收新症，做tappin寫及LumbarPunc
turc等技術操作，及簡單的外科手術如
刀l盲n易等。另外還有專題教學及臨床病
理學討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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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活
以第一年級來說，每天早上五時三十分做早操，七時三十分上理論課或實驗，十二時半吃午飯。

下左三時至五時再上課，五時至六時貝lJ是文體活動
時間，然後吃飯，飯後溫習，十時三十分關燈。
所有學生均項寄宿，他們的生活都頗忙碌和堅
湊，戀愛在這三年中是不被鼓勵的。
考試方面
每一階段都有mlJ驗，但沒有畢業試。大部份學
生皆成績普通，只有一小部份跟不上。對跟不上的
學生，師生們都一同幫忙補助這些學生。
畢素彼
分配由國家決定，大約百分之十至十五留下作
師資和從事研究工作，其餘的分配至原來的單位。

（四）政策上的改變的趨勢
招生政萊
文革前，招生的標準由統考的成績決定。文革
後至現在，招生的丰要對象是工、農、兵，沒有統考的存在。廣東省教育局以後將恢復統考，而且學術要求將會提高。所有考生必須具備有高中程度，一部份不須下鄉，甚至不用推薦亦可申請。但是城
鄉學生仍將保持一定的比例。現在全國正開招生會
議，很快就會有決定。

學制
文革以前，全國的醫學院課程有些是六年，有
些甚至八年。文革後，全國沒有一個固定的學制，
就中山醫學院來說，現在的學制是三年。就將來來
說，學制會延長至四年或五年，原因是雖然現行的
制度有不少優點，而且也基本上解決了中國人民，
尤其是農村人口的醫療服務人員的提供問題；但是
因為基礎理論的縮短，所以學生們一般不能從事研
究工作。為了配合四個現代化，今後的醫學生水準
應該再加以提高，以克服遺下的缺點基礎理論不足，思維狹窄，自學能力不足。

口口

課往
文革前，中山醫學院的課程有三脫離，脫
離政治（為人民服務），理論脫離實際、脫離生產
勞動，而結果是學生的身體和質素亦差。
現在的課程著重普及與實際；但是為了增加學
生研究的能力，將來除了學制會延長外，還計劃重
新編寫課程，加強基礎理論，要求畢業後可以從事
科研工作。

考試
將來升留級的制度可能會恢復，總括來說，將
來仍項要保澄：

( l）城鄉學生的一定比例，
( 2）知識份子要在適，g’ 的時候下鄉服務，堅

持開門辦學的原則。

（五）接觸部份老師們對現存醫
學教育的看法和展望

( l）就他們自己來說，專家下鄉服務，對他
們思想上影晌很大，使他們了解了為何人服務的大
問題，指導了他們今後行醫的方向，他們覺得專家
們下鄉服務很有意思，而且認為以後也要堅持這個
做怯。
在中山醫學院裹，師生關係和洽，覺得教學工
作很有意義。對於文革時和文革後，老師們被鬥
爭的問題，他們卻沒有正面答覆。文革後，同學
間沒有階級分別，而教投亦參與門診工作。他們其
中有些原本想深造外科，但後來卻分配到內科的
Haematology，但工作後，亦培養了興趣，對這
個分配沒有想言。

( 2）就醫學教育來說，他們認為現在學生不
離病人，理論實踐結合，學習效果很好，辦事能力
佳；但是由於他們的基礎理論水平不高，所以影晌
了他們的發展。
就學制而言，這幾年夾不太穩定，現在應該及
時總結經驗，穩定下來，並應加長至四或五年。
就學生而言，現在學生們頗上進，沒有脫離病
人，而且思想和健康都比較好。但由於學生們由各
處招收，所以程度參差，有些甚至應付不來；師生
們要共同幫助這些學生。就成績而言，大致都十分
平均，只有小數跟不上。他們覺得要注重平時學生
們的表現。

（六）接觸部份學生的意見
每年級都有學生會和一個會長，都是學校革委
會的成員，並參予校政。
對於醫生這個職業，他們認為這只是社會分工
的一部份，地方草眾派他們來，由國家培養，將來
便要在社會分工上扮演一個角色，儘量做好自己的一部份。由於自己現在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前提
下學本領，因為目標明確，所以一定t努力學
習。在學習上，一位同學說起初追不上，現在總算
勉強追得上。就對將來的要求，他們都說會服從組
織的分配，因為無論他們到那裹去，他們都是為
人民服務。
（註：由於和老師與同學交流的機會不多，所

以以上（五）、（六）項只是就我們接觸的老師和
同學的談話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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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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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思記者
在開放日的兩天中，啟思曾訪問數十位觀眾，
問題環繞著他們對港大的認識和對港大學生的評價
，與及開放日能否幫助他們加深對大學本身和學生
的認識，既然開放日目的是使市民能知道本港最高
學府的情形，希望是次訪問能有助於未來開放日的
籌備，及加課同學們從大家的觀感對自我的了解。
是次訪問的對象希望是來自各階層，從十二三
歲的小孩及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從三行工人到文學
碩士都有，各人都能非常合作地作答。
大多數市民都認為港大校舍太小，但大部分人
則認為醫學院的設備和環境都不錯，部分市民更以
為實驗室和演講室等比他們以往印象中好得多”
通常來參觀的都對大學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也
可以說已存有或多或少的成見。一位市民說大學是
培養特權階級的地方，是富有人家的專利；這類見
解是絕對脫離現實。也有市民祇知道港大是甚應
東南亞哈佛，將焦點拉近些，醫學院似乎更為人
所晷視，而大部分參觀者從未到過醫學院，而醫學
院最聞名的地方，似乎僅是解剖學的實驗室和博物
館而已。
開放日後，由於整個校園用旅遊車連貫，市民

大都認為可以有機會一窺大學全豹，以往他們雖身
處大學校園中，亦不知從何行起，通常市民對大縐
分導遊和講解員的誠懇工作態度頗為滿意，f他一兩
位同學則可能深受某方面影晌，以問題來同答觀眾
的問題，加深一些人士對醫學生的誤解，實應自我
檢討。
市民心目中的大學生，尤其是醫學生都或深或
淺有些高人一等的形像，這很可能是教育制度使然
，開放日期間，市民一般以為大學生部分衣著隨便
得使人驚異，表現出大學並不是貴族學府，但是一
些同學在市民心目中仍然抹不了那高傲的形像·綜
合而言，市民心目中的典型大學生是衣著整齊·態
度誠懇，學習認真的有為青年。
談到大學生的活勳問題，有一位處身港大六年
的師姐慨言：其實大學教育僅是中學的延續，本
質並無改變，由是功課比重太大，迫得同學喘不過
氣來，所以大學生很孤立，但近年已有改進。談
到認中關社活動，市民對大學生在這方面的參與知
得比較少，也有認為大學生的參與形式太極端，未
為大眾所接納，學生活動轉而至學生運動的問題，
是值得於開放日響為增加份量，以表明大學生在這
方面的崗位和態度，一般人多不知如何批評。
整個開放日中，無可否認，都充滿了市民的渴
慕和關懷，這時候真當深切的思想一下自己的責任
和抱負，我們這幸運的一軍，身處於千萬學子夢昧
以求的校園中，能否將自己開放，接納這個社會，
認識他每一個環節，為他日服務作好準備？開放口
正是其中一個好機會，希望這機會更能被好好利用
，徹底的把大學開放，讓市民瞭解和建議”

醫
學
會
開
放
日
配
合
籌
委
會

三年一
度的開放日，
終於在十一
月五日、
六日

與廣大市民見面。
醫學院開放日的籌備工作雖然只

有三個多星期，
但由於同學們的積極參與及熱烈的

支持，
使整個醫學院的開放日節目多姿多釆，
參觀

的亦能夠對醫學生有一
個初步的認識。

整個大學開放日的籌備工作於八月初便開始進

行，
而醫學曾的開放日籌委亦定下了開放日節目的

三個項目：
校園遊，
實險室開放及在學生休息室所舉辦的

小型展覽。
為了使開放日的事前宣傳做得比較充足

，
在開放日前三星期便開始到各班發動同學參加開

放日各部份的工作，
以及一
起做好宣傳，
同學們盡

量利用午膳及課餘的時間釘紙旗，
油橫額、
貼海報

及盡量多報到開放日的消息，
讓更多同學們知道，

發動他們參加。

為
f增加開放日的氣氛及使活動能夠辦得輕鬆

活潑，
學生會舉辦了數項開放日前的活動，
如講座

，
幻燈放映、
粉彩畫比賽及校園競步比賽等，
籌委

亦盡量發動更多同學參加，
而膩
ED工C
所得的成績

也不錯。有二隊男子及一
隊女子參加校園競跑，
有一一隊

參加粉彩畫比賽，
其中一
隊得第四名。
十一
月五、

六日這兩個大日子終於到了。

在開放日的節目中，
校園主要是開放醫學院的

演講室，
實驗室，
圖書館及學生休息室；而同學亦

盡量利用開放的地方，
多增加一
些有趣的節目，
在

開放的四個實驗室中，
我們都要安排了一
些與醫科

有聯繫的實驗及】
些市民有興趣所知的項目，
如量

血壓及
mlJ驗視力等。
在實驗室內只見人頭湧湧，
有

很多參觀的朋友皆圍著每一
個實驗示範、
量度血壓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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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mlJ心電圖處更出現了一
條長長的人龍，
同學們十

分落力地講解，
而市民也聽得津津樂道。

校園遊的節目也包括放映
一
個醫生的成長

這套幻燈片及一
套有關吸姻的電影，
放映幻燈的同

學雖是
新手
，
但經過多次練習，
也能順利充份

把握畫面及音晌配合的奧妙；參觀者亦甚感興趣。

在休息室的小型展覽及幻燈放映主要是介紹醫

學會的各項活動及醫科的新課程，
醫學會的活動主

要是以數塊大版介紹；而新的醫科課程則以一
套幻

燈來介紹；負責拍攝這套幻燈的多是新同學而他們

在短短的時間而拍成這套幻燈片，
用了不少時間及

費了不少的心思。

除了以上各項節目外，
有不少同學是負責現場

的秩序，
詢問處，
歡迎參觀及派發節目表。
每當有

巴士把遊人載到的時候，
同學們又大費唇舌一
番，

烈日當空，
汗流俠背，
聲嘶力竭
可謂他們最傳

真的寫照。
開放日這大型的活動，
單在醫學院已有二百多

同學參與，
同時又使市民對港大作一
認識，
使到他

對大學生的觀念有一
較清楚的理解，
知道我們不在

只是埋頭苦幹的書本裹，
在社會地位較高及漠不關

心大眾的一
草，
確實很有意義。
同學們通過參與除

了與市民拉近距離，
多接觸我們畢業後要服務的人

草，
更使他們多留意學生會的活動。
而對新同學來

說，
希望這是個開端，
以後希望大家能多關心社會

上的一
切，
多認識我們將來的責任。

候選人 提名人 和議人
、、
、j、wej、‘'

內務奮主席
外務副主席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國際事務秘書
示昌利秘書
康樂秘書
體育秘書

莫嘉明（三）
張璧檮（二）
熊志添（三）
張幼翎（一）
陳f中謀（一）
黃錦權（三）
鄧遠懷（一）
劉飛龍（二）
曾達明（一）

陳秋成（五
林光前（四
李頌基（五
朱玉珍（四

NJ'
klj
kl'
klj、J'

了吃
fk
flk'I

盧維基
謝啟泰

李繼聰（四）
黃偉光（二）
許源昌（三）
梁鳳霞（二）
何教忠（一）
李志謙（三）
蘇樂儀（一）
莫碧添（三）
何建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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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醫學會學生會員

攻讀第三年或更高班級的醫科學生都有資格成
為英國醫學會海外分會的學生會員。
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獲取英國醫學週刊；
出席分會會議及在會上發言。
姓名地址可列於每月會訊及分會其他通訊
之郵寄名單上。
參加分會的學術及社交活動。
享用英國醫學會各種諮詢服務及其會員機
構，（包括英聯邦諮詢處）的服務。

學生會員的會費為一般會員會費的50 ·
學生會員申請表格可於大學院院長辦公室索取。

半半米朱米半朱半半余半半米米米米余半米余奈擊擊半半寧余半米余半擊

香港大學醫學會一九七七至七八年。
拎事會候選人莫嘉明及其候選內聞

啟 思 197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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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一個嘆為觀止
的展覽
干差雲

_L一回阿云噴學生會裹出現的一些怪論，
這一回要痛改前非，講正而的東西 大學開
放日裹，有關方面在陸佑堂擺的展覽。
話說當日秋高氣爽，晴空萬里，適逢星期
日，我阿云便拱了個頭入陸佑堂，想話了解一
下自己的學生會，更加藉此機會在一些几夫俗
子面前表現一下醫學生的崇高地位”這個地位
在未看展覽前真的不大清楚，不過在看了那些
薪金比較數字後，才發覺其他院系只不過不外
如是；醫學生地位高高在上、凌駕於一切，的
確是值得垂青的。云猜mlJ也許是因為學生會裹
某方面的高層人仕對薪金這東西特別敏感和喜
愛，無可避免地使我們去看展覽的自然不
能不留意了。
除了地位外，展覽內容更加能澄清了我的
一些暈駝駝認識，認真值得一讚。不講甚麼，
就所熟識的HealthExhibition，阿云不朽
以為是健康委員為提高同學的社會意識的大型
暑期活動，以為我們的Conotitution是這樣
明文寫清楚的了。你也以為是嗎？呀！不是，不
是！這些MHE, LHE展覽通通是一些純學術
性的活動呢，同學沒有脫離課本，原來根本
不關甚應加深社會意識對社會貢獻這麼一同事
。故此，阿云現在懇切請求健康委員會務須清
楚這些基本性質的問題，並緊思要求CRC搞
(ConotitutionReviewCommittee）以後
修章時要認真工作，為盼！令外，原來整間瑪
麗醫院都是醫學院和醫學會對社會服務的機構
。這個事實，連阿云在辦理公事之餘，也沒
有夢想到；潛意識告訴我只有瑪麗的大學單位
(UniveroityUnit。）是歸大學管轄。人家常
話我阿云流於空想不切實際，這次我可不能不
承認了。現在可真要多謝展覽給我的提點；通
過這件事阿云悟出了；一個真理 讀醫科者
，不知醫科事也；不讀醫科者，精通醫科事也
正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也。
阿云靜坐嘗思己過，現就我以前關於醫
學院和醫學會對社會的服務這方面所有的各
種迷惘和誤解作出自我批評，列舉如下，敬希

各位同窗以後考慮有關事項時避凶擇吉三思而
行唯是：

( l）教育和訓練醫生，以適合社會需要
( 2）領導香港醫學界的科技研究。

( 3）同學對社會的關心和服務，如：
( a）健康委員會每年的展覽會，
( b）流動展覽（MobileExhib-

ition)
( c）對醫療問題的看怯（如非英
聯邦醫生，要求加強彎療服
務，等等）

( d）為田灣區一些居民做Phy-
。icalCheckupo

( e )Cancerawarene。。exhi-
bitiono

( f）對一般社會問題的關注（如
愛秩序灣村大火）。

展覽裹除了講醫科事之外，當然還有著其
他方面七彩繽紛的版面和五花門的分析和意
見。唉！只是阿云限於了解能力看後變成大近
視，矇查查之間⋯⋯輕輕的徽風，夾雜看絲絲
的細雨。正確的引導，夾雜看精闢的評價·，·⋯
雲霧裹一處提到同學似乎不熱0於參與校政的
問題，Senate裹的學生會員（StudentMem-
bcr）卻沒有提及。同家看看有關的章程，發覺
坐在Senatc的同學只是代表自己，沒有同學
的代表性存在。真的不熱心？抑或是根人沒有
權力？唔，我真是太老了，黃校長都再三用五
光丰色的方伕指出我的錯誤理解，實令鄙人感
激不淺。
看到這裹，頓覺天地與我為一，萬化暝合
。步出展覽場館，儘管天氣良佳，云腦天旋地
轉不知何去何從。這樣一個好展覽非看不可，
醫學生更應該一看再看，上一次阿云看得不足
未能領會其精髓取得秘簽，現在強烈要求有關
方面高層人仕能夠安排一次重展，使向隅同學
有機會欣賞，或將有關部份資料運來Medic
Centre以娛各醫科同學。

醒 賺
不經不覺又過了一年。每一個新同學都會
問自己一個問題：究竟進入大學的期望是怎樣
的呢？身為一個醫學生當然希望能掌握醫學知
識，將來可以濟世救人，但這是不足夠的。自
己素來很欽佩那些飽學之士，無論大至世界、
國家、社會大事都有自己的見解，小至修理電
器，責飲燙湯，件件皆能。事實上，大學生活
正要使我們充實起來，在這幾年當中，多交朋
友，接觸多方面的人，使自己能在接觸過程中，得到不同思想的沖擊，自己成熟起來。一個
大學生再不是一個不理世事，沒有理想，埋首
於書堆的蛀書蟲。
但是我感到失望 大學的課程和中學一

般，都只能生產一式一樣的製成品 蛀書蟲
。環顧醫學院，須然學期剛剛開始，拉記
已有座無虛設的情況，這又反映些什磨？
我們大學生要認識更多的事物，我們要過一個更豐富的大學生活，我們要參加課餘活動
但是，繁重的功課、不合乎實際需要的課
程，卻像無形的初鎖，拉著我們的後腿。
實實上，大學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使同學們
聚集起來，擴擱自己的眼界，共同摸索出一點
人生的真諦和自己要走的道路。眼看同學這一
點點的權利亦被剝奪，實在使人心痛。
同學們的意願！要求怎樣才能實現呢？靠

個人爭取行嗎？不，我們需有一個有力的學生
會把同學們組織起來，提供各種各樣的機會讓
同學們能夠互相認識交流，共同探索。使一盆
散沙凝聚起來，更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學生會
去為同學這種合理的要求而爭取。但是，七百
五十人的力量不竟是太小了，面對一些大問題
例如加學費，所有同學一定要聯合起來，才能
發揮效用，才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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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
香港大學醫學會一年一度的改選又來臨了，在來屆侯選人的一連串競選活動之後，我們

將在十月十七臼〈星期四）下午五時卅必
召開周年全民大會，並在翌日，即十月八
狗（果期五）舉行全民投票，決定醫學會的前

又一次我感到失望 校內現正是四分五
裂，分門分派：國粹派、社會派、FUSS派
、中間派⋯⋯不勝枚舉。很多人因此帶上了有
色眼鏡，時刻認著那一個人是那一派，時刻聯
想著這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為他所屬一派
的利益著想，究竟真的沒有人想為廣大的同學
服務？這種互相猜忌，你爭我奪的想法慢慢在
同學間滋長，實在是使新同學人心惶惶，望之
而卻步。
有時我不禁想，各派的分歧是不是那
麼大呢？不同意見是肯定有的，但這不足以劃
分為派別。我堅信同學有要求汲取多一些知識。難道我們願意看到因強調分歧，大搞派系而
妨磚了同學參與活動？難道我們不能團結起來，為搞好課外活動，為爭取我們的利益而努力
l
學生會改選又到了，我希望不論誰當選做
幹事，必須抱著服務全港大三千八百同學的決
心，而不是代表那一派同學出來競選”一個學生會能不能急同學所急，把同學的
利益放在首位，能不能帶動同學認識問題，認
識將來的責任，能不能照顧同學各方面不同與
趣，搞好同學間團結互助氣氛是重要的”
同學們，讓我們一起關0學生會，保證選
出每一個同學都喜歡的，強大、團結、有力的
學生會吧！

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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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同學，為使醫學會辦得更好，更能符
合大家的要求，請役入你的一分力量，踴躍參
與，發言和投票廈
醫學會幹事會（七六 七七年度）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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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白人所統治（雖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黑人
)；黑人連一些最微少的權利也沒有 他們
不能自由旅行，集會結社，或者批評政府等等
，這些都在羅的法律裹寫明的。在這幾十年裹
統治階級從剝削黑人勞動成果，變為又肥又大
，而黑人連養活自己也未足夠。對於補償利
益，史密斯政權更加是專長，像最近一次對
莫三鼻給的攻擊，就有六百多平民被殺。⋯⋯
這一切都一直被英美的帝國主義力量盡力遮掩
著；資本家們在這裹有著數以十億元計的投資
，每一秒鐘在從中得到巨大的利益，更夢想將
這裹變成他們的永久的黃金天堂。當然了，現
在史密斯政權四面八方受到襲擊，正在加速被
打倒毀滅。於是，現在他們就在團團轉的說他
們也贊成某種形式的黑人大多數統治。就算史
密斯也作了一些聲明和對話，說要邁向和平，
也講了他的一套步驟。⋯⋯但這些只意味著他
們正在竭力找尋一些溫和黑人對他們表示
忠心，再逐步進行一部份妥協，使羅不會受外
國輿論攻擊。我想這就正因為對史密斯政權來
說，羅的真正解放使羅和整個非洲南端脫離了
壓迫者和剝ftf者的魔掌。
羅的人民草眾起來反對現時這些情況，和
為解放自己國家民族受帝國主義的挂制而努力
，不對嗎？羅人民被迫用激烈的內戰形式作為
唯一擺脫他們的奴隸生涯的途徑，難道也應遭
到咒罵嗎？我想不是。有正義感的人都會支持
他們的事業。⋯⋯
（註：F羅德西亞 Rhodesia本應作

Zimbabwee。為了讀者習慣的原因，故改為
用羅德西亞（羅）這名稱。）

轉眼問，一年就走過去了，而醫
會也到改選的時候了。為了更好地總結今年醫
學會搞活動的方向和具體的成績和缺點，啟思
編委會今期特地準備了一個專題 醫學會
的同顧與前皓。在準備這個專題的過程中，
我們走訪了幹事會，健康委員會和你的健康
展覽籌備委員會，兄弟會和Elixir常務委員
會的一些代表；啟思編委會自己也作了一年來
的總結，並將所得的資料輯成為今期的專題，
以供下屆翳學會幹事會和各常務委員會參考。
最近方心讓醫生在立注局上提出了實習醫
生兩年制的要求；香港大學醫學會得到這個消
息後也成立了一個Adhoccommittee研究
這個提法的可能性；現在正在搜集各同學意見
的階段
Adhoc

各位同學如果有意見可以直接提交
committee或給各班的班代表。

hoccommittee
今的情況和資料。

並投稿今期啟思，總結了現

中山醫學院參觀團的匯報會已於十月中完

學科研的發展和醫療制度；
為有興趣研討中國醫療的同學和老師提供一些

滿結束；啟思編委會認為今次的旅行是醫學
歷史上的第一次專業性的回國旅行團，我們
從這次旅行得到了不少寶貴的資料和數據，
以抉定做一個專輯，重點以中山醫學院和廣
省的醫療情況為基礎來談中國的醫學教育，

相信這個專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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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總

雖德西亞來鴻 （註）
以下的文字，是我的一位羅德西亞朋友，
在今年四月寄給我的一封信的一個片斷。來信
因為種種原因阻延了六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裹
，羅德西亞的局勢有著不少轉變，而且我們之
問亦因文化背景不同，大家在理解上可能有出
入，但我希望在這裹說出他信裹的精神。

r．··⋯或許這些你會明白，就算上個月這
衷發生了的兩件恐怖事件 傳播媒介就是這
樣說一一是關於黑人游擊隊在羅所犯的罪行
。在第一件事件裹，史密斯政府報導說：游
擊隊嘆擊了一所羅馬天主教的傳教站，射殺了
三位神父（Jc:uit Prieot;）和四位修女（
Domi八iCannun。）。而這事件是繼一週前游
擊隊從一基督教傳導會裹劃持J四百個青年
人做人質後所發生的”
我想，這些故事是想向全世界宣傳一個政
治意念，就是：在羅德西亞這裹，雖然史密斯
的自人政權未必能代表大多數的人民，可是對
比下，非洲黑人游擊隊的全無血性的屠殺是更
加不適合統治這個國家的。這些就像幾十年來
那許多由史密斯政權和美國資本家的宣傳機器
多年支持下所製造出的故事，這兩件事的報導
就充滿著歪曲、隱瞞和欺騙性。我希望就我自己
從這些青年人裹所得知的，說清楚這事件的真
相。他們當中的四百人先後分離到毗鄰的波斯
灣）J6( Botowana) ，並且宣佈他們要加入莫
三鼻給（Mozambique）和贊比亞（Zambia）游
擊隊決心。事實上，事件發生後的一星期，波
斯灣那政府就批准了一批家長到境內和他們的
子女見面。很多家長聽到史密斯政權的報導，
以為子女被釗持，於是勸他們同家。儘管每一
個人都有自由離去，只有五十一人決定返同羅
，大多數是十三至十六歲的。而決定逗留的，
自願離開父母和家庭，因為像其他很多的羅德
西亞人，他們希望參加解放勢力去推翻史密斯
實行的伕西斯統治。
而關於殺害七名神父和修女的故事，我認

識更深，其實這件事更加沒有理由相信。首先
，羅解放陣線的發言人已經說過這事件不是游
擊隊所為。另一方面，史密斯說大話的能耐就
像豬一樣，若果殺了這幾個傳教士能夠延長他
們的統治的話，他們肯定是會幹的。而美國政府
對於能夠給於游擊力量一個打擊當然感到很大
的興趣。像這一類的恐怖故事常常使外間對在
羅所發生的事物真相起著蒙蔽的作用。⋯⋯我看到的不是非洲人突然瘋了起來，
四出去割每一個白人的喉嚨，而是被壓迫人民
為他們的解放而作出的奮鬥。多年來，羅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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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散凌亂的髮，
深太陽棕色的皮膚，
黑切的條

紋，
深陷的兩旁的面珠，
永不能再伸直的彎背，一

條繩子，
拉看一
個紙皮箱，
慢慢的、一
步一
步的走

著，
像頭快要完蛋的老騾子，一
個拾荒的老太婆。

拉近點吧，
味嗦！

坐在電燈柱前，一
雙手不住的把放在地上的冷

飯乾往咀裹送。
那一畏來的冷飯乾？我記得小時曾看

過別人曬冷飯乾的，
不是用來造藥丸造剩的吧？好

美麗輝煌的霓虹燈初窗。
為什麼不找個安靜些的地

方吃？這是遊客購物中心區呀。
先生小姐，
不知你

五歲時候的樣子是怎樣的？十五歲的時候又怎樣？

啊，
五歲的小孩大都是天真可愛的，
十五歲想必是

個美麗的少女。
可是我現在卻見到一
個從未有這麼

老的老太婆。
開始看不清楚你的臉了，
老太太。
光

圈二點八，一
秒。
手要定哩！

我真是全心全意的同情她們，
可惜我的遠攝鐘

和她們相隔數十呎，
她們與我毫不相干。

×

×

×

老林，
羅些街頭老人的鏡頭都怕了。

正，
這套幻燈準可依期完成。

不知那些信神的怎樣看這些老人？什麼，
老林

你是信神的麼？為什麼從不聽你說起？很同情他們

麼？原來你小時也曾在街頭睡過的。
有多少信神的

參加這個老人計劃呢？很少？什麼，
沒有來自醫學

院的麼？大概是抽不出時間吧。
讀書，
姊妹生日，

弟兄的約會，
當然還有和神的約會，
實在是忙了一

點。

×

×

X

職業健康分廣義和狹義。
狹義就是：
⋯

坐在我而前兩排成半月形的廿多位女工，
正聰

著我同學談職業健康的概念。
她的樣子很端莊，
卻

也笑得很甜。
為什麼她旁邊的一
個那麼高？準有五

呎九吋吧？唉，
邊角那個卻十足個醜男子，
不知有

誰願聚她為妻？為什麼她會長得那麼醜？大概是她

的祖先做了錯事吧。
做了什磨錯事？

我做個間廠大姻又大塵，
唔知對身體有無害

呶呢？為什麼她和班裹的那位同學如此相似？聲音，

三角形的臉孔，
面上的暗瘡，
瘦削的身裁，
短頭髮

，
黑框眼鏡⋯⋯

我最近情緒低落。
我感到室虛。

重有
D燈光唔夠，
最近貨少老闆唔肯加燈，

青時車到眼都矇矇地，
對眼部有無大害呶？

其實神的信徒也有誡識社會的貴任，
可是我

們能做些什麼？

飯後趕工會胃病我都知，
但係貨少唔爭住做

就唔夠做喫喇。
最好就係呢道各位未來醫生們介紹

D晤會胃病嘰藥俾我地
·⋯

但我有時想：要做一
個好醫生不一
定就要關

心社會的呀！這大概是分工的問題吧？

重有我想問問車得耐腰骨痛點先可以唔痛呶

？

我近來退縮了。
少了和人接觸。
我得到了和

神的交通。
我感到真正的內在平安。

×

×

×

醫學會快改選了。

幹事們的工作，
繁重又枯燥無味。
然而醫學合

卻真有著為同學謀福利，
爭權益，
帶動大家去認識

責任的作用。
只要用得著的話，
為大家出力似是義

不容辭的。你有打算出來競選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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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fe/lowmedicalstudents/houseofficers/
respectablemedicalfractioners,

Allowmetodrawyourattentiontoarecent
suggestionat theLegislativeCouncilmeeting
Oct.26concerningthepossibilityof 2-year
internshipandrelatedproblems.Ascodedfrom
SouthChinaMorningPost:“Asuggestionwas
madebyDr.HarryFangtoextendtheinternship
periodfordoctorfrom1to2years.

Dr.Fang,whoisconcernedabouttheshortage
ofGovernmentdoctors,feltthiscouldbeone
wayofkeepingtheminpublicsectorforalonger
period

‘Twoyearswouldallowallthreespecialties
(editorref:medicine,surgery,obstetricsand
gymaecology)tobecoveredleavinganother6
monthsfor generalpractice.’‘Thelastis
important,hesaid,‘sincethedoctorshortageis
feltmostinout-patientclinics!... . retainthese
traineddoctorsinthepubllcsectorforatleast5
or6years.’

Incidentally,theBoardof theFacultyof
Medicinewillbediscussingonthefeasibilityofa
2-year-internshipinthenextmeeting.

Beingveryconcernedaboutourfuturehouse
jobanditsimplicationtothewholecontinuum
of medicaleducationandthefuturemedical
servicesat large,theHongKongUniversity
MedicalSocietyhassetupanadhoccommittee.
Theadhoccommitteeisworkingdirectlyunder
thecouncilof themedicasocietyandshall
inquireintothefeasibilityofa2-yearinternship
andotherrelatedproblems.

Justtoimpressyoutheimportanceofthepreregistration
preregistrationyear(le.houseman),I codeone
statementfromtheReportoftheCommitteeon
theinquiryintotheRegulationsoftheMedical
ProfessionbyDr.MerrisonF.R.S.,publishedin
U.K.in 1975:“this(pre-registrationperiod)is
asimportantaphaseasanyinthemakingofa
Joctor,requiringthesamethoughtandsupervision
supervisionastheundergraduateyears.”

If youhappentobearegularreaderofThe
Daduceus,youmighthavenoticedthattherehad
,eena reportpublishedin theJune77issue
oncerningtheproblemsofthepre-registration
‘earasweseeit inH.K.Butifyouhadnotread
‘tbefore,youareinvitedtocomeuptothe
nedicalsociety’sofficetostudythereportonce
gain.Asanalternative,andmaybeevenmore

inspiring,/ wggestyoureadtheBirmingham
medicalschool’sreport“Thepre-registration
year:chaosbyconsensus”publishedin the
Lancet.Toquotefromtheconclusion:“The
impressiongainedisoneofacompletelackof
organizationofthehouseyear,withalmostno
controloverstandards,andwithwidevariation
betweenonejobandanother.”

Whatweareparticularlyconcernedis,inthe
pre-registrationyear,beit 1or2years:
1.qualityofthehousejob—balanceofeducation

educationandservice.
2.Welfareofthehouseofficerworkingtime,

workingconditions,salaryandotherfringe
benefits.
Theadhoccommitteewouldwe/comeany

constructivecommentsconcerningthefeasibility
of 2-yearinternshipandrelatedproblems.
Suggestionscanreachthecommitteethroughthe
MedicalSociety,or directlyaddressThe
Caduceus.Furthermore,if youareverymuch
occupiedwithyourwork,callusat5-870568
andwewouldtrytomadenecessaryarrangement
arrangementtocontactyou.

Pleasekeepaneye(andanopenmind)on
furtherprogress.

Thankyouforyourattention.
Sd.LiKaiChung,
Chairman,
Adhoccommitteeforinquiryoffeasibilityof
2-yearinternshipandre/atedproblems.

Reference:
(1)SouthChinaMorningPostOct.27197lp.8.
(2)Men/sonReport—“Reportof theCommittee

CommitteeoninquiryintotheRegulationsof
themedicalprofession.”
Commd6018,H.M.StationeryOffice1975.

(3) TheCaduceus—June1977p. 11(Official
publicationof theHongKongUniversityMedicalSociety)

(4) “Thepre-registrationyear:ChaosbyConcensus”—TheLancet,February19,1977byDr.I.C.McManus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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