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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杜鵑花開，漫山血紅的時節，，啟思泡制了一個考試特輯。分別
用座談，約稿的形式，收集了一些同學
的感受。此外，在二年級同學中，又做
了一個問卷形式的非正式調查。
在學習的過程上，各種形式的考試，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同學們
應用正確的態度去應付。但在各篇來稿、訪問中，似乎大都有一個共通點，就
是滿肚子嚕囌。是同學們自己懶惰，不
學好知識，受到考試的壓力，就胡亂爆一輪感受，感情用事嗎？從各來稿的認
真態度來看，這似乎不是事實。能繼續讀
書，掌握為人軍服務的工具，應是最快
樂不過的事。由其是被目為神職職業的
醫生，能直接地療冶病人肉體的痛苦，
這不是很好的嗎？好好地利用學習的階
段，不只是對自己負責，更是對社會負
責。那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不滿呢？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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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炎熱的中午，一些啟思編委
和十多個二年班的同學，在飯堂裹一邊
吃飯，一邊暢談剛過去了的考試；談到
這個試，每人莫不各有一套感受，互吐
苦水，如是者東拉西扯的談了一個中午，以下是其中談話的摘錄。其中感受，
不知能否引起各曾經滄海者的共鳴
？同時啟思亦曾向二年級同學以問卷形
式收集了一些意見，在下列適當之處加
入，以供同學參考。

× × ×

和MATRIC 比較

對MB的看法

很反感，要讀的東西好像沒有用
似的。
為考試而讀書的風氣實在太重。
對考試制度，重點，要考的東西，給分方伕等等都不清楚，恐懼感因此

而生。
Department的基本錯誤在於對

重點強調不足，很多時都不知道孰重孰
輕；試題方面亦應考重要的，因為日後
的課程亦以重點的東西才有用。
幸好不像怯律學院，以人數的百

分率定成績，否則只會增加同學間競鋤
的風氣。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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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活比較自由，如何不上堂
等，平時亦較懶散，但考試前則搏命得
多，因為有太多書要讀。
因為平時蛇王，所以疏急抱佛腳，比MATRIC吋仲騰。
可能因為MATRIC多出路，就

算肥了也有後路可走，所以壓力沒那麼
重；但考M.B．吋則有非過不可的感覺，因為如果被踢了出來，一年多的時間
可是白花了。

MATRIC放榜時心裹有一種成
就感，但M.B．則沒有。
過了lstM.B．知道可不用再讀

這些東西，所以有大解脫的感覺。
M.B．沒人墊底，所以較騰。
我個人認為考MATRIC有患得

患失之感，因為驚入不到；但M:B則
知道傷亡率不高，所以較定。
考完MATRIC好開心，但M.B.

考完則較少歡樂的感覺。
MATRIC要掏汰人，所以題目

會出得偏門；M.B．只要求達到一個標
準，所以．問題不會太深‘
其實大約有60彩同學覺得MB

的壓力比MATRIC大，而23男覺得
少”
正是：過完一關又一關，但願今年

勝舊年。
考試前後的感覺

VIYA

出VIVA llst時，如果有信心，會希望自己不要有份；但若果自問考
得差時，則會希望榜上有名。
我就很不幸，要pullup，考口

試前夕的斗情實在極難形容，坐立不安，其中感受非親身體驗所可以想像得到
；當晚還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同時，
四十分鐘的口試，精神壓力太大了。
我考VIVADEST．前，都沒有

怎樣的準備過，考時壓力不大。
十多人考VIVA太多了，應該考

慮平日成績；有些平日成績好的，考試
都失了手。
據我所知，VIVA就是考慮到一

時失手的問題，所以才救救你們。
之前都沒有讀過書，只是和同學

討論過考試題目；其實VIVA的成就，
很靠運氣。
正是：
有人快樂有人愁
對做實驗及Tutor審。的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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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很大，眼前所見要讀的實在
太多。
而考試前情緒低落，經常發脾氣

，真係嚇親好多人！
在HALL讀到悶，反而同家玩玩

更開心。
悶到極！多書要讀，但又不能不

讀。為了解悶，試前抽空去看戲，但又
有犯罪感。真是讀又唔係，玩又唔係，
認真難過！
雖然試前為學苑改選忙碌看，但

很少想過肥佬這個問題，有時工作多，
迫著自己，效率會更高，每日集中精神
讀三四小時已很足夠了。
學生會工作多，要過晒實在沒

有信心，考Practical前都只是娣幾張
slide；考試主要還是靠貼士。正是：
滿胸煩惱·考試壓力泰山重，
集中精神，腦料竭盡把書衝。

都有價值，最低限度能知道一些
基本知識。

物一一一一．一
上Biochemlab能訂l練忍耐力。
據Dr．講，能訓練處事小心，辦 •，神 ！，蓄 197'

事能力等等。 9憐‘
沒有價值。我絕小做實驗，M.B.

照過。
關於tutorial要視個別情形而

定。 lst M .B.B.S. Exam
tutorial
應側重這一點

可說是師生交流的機會 一些現象
除了迫你讀書外，事前定好的題
大家討論，氣氛會較好。

．解

生
正是：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孰得孰
失，你知我知

生

剖：近四年來，無學生取丁。
每年不及格，都大約十五人。

化：七八年的不合格人數，是近五年之冠，而且比七七年的有很大的
增長。

理：是近年比較多同學取得丁的一科”
近兩年的不合格人數，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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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讀藥有兩死。一日：死記：每至仰而讀，俯而思，思而弗得？
之時，怎辦？古人日：
輒起，繞室以旋？即苦
思之意。中環日：別無
良方，唯死記也，能影相
則更佳。蓋中環讀心
藥時，嘗尋思數日，結
果朦矓一片，及後得高人
指點，強記之，則大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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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 82 力。油吁 啟思記者

自從新課程在今年實施後，M.B.
Exam將會在每年六月初舉行，究竟一
年級同學現時的情況怎樣呢？在這極短
的時間中，怎樣應付這個考試呢？我們
特地訪問了多位Mcdic82的同學，希
望藉此了解他們的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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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自幼讀書好求解，厭死背，每
每打爛沙盤問到篤，甚不為老師所
喜好，但成績猛進，同學mll目，昂昂然
進入HKU。
中環成績雖冠，然思想幼稚兼簡單，以為從此可脫苦海，免除學而不思

則罔之苦，蓋以為大學（尤其是HKU
喝！）乃思想訓練之所，死唸死背那套
自可免掉，再者，醫科乃專業訓練，一
切講求實用，那空談理論的日子可一去
不復返也。然則，中環今次網其差一著
矣。，自從碌到過lstM:B之後，中
環又沾沾自喜，以為1400（現代人的腦
容積）1025（北京人的腦容積）,largc
eyebrowlargezygomaticbone（北
京人的一些特色）的解剖學時已過去了，從此可永脫苦海。唉，中環啊，你又
棋差一看矣，蓋無獨有偶，好事總要成
雙也。
中環初讀藥學之時，有灣仔君

大作刊於啟思，對中環等輩訓勉良多；
列舉讀藥時之Indication與Contrain·
dication，然受藥系諸人一致抨擊。中
環不知就裹，但總以藥系乃名門正派，
故從之，對灣仔之忠言，倍覺逆耳
，至今侮之已晚”
尚幸灣仔乃信教之人，得保過關，

現有錦囊五個留後，一方面以報灣仔
君，一方面可超渡眾生，何樂而不為

?（注意，以下錦囊，只適用於碌過
關之人，至於有心儸丁之人，中
環無詞以對，鑒因中環乃碌過之人
，無玀丁之經驗也。
（甲）堂可以不上，筆記不可以有。

蓋大多數堂乃狂抄透明
片，如能明白自可明白，如有
不明，上堂也未必明。

（乙）筆記不可以不讀，讀則不可以
不全，全而又要能精其理有三

日一

二日

：藥學有兩多，0藥多，蓋
常用的藥有教，不用的又
有，甚至禁用了的又有，
服乎？單反羊吊藥就
有廿五種，驚未？

0副作用多，藥無大小，皆有
副用作若干，甚至一些
rarelyoccurJ之副作用
也有”
筆記所列之藥已不少，如
要熟讀藥書，唉，唔死一
身解‘
：考藥試，大中細考晒！巨
細無遺！唔全晤精，點得

三日：擇善而從之，蓋筆記
之藥方，乃藥系諸數十
年如一日苦研之方血，
不考比考嘮？不只此
也，藥系諸人也有層層等
級，觀其頭角者之筆記而
讀之，雖不中亦不遠矣，
此乃識時務者為俊傑。

二日：r死讀J：黃帝外經有云
：藥方者，如風焉，來
無從，去無影；又若氣焉，觸不著，摸不到，其動
則能摧毀房屋，傷害人命
。中環解日：藥方難
記，時隱時現，變化莫mlJ，想記時又記不到，記不
到時可喪命。解決之方
：青筋，紅眼，夜車，
加水一碗，猛火，翻煎數
十次，一服不好，再服。
服未？

（丁）埋尾一博，如狼似虎，大器晚
成。古語云：平時了了，考
未必佳此大道理也。蓋藥難記，縱平時大熟，考試前夕若不猛
充一次，考試不擘大口得個窿，實奇哉怪也。若眾後輩以為
平時不用熟讀藥筆記，臨尾一充
即可碌過，又大錯也。不信者可
以身試法。

（戊）平時要多祈禱，多作注事，多
叫亞拉，多到孔廟祭冷豬肉
。（非四樣都要做齊，但各適
其適，至少要有一樣）本來，考試
嘛，中環已歷大小數百餘戰，了
然於胸，一無所懼。然藥試則例
外。考試前夕，中環拾得以往
試卷，半數陌生，大懼，蓋藥
仔多多。每組藥方例有藥仔數隻，中環記性弱，只記大藥（常用
之藥），偏偏藥試常出藥仔，能
不怪命短乎！唯有高喊我主，求
出我熟之藥。唉，中環平時唔
信氣數，而家信晒。
行筆至此，中環尚有片言隻字，以
告藥系，以謝其教誨之恩。一日：藥系可將眾藥分成大中細

三種，以使學生可擇其重
要而讀之。蓋熟讀並死記一兩隻藥，總比讀幾十隻
藥而又記不牢好。

二日：副作用可少講就少講，其
理如（一）。

三日：多講，多注重一些常用之
藥，至少可講那隻常用，
總比現時之亂石投林
好。

藥試之後，中環感慨良多。讀藥時
辛苦，讀後又全忘記，何也？恰似一場
惡夢，夢時辛苦，夢後又餘夢境多少？

•考試壓力
同學們在入學初時，都覺得自己是

成功者，很少會考慮到在考試或測驗會
肥佬的，但現時卻不然了，他們內心對
考試難免存在著一種患得患失的感覺，
據同學的解釋，大致有幾點：
（一）這是第一次考M,B．試，沒

有多大把握。
（二）生理與人體解剖兩科，要到

五月中旬才結束，而離考試只有約兩個
星期的時間準備，實不足夠。
（三）考試連續四日舉行，精神負

袒很重。
（四）每科評分的方伕是不公開的，每年肥的人數不定，以最近的一

次M.B．為例，便有約全班的五分之一
不及格，十分可怕。 ，
同學的應付辦怯，大致有以下幾方
面：
（一）早起夜睡，據一些同學表示，每日睡眠約六至七小時。
（二）強記 對於一些不大明白

的東西，不能像以往查根問底，只好迸
腦中便算，以防萬一。
《三）找大仙或Doctor指點迷律，
打其補針，據同學表示，這算最佳
的方怯了。
（四）減少回家或到體育中心的時

映：
象

以擠出更多時間溫習。
（五）增強記憶力，據一些同學反
入Mcdic後，記憶力有蓑退現

了）
（六）較腳J 不上Lecture

或Practicalo
（七）組溫習小組，一齊做試題，

充分發展集體的力量。
舍堂對學習的影晌一一大致分好壞
兩方面，在好的方面，可以享受軍體生
活，又可得Hall的大仙指點，傳授一
些過M.B．的妙怯。或組成學習小
組，在讀到悶時，更可大家忽史叮”在壇的方面，在開學初時，舍堂的話
動甚多，花去不少時間，其他學系的同
學較為空閒，而讀醫科的同學較為吃緊，只好關起房門，做其潛水艇也，
但一般都覺得住宿舍是值得的。
最後，我們訪問了幾位出席教務會
議Studcnts·SfaffMeeting的代表，
講述他們的感想。大致上他們都同意通
過這些會議能把同學的意見轉達到系的
負責人去，使師生在教與學兩方面有所
交流；而開會形式是十分隨便的，並沒
有特定的議程，各代表通常在開會前都
會找一些同學收集意見，通過研討整理
後才在會上提出的，但他們都不滿意系
在很多方面系的答覆，對同學的意見亦
沒有予以慎重的考慮，便用一些
不成理由的理由拒絕了，就算是
據理力爭亦是白費的。此外，他們表示
同學們很少主動地向他們提意見，使這
些會議流於形式化，對同學的學習與課
程的改善沒有起多大作用。很奇怪，他
們都覺得三個學系之間缺乏聯系，簡單
如一些教學設備如幻燈機，米高風等都
是獨立的，而往往因為這些設備的故障，而使講課無故顯利進行。更重要一點
是，部份代表有一種感覺是各系對於新
課程的一些細節還祿有詳細的計劃，這

。（若你有這情形發生，便要小心個問題是大家值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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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害羞地吸起梁汝才誠與發不
考試已纏祕表了嗎？

調他一常然是不可以
答案的。飪然這少也
奇纖期待我劉：也包己

魷冬作痲叩薇亡縫靄覓都

為：一；己的
偶專他疋誹
兒蒲紙上

，一義的州痲，、，:
：護人，人俎江一以文法‘! ,, 汝h必個行黠r濺而廈鷗

斗盧
考完離鄴‘頭一。倒覺得有一吵； 涊榆雖為丫珍誣h峰

夜
藝才取顛眾涊汞栽們表陰掄
要我們去計論的

掄斗某禿點零夠但與的，一嘎去騰下石己的唐單

岑么劇瓖嗡才口試的向學·喪不知：
何說是婚，考試是一定，有失收者酌一起痲雜咖，" ,!，發即’
樣去作一個成功與失敗訕·嶼介論、

雜

名的空虛在駕駛著也己·一神肉艦及內
心的空虛，’一種解脫，擔如給雨點洗硃
過的天空一樣，一塵不染，塵無一物。·
雖說是空虛，但我卻極力丟挽留著她¥
使她能夠永留在我身邊。我不願她離開
我，更不願失去她。

？我知渣j他們知道，他嗎都知道，伏
濺家都知道，這格昀一就算

個妒舟在芭試之觔
定會討入了·
”汰家卻無嚼

田
JL斗、

心士生

j的，真是少之又少斗薇因為要討論的資一無已極寫下在筆肥裹一，我們只要有能力
背誦必來，競波格了e大學仍是‘所訓
棟思維的地方嗎7在這裹，我不能責怪
任何人。首先，我自己主正受煮珍風所
感染，’表王是這個惡性循環內的‘ 分子。雖爆我痕雖令自己去相信馴但我仍然
要丟相指，我自己也正正在如速這偃惡
性循環的發展。其次，我相信改纏衍人

·在遠遠的天邊閃起了幾度銀光，劃
破了黑夜的死寂。 煙

空虛使我感到滿足，況且，能夠拋，
開一切，人生幾何！不過，難道風雨雷
不會再來嗎？難道銀光只會次次都在老一‘
天的一角閃耀著嗎？他們可以一聲不晌
地在你的面前閃過，到時候又是怎樣的
世界呢？

所持的態度該是開放的，只不過是我
自己的恐懼感，驅使我們裹足不前而

瞧
已萬

寧靜的大地上翻起陣陣輕輕的東風
次歡了數日以來的悶熱。

‘妒’一才化·
州‘i

人謂目久生情，但我身經數十次考
試，仍未能對考試產生任何好感。我只
能對自己說一句說話：我很幸運地挨過
了這麼多次的考試。

。所以，要怪的，只好怪自己，又好怪
自己的不開放吧了！

合格華怎磨辦呢。是夫作無不妝之計
嗎，每次看見要考口試者的名單，般、
為他們覺得不嗜他偽是物性奢嘰？·
們是冬班同學的騰然煮’還是這，”勰
的犧牲者，我想到我油己在考試前鰓芯
頭一，一個木自私的念頭，我更想到我安
慰幼人踏所用的說話：陬不要怕，你·：，定會過舛‘在名單中有很參人是比你
羞勁的，輪也袖不到你們呀！。這斗
說話不是太可怖了嗎，這一個念頭本身
也不就是太可怖了嗎？究竟齊齊過這個

一瞬間的靜默。
念頭g
願之說詠

已之土“願望’‘還是一“情

。隆一‘、·”一轟降‘"”
逕；究吋

., .文是一首悲壯的交晌曲，又是一闕單

現實，始終還是現實。理想永遠是
與現實相去甚遠的鳥人始終就要去通應
；人的一生就是要去適應，就得向現實
作或多或少的鞠躬o.調的樂章。

‘勾
除此之外，我還有什麼說話可說呢
！從升中試的條件反射式，中學會考的
漁嬌撒網，'‘愈多愈好式，大學入學試等
等、，到現在，總該有些轉變吧。但是，
我覺得很失望”人大學的轉變只由背誦

在不知不覺間”天公在表現著它的南點豪邁地給我灑下來，頤著微風、打在窗門上，議起了一朵朵的水花，
散發開，流下來，多庭的美麗。

書本轉化為背誦r筆記變而矣’．靦單是形式么的背誦，而且還轉化為
上的背誦。考試答題目時所關心的
往就是誰出的題目，誰改的卷。

且不
意念，往

在另一方面，另一個轉變亦在進展
中。人們似乎只注重著形式上的及格，
而遺棄了及格這個意念的含意，我們是
括意念上而取形式上的合格。我不能否
認弘要達到意念上的合格，是要視乎考方
所定下的準則。這裹倒是一個流弊。言
若考方將形式上及格約水平提升黑高於
意念上的及格，以期迎合一個Gaussi韻
oury。，,）那不是不太公平了嗎？我不能
在這裹下一伺任何的定論‘但這個界象在同學間不也就是常事啄雙過，．過，過 豪情雨要滴特

‘，一滴特⋯⋯地下起

不知道雨時何時的停了，但月亮扔 這當然嘛，明知他是不喜歡這個論

就是必切
麼都不理
關的課，
不看也罷‘吋

。過了海就是神仙，就可以甚。就可以丟去于切一。對過關無
不上也吧，對過關無幫助的書
廈是嗎r我們需禺約是一覃狹

，打在窗門上，飛起了一朵朵的水枕
散發開蔆流下去。

一九七I年四月十六日晚
口口口口口口

艱簷

生命一秒鐘比一秒鐘短，時間滴滴
。答嚐地過去。

距離考試時間不多了，有幾日吧
；還有八十七頁，今晚一定要完成，
我對自己說。這些時候遇上班裹一些勁
木，很不好受，他（她）們像什麼都未
讀，騰騰震震，言語間卻發覺有好些書
本的東西自己根本沒有掌握。碰上他們，不安的感覺多於一切！倒不如找些水
平相差不遠的同窗，定定心。他問他，
他不懂，有壞；他問我，我不懂，不好
了 這種心理不斷擴散，做成斗騰的
局面。最安慰還是碰上一些高班同學，

DEPT不會r肥J太多的，放心吧J
、他們不是要求很高的、平時過
關現在也照過是最合時的精神定心丸
。找導師傾叮講呼，自己如何如何搞唔
惦，也很有作用，當然要視個別而定，
不少是positivefeedback的：偶然一
些導師也會精神和實質定心丸都送
出，那必然受我們這軍鵝仔極大極大的

歡迎。所謂者，電有很多用處，也有
生電J；不過知道清楚電的用途也無妨
，橫直都要跟大隊一起操；管是流電
生電只要不是單靠電力，主要靠
自己的力就是了。上週同家時，老爹老
娘還千叮萬囑叫我不要只管讀書，身
體為要，天氣寒冷，多穿衣服嚕
囌了一番後又要飲這吃那；吵得我好不
耐煩早早縮回宿舍。豈料也被追到巢穴
來，電話來了⋯⋯記得了，記得了。
哎地！我又忘記了；不，是L4呀
。拉記就要收工了，週圍靜得叫人發
慌，真想叫他們來吵吵。

平時很少搏盡的我，在臨考前一日
倒有點麻痺了的感覺，書本暫時令我麻
痺了，有多少人被考試壓得茫然迷惘呀
。可憐的我們，可憐的病人。常聽人說
：人是最好的，最可貴的，因為人能夠
被教育，作出改變。唉，為什麼不能改
變一下呀！

什麼是重要的，有時似乎是故意混淆
視聽。大堆資料，什麼重要什麼不重
要，大部份還是靠自己去揀一揀，同學
的艱辛勞苦在這制度下倒可以換來某些
學系和老師的威信吧O'

在拉記坐了整天，同到宿舍悶得要
大喊幾聲，拿起報紙，五屆人大要召開
了，心裹算看考試完畢可不可以趕及閉
幕，屆時總有一番熱鬧，到深圳去燒叮
炮仗倒是挺過癮的呢”但是，要過了這一關至有得傾，否則，係咐先。還有幾
頁書，Notes一疊，好像讀來讀去都差
不多，讀極都唔完，讀了又忘了，好慘
呀！告訴自己要逐步解決不可以急，急
不來的；心裹還是在千斤底下掙扎著。
同住的同班同學從拉記同來，這個說這
未惦，那個說那裹很慘，弊啦！
死啦不絕於耳；心想：倒沒有人說他
什麼都搞據了；心裹一激，口裹大聲叫
道：不要講啦，我什麼書都讀完，要
倒頭大睡了。第二天還是一樣，睡房一一拉記一”飯堂一拉記一一際房。
日子的過去時快時慢 心急時過得很
快，坐著煩悶時慢得令人作嘔。

考試的那一個星期有心眺，有緊張
，有失眠（或者應該說是減少睡眠）。
沒有新鮮感，只有考試裹那三科書本裹
死死板板的東西。畢竟在這制度裹，學
生地位最低，而我們的生死是操縱在一
些教授和老師手上，他們要考什應就是
什麼，講什庭課程的實用價值，以後醫
護病人的需要，對他們來說很可能是廢
話。也許很久沒有接觸病人了，病人的
需要，醫療界的期望，社會的要求是什
麼都開始模糊了；或者，能力所限根本
不知道這些，或者貴人事忙，理不到這些
了。最後，學生成為研究用的犧
牲品，各DEPT要通過續大學生時間
裹佔的席位才能提高威信，爭取銀紙發
展內部，名利雙收。有時候說不是沒有
用的、是基本，不能不學·，·⋯也
能夠發揮混水摸魚的作用，說得露骨一
點：我已盡了責任，你亡己選擇讀什麼
吧。多民主，民主到可以讀一整天
也不知什麼部份是重要，甚至連最基本、有用的也未有掌握，多慶好約自我教
育，多麼好的責了責任！時常說我們這
軍羔羊要讀熟有用和重要的，可是一些
老師老是喜歡大包圍的方式，根本
沒有試圖明顯地點出那部份是有用的，

一連串的vivalist和practical
之後，想練得銅皮鐵骨倒很容易 身
體關節硬化，腦袋僵化。思想也很容易
被窒息了。接著是等待放大榜的三、四
星期，多數人還是牽腸掛肚，少數人勝
券在握。這段時間，我變得較前沉默了
，對待周圍段生的事物是木然的態度”
在準備考試時對書本的狂熱，在考試時
的緊張都好像因為黃試的消逝而感到生
活漫無目的的一片室虛。在家裹爹娘吵
鬧，我沒有什麼感受，也不動腦筋想想
解抉方伕。和同學間的感情也更形冷漠
了。像石頭一般毫無感覺·⋯，·

和考試大戰後，心境上的一片空虛
，我想是這個考試要更全面地征服我們
這軍鵝仔的地方。迷戀書本似乎是唯一
有意義的事了，想想那裹有新皮唸，新
皮鞋，那衷有合過的異性，是考試後必
然出現的嗎；也有人說是這個考試制度
裹個人主義影晌下的物質追求的表現’

我可以同意；至於是否一件好事，我想
不要單看一些表面的表現；也有人說遭
考試是不必顯慮病人，而更可置社會、
醫療制度的現記、問題不理，是dehu-

manisingProcc認的一部份，我想這
評價也講得準確，也舉腳贊成。

工sT 鬥 ．巳 ．

前 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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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離

今期啟思的專題有關考試各方而的
問題。孤離剛剛受完M.B．洗禮，興之
所緻，也在此借啟思一欄，訴說一下關
於平時讀書及考試的一些水皮心得。
有人話：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積陰德五讀書。讀書是有用的。我
今次M.B．要Viva，要Supple，失禮
街坊，是因為我條命唔正，運滯，屋介
對面是殯儀館，星期六見到賣旗的便和
他捉迷藏等。當然，這些都是呃神騙鬼，信者有救。讀書方怯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素，尤其是我們讀醫的，功課繁重，一定要有一個完善及邁合自己的方法，
方能事半功信。
首先，孤離想說說一些濕濕碎的話
第一，要注意的是，上午是我們最

有效率的時候。經過一短暫的熱身
時問，效率便達到頂點。到了下午，高
效率只可以維持很短的時間
故此，下午上Lecture打瞌睡是天公地
道，但上午也是這樣就要打屁股。所以
，應該把一些較艱應付的問題在早上解
決，不要把時間花在Cantcen裹吃早
餐。午間不妨作一小睡。
第二，每當我們開始學習，起初是

十分緩慢的，因為我們未能適應。然後
突然加速，到最後又停頓下來。你很可
能永遠就站在這裹，但如果你能繼續努
力！便會對達一個新的高舉
第三，有時你會發覺很難集中精神
。有時可能是由於環境，興趣，情緒，
或因太多事纏身所影晌。如果是有情緒
問題，我勸你去StudentCouncelling
Unit坐坐；如因失了興趣的話，很可能
是因為先入為主：不久前有人話你聽某
科某Section悶到黏肺，或上一堂有個
Lccturcr念了成堂經給你聰 你應
自己檢討一下。如因太多事纏身而令你
分心，不妨先把這些事情逐一安排：重
要的先做，不屯要的押後或取消。例如
：答應Mary今晚和你的約會，推卻
Peter下午去打tcnnis。
第四，StudyGroup是分有用
的。例如，勤力的學生通常對較懶的有一個”pacingeffect" ；不至
於太悶；軍體力量總較個人勝一籌，除
非你是準HonourStudent又作別論
: WrongConcePt比較容易發覺，即
使比人常叮又何妨！但有幾點是要

注意的：（一）人數不要太少，以致實
力削弱；（二）也不要太多，使每人都
有發言機會；（三）最好選一個較嚴肅
的同學來ConductMeeting，這樣比
較officicnt些；（四）最好有一個女
同學，這樣秩序會好些。
現在提供一個讀書方怯給大家參考
，希望不要柴台。大致上可分開六部份
（一）鑑定（Survey）先棟一本適

合的書，能夠包括你想看的。如果每課
後有簡要，可先看看。
（二）發問（Question）很快的走

遍你所想看的課程，然後寫下一些問題
。這樣到你再看的時候，你便曉得那裹
你要花多些功夫。內心應時常提出問題
。不要作者說什麼，你便默默的接受，
他不是你的心上人啊！
（三）細讀（Reading）這次是慢慢

的看，不要狼吞虎讜，像看武俠小說時
，急於要知道結局。
（四）肯誦（Recitation）不是叫

你隻字不漏的去念。要記的是："first
principle"，一些definition，一些因
言語所爾的重要的句子，一些key
words，簡化了的圖或表等“你不可能
一次過記得太多。首先要建立一個支架，然後刺逐件東西加上去。
（五）溫習（Rcvision）不要臨急

抱佛腳”
（六）實踐（aPPlicationofkno-

wledgctopracticc）所以做Lab是
有一定作用的，雖然我們很多時都做了
教王。
我們讀醫的，其中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太多東西要記。任你點’ce俘”很
多細節還是要記的。現在有一些方該和
大家分享：
（一）有理有現，死記，生吞

鋤友本色！
（二）串成句子或字。例如：把數

個keywords的第一個字母抽出來’
看看能否砌成句或字。
（三）把要記的東西和一些熟識的

東西連起來。
（四）對一件事作出理解。明白了

的比不明白的易記及持久。
（五）把Points有系統的排列起

來。有一些不能歸納的可以暫且不理。

（六）難記的可在考試前一晚才記
，免浪費彈藥。
（七）如果一時不記得，可想想以

前有什庭事是和這件事一齊發生的。
（八）精神要集中，不要左望右望

（九）新學的是會與剛剛學過的東
西混在一團。所以讀完書後睡一覺是會
記得長久一些，但並不是叫你每晚臨睡
時才發力。
至於應付考試的方怯，人人不同。
醫學院裹面，正所謂龍虎軍集，個個皆
考試能手。有些出鬧搶先，沿途快放，
飛沙劈石，到終點時仍能昂首潤步的，
孤離十分佩服。有些出閘立地成佛，沿
途雲遊四海，但直路衝刺凌勵，獨佔鱉
頭的孤離更激節讚賞。有些不幸地要影
相定勝負的孤離只有默默的祝福他們了
。對於一些因各廄訓練方怯有別，發脾
氣，或偶然流鼻血而影晌成績的，孤離
提議他們不妨找s. C•U．談談。s. C•U.
有一份Dialogue，可以一看。以下是
孤離的一些愚見。
（一）不要賣弄寫作技巧；
（二）答題目是準、精、簡；
（三）不要發表個人意見（除非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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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心看及選擇題目，對題目
作出理解；
（五）把重點列出來；
（六）盡量把所有的題目答完；
（七）字體不要龍飛鳳舞；
（八）時間分配要適當；
（九）充足的睡眠。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健康亦是十分
重要的。有人曾經指出，成績較好的學
生比較缺少運動，但同時他們卻容易患
上風濕、疲倦、虛弱、貧血、腸胃病，
傷風等 因為坐立太久的關係。所以
要保持充足的運動。另外營養亦很重要
。考試時不仿補一補。酒精會減低
Psychologicalfunction故功課煩忙時
不宜喝酒，一嚐你就知。
孤離口水實在太多，這是老毛病，
該打！不過到此亦江郎才盡。但是手
筆之慾卻滿足了，只覺一陣飄飄然。
但猛然醒起遲些有Tutorial, tcst，且
看孤離這個泥菩薩的結果如何好了”

吃發饕痲

數
思

狀

實

"
。
（一一細！。
！。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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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She’sawoman,
Blondhairsouncommon.
Whensheswayshercascade.
Myspiritwillnotdecay.

.She’salady,
* Hazeleyes,ohbabe.

youblinkyourdesirous
ou•willsetmyfleshonfire.
4 .

‘sanangel. r
ierrylips,amiracle.
lienyoumoveyourmouthtospeai

thebluodgotomyfeet.

人活著，真絕！
人為甚麼一天天造，卸明明
不知道活著幹嗎7
一 談陳映真第一件差事

在陳映真世界中，大陸人
右牽榮不斷的適去的記億”他們
在那個邊阻絕的故鄉，有遏妻
孑；有通戀人；有塊牽夢擊的觀
人故舊，有故鄉的么河贏記憶；
有遏動亂的、流亡的、苦難的經
歷；有適廣素的地產，高大的門
戶：有逼去的光榮和現在精神底
或物贊底況落⋯⋯

許南村：試論陳映真
曾經有過不少人將第一件差事作為一篇大陸人作品來看，驟眼看來，
那倒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故事正是描寫一位剛剛受訓完畢的偵探如何去處理他
的第必件差事：一宗命案，而死者便是一個大陸人胡O保”胡心保不應該死，
他有美家的家庭，有良好的社會地位，
有⋯⋯但經過偵訊那些最後接觸過死者
的人 旅館老板劉瑞昌、體育教師儲
亦龍和死者的情人林碧珍之後，他的結
論是胡心保可能過份緬懷昔日的過去，
而不能自解，終至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

人，。，,，⋯⋯訐，,

霎杳中必翟囂莖覲雙莖!i
姐客到生存的荒謬一必州！在所作的、將來所作。，詠亂’然昔日老家、風光無限、付”歷無數痛苦，但輕過鑄輩’方
地參加各種考試，現在編、，也結了婚，也養了個女兒，祕‘
呢？他的處境正加齡盒．狀分，。；.oJ．規比如航席時坏闢停了，航路地圖模糊了，謫色誨風也不吹了一般，生命縴鰍，也許祇有終結才可解決荊不要以為紙有胡心保驕亡‘其實環繞著胡心保的人有神不‘向相同的圓心7祇是他們坏同徑上而矣！
旅館的老板劉瑞昌哭麥，',一個顧客的死亡，祇為怕壁鄴人本來就是賴著過日子，很蓉’
我巳賴了半輩子了，好死平舌他藉以生存的就是這可憐戲婉‘
不如賴活？
體育老師儲亦龍亦有齡t
過去‘當過鄉長，得過全1；、名，荒唐過好一陣子；但發勵
經一心一意為兒子努力遜州斗

陳映真是否滿意於單單表現這種亂
離人的悲哀？著實，陳映真要說的又豈
止於此；正如Camus&TheOutsidsr
一樣，他要揭示人生的荒謬性、生存的
毫無意義；所不同的，祇是時室架構而

，見子給車撞死了。見不紼我發願不在凌虐自己。三餐網
有個鋪兒，我便不再指望恤了、
又何嘗不是走上了絕路

矣”'

She’smylove.
Sculpturednoseandlimbsnotough.
Whenyouswingyourtwistedwaist
Ihavenoonetoembrace.

Yetshe’ssoperfect
Inherwig.
Falseeyebrowslikebroomonstick.
Heavycementonherfaceitfix.
SiliconebreaststochallengeTwiggy,thirty-six?

Whatyoubringislust,
Thoughthisgivesmelotofguts.
Ifonedayyoubringdisgust,
Bewareyou’renotanybodyI trust.

She’ssohighwhenshe’snotlow,
Yetsodownandlooseinmorals.
TrymakingyourselfUrsulaAndress
Ifyouusuallyundress.

Oh,whatisshe9
Sheisnothing.
Canbeawitch
Orelseabitch,
Ifyouso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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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你無法呼吸的砂止

·

一k'
；十庭能一
！媽？J不
黠，真真
！咋的、現
祠因？縱
各走難時經
i害、拚命
：狗地位，
r而又怎樣
I鰍間羅盤
彥絕了，-
．遝無意義
!
！止絕路，
·非不是走
華邵司的半

！。編！聯，非為
it，馴授影響”

胡心保的情婦林碧珍，表面上看來
，還有一大段路要走；但支持她生命紙
是一股慾念。她跟著他因為他是第一個
滿足她的男人。我的父母生了我，而
你卻活了我！她對他說”這是真實的
嗎？就是胡心保自己也覺得這祇是一種
欺罔，一種幻象，一種自我欺騙！
相對於這幾個毫無希望的人，那位
初出道的偵探是充滿生命力了，他剛剛
開始人生的第一步；但想深一層，他又
何！不是走向相同的道路；他的動力來
自新婚的妻子、新組的家庭、未來的憧
憬⋯⋯和劉瑞昌會面時，他會想到家
裹的女人早上買了一條兩個手掌寬的艙
魚。伊會在魚的身上擺上兩片斜切的殷
紅色的辣椒，端在飯桌上。別過儲亦
龍，走在青翠的水稻，他會看見在機
場後面的兩個乳房似的小山岡，在傍晚
的姻靄中劃著十分溫柔的曲線。妻在仰
臥的時候的乳房就是那樣！看來豐泛而
且多產。但這種生的動力又能維持多
久呢？也許，有一天，他會和胡心保一
般喊出一句人活著、真絕！
生存的意義是每一個年代每一個哲
學家都希望探討的問題，但月復月、年
復年，又有誰為我們提供了最終的答案
；革命可以改變年代的面貌、國家的容
顏；宗教可以令你我暫作喘息；也許愛
情可以燃點生命的火花；但過後、過後
又將如何？
也許，不知何年何日，你我又會對
自己說：總算小有地位，也結了婚，
也養了個女見，然而又怎樣呢？

騙
贓
贓
贓
嚥
螞
瑪
囌
鳴

一
J
死

一
！
好

著
活
r

凜
開
和

騙
詣么甲

緬
學士嚇一膩

及輝煌的
深戈第一
彎後，曾
是兩年前
上那天，
的吃，睡

r:ToJ他

餌
磚
婦
畸
錄
雛
神
甲

吳鴻深一 ．閱彎計一

u:wrongwiththisgentleman?
massonthefrontofneck.

no fever—
nopallar

I’ nojaundice
noanideoedema

• nostigmataoftheliverds.
nosignificantfamilyhistory.

DOn’tkeeponsayingNo,No,No,
nesomepositivefindings.

I

深深
看砂丘之女並不是一件樂事，抵上
數晚時間不用說，那股壓迫感簡直令你
無法呼一口氣，人仿如置身於可觸的砂
丘一般：細小的砂粒從四方八面滾來，
往你頭上壓、往你身上壓，直至你整個
人被淹沒為止。
故事是以一個昆虫收集家開始，寫
他如何為捕捉昆虫而誤闖一荒蕪村落，
後被村人困於砂丘當中，他不甘心這樣，他要衝出那八分一匣米小砂所做成的
世界。為了脫離砂丘，他用盡了種種方
怯，甚至不惜犧牲個人尊嚴，當眾展示
他和她床上的事，逃走就是支持他生命
的動力，最後，他終於有機會走了，但
他是否有離開？離開後又如何，安部公
房並沒有告訴我們。

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時候，總會有
人不滿於環繞著自己的世界，要想逃出
來，不論是失敗也好、成功也好！但就
算是成功了，結果又是如何？我們何嘗
不是由一個絕境走向另一個絕境！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將那個
收集家作為二十世紀人類的縮影，他要
走出的一個人類的困境，他要闖出二十
世紀的泥沼 一種毫無意義的生存，
活著像機器上齒輪一般，在機件聲中，
逐漸迷失了自己（他活著，祇為了要逃
走；他們把他留下，祇為要他清除每天
的積砂，不然便會危害到整個鄉村）。
安部公房所要傾訴的當然不只於庇
：人在絕境時所表現的真正面目，簡直
另人不忍卒睹（為了走，他竟然連男女
之間的事都可以公開），離開了砂丘，
跳脫了二十世紀之後，我們又是否可以
找到另一片樂土，想想

初
夏

天無千日鎖重雲
盡

點點山猶煙縷淡
離

觀畚黃煞人依舊
一

看罷飛這輕然子
風

飯後鐘 正
遲到日日有，人人卻不同，若問

因由在，滔滔藉口訴不窮，英招百態樣
樣有，不知身為飯後鐘。
夫熟性者，心知遲到之羞，輕推門
扉，靜撥布簾，沿梯邊造後排而坐，不
作一聲，至令在坐者不覺其入。稍有不
慎，必招百目凝視，頓時無地自容。此
乃遲者應常抱之態度：遲到入門少作
聲，靜如太虛聽飛蠅，騷擾他人
必遭眼，入而不知始見精。
惜時人也，鮮有此風，多為旁若無
人，不顧左右，力推門，大步踏進，視
教台上之講者如無物，攀入行中，萬人
讓位而入，其勢有如狂風暴雨，在坐者
左搖右擺、桌上箋管東傾西倒；又如女
皇駕到，百官起立，至女皇殿下坐始坐
。更有甚者，飛身於講台前，若有意買
弄輕功，然有欣賞者，定必鼓掌讚揚。
莫非時下功夫片之盛，令斯人有此一舉
，就無暇稽考矣。亦有斯人，徘徊於講
台之後，黑板之前，銀幕之上，左
盼右顧，覓位而坐，眼中只存坐位也，
恰如大明星出場，備受注目，台上舞姿
美妙，贏得暫時笑聲。講者難堪之心
，不知斯人覺乎？在坐受擾之極
，不知斯人覺乎了
日：唔話你唔知，話你又唔好意思。
諸位看觀，否有同感乎？

1、啊添驕 糧妒
霽乙
計，

楚橘
作狂當徹夜聞

離州為露珠勻

路尋楊景
前啟奉到黃

得意字 大，傻
在這幾個月裹，兩傻埋頭苦幹，在解剖學上學會了不少生字，有些字是兩傻難以遺忘的，原因是這些字有著它們的共同特色，兩傻稱之為得意字。如：longi"imus（當住絲襪）,vestibule（華氏表）等。
有一次，上Tutorrial時，教授問及大復腳底下之一塊肌肉，因為大便尚未讀及，因此難以啟齒，祇有細聲的說
rsorryJ細．• • • • •勵
Fwhat?J
I.．·⋯1said: sorry

racce黝rius, q磁terigbt!J不是因為有這麼得意的一個字，大傻這次就不能過骨了。
上完Tutorial後，大細傻忽使一番決定以此文記趣”、



An Interview with prof.M.J.Colbourne

A Ir&erview

Prof M. I C01 bouvn&

ProfessorM.J.Colbourne,M.B.,
Ch.B.,F.R.C.P.(Edin.).,F.F.C.M.
(R.C.P.).,D.P.H.waselectedDeanof
theMedicalFacultyandfromApril
1978onwardhewillbeinofficefor
thecomingthreeyears.

Afterbeinganadviserofmalariain
theWorldHealthOrganisationin
WesternPacific,ProfessorColbourne
becameseniorlecturerintheLondon
Schoolof HygieneandTropical
Medicine.Afterwards,hetookupthe
postof ProfessorandHeadof the
Departmentof SocialMedicineand
PublicHealthat theUniversityof
Singapore;in1969,hewasappointed
Readerin TropicalHygieneat the
Universityof London,andserved
concurrentlyastheAssistantDirector
of theRossInstitutefrom1970to
1973.In 1974,hewasappointed
ProfessorintheDepartmentofCommunity
CommunityMedicineof H.K.U.Medical
School.In 1978hewaselectedas
DeanoftheFacultyinthisyear.

Question:Weareinterestedinanticipating
anticipatingthefutureplanningof our
faculty.Wouldyoutellusyourideas?
Professor:At themoment,wemust
continuetheexistingdevelopments
thathavealreadybeenstarted.The
newcurriculumwillcontinuetobe
implemented;difficultiesmustbe
detectedand correctionsmade.
Anothermajorobjectiveistomake
surethatthedentalschoolgetsoffto
a goodstart;althoughdentistryisa
separatedisciplineit willaffectthe
restof thefacultyandthemedical
studentsconsiderably;thelattercan
playanimportantpartinmakingthe
dentalschoolasuccess.Thebuilding
upof a goodrelationshipbetween
thismedicalschoolandthefuture
onein theChineseUniversityis
alsoveryimportant.Theestablishment
of thisnewmedicalschoolandthe
teachinghospitalat Shatinwillemphasize
emphasizetheproblemoffindingmore
medicalstaffatalllevelsandit may
evenworsentemporarilytheshortage
ofmedicalstaffinH.K.Thesearethe
threemajorfuturedevelopments,and
of courseall theordinaryroutine
workmustgoon.Inparticular,I am
interestedinthetrainingofstudents
for GeneralPractice.Thiswasrecommended
recommendedin thenewcurriculum
but,uptonow,notmuchbeendone
inH.K.Othermajorfieldsofdevelopment
developmentarepaediatricsandpsychiatry.

Question:Asyouhavebeengiving
adviceandhelpontheprogrammes
activitiesorganisedbythestudents,
whatdoyouseeabouttheseactivities
weorganised?
Professor:Manystudentscomeand
askmefordataandfiguresabout
healthproblemsin HongKongbut
manyalsowishtogetawiderviewof
thehealthinH.K.I havealwaystried
toencouragethemandhopetocontinue
continuetodoso.

Onthewhole,thesestudentsare
verykeenandtendtohavetoobigan
ideaofwhattheyareabletoaccomplish
accomplishinthesesortofenquiries.I think
itisbettertohaveanarrowerobjective
andtodealwithitsatisfactorily,than
trytoworktoowidelyandsuperficially.
superficially.Besides,organisingsurveysis
difficultandrequiresspecialisedtechniques,
techniques,otherwise,resultsobtained
maybe misleading.I try to help
studentstoclarifyandnarrowdown
theirobjectives.I amsureprojectsliketheannualexhibitioninthecity
hailandChinaweekaregoodand
usefulideas.

Question:Doyouexpectthestudents
participatingintheseactivities?
Professor:I do encouragethem
doingso.Manyofthestudentsare
eagerto knowthingsbothabout
Chinaandaboutsocietyin Hong
Kong.I thinkinitiativeshouldcome
fromthestudentsthemselves;the
staffcangiveencouragementand
help.

Question:Doyouthinkthepresent
examinationsystemis puttingtoo
harda burdenon thestudents,
especiallythoseparticipatinginextracurricular
extracurricularactivities?
Professor:It dependsonindividual.
Afterallsomepeopleenthusiasticin
extracurricularactivitiesdopasstheir
exams.PersonallyIthinkpeopleshould
worksteadilyallthetimeratherthan
amadrushatthelastmoment.Oneof
thethingswearetryingtodointhe
newcurriculumistolightentheload
ofexamsonthestudents.

Question:Whatdoyouthinkabout
thefuturequantityandqualityof
doctorsinHongKong?
Professor:A reportwrittenbythe
medicaldevelopmentandadvisory
committeein 1973concludedthat
therewasa shortageof doctorsin
H.K.andrecommendedanincrease
in thenumberof doctors.Thisis
essentialunlessothermuchmore
radicalmethodsofprovidingprimary
medicalcareareattempted.Theidea
ofintroducingrealfamilydoctoringis
difficultinthesituationinH.K.but,
I hope,notimpossible.

k.
I

Question:Medicalethicsareveryhot
questions.Doyouthinkitisnecessary
especiallyto emphasizethisin the
curriculum?
Professor:It isverydifficulttodefine
medicalethics:therearemanyaspects.
Onesideofmedicalethicsistoestablish
establishgoodrelationshipsbetween
patientsanddoctors.I amverydoubtful
doubtfulaboutgivinglecturesandinstructions
instructionsonthissubjectinthecurriculum.
It is somethingnotto betaught
formallybutratherforstudentsto
learnfromobservingwhatexperienced
doctorsdo.It isoneoftheobjectives
oftheCollegeofGeneralPractitioners
toraisethestandardofgeneralpractice.
Inallcountries,youfmdsomedoctors
whodonotbehavewell.It israthera
problemfor thewholeprofession
ratherthanjustintheteachingand
trainingofthestudentsandI think
medicalteacherswhoarepractising
physiciansareawareof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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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直飛北京
胡聆
州不

個頗輪
F
!l州口
：

據稱，中國民航有意設一條新航線
由香港直飛北京。通航後，只消三
個多小時，我們就可以遠撇這南隅的小
土丘，挨貼中國的心臟。
還是這幾個月的事吧。北京封閉已
久的北海公園重新開放；在公園的北部
，更建置一所坊膳飯莊，食品依前
清御廚的製法；北海公園 它終於從
高干手中解放出來，平民、遊客自此大
可以在人工湖上泛舟，在飯莊用御
膳。為了發展旅遊業，一座七層高的烤
鴨樓剛落成，專門烤製北京填鴨，供應
北京的飯店；遊客到北京市郊八達嶺的
萬里長城無需乘公共汽車，早設有專線
火車直達八達嶺。北京以外，杭州靈隱
寺再度開放；長江解禁，旅客可以沿江
直上，過三峽，入重慶；廣西南寧、桂
林大加建設，要擴展旅遊業⋯⋯海棠葉
上既往滿是閉塞的脈絡、遊客的禁地，
現在陸續被打通。神秘的泥上，終於掙
掉了魔樣的封鎖。
有一股泥土召喚的電波，飛散到地
球每一角落。在海棠葉一角的香港，揪
起了一股同國熱，不，該是出省熱

。現在，不再需要特殊的身份，也無需國飯，著廣東木履，吃從遙遠家鄉運來一定是探親或陪友探親，就可以踏出廣 、或者自製的腐乳、咸魚、霉菜、涼茶
束，到廣西桂林，遊中原長江流域，上 ；繼續過我們的清明、端午、中秋、冬
廬山避箸，或飛上北京⋯⋯X快到暑假 至，祖宗累代數百年如一日地堅持著。，一批批旅行團，正伺機待發，醫學會”七二年的保釣運動，還是由留美中國學
的四地團，怕只是這夏季攻勢中的弱旅 生發起。過些海外華人春戀祖國的事績
吧！ ，飽含看濃厚的愛國主義色彩。
暑假的旅行團多的是，美國考察團 有人會說，我們應該拋棄狹隘的民、日本交換學生、丹麥、歐遊團⋯⋯但 族主義，撇開國家觀念，愛一切不同民

是，我始終沒有改變隨四地團回國的念 族、不同國家的人。耶穌的泛愛論，該
頭’一股泥土的召喚把我深深攝住。其 是我們趨恭的理想。但是，目前的世界
間理由，又豈只瀏覽風光那末單簡，或一仍未達到泛愛處處時時可行的階段”
許，這是魔魅的民族感情在暗中牽 又有人說，海外的中國留學生，搞
引。

細屆才．亂口屆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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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感情，這東西著實神秘極了，
往往無法用純理智去解釋。想起那些動
人的洋縊看民族感情的事績，常使自己
條喝過醇酒似地進入感情微醺的境界。
但几中國的球隊、樂團等到海外，

當地不少華僑不惜放下工作，不惜長途
跋莎，為的是要一觀來自祖國的面孔，
感受來自祖國的感情。從美洲到歐洲，
從非洲到南洋，眾多的華僑堅持著吃中

學生運動很激進，我想，這裹所指
的激進，怕只是他們非常關心神秘的中
國大陸裹萬變的事。這也難怪，處身別
人的地方，縱使你愛一切身邊的人，人
家始終認定（label）你是中國人，你怎
樣也洗脫不了。民族間的隔膜，仍是那
般的深厚，教備受踐踏的中國留學生，
怎能不晌往一個強大的祖國，聊以慰解
那海外孤見的寂寞與自尊。

不過，感情需要培養，不是家長式
指教出來的外地土生的華僑後代，自幼
接受當地的文化，如果沒有機會接觸中
國文化，的確難以扭造所謂民族感情，
我們亦無需責怪他們。
但是，華僑們總不願子孫背棄祖國
，往往千方百計讓子女接受中國文化。
在倫敦、紐約、溫哥華等大城市，華僑
都辦有中文班，多少義務的老師，
肩起讓中國文化在異地延展的責任。
民族的文化，該是民族感情的催化
劑，它催使流在體內民族的血液沸騰。
要磨滅一個民族的愛國意識，最有效的
莫過於摧殘這個民族的文化，不讓這民
族散揚延展他們的文化。大家或許仍記
得中學國文裹都德的最後一課·，人家要
斬斷你的文化延續線，老師與學生們怎
能不好好珍惜那最後的一課伕語，暫時
安慰及填補那彼損的民族自尊”
聽來自馬來西亞的同學說：彼處的
工程學生都很毛，這裹的毛和
先前說中國留學生的激進，恐怕並
無二致，講起中國，就有人說激進；進一步關心的諉，恐怕就被套成r毛冠
。追問原因，原來這班毛的學生，
大都出身非國立中學，要加修一科中文，他們剛巧偏精數學，大都進入工程系，而又較關心中國，於是工程學生都很
毛。這些推想，似乎很荒謬。其實
歷史文化悠久的中國，對她的子子孫孫
的影晌，又豈止這一丁點。
願久閉窗戶的神州，儘打開窗戶，
透進腸光。總有一天，祖國統一，用她
莊嚴慈愛的聲音，向一切海洋呼喚：
兄女，你們隨時同到我的懷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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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是母耗 ？ ；良花
歷史的潮流不可抵擋。香港的中國
學生，亦逐漸打破了人為的妨碼，不怕
政治的帽子，抵著輿論界的評擊，去保
衛釣魚台，去思考國家的統一，國家的前
途。去大聲叫喊那一旬，只有在看抗日
戰爭片時才記起的一句 我是一個中
國人。我們可能已非中國籍，可能還很
喜歡自己的英文名字，但我們的身體，
仍流看那黃帝子孫的血液．，我們永遠不
能忘記自己的國家，就站在那咫呎天涯
的北方。中國人要認識中國，就像流水
星晨那麼自然，為何在這受英國暫管的
中國領土上，有人要大力打擊，為何有
人領到女皇的獎章，就大喜若狂，如果
將舞台改為抗戰時的中國，將主角改為
日本人和汪精衛，那麼⋯⋯為何我們沒
有母語教學，為何中史只能讀到抗戰時
的歷史，為何現時香港人（不是中
國人）的觀念，越吹越旺？
隨看中國的強大，喚起了我這很子

心廬裹不可磨誠的情懷。但隨著而來的一連串問題，使我不能即刻去喚他一旬
母親！
為何中國要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
不好嗎，不可以改艮嗎？
中國人民生活在高壓政權下，很辛

苦？
為何老一輩的革命家，領導人如毛
澤東，周恩來，葉slJ英，陳毅，朱德受
到那麼高的推崇？他們是神？人民是盲
目的？不是有人說他們是匪嗎？為
何毛主席，周總理逝世時，世界那麼多

人表示悼念，為何地球上四分一的人，
在那一分鍾都沉寂了？為何中國銀行門
外，有那麼多人冒看烈日在排隊，去哭
那賊匪的靈？究竟他偷了些甚麼，
他為甚麼要儉呢？為何那本紅書，揭起
了看書熱，那不是要考的啊？為何··⋯o
晚清的積弱，帝國主義的入侵，帶
給了近代中國無數的災難。官僚、軍閥
、侵晷者、大商家、封建制度，吸乾了
人民的骨髓。在那大動亂的時代，有血
性的中國人，都會憂心祖國的前途，都
甘願敝出自己的力量，去拯救國家，免
於淪亡，只有那些自私自利，無血
性的人，才不理會人民的死活，
只會仰人鼻息，去發大財，發那
個人的美夢。
眼淚，濕透了整本近代史，熱血，

在我們心中沸騰。可是，只有眼淚，熱
血，不足以救中國，只有努力奮鬥，去
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才是希望的所在

旱天雷，一聲響，中國有了新生一一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聲音是
何等的豪情，何等的自信。事實亦證明
了這不是虛話。建國卅年，近代中國第一次解決了人民吃飯的問題，原子彈的
引爆，人造衛星的發射，激動看每一個
中國人的0房。那銀球的打擊聲，像銀
鈴一樣清脆。聯合國第一次有代表用國
語發言啦！
為何中國政治階層常有政治鬥爭，
為何鄧小平上上落落，為何葉劍英元帥
八十高齡，還在舞台上，他們都有織為
慾，有鬥爭狂嗎？
四人幫為何那慶罪大惡極？他們只
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勝者為王，敗
者為寇？
文化大革命真的只是一片混亂，是
中國的一次災難？回朝派是否真的
要翻文革的案？文革能否全盤否定？為
何傳說毛澤東評文革七分功，三分過？
中國有沒有民主？五屆人民代表大
會，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是假民主？代
表都是舉手機器，毫無討論，一致通過
？西方議會式的民主，是真民主嗎？
全國科技大會，農業學大寨，工業
學大慶會議，對中國經濟有何影審計教
育會議，有甚麼綠皮書出籠呢？
四個現代化在本世紀末追上世界先
進國家，十年經濟規劃，要增產達一倍
糧食，超過一倍的鋼鐵，建造120項
大工程，是室頭支票嗎？
無數的問題，衝激著我的心靈，實
在不能一時間全都明白。多少個晚上，
挑燈夜讀，不為考試，只為我是一個中
國人，我希望不枉此生，我要為中國人

民出一點力，為照耀國家的道路，加入
那螢火的行列。我願打破偏見，努力求
真，認真思巧，探索，我不怕別人的帽
子，每當我想到那先烈用鮮血誧成的道
路，我願敵出我身上那五公升的血液去
灌溉那絢爛爭放的花朵！
我願做暴風雨中的松柏，
不願做溫室中的弱苗。
我願為理想，畝出自己，
為打碎那個人主義的套子，
狠狠的，
擲上一把！

五四運動的風雷，響徹了整個大地，震破了無恥之徒的心房。中國青年學
生那種拋頭顱，熱血的豪情，為了國家，人民的危難，甘願赴湯蹈火，勇於打
破個人利害的圈套，在敵人的刀槍取，
毫不畏宿，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乃至於
寶貴的生命。五四的青年學生，有覺悟，有理想，敢於向惡勢力挑戰，敢於創
新，誰說五四只是一個新文學運動！誰
說五四在政治方面的成果一片空白！五
四學生那種愛國家，愛民族，內除國賊
，外抗強權的精神，至今仍是我們的榜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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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學生會
一 學生會大樓事件的發展

啟思記者

大變小，三變一，又要搬時又要
Cut，尺月你得頃得？各位！，口學，相信你
也曾見過上述的標語吧！‘己指出了校力
對學生舍大樓的意圖，、h提出了一個各
位同學都倉受到影晌的問題；我們的學
生會將合在何處，以後辦活動，了f沒仃
地方，是否不方便等等？
學生會大樓領t何處去：

個一祈六年發展計劃，部份現有樓宇要折
卸或改建；也倉興建一些訢的大樓；在
原定計劃中，學生會大摟會改建為學術
上用途的建築物，並於一九八一年拆trIl
，屆時，學生會將怎樣彼安置，同學們
有沒有一座獨立的學生會大樓呢？

自一九六一年，港大學生會已擁有一座獨立的大樓，大樓內ff學付他會辦事
處，學社聯會，學苑，體育聯會的辦事
處及工作問，更有康水堂，根德公辟夫
人堂；是同學常到的地方。此外更有飯
堂，休息室，音樂室，禮堂及課室等，是
同學舉辦活動的地方。不少同學，都在
這個大團體中，在活動中交上新朋友，
充實了生活以及建立理想。隨著大學的
發展，未來十多年中，我們同學的人數
會逐漸增加，到九零年將達七千人，為
了適應人數上升的需要，校方草擬了一

AmeniticsB,lilding內之投備是
否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呢，其他屬會辦活
動是否方便呢？
專責小糸區計觔成立：

為了要提出我們的意見，和找尋一
個更符合同學利益的發展計劃，一個學
生會大樓專責小紐負起了這樣的工作。
初步分析了大學的發展計劃；了解目前
各屬會活動的需要；向大學當局提出我
們要爭取一座學生會大褸的建議，以及
向其計劃提出具體意見。總的來說，面
對大．學的發展以及其計劃，有下列的分
析：

（一）隨若大學的發展，同學的增多；
活動必然會分散，不可能完全集
中至。l學生會大樓；但Amcnitics
Bullding和學生會大樓只應是
相輔相或；而不能代替了學生會
大牌的柏用。

）要爭取一個理想的教育環境，以
及提供同學自我教育的機會，為
社倉貢敵積極的力量，這都是學
生會的功能。但是，要學生會能
發揮地的功能，是需要一定的條
件，最低限度是，她能舉辦活動
；而校方提議的新學生會大樓只
提供學生會中央及屬會辦公地方
，而活動卻分散到其他學生中心
去；這樣，只會使學生會的功能
大打折才口。

在四月七日的評議會上，通過了專
責小411草筆的報告及具體建議，並交到
校方，希望接納。報告書的內容，大致
指出了學生會有提供同學學習環境，自
我教育以及改革社會的功能，並指出了一座山同學管理有活動地方的大樓的重
要性，同時也對校方之計劃作出具體的
要求和建議。

在四月十三口，校方之Accommo-
dationCommitto：會上，我們的會長楊威寧同學及副會長區偉深同學也有出席，會上，提出了學生會的看怯及建議，校方保證在計劃確定之前，先徵詢學生會意見。在遞意見書的時候，各屬會負責同學都在場外站立，表示關O及支持。

而經過一段時問的討論；我們均覺
得獨立的學生會大樓對同學是必需的，
而管理權亦應山同學掌握，內部間格之
釐定；應l1同學負責，而且．，學校建議
的面積實在太小，非但沒有因為學生人
數增加而接大，反而減少至原來的三分
之一。我們並要求，在將學生會大樓改
建之前，校方應取得同學同意，並應聽
取同學意見，方行釐定將來的發展計劃

事件的新發展：
在意見書遞交之後二個星期，校方
有重大改變；在四月二十八日的評議會
上，Dcanof studcnts出席，並謂由
於地基及經濟問題，原來計劃中的橋形
建築物（學生會大樓）可能會縮小，甚
至不會興建；並提出，在學生會大樓的
地點上，可以考慮：（一）在工程大學之西的學生中心一部份作學生會大樓用，由同學管理，另外的設備，仍歸校方
,（二）可以仍然佔有原來大樓，但飯
堂會被改建為一些學習用的地方和喫啡
室，而禮堂等均由學校方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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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通過了不堅持要BridgeBui·
lding，但有感於資料不足，故在兩個
提議中如何取捨，仍然未定。儘管學校
作出了讓步（不拆原有之大樓），但整
個問題還未解決。究竟校方願意容許多
少地方給學生會中央及各屬會用？其他
學生中心的設備的管理權，有沒有學生
代表呢？同學辦活動，會否要經過多重
手續才可以借到地方呢？學生會大樓是
否會獨立呢，各個系會在自己學系的教
學大樓中有沒有辦事處以及活動地方呢
？這些都是問題關鍵所在。而校方大約
會在六月左右，作出決定；同學們，一
座由我們自己管理，有地方辦理活動的
學生會大樓是同學必需的，希望大家豁
來關注事件的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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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17thJUNE,1978.
TIME: 7:00p.m.—1:00a.rn.
TICKETSAREAVAILABLEATAPRICEOF:

$120PERCOUPLE(DOCTORANDSTAFF)
$ 80PERCOUPLE(STUDENT)

PLEASECONTACTTHETICKETINGMANAGERS:
CHEUNGWAILUNTEL.5401719
EDDIECHAN TEL.SJC- ROOM407

HOME5-921343
CHANHOKIT TEL5-871339

(oranyMedso—Ex-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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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Tnterview

TheCaduceusEditorialBoardextends
itsheartiestcongratulationstoProfessor
Mi Colbourneforhisbeingelected
Deanof theFacultyofMedicinefor
threeyearscommencing24thApril,
1978.

TheEditorial board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her
congratulationto Dr. T.K.
Ckian,M.B.B.S.H.K., F.R.C.P.
(Lond.& Edin.), Presidentof
the MedicalSociety, whohas
just beenpromotedto Reader
of the Departmentof Medicine.

Congratulationsarealsodueto
SisterMAquinasforherbeingconferred
theHonourarydegreeof Doctorof
SocialSciencesbytheUniversityof
HongKongon27thFebruary,1978

n Irtervew

Dr.ThomasNg,seniorlecturerof
theDepartmentofCommunityMedicine,
Medicine,willbeleavingHongKongfor
Australiaearlythismonth.Hewillwork
asseniorlecturerintheDepartmentof
OccupationalandEnviromentalHealth,
Schoolof PublicHealth& Tropical
Medicine,UniversityofSydney,inthe
fieldof occupationalhealth.Hesaid
thatworkersinthefieldofcommunity
medicinein HongKongencounter
manyobstacleswhicharetheretostay
inthenexttenortwentyyears,and
thatthosewhowishtoservethecommunity
communityshouldbuildupthemselvesand
strikewhenthemomentcomes,not
now.InfactDrNgisquitedisappointed
andseesnooutletworkinghereatthe
moment.Researchworkin Australia
willenablehimtoconcentrateonmore
specializedfieldandofcoursetherewill
bea wholeteamof supportingstaff
helpinghim,nottomentionthebetter
facilitiesthere.

Afterthepublicationofanarticle
titled‘Whenwillthebridgebegappedin
theJanuaryissueofCaduceusthisyear,
wereceivedtwolettersfromtheHong
KongCollegeofGeneralPractitioners.
OnewaswrittenbyDr PeterLee,
PresidentoftheCollege,withhisvaluable
valuablecommentsonthearticleandon
generalpractice.Thesecondonecaine
inApril,andisfromDrHYChoi,Chairman
ChairmanofthePublicRelationCommittee
veryrecentlyappointedbytheHong
KongCollegeofGeneralPractitioners.
HereisanextractfromDrChoi’sletter:

‘Webelievethateducationof the
publiconmedicalmattersisanintegral
partof themedicalprogrammefor
doctors.Aninformedpublicservesto
maintainandto improvethegeneral
standardof medicalpractice,it also
tendsto minimisemanyunfounded
accusationsagainstdoctors

‘Inordertoidentifyourselvesand
ourservices,wehavein preparation,
bookletsandpamphletsforfree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in doctors’clinics.Withthese
booklets,wehopeto increasepublic
awarenessoftheroleofmedicalpractitioners,
practitioners,to promotetheconceptof
primarymedicalcareandtocultivate
mutualtrustandrespectbetween
doctorsandpatients

‘The‘sap’asdescribedbytheauthor
of theabovementionedarticlemay
neverbecompletelybridged,butin
time,wehopeit willbereducedtoan
insignificantcrack.’

TheCaduceusEditorialboardvery
muchappreciatesthepositiveeffort
madebytheHongKongCollegeof
GeneralPractitionersinattemptingto
bridgethe‘gap’betweenpatientsand
doctorsandtheseriousattitudeofthe
Collegetowardtheworkofournewspaper.
newspaper.Thank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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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醫生的，療道德標
準問題，我們特別訪問香港醫學
, ( HKMA）李健雄醫生，以下
是他給我們的寶貴意見。

醫生對病人的責任問題
一個醫生最重要的職責當然是盡

力醫治病人，對病人要負責，以為他們
服務為原則；而且應該向病人及他們的
家人解釋清楚病情。一般來說，香港的
醫生都能做到這幾點，不過程度上可能
有不同，所以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然
而在這一方面是比較出於自律，因為目
前本港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怯例去管制，
舉例來說，在道德原則上，一個醫生如
果未有足夠能力去替某位病人醫治時，
應該把他轉交另一位有能力的醫生去治
理；可是許多時實踐起來是十分困難的
，因為祇要那個醫生自言有能力應付，
旁人是不能阻止他繼續診治的。

醫生的收費問題
通常的輿論認為，一般醫生祇顧

賺錢，對病人十分冷漠，亦有人認為有
些醫生的診金沒有固定，常令病人有
措手不及之感，這些都會破壤醫生與
病人間的關係，李醫生認為，一般病人
求診時，大部份已從親戚或其他相熟的
人口中知道大約收費若干，如果不大清
楚，也可以預先探問一下（例如打電話
)，認為合適才去求診。而且一般私家
醫生的收費不算高；縱或有一小部分醫
生的收費較高，但他們總有特別的理由
要不然，他們一天之中便可能要應
付很多很多病人，這便大大加重他們的
精神負但。

醫生違犯規則
所有醫生都接受醫學會的條例管

制，醫學會有專責小組負責處理各類役
訴或犯規事件，違犯規則的醫生有可能
被停牌一個時期，嚴重的還會被取消會
員資格。但一般來說，嚴重的如非怯墮
胎等情況十分罕見，通常祇是招牌太大
，字樣或內容不合標準等問題；在有需
要的時候，醫學會也會把有關條例酌量
更改，以適合社會環境的需要。

醫生之間的關係
這點是會因各處不同習慣而有不

同的看伕，例如有些病人在經過一個醫
生診治之後，再去找另一個醫生診治，
原則上來說，第二個醫生接受這個病人
是不合道德的；但難道要他返同第一個
醫生處診治嗎？這點在香港似乎是頗難
辦得到的。所以由於習慣上的問題，大
致上．生之間的關係是會維持現狀，不
會有什麼大改變”

對本港醫生的評價
李醫生認為，由於各地的生活習

慣有差異，所以在道德標準方面有不同
；香港的習慣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而一般來說，醫生都能遵守已定的規條，
所以·本港醫生的醫療道德，應該算是
不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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