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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弱智兒童？這個形象距離我們實在

太遠了。每天擠身於圖書館裹，在冰冷
的燈光下，鑽研那讀不盡的課本，滿腦
子是記不盡的醫學名詞，而對那接踵而
來考不盡的試，外間的社會，總是被一
塊硬硬厚厚的玻璃隔絕了。
正當沙宣道路旁鮮艷的龍牙花正開

始脫落，幼嫩的新葉不絕地從每個樹椅
冒出來，象徵著生機和希望，然而這
正是考試時份，大部份1司學正忙於準備
功課。與此同時，幾位接觸過弱智人士
家庭的同學，將訊息帶返醫學院，將他
們的境況和社會的不平道出，同學們抱
看一股熱誠，開始紐織關弱籌委，
發動同學探討整個問題，一連串的研討
，座談會，參觀小概醫院，欲智學校，
家訪，與社會工作者座談會，總結和分
析便開始了，由於考試和時間短速關係
，參與計劃和家訪的同學，大部份維繫
在一年級同學之間，然而這短短三星期
的關弱計劃，卻帶給我們重大的啟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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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的問題
弱智兒童的問題，不獨關乎他本身

的健康情況，精神等方面，更重要的，
家人問的關係，家庭狀況等也受到極大
的影晌。
照顧一個弱智兒童，除了必須的耐

心、愛護外，一些生活上的實際問題，
對正常人來說，可能十分簡單，但對弱
智兄童和照顧他的家人來說，卻非容易
的事。一個嚴重弱智兒童，自己不會吃飯
，肚子餓了不會出聲，不能走，不能坐
，只可以軟弱地整天臥在床上，甚至不
會說話，身整不適也沒人知道。要照顧
這孩子，母親只好整天留在家中，細心
地觀察他的需要，加上日常家務等鎖事
，更增添母親的辛勞。至於中度或輕微
弱智兒童的照顧，也絕不比嚴重的容易
，有時甚至更為困難。這些兒童，大多
有一定程度的自覺性，他們要求父母經
常、直接的愛護，不能被冷落或疏於照
顧；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控制自己的
情緒和行為，偶一疏忽，便會傷害自己
和他人。最大的困難，當是如何教導他
們、引導他們發展自我照顧的能力，或
學習一些基本的訓練，如吃飯、大小便
等，以便將來如有機會入收容機構，能
符合入院條件。這些困難是否一個完全
沒有任何指導的母親所能應付的呢？不
曉把握弱智見童的心理，不曉開啟他們
學習的潛能，去認識自己和照顧自己，
無疑是會更加導致弱智兒童心智遲鈍，
做成惡性循環，將來要引導他們，便更
加困難。

除此以外，目前鑒別弱智兒童等級
的制度是不健全的。單一的智力ffil驗並
不能準確地知道這些些兒童的智力（因
為沒有考慮到被mfJ驗的弱智兒童的情緒
)，所以每每有偏差及錯誤分等級的情
況。就服務結構而言，不同等級之弱智
兒童乃由不同部門處理，所以就算發現
了上述之錯誤，也需要十分煩覆之手續
始能更正。

照顧弱智子女的困難，更除著他們
的成長而加深。父母的年事增加，弱智
子女的成長，使照顧更為吃力，有些父
母因為無扶每天背著子女上落樓梯，帶
他們到遠處的學校上堂，迫不得已只好
讓他們留在家中，眼看著他們慢慢忘記
或失去已學會的技能和訓練，卻無怯幫
助他們，更要袒心他們將來的出路，加
重憂慮。

些父母覺得弱智子女是他們的羞恥，因
而把子女在家中，甚至鎖起他們，以妨
他們傷害自己。長期的困在家中會導致
他們肌肉萎縮，身心健康受到影晌。
降居的白眼，社會人士的漠視，這

草父母真是欽救無援。他們只有含著淚
，默默地接受現實。想起子女將來的處
境，他們真是不知所措。父母始終有一
天撒手塵寰，但子女卻不能照顧自己”
而社會又不能給予充分的照顧，前途茫
茫，怎能不令父母傷心和憂慮？
每一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生存的

意義並不在於有呼吸、心跳。但這草弱
智兒童卻缺乏了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事·
他們不能充分地照顧自己，不能像普通
孩子那樣讀書、遊戲，他們只是默默地
生存。社會人士及政府從來沒有認真地
正視他們。難道沒有生產能力的人便不
應受到照顧？雖道人只是一件零件，沒
有用了便可隨意拋棄？
難道這草弱智兄童是應受淘汰的一

草？難道他們沒有生存的權利？

目前提供給弱智兒童
的服務
服務的標準是根據他們的智商（I

Q）而定，可分為三類：
弱智程度智商 服務種類
嚴重 25以下醫療（消極地

供給住所及日
常生活之照料
）。

中等 25一50訓練中心，庇
護工場。

輕微 50一70教育，庇護工
場。

儘管有以上的服務，但這都是大大的不
足夠。從官方保守的估計，在一九
七七一七八年度，嚴重弱智者大約有一
千二百人，但政府的小欖醫院提供二百
病床，其他志願團體（如明愛）則提供一部份服務（三百個），況且政府預算
十年後只增建二百多張病床，因此服務
不足之處，可見一斑。中度弱者約三千
五百人，而日前的服務額只有一千二百
餘人，而且在未來數年內沒有增多的打
算。輕微弱智者約一萬三千人，而服務
額只得千多個。故此政府目前的服務只
是隔靴騷癢，敷衍了事。
另一方面，這些中心所提供服務的

水準是不足夠。如小欖醫院（照顧嚴重
弱智的）就連一個在照顧弱智兒童方面
正式專門受訓的擭士都沒有，只有普通
受訓的護士，況且連一個專責駐院的醫
生都沒有。那些訓練中心和學校亦缺乏
這方面專長的導師，而目前執教的大部
分都是註冊教師而已。

政府對弱智兒童問題
的態度
一直以來政府對弱智兒童問題是抱
著漠不關心的態度。就其一九七七公佈
之白皮書，我們仍能察覺到其漠視的態
度。如r．··⋯志願社團在這方面所起的
作用，實有加以強調之必要。難道
政府方面之責任就不須加以強調？一直
以來自願機構在服務方面扮演著積極的
角色，但以政府的財力、物力，是有條
件去提供質量俱佳的服務。
政府又藉口r在所有弱能人士的數
目未更為明確之前，為謹慎起
見，只有根據現時預算的需求量來進行
教育服務計劃。雖然現時弱智人士的
數量仍未達到所謂更為明確，但始
終大部分的弱智兒童未能受到政府的照
顧，而使他們及其家庭陷於無援狀態。
政府一方面強調數目之重要性，但另一
方面又沒有實際計劃和行動，積極去搜
集資料，這豈不自相矛盾，有推卸責任
之嫌？
另一方面，白皮書中多處強調弱

能情形越早獲得識別和治療，康復
的機會則越大，可是目前的床位、學位、服務等遠不及需要，這又豈能自圓其
說？

一個要照顧弱智兒童的家庭，會出
現什麼其他困難呢？有很多經濟情況不
好的家庭，本來已是捉襟見肘的，加上
要照顧弱智子女，母親不能出外工作，
沒扶幫補家計，生活更為困難。至於那
些一方面要照顧子女，一方面要出外工
作賺錢養家的家長，如寡婦等，生活之
困扼，更不用說了。
另一方面，家庭料紛可能因弱智兒

兒童而引起。夫婦相方誤為是對方的錯
，因而引致吵架及感情破裂。另一部分
父母以為是上天鑄定爾感到痛苦，
肖些更會悄很他們弱智的子女。另外一

醫學生的責任
我們身為醫學生，身為社會一份子，對這些社會問題有基本的認識嗎？事

實上，弱智兒童的產生和醫生有著直接
的關係 醫生的疏忽可以導致弱智兒
童的產生！例如我們接觸到其中一個例
子便是由於接生時醫生用鉗不當而導致
該嬰兒日後弱智及半身活動不靈。另外一個例子是有一個trisomyZI的女嬰，
出世後已被證實為Mongof，但醫生當
時沒有解釋給家長及作適當的處理，只
是向家長說她是蒙古仔吧了！直至
女孩到十歲時因病人院才被發現為弱智
兒童，但到這個地步時已是教無可教！
醫生的疏忽誤了十年的治瞭時間，這郃
是我們將來做醫生切忌犯的錯誤”
儘管弱智兒童的成因很多部是不知

道，但有些疾病如PKU等，若能放早
診治，是可以減少或避免腦部之損害的
。無論如何，我們最基本和最緊要的是
避免產生不必要錯誤，我們要認清楚自
己的責任，對病人負責，不能馬虎了事。我們的錯誤可以造成別人一生的不幸，這些都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家訪後感
馬太的兒子小啤是嚴重弱智人士，
今年已二十多歲，但完全不能照顧自己
，只靠馬太每天餵他吃飯，照顧其他如
大小便等。小啤在小欖醫院已登記了十
多年，但始終沒輪到他入院，原因是醫
院床位只有二百，要等院內有病人去世
後才有空缺再收新病人，大概每年只有
三、四人。照目前情況估計，小啤再輪
候十年，也未必有機會入院。馬太是個
寡婦，年已六十多歲，身體病痛又多，
家裹一切開支只靠大兒子的收入。馬太
憂慮小啤的將來，再過幾年，自己年老
無怯照顧時，誰來照顧他？馬太更憂慮
大兒子的婚姻，現在兒子不敢帶朋友同
家坐，也不敢結識女朋友，家庭的怛子
，使他不敢妄想置家。

× × ×
陳太先後有五名子女，只有一名正
常，其他的全是嚴重或中度低能，兩名
活到十多歲便先後去世，另兩個兒子，一個嚴重，一個中度弱智，全由陳太照
顧。陳太也曾申請兒子入醫院或兒童中
心，但沒有成功，得到的答覆更令陳
太十分氣憤。嚴重弱智的大兒子因不會
說話和坐立，中心不肯收他，除非等候
入小欖醫院，而其他肯收容這些兒童的
醫院均已滿額，希望等於零。至於中度
弱智的小兒子，中心賺他不與老師合
作，不肯收他，其實若他能像正常兄
童一樣學習，早便入了普通學校，不必
費心。陳太的丈夫因為這些問題，時常
與妻子吵鬧，互相推卸責任，家裹氣氛
極不融洽。

× X ×
像以上的問題，並非無法解決的，
只是政府一向沒有重視這個社會問題。
早在一九七五年，小欖醫院已不接受登
記輸候入院，原因是等候入院的人太多
，在未來十年內也無怯使他們得到照顧
。弱智兒童的父母及家人都曾經及正在
為香港的繁榮作貢獻，為什麼他們的困
難卻被忽視呢？難道他們不應享有社會
的福利嗎？為何在繁榮先進的香港，盈
餘高愈十億，社會福利被喻為完善，還
有無數的弱智人士處於無援和憂患中？
作為社會一份子，年青有朝氣的一
代，社會的發展正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去
推動；作為一個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
我們有責任指出社會的不平，共同謀求
改善方法，沈重的功課，環境優美的校
園，絕不能將我們割離現實社會，不能
掩蓋我們改善社會的熱誠，關心、認識
、改善這個急切的問題，作為一個醫學
生，我們肩負更多責任和機會，面對看
這些弱智的兄童，難道我們只管束手無
策，怎樣安置他們？問題的根掠是什麼
？雖知我們一時的疏忽會造成一生的痛
苦，在平常遁例的診症工作中對他們的
額外留心，對弱智兄童家長的指示和忠
告，會幫助他們及早醫治和啟發，減輕
無數的憂患和痛苦，這正址每個良醫
的責任。



這是每天都發生著的事二

為一些人，它根本不會春
在，

另一些人，則已或麻木二
為我們，是一個選擇：

我們可以逃遞，

我們可以接受，

為願意面對它的人

是一個右匕戰！

李×淵，男，八十餘歲，維工；一
九七六年匕月某天晚上，突然感到頭痛
，隨後各迷，[tl同尼住客送往瑪麗醫院
急證室，經醫生診斷後，證責是中風，
需人院劉醫。約四天後，病人完全清醒
，精神頁好，只是右邊半身不遂，l(lj且
還有言語困難；[ll於‘青況令人滿意，便
轉送到大I:J環療養院接受康復料理。數
月後，病人情況已趨穩定，可是仍然半
身不遂，需要臥床及另J人照顧，由於病
人沒有再一步進展而又不需要醫藥照顧
，他應該離院，留空病床給更有需要的
病人。

× × 〉
李×珍，女，約五十多歲，主牛頭
角下屯”二座×一七室，父親李×淵，八
十餘歲，因半身不遂現在’、教醫院療養
，病床及膳食費用每天三十餘元。李女
士在一間工廠當清潔女工，月入約六百

啟田。文g 3

元；丈夫六餘歲，戀有哮喘，已多年
沒了f工作；他們只有一個女兄，H多歲
，在工廠工作，月人約六百多元（李女
士覺得不能長19j負袒父親上院貧川，希
望能將他中專往較簾之病房。
卡U步的接觸，r解i -l李先’l所住的

是二等病房，而院力的淤務低會工作員
是啊會照料那些病人的需要；與院長接
觸，了！I至q的答覆是院方不擬一斗私家秀
d：在刊、家病房的生意，夕喲哺人認為
不能L江打工的話，可先行出院，丙到醫院
P日診鄰求診，如當值醫生認為他是需要
劉院的話，可能會收他入普通病房，但
看病人已無大需要醫療照顧，這個可能
性JL不人。
我們木來打算勸李女士接J黠父親回

家！g住，反匯他已不需醫藥照顧，而且
亦免即叩上院費的負但；！旦當我們至l夕也家
中與她詳淡時，才發覺這是不可能的：
房子在擺了一張碌架床後，餘F的地方
就只夠存放櫃子和桌子，不能容納多一
個人，更何況是一個半身不遂的病人！
細詢下，才知道原來是病人的妹妹出主
意把他安放在那醫院的，後來病人的妹
妹死了，照顧的責任就落在李女士身上
，山於病人晷有積蓄，起初還能應付，
但口子久了，就發覺應付不來。

我們代她寫信到社會輸利處家庭服
務津，希望他們能？、斗一抓先規找iq適當
安身之所。老人綠皮書于眾l方現斤衫人
長期仁院病床只得八t一弓長，而護埋安也
院亦只得三百一一六叫名額，這些就是
除了家居或私家病房外，可能適合李老
先生的居處；了暱他能否幸運地獲得進人
呢？!

記得在內科專科訓練期閒，每天早
上和主任醫生巡房的時間，其中一項主
要工作，就是看有那些病人可以出院或
轉院康復，以宅出病床作急症之用，當
時亦知道有鄒份老人，11風入院後，Jt親
友不願接其出院甚或虛報地址不翼而飛
，主任醫生亦往往將這些個案轉交醫務
刷會工作員辦理，事情就像完結r。
我們都接觸到這些問題，但為什麼

我們不去看看背後存看的真正問題呢？

這個病人好了許多，
×

讓他出院吧
，··⋯
這個病人情況已穩定，轉她到大

口環吧··一
難道我們真的不能多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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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including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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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canuseanyon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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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yoursavingsorcurrent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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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閱O孕翁
Ooh閱
Ooh閱必O瀾彎
O6h開O向祝
qo全、
qO0h閱
Ooh閱
OOh閱
OOh閱
OOh閱0偽h閱
OOh閱8偽h質叩他、閱
00h'O偽、雙O他h號切偽不
qO0h閱必偽、閱
Ooh閱必。h震也偽、開必由h閱卹偽、閱必偽萬
qo由h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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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心

血壓與使康

展覽 -

健康委員會血壓與健康
展覽籌委會

這個展覽是山香港心臟基金有限公
司、吞港心臟學會及香港大學醫學會三
方面合作舉辦的。展覽已於四月一匕日至
十二日一連七天在海運大廈舉行。
醫學會方面的工作由健康委員會方
而負責。卞要是（一）資料的收集及編
寫，C二）講解員與量血壓員的訓練及
紹畸制石面的工作。
因為時當考試之春，所以籌備工作
遇到不少困難。可喜的是最後仍有七十
多位同學參與。這裹要向借血壓計給我
們練習的謝家樂教授致謝。
哪匕大中了f六天我們是要上課的，

所以人手安排方而要大費腦筋，可幸的
是ff不少欣於犧牲的走堂勇士，才
能使那此血嘩月不斷地運動，排隊的觀
家了、致失望。結果，了九千二百二十六
人絨f血壓，各類的統Jt結果正山電腦
處理：，以後再向同學報告。
事實：因為展品大都簡單而容易明

f1] ，祈以除一乙塊版外，都不需要專
人講解。．越學們的舟州在量血壓，授給
予觀家一斗仁尼木的才旨導。誠叮然，于旨疼聲
I柞簪：鎚不：，丁斗壁免的J' , !！配每大I:d學們仍做
足八小時（州卜時卞卜午六時）。
海運大廈內人來人付：，確實參觀的
人么上。．勢粗牌的：甘臼l一人約了j 一萬
觀縱郎足祝，授州J 分一（t'.j 觀眾量r
也P‘！，勺1}{LJ楓k
不口禺參祖狀白同學對香港，芻血壓病的

中j，倪抆與。f:;!l巳瞇’、弘；人的文祖：都i導fl了一
定，勻誠驗，i；。】月義珍：;，不I萬、‘fg乙f不少疑
牌翅，在右久的！外來我們物舉幼俗一個Rc-
union給人家文流視驗峽右纖。
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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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魚台是我們的

釣魚台列島由八個島嶼所組成，位
於台灣束北只一百浬多，和台灣同處於
中國大陸架之上。這列島嶼距琉球草島
最近為二百江十浬，中間並橫隔看一道
海溝，成了兩列島之間的天然分界。
釣魚台自明代即歸入巾國版圖，中
國許多古籍椰有記載。而一八七九年日
本出版的沖繩．占J所附的地同卻未有
列人釣魚列島。一九四四年在日治台灣期問，日本
高等伕院曾刺定釣魚台列島為當時的
台北州J（皂p台灣）所有。
戰後美國曾一併管理琉球及釣魚台

列島，但根據國際訣則這絕不影晌該等
島嶼的主權。七二年美國歸還琉球（連
釣魚台）於日本時也未明確表明釣魚台
乃日本領上。
此外，以國際伕則上之衡平原則
來衡量釣魚台也應屬台灣所有。
因此無論從史、地或國際伕方面來
看，釣魚台都是中國神聖的頒上。
釣魚台是中國的應為每一中國

人的鮮明立場！我們決不容許我們的國
土受到任何的浸犯！
（詳細資料可參考學苑的釣魚合特

刊友飯堂前的資料）

認識自己國家

同學們！你對釣魚台及釣魚台事件
認識多少？你對中國政府就該事所取的
態度女叫可評價？中口和約是怎樣的？中
國現今在國際上，外交上面對的是什麼
問題？國內方面，四人幫倒台後IfJ局而
怎樣？四個現代化是什麼？現代化的困
難如何解決？以上這些你可曾嘗試去知
道？
對自己國家產生感情才會去愛．濩她
。一份深厚長久的感情又始於我們對她
真正的認識 她的歷史、地理、內政
、外交，所面對的困難友已孑i或．IIfJ' 的
解決方按等等。我們不希望！.J學們只限
於在一股單純的民族感才占上喊幾.J愛國
口號以舒暢心情占我們要求I，學介，,切實
地去認識I'l己的國家，這是對國家作出
貢獻之的對自己必須的武裝，！旦是f任一
個，I‘國人的責任。

雙邊霆

發生在匕計一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
距今已有壯年多了。雖然如此，但其影
晌之深遠，斷非歲）所能隱化。在海外，這是各地．'lt人（尤其是美國）的本前
人團結；在再港，這開展著認識國家等
運動的先河。但是整個的運動究竟是發
'Lh日怎臉樣的一們背景呢？
整個運動的背景當然就是釣魚台及
其引發開的“連串的問題（一），但似
乎釣魚台問題只不過是運動的導火線之一。在導火線的背後還有著更深更遠的
因素。這大約可以分為國際形勢及知識
分子的心理及意識形態兩方面。在國際
形勢方面，中國已一反自建國以來的沉
寂，逐漸在經濟及科技上發展起來，在
國際間擠得一個地位；台灣及台獨的問
題；日木發展之迅速，已經暗暗在國人
心中構成一個恐懼。在海外知識分子心
中，美國（或其它）已經再不是他們的
天堂，加之美國當時經濟之不景，及受
著美國青年反戰思想之影晌，使一些海
外華人不禁要問自己：是否要滿足於
失根的一代這名詞，是否要滿足於不
理政治，不理民族，不理國家的生活；
他們把中國的人民，自己，父母或先輩
們在苦難中國巾所受的凌辱、苦楚全忘k,"
記了嗎？在知識分子的身體內，就已經
練藏著一份熱熾的，就要爆發的感情。
在釣魚台事件未發生之前，就各個地方，如紐約的華埠，就已經有如義和團
這一類組織的出現，提出社會改革，
社會服務等口號，放映一些中國的電影
等。釣魚台的事件給予這份感情一個發
洩及發展的機會。
整個的運動都是自發性的。遠在七
零年的秋季，這個運動就在普大（Prin-
ceton）及威斯康辛大學醞釀起來，而
迅速蔓延到全美各大學，香港及其他各
地。由最初的講座論壇，發展至設在普
大的釣魚台聯絡中心，亦只不過是
很短的光景。運動的初期所提的目的亦
不外是為個人爭人格，為國民爭權益，
為民族爭尊嚴，堅決的團結起來，不容
美國慷他人之慨，作私相授受，不容日
本巧取豪奪，重提五四宣言。··一與
及其它如鼓動美國輿論，爭取美國人

民支持，打很木野心分子，號召態外
同胞團結一致，策勵常事政府，堅定立
場，確保領上完整等等”各大城市紛
紛成立保釣委員會，舉辦示威遊行，向
有關當局呈遞抗議聲明，與友開展征制
日貨等運動。不同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
在各所大學出現，如Bc!' klcy的戰報等。雖彼等刊物有部份流於偏激，但亦憤
對釣魚台的整個問題：主權，歷史，政
治經濟等各方而作深入之探討。從各次
的行動顯示出，保釣的行列已經壯大起
來了，在最初的數個月內，更多更多的
留學生投身於保衛國家的運勁。在美國，較具規模的示威遊行包括在七二年一
月廿九、三十日於全美各大城市所舉行
之示威，與及同年四月十日在美京蚱盛
頓之大遊行。參加這幾次遊行的除了一
些海外學者，留學生之外，還有好些外
國朋友，正義之士 包括一些日本人
足整個的運動給予國內外的華人一個鼓舞，有些人說：當了二十多年的中國
人，為中國做事，就只有這幾小時，我
們只能獻出凍個的身體和熾烈的心來參
加這次行動⋯⋯J足見一斑。

。瀾你

在美國所開展的保釣運動，間接地
推動了各地保釣運動的發展。倫敦、雪
梨及香港等地均分別地成立了保釣委員
會。香港釣運的發展尤為激烈，而且警
方的干預替整個運動蒙上血腥的氣味。
香港最早的保釣團體是丁吞港保衛釣魚
台行動委員會，由盤古、生活月刊、
文社線、盟刊、創建學會所組成，而成
立於七一年二月。其後成立的包括有五
四行動委員會，中學生行動委員會，保
釣聯合陣線等，與及其它的學生團體如
學聯等。其時較具規模的行動包括二、一八，二、二，四、一，四、一七
港大荷花池的示威，四、一八論壇，五
、四，五、四抵制日貨大會，與及其後
血腥的七、七維園示威，八、一三示威，九、一八絕食示威，及七二年的五、一五維園示威····一雖然每次示威所起
的效果不大，而且有被人帶帽子之虞，
但這起碼是對學生界，無論是大專院校
或中學生，及一些年青工人們起看一個
衝擊作用，要他們認識到輿論的真面目

漢
唐
情
重
慕”
逢
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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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的態度，與及深入地去認織
國家的急切。 d ．• ．

綜觀數個地方的保釣運動，可以發
現到一些共通之點。他們都是從一個愛
國家，民族的眼光出發，提出這是一個
無黨無派的運動，如雪梨的保釣會，美
國初期的保釣示威（四、一美京大示
威），及香港等等。尤以美國初期的釣
運，標榜著五四精神，中國的領土，
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
，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等，的確能喚起
很多人的關注，使他們都覺醒過來，去
為國家盡一分力量。但事情發展往往是
十分微妙的。在不分黨派的原則下，黨
派的觀念卻又湧現在人們的眼前。什麼
的共匪特務分子等句語不停地出現
在不同的刊物當中。各份刊物已經脫離
了初期的民族團結情緒，踏入富政治意
味的第二階段，把主力集中在彼此之間
的漫罵，抨擊及指責。而處身於這個階
段的知識分子，亦不能滿足於單純的民
族感情，他們要向更遠大的目標去摸索
，追尋，他們已經從政治冷感中覺醒過
來。他們要問：中國為何要分裂！中
國何時才能統一！何時才能同歸國土！
。在七一年九月在密西根安娜堡所舉
行的國是大會，就是這個從感性到
理性要求的一個表現。大會的主旨是要
對中國的問題，作廣泛的交換意見。與
會者有四百多人，而大會原動力來自人
心思漢，並相信曙光初露，旭日將升的
心理。大會並通過對各地（美國）保釣
會具建議性的重要決議，包括：反對任州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一切的
外國勢力，必須從中國領土及領海上徹
、出；台灣省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台灣
問題，是內政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己
解決；反對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任何集
團；及原則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的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註二）
。這一個會對以後的保釣運動實起著不

交還日本之後，保釣運動已經侃寂下來
,，但這一份沉寂只說明有一些更鉅大，
更具影晌性的運動正在醞釀著，等候著
昇華。保釣運動雖然比不上五四，但正
好把海外人士從失根的一代的苦惱
中拉了出來，逼使他們去面對現實，去
面對國家，民族。不論是海外及香港，
都舉辦了不少的認識中國活動，而且在
海外亦開展了一連串的統一國家運動，
去將自己的力量貢獻於國家的繁榮富強
之上。而在香港，認中關社的口號亦在
七二年的大專學生界中被提了出來，為
學運打開一個新的紀元，使到學運的目
標更為明確。釣運的歷史亦會永遠留給
後世人作為一個鼓舞。

了狗州裊甲勵崢饕

了萬亡翁遞嗚騙
A二響弗）必· 、_,

最後，容我套用毛澤東的幾句說話
來結束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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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干成萬的革命先烈，

為著人民的利益，

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

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

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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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影晌。 註（一）

註（二）雖然在七二年美國將沖繩連釣魚台

：詳細的年表見七八年學苑釣
魚台特刊
：中共於七二年正式加入聯合
國

釣
魚
台
詠

楚
橘

釣
魚
台
復
鈞
魚
台

五
百
年
前
是
我
問

白
古
繪
在
海
圖
上

並
非
今
始
歡
原
來

明
朝
幾
度
巡
官
至

琉
球一
未
留
煙
灰

羞
看
鴻
章
輸
甲
午

人
民
國
土
頓
蒙
災

從
此
倭
人
添
氣
焰

當
年
雨
淚
四
野
表

到
嶼
仍
歸
臺
北
轄

豈
容
授
受
他
人
財

水
天
山
石
多
無
改

須
知
病
夫
已
脫
胎

無
珠
眼
難
分
敵
友

試
比
北
鳥
入
熊
顯

魚旦呂風八。
各。：鳥l八‘。．

么開



'
憚孵L-

啟 思 6

，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二

名珠

才豳口
聯藥

醜惡的史篇立刻改寫過來似的。然而，
國家距離我還是太遠，那一點點的沸騰
只能被看待為中學時代的遐想。但是⋯

會場外濕澀的一片，雨不停地下著

大會主席在台上宣佈集會的開始。
講者一個個的站到台上，向著台下五百
多的同學解釋事件的經過，事件分析及
所採的態度。單調的雨聲夾雜在抑揚頓
挫的演說裹，替集會平添了一種莊嚴的
氣氛”"""
我一向都覺得愛國家就得要同到祖
國的大地裹，好好地榦一番，而忽馨了
每一個中國人的基本責任，亦忽晷了積
小成多，集小川成江河的道理。我們雖
然知道這樣的集會，這樣的行動，起不
了什麼具體效果，但要知道假如全香港
，全世界的華人都有這一份的感情的話
，焉有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呢？
這只是一個開始····一
對，在民族感情沒落的香港，大學

生的使命不是在把這些都發揚開去嗎，
這不是對整個社會起看一個衝激嗎？
同學們都在冷靜地站看，聽著留神

地聽看，除了間歇的掌聲（歡迎講者的
掌聲），誰也不願去多作聲晌，影晌大

會的進行。每一個的與會者都受到無言
的鼓舞，都相互地為置身於這個行列，
這條戰線上而感到驕傲。我們大家都是
中華兒女，都盡了中華兒女一點小小的
責任。這一顆小小的螺絲釘在合成的機
器裹縱然是找不到影子，但卻不能改變
它是合成機器的一部份的事實。一點點的星火逐漸在同學心中燃點
起來了。再也不是遐想了！雖然有雨，
也絲毫不減低他的溫度，縱然有狂風疾
掃，也倒不少他的浩氣，反而令火種加
速地擴散，讓他更燦爛地燃燒起來。同
學們的心是熾熱的，雖然表面是沉靜的
。暴風雨的前夕總是有好一陣子沉寂！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窗外漆黑的一片，心房也安靜下來
了。
夜靜得一點聲晌都沒有。
我想起了聞一多，我更想起聞一多
的詩句：
靜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賄賂

圈

圈

團

口

圈

口

日

中華民族的近代史是人類歷史上極
為慘然黯淡的一頁。翻閱每一頁的歷史
課本，都會令自己心房抨悴地跳動，熱
血沸騰，整個人不期然地顫動，彷彿要
將這本由血與淚、仇與恨、理想與人間

誰希罕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還有更遼擱的邊境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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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關係重大嗎 ？ 臣，貝

四月間釣魚台料紛又告爆發，百多
艘中國漁船在釣魚台周適作業，日本政
府旋即提出抗議，跟著的一連串事件報
章均用重要篇幅報導。
如何分析這一次事件呢？有些人認

為是中共主動挑起這次事件，用意對福
田政府施加壓力，使其改變談判中日和
約躊躇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是由日本政
府的鷹派挑起，重提釣魚台的舊事，令
政府在各種壓力下不能繼續談判中日和
平友好條約。這是兩種較普遍的推測，
姑無論誰是誰非，中日條約的重要性是
不可忽視的，這裹暑為介紹。
從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到一九四五

年八月無條件投降，曾經佔領過中國大
陸各地。戰敗後，在中國大陸的日軍接
受了解除武裝被遣返日本。但是戰後日
本同除中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都採取了結
束戰爭的措施，唯獨同中國北京政府之
間，還未有類似的措施，因此中日和約
的簽訂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七二年九月，中日關係有了突破，
田中首相與大平外相訪問北京，與中國
故總理周恩來簽署共同聲明，而進一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j的簽署將依
據這份聲明作出討論，而聲明中已作了
共同反對霸權的主張。由此可見，
中日條約除有歷史意義外，更重要的是
政治上的更好部署，中國希望能聯合日
本對抗蘇聯的擴張主義，因為蘇聯不但
在亞洲和歐洲佔據了許多別國的領土不

歸還，而且還在繼續不斷地擴張它的軍
事力量，且對中國有極大的威脅。
可是日本政府內部對中日和約意見

並不統一，有些人憚於蘇聯軍事威脅，
提議日本應與中蘇兩國保持同樣距離，
有些人則親台灣，抉不肯承認北京政府
，這些人都反對中日和約或將鞘權條欺
加入。於是中日雙方展開了馬拉松式的
談判，現將其過程簡暑羅列於後：
七二·九·廿九田中訪華，中日發表

聯合聲明。
七三·三·廿九日本首任大使小川到

北京履任。
七四·八·一 公明黨竹入委員訪華

，與鄧小平副總理磋
商和約問題。

七五·一·六 日本當局一連五天就
霸權問題進行商談，
三木首相不能決議。

五·十六三木首相要求中國，
就霸權問題讓步，中
國拒絕”

七六·六·七 華國鋒總理會見藤山
愛一郎，主張明確寫
上霸權條欺。

十·四 小圾外相在紐約與中
國外長喬冠華會談，
同意儘早解決中日和
約問題。

七七·二·三 輻田首相決意將霸權
條欽寫入條約正文內
，並與參議院砍商。

八·五 首相親筆致函華主席
，提出在雙方滿意
時，盡早簽署和約。
但沒有提出日期。

九·十七鴆山外相發言，說現
在是決定簽約之時。

十·三十首相與鳩山外相表示
俟十二月中佐藤大使
回國諮詢後，便正式
決定中日條約的議事
日期。

十一·廿六蘇聯報章正式就中日
條約事向日本提出警
告。

十一·廿八福田改組內閣。園田
外相表示將著手處理
中日和約問題。

今年年初已傳出日外相會訪華展開
談判，正當此順利時刻，卻平地一聲雷
，掀起了釣魚台的糾紛，事件結果是福
田首相聲稱必須先解決釣魚台主權問題
，方談和約問題。這正符合了執政自民
黨內一班反對中日和約的人的意願”
究竟釣魚台事件與中日和約的關係

如何？我們在這裹祇能推mlJ，一個正確
的分析還待大家多掌握中國的狀況及事
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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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t0 MVS%KSFCJ1ANLcr
19,SherwoodStreetTaurangaNewZealand

30thApril1978

I amextremelydistressedtolearnofthepassingawayofourbelovedteacher,Professor
ProfessorFrancisChang.ThesadnewswasrelatedtomebyourVice-Chancellor,Dr.R.L.
Huangtwodaysago.AsyouknowI havebeencorrespondingwithProfessorChang
recentlyandhehassubmittedhislastarticleentitled“HumanLife-spanDevelopment”tothe“Elixir”oftheHongKongUniversityMedicalSocietythroughmeonlyafew
weeksago.Thearticlehasalreadygonetotheprinter.Ihavemadeaxeroxcopyofthe
articlemyselfandI hadbeenreadingthroughthearticleoverandoveragainsinceI
heardofthesadnews.ThemoreIread,themoretruthandwisdomIgatheredfromthat
article.I willmakesurethatthearticlewillcomeoutsoonandwillasktheeditorial
boardofthe“Elixir”tosendyouthe50copiesofthereprintherequestedwhichyou
can,Isuppose,giveawaytohisfriendsasProfessorChangoriginallydesiredtodo.

DearMrs.Chang,perhapsyoudonotknowmewellenough,butIamveryattached
toProfessorFrancisChanglikemanyotherofhispreviousstudents.Hetaughtus
anatomybetween1958-1959andourclassgotsevenDistinctionsandthatyearProfessor
LeGrosClarkfromOxford,agreatfriendofhis,wastheexternalexaminer.Hewas
particularlyfondofourclass.Later,whenIappliedfortheCommonwealthScholarship,
hekindlyconsentedtobemyreferee.I rememberonedayhecalledmeintohisoffice
andreadouttomethereferenceletterhewroteaboutme(whichwasmeanttobe
confidential,ofcourse)andhesaid,“Son,I hopeyouwillliveuptowhatIsaidabout
you!”YoucanimaginetheimpactthiskindProfessorhadonmeatthetimeandfor
therestofmylife.Recently,wehavebeencorrespondingandhewasstillgivingme
fatherlyadviceandconcernwhichIshallmissverymuch.

I wantyoutoknowthathewillbemissedbymanyofhispreviousstudents.Hewill
alwaysberememberedasagreatTeacherofanatomy,akindProfessor,adiligent
worker,alearnedscholarandafatherlyfigure.Forme,hetaughtmenotonlyanatomy
butalsophilosophyandTruePrinciplesofLife.Aswereadthroughhislastarticle,we
knowthatallmortalmenmustdie;whileduringlife,weshouldtakeampleopportunitiesopportunitiesintheserviceofothersandtopromotepeaceandhappinesstotheworld.Yes,mydearProfessorhasgone,buthewillbeinourheartsforever.Wealllovehimarid,we
know,helovesallofus.

Therefore,I wishyou,mydearMrs.Chang,toknowthattherearemanywhowill
shareyourgriefatthismelancholymoment.Weonlyhopethatwecanbearoundto
benearyouatthistime,butwewantyoutoknowthatyouareallveryclosetoour
hearts.I amsureProfessorClangwouldwantustobebraveandcourageousattimeof
despair.Sokeepwellandtakegoodcareofyourself.

PleasewritemeifthereisanythingIcandooverhereinHongKong.
Withloveandwarregards,

You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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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iority?RacialDiscrimination?

It wasThursdayafternoon.Aftera
harshmicroanatomylecture,I dragged
my‘halfdead’bodytomylockerin
PatrickMansion.Thestrengous‘tour’
withthemicroscopecasenearlypulled
myarmoff,butI eventuallyreached
thelift.LuckilyI managedtogetinand
thelift startedforourdestination—
MicroanatomyLaboratory.

Suddenlytheliftstoppedatacertain
floor.Withtheopeningofthedoor,I
couldrecogniseProfessorXstandingby.
‘Oh!’Heseemedtobeverysurprised,
‘comeout!Allofyoucomeout!’

AsheistheProfessor,weallcame
out,reluctantly.Afterwehadcomeout,
hemarchedintotheemptylift,closed
thedoorandwentdownstairs,leaving
usstanding,staringat eachotherin
astonishment.Whatthehellwasgoing
on?Thatlift meantto beusedby
students.Thisisnottheprivateliftof
ProfessorX. If hewantedtogetin,
surelywecouldstandclosetolethim
in.Hewasnotsofatastooccupythe
wholelift!

Theabovewasnotasingleincident
wehavemet.Afteradiscussionwiththe
Departmentof Anatomy,we were
allowedtousetheliftusedbythestaff
inadditiontothebigliftwenormally
used.Oneday,afterI hadfmishedmy
microanatomypracticallesson,I took
theliftforthestafftogetdownstairs,
alongwithsomeotherstudents.Ata
certainfloor,theliftstoppedandthere
ProfessorX appearedatthedoor.He
steppedin,lookingaroundandsaid,

‘Thisisnottheliftforyou!’
‘WearepermittedbytheDepartment

ofAnatomytouseit inmicroanatomy
practicalsessionstotransportourmicroscopes,’
microscopes,’I explained.

‘No!No!Thisnotthequestionof
theDepartment!Youarenotpermitted
touseit!’hesaidinaloudvoice.

Thistime,however,hewasmore
sensibleanddidnotsendusoutofthe
lift.

Maybeitwasourfaulttousethelift
forthestaff.However,wehavegotthe
agreementof theDepartmentofAnatomy.
Anatomy.Besides,couldProfessorX see
our difficultiesin transportingthe
microscopecases?He couldhave
occupiedthestudent’slift whenthe
staffliftwasoutof orderbykicking
usoutbutheobjectedtoourusingthe
staff’sliftwasoutoforderbykicking
Departmentof Anatomy.Why?Is it
becauseheisa Professorandweare
studentswhoaresoinsignificantand
littlein hiseyes?Orisit racial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Orisit fornoreasonsat
all?Onlyhe,theProfessor,can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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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來談談 痲”煙L

偶然在醫院的圖書館翻看一份啟思
，心中覺得有一陣暖流，因為畢業後同
學雖各散東西，但大家的思緒又通過啟
思連繫起來，於是我便拿起筆桿，談談
自己的工作感受。

記得初到醫院之時，整個醫院環境
都很新鮮（雖然以往也經常到病房上課，但要拿起聽筒醫人，分別可大），面
對繁多的工作，總有手忙腳亂之感，考
完畢業試那滿肚子的學識都不知應該如
何運用，幸好師兄們臨走留下一份RO-
UTINE，遇到那類病症就照搬，初來
的數星期，就活像騾仔一般工作，也不
知為了什麼。後來慢慢熟習了，才開始
有些自主。

H0u’ 記一年名為實習訓練的一年，
亦是醫院基層工作不可缺少的一層，沒
有H0u’ 記，整個醫院運行會癱瘓。有人
問，究竟實習一年學到些什麼呢？最大
的感覺就是，只要你做妥當本份工作，
寫好排版，抽好血，一切實驗報告追得
齊，沒人關心你究竟學到些什麼，而在
這個環境中，我們也很容易變成懶漢，
為了應付這個環境而過日子，病人的病

情發展不需我們費心思量，但當想一想自己是向上級負責還是向病人負責
的時候，總覺得很羞愧”從前學生時代
說要充實醫學知識，為病人服務，而現
在能應付環境便不求甚解，是很錯誤的
。一個技術精良的醫生，不在於他考畢
業試時有多少個J ，而在於在實踐
中，他是不是勤奮好學，替病人的健康
設想，查看書籍，參考別人經驗，在臨
床實踐中總結經驗。記得一次與幾個同
學交談起來，談到一個難題，就是幫初
生嬰兒抽血，把嬰兒的腳底刺了一個又一個孔，都抽不足夠兩根幼玻璃管，其
中一位同學在經驗中發現只要刺刀插準
腳板底兩旁的Plexus，血便會如泉湧，
又抽fcmoralpuncturc時，要20cc血
液對孩子來說可謂不少，而抽得慢又很
容易凝結，如果將針筒預先用heParin
洗過，就可保持血液不凝固，這些好經
驗，都是在實踐中學習積累的。的確，
醫學知識日新月異，病例也沒有一成不
變的，如果我們要做到真正對病人負責
，醫學知識真正能運用到病人身上，就
不僅在學生時期要讀好書，在畢業後也
要為解除病人的痛苦堅持學習，總結臨
床經驗，而不是為了考院士名銜才
搏命鋤書。

作為一個醫生，實習一年也不單是
為豐富醫學知識，能將所學技術貢獻給
病人，為他們治病，才是學習的目的。
而醫學技術能為病人服務，也不單是個
人對病人態度好些，做工作負責些就是，而是整個醫療服務隊伍的分工合作。
正如一個外科醫生要做好一個手術，不
能單靠個人，要有麻醉科醫生及助手的
合作，護士為病人作好手術前準備及儀
器消毒等工作，還要有amah輸送病人，及病人手術後的料理，才構成手術的
成功。

在醫院裹，級別是很清楚的，除去
醫院管理行政人員，實驗室技術員以外
，就臨床醫療隊伍來說，上有老細
( consultant)，大波（soniorM.O.)
，二波（M.O.)，到Hou，說，下有看
擭，阿嬸（amah）。每天Hou，記及
M•0．將病人的病情檢查好，記錄好，
病情發展需要的藥物及治療準備好，然
後老細巡房。檢閱，加減藥物
，對複雜的病症進行較深入的研究，作
出治療的決定。醫生在排版上寫下的藥
物及治療方怯，就由看護們負責做，病
房裹的清潔衛生或病人一些需要如尿盆

等，就由阿嬸們料理。這個等級差別本
來是工作分工的需要，卻成了權力的金
字塔，低級醫生為了應付上級，為病人
做一連串無謂的實驗檢查，只是為了上
級需要時不會因沒做Hou’ 而遭捱罵，
記最好不要多口過問治療的計劃，只要
安份守己，做好一切routine就夠
了，看護及阿嬸們就是為醫生服務的助
手。結果嗎？無謂的檢驗給病人帶來額
外的痛苦，處理病情出岔子時，醫生們
互相遮掩，以免老細責罵，病人服
藥失時，得不到應有的料理，患bed
sorcs等病率大增，都是對病人做成不
良的後果。其實醫療技術是為病人服
務，這是任何一級醫務人員所應抱的態
度。每個醫生按據自己的學識替病人作
合理的檢查及治療，遇著別人（無論是
上級或下級）指出錯誤時，都該虛心接
受，作為積累多一些經驗，比朦查查的
做一大串檢驗還有益，亦是真正向病人
負責。醫生對看護，阿嬸們能平等待人
，不扳起臉孔，有需要時向他們解釋一
下病情的治療需要，既能使大家工作心
情舒暢，提高對工作的興趣，又能實現
醫療的整體性。只有在平等待人，同心
協力為病人早日康復努力，醫療服務質
量才會提高。

錦標歸誰
騙尋禺．

在我們的運動員中，有來自各級的
，不過在球類方面，主要還是靠高班的
同學，這大概是因他們經驗豐富。另外，一年班的同學，今年參與的程度也非
常滿意，但仍要時間去鍛煉成熟。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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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院際體育比賽，都要經過激
烈的爭逐，才能分出高下。今年，我們
力拒工程學院，再次脫穎而出，擠身軍雄
之首，染指OMEGAROSEBOWL

這次，我們憑著各班同學的努力，
就是畢業班的，雖然要忙功課，也加入一份兒，爭取勝利。我們憑著水運，陸
運得到的優異戰績，奠定了我們奪標的
條件。而在乒乓球和網球方面，我們又
是長勝軍。

其實，醫學院的L課時間長，而大
學的體育設施也不足，所以在某一段時
間內，比賽的次數可能很頻密，有時，
也要走堂去比賽。雖然如此，大家都有
一份對醫學院貢獻的熱情，同時，在比
賽中，又可以認識其他院系的同學，所
以，大家都樂意參加。總括來說，醫學
院的同學對參與方面都非常認真，很少
有棄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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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些比賽，使我們增加了對醫
學院的感情，奪標又使我們得到了一份
精神鼓舞及榮譽。最後，我們非常態謝
運動員對醫學院的貢獻。預祝醫學院明
年再度蟬聯。

區口屆口口口口口•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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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奪標展程中，我們勝了決定性的
一場，就是與工程學院奪取棍網球的決
賽權。我們那時已坐亞望冠，到了棒球
準決賽時，終於，我們再度打敗了工程
學院，篤定成為今屆OMEGAROSE
BOWL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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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朮要的賽事，除了比賽的同學
外，更有不少其他同學到場打氣，不過
這方面常然要看比賽時間能否配合，磋
上上課時間，現場就冷清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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