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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凱予的故事

九月廿六日晚上，圖書館關門讓，車備到Pantry繼
續努力。但到了讓，發覺這東十分熱闈，電視房裹也擠
蒲了人”我祇好黯然回家。在地車上· 看到人人手上不
是有一份白皮書，便是一份號外。這時我才醒覺到今天
是草簽香港煎逮的大日予。
翌日，碰到了由啟甩的執行編輯范予和·和使談到

草簽時，徒說：r97煎逮對醫生的影響很大· 旱煎絨A.
的調直所得，有八成醫生曾經考盧過移民。為了使同學
更了解97讓的香港、大學及醫療界的煎逮，特別做了一
個專題，在啟甩刊出。州》O（贓》。《洶）。k卜》C喊 ，（》（

吳崇文醫生
九月二十日啟思記者訪問

了香港觀察社的吳崇文醫生，
在接近兩小時的訪問裹，吳醫
生廣泛地在政制改革和醫療服
務的發展作出了個人的看法，
對前途的信心及認為九七前醫
療界應作一些什麼準備。
九月二十日啟思記者訪問了香港觀
察社的吳崇文醫生，由政制改革談到個
人對前途的看伕，以下是這次訪問的摘
要：
吳：醫療方面，我覺得九七之後也不會
怎樣的轉變。香港政府以往一直是
個殖民地色彩濃厚的政府，過往可
見的特色是一切政策都由幾個高官
釐訂。如果有代議制政府可能會順
應民意一點，順應民意也有好處及
壞處，負面是市民的要求可能會不
切實際，正面是政府釐訂政策峙會
比較照顧一般市民的需要，所以我
不能說將來的發展會是好或不好，
重要的因素是將來負袒領導醫療衛
生服務的人的取向。
問：從過往來看，醫生似乎是較沉寂的
的一草，而隨看社會制度的改變，
醫療界的大改革似乎十年才逢一
潤，會不會是⋯⋯

吳：但你要明白過往香港人都不熱心政
治及社會，決策是否有遠見全
在於政府，有改革是由幾個高官而
起。譬如說房屋政策及勞工權益吧
，這其實不是由軍眾爭取回來的，
只是政府當時有此決定而已。與其
說醫生沉默，不如說香港人都是沉
默的，因為他們覺得沒有需要。
過去的政府可說做得不太差，亦曾
保持香港的繁榮安定，這並不表示
制度本身健全，在九七問題的沖擊
下，制度的弊端已全表露了出來。
試看這兩三年間已有愈來愈多的人
有意願去抨擊或爭取改革現存制度
，九七問題可說亦是一個刺激點，
使更多人嘗試提出問題。
對於是否可藉九七的沖擊而加速醫
療服務的改革，我並不樂觀，在最
近十年內我看不到會有一個很有效
率的政府出現，之後還要照顧很多
更急切的問題才會考慮到醫療衛生
的改革或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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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麼吳醫生對代議制綠皮書中提及 問：但醫生會不會給人一個中產階級的
的功能團體有什麼意見？ 形象，只為自己的利益發言？

吳：這個我們是頗為強烈反對的，第一 吳：我相信不會，因很多時我們都希望，譬如我們都是醫生，當然希望我 我們的領袖高我們一級，而我亦相
們的要求及意見可以在行政架構裹 信大部份市民都會以參選人的才識
有較大的影響力，但同時這裊出現 為投票的準則，不會只顧自己的切
了幾個問題，第一，為何醫生要突 身利益。而醫生及專業人仕一般有
出呢？誰去決定醫生的重要性比其 較佳工作條件，這可使他們更全心
他專業重要呢？就醫療界來說，也 全意做參選的工作。

蝨
：

有醫生、牙醫、護士、物理治療，
他們也都是醫療服務的一份子。
第二個問題是你如何選一個代表出
來，但這是比較次要的問題，只要
有心，必可做到。第三，如果一個
人對醫療衛生有抱負的話，他大可
去參加競選，難道醫生會選輸不成
？在任何政府裹，你會發覺醫生律
師等專業人仕在議會中都佔了很大
的部份。
而且我們更不應maniPulate一個
制度去遷就某一些人，需要的是一
個公平的制度，如果認為精英份子
是應在統治階層的話，那便讓他們
去組織，去爭取，他們有財有才，
應不會輸的，
第四，而且功能團體的參選人應向
選他的人負責，可能因此而忽晷了
全港市民的利益。
問：醫生的參政意識是否比其他專業人
仕低呢？
吳：暫時來說是，暫時來說任何人的參
選意識都不很高，但你不能排除以
後有所改變。
問：醫生特別低是不是因為其工作量⋯

吳：也不要以為醫生的工作量比其他專
業人仕多到那裹。
問：那你的意思是醫生無論在參政意識
，機會及能力其實與其他人一樣⋯

吳：更好，因醫生的形象一向好，如醫
者父母心⋯”"

問：九七年後醫生的專業資格方面的問
題會怎樣？
吳：將來香港與英國方面的聯繫相信會
終止，我個人認為這是一件好事，
因香港的醫科已發展到沒有理由不
能獨立，香港有足夠人才去衡定我
們需要的水準。星架坡少香港一半
人，他們也能做到，將來我們也要
請更多不同國籍的專家來幫助我們
釐定水準。例如請externalexa-
miner就不需要局限在英國方面，
與英聯邦國家，美國、中國，都可
以，這個發展是正面和必須的。
問：外國會不會也承認我們的資格呢？
吳：如果你認為自己有料子，要別人承
認不會太困難。
問：在現在到九七的過渡期，醫療界應
有什麼準備？
吳：我相信一般人不會考慮得那麼長遠
。在職醫生中，有些人最急切的是
找一條後路，看那裹有機會移民，取
得護照，這是他們所最但心的事。
至於學生，中文的醫學名稱應熟悉一點，因我們學的醫科教學用英文
，而對病人用的是中文，這問題就
說沒有九七的影響也是你們要面對
的。至於其他方面，如關心社會、
政治，培養政治意識。更應登記為
選民，運用你們的權利。
我自己經常覺得七十年代學運的口
號認中關社J到今時今日依然用
得看。你們更應明白政制、民主和
自主的意義，這些都是可以自己多

加討論的，增強社會意識和自主意
識是目前當急之務”

問：這些都是一些此較積極的想怯，但
另一方面有很多人都已為移民一事
而袒心，你有什麼意見？

吳：我在香港讀中學，其後出國十三年，期間我曾在義國、加拿大、英國、紐西蘭等地居住，我回來時只是
因為家人都在香港，沒有想過長期
居留。但我發覺這些年來在那些地
方，我不覺得我是屬於那些地方，
不能投入他們的社會，不能與他們
認同，不能培養歸屬感，因此到現
在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也沒有想過
要走。而移民在很多地方對醫生來
說是愈來愈困難了，無論是美國，
加拿大、歐洲、澳洲、醫生都已太
多，所以一個修理汽車的工人，可
能會比醫生更優先。而我有些朋友
，移民後不能繼續做醫學方面的工
作。所以我覺得移民對你們來說是
相當暗淡的。倒不如積極點更好了

問：那麼你對前途的信心如何？
吳：我對前途是有信心的，但並不表示
前途一片光明，也有很多坦心的地
方。我覺得香港人應儘量做好香港
，如中國政府見到香港做得好，自
然不會加以干擾，所以我覺得要不
然現在不顧一切就走，不然就積極
點，有什麼要面對的便現在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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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途協議草簽的前一天
，我們一行七人，浩浩蕩蕩的
去訪問黃麗松校長。見到這麼
一大班人，倒把他嚇了一跳。
坐在他的會客室裡，那景象有
點像上導修堂（TUTORIAL) ,
但這次發問的卻是我們。

黃校長有關再港大學將來在社會L的地
位的問題，和他對香港舀U途的看法。

孔們匹次訪問的原意是想向黃校長
了解一一九儿L年以浚，他預料課程
及學制方而台角怎樣的改變。司時詢問

你們來早J' ，若一惆星期浚才來
問我會好一點，因為香港前途臨議明大
就要公佈了，而今大，自然右是斤19侖的
適富時候！待協議公佈之後，我們才能
好好地討論您們提出的問題，f旦現在既
然一切還沒有明確的宣佈，我f想隨便
說話，尤其是好像教學語言這種問題，
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在未為具
體資料根據之前，我想實在不適宜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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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tac
evolutionaryadvance

In thetreatmentof pepticulcerand
otheracid-aggravateddisorders

ZantacisthenewhistamineH2.antagonistfromGlaxo,
developedtoaddimportantbenefitstothetreatmentofacid
pepticdisease.
Highlyeffective

Zantac’smolecularstTuctureconfersimportantadvantages
intermsofspecificityanddurationofaction.

Primarilyhowever,Zantacpromotesrapid,effectiveulcer
healingwithsustainedpainrelief,bothdayandnight.
SimpledosageregimensZantacwasspeciallydevelopedforBU.dosage.The
recommendedtreatmentcoursefordriodenalulcerandbenign
gastriculcer,isone150mgtablettwicedailyforfourweeks.

Forextendedmaintenancetherapy,thedosageisjust
onetablettakennightly.Inthemanagementofrefluoesophagitis,onetablet
twicedaily,forUI)toeightweeks,isrecommended
Highlyspecificaction

L)uetoitsinnovatorymolecularstructure,Zantacdoes
notcauseproblemswithendocrineorqonadalfunction,or
adverseeffectsonthecentralnervoussystem—evenin
elderlypatients.

Similarly,asZantacdoesnotinterferewithliverenzyme
functIon,therearenounwantedeffectsonthemetabolismof
drugssuchasdiatepaniandwarfarinwhichmaybeprescribed
concomitantly.ZantacInjectionampoulesarealsoavailable,containing
50mgranitidineIn5mlforintravenousinjectionorinfusion,
foruseInacutecaseswhereoraltherapyIsinappropriate.

Glaxo ntac

可是這並不表示我們白走了一趟，
相反地，在與黃校長閒談中，我們得到
了一些意外的收穫。

一朝一夕可以辦得到要改需由中小學
做起。

我們首先談舉業浚的專業資格將來
是否還會得到英國承認的問題。這是很
多同學都關心的，因為現在港大在專業
訓練方面和英國掛鉤，學泣校文憑都得
到英國的承認，但將來的變化和發展又
會是怎樣呢？

黃校長說：港大已肖悠久歷史，
例如醫學院，成立差不多一百年，我們
已有穩固的基礎，實在不必再事事追隨
英國，什麼都非要人家承認不可。不過
，這並不表示我們跟外界斷絕來往，我
們仍可以通過校外考試員（Extcrnal
Exarniners）及外國學者的訪問，進
行客觀的評核和比蛟，所以毋頂袒心專
業水準的問題。另外，一九九七年以後
，港人跟英國的關係可能會漸漸疏遠一
點，仁也跟其他光進國家如美國、日本，
則可能漸慚建立較密切的關係。我們一啊
妨把眼界放遠故人一些，比喻唸醬科的
，在得到醫學士學位（M. B., B. 5.)
之後不一定要非考取美國皇家醫學院（
M. R. C, P．或F. R. C. 5．一）的
深造資歷不可。美國和德國，都是醫學
誹：常先進的國家，而北歐國家的牙科也
頂有名。所以我們可以預料將來港大醫
科、牙科畢業的同學，深造的機會必然
史多，而深造後听得到的專業知識，都
;，州丑造示帛再巷社侖。我們應該擴闊很界
，毋頂顧慮將來自己的專業資格是否得
到承認。

（提起一九九七，自然聯想到信心
問題，某些專業人士為此而移民外國，
不知黃校長的看援又是怎樣？)
說超信心問題，令我想起宗教信

仰：當然是看不見的才須叫你信，若要
擺在你眼前，看得清清楚楚的，又何必
叫你信呢？我們看香港前途，多多少少
也是這樣，如果前景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的話，那還需要什麼信0呢杳又試問我
們當中，有那一個對自己的前途是瞭如
指掌的？

我很了解香港有一些人對共產主
義一向懷疑甚至恐懼。對這些人我想指
出：我們不妨細看中國歷史，傳入中國
的任何思想、宗教，過了一個時期都會
和中國文化融私，而成為中國化的束西
。例如來自印度的佛教，現在已是十足
十中國化的宗教了。共產主義也是一樣
。現在在中國推行的共產主義，與在蘇
聯推行的共產主義大不相同。因為中華
民族木身有悠久的文化，數千年生活經
驗的積累建立了透闢的人生哲理，尊人
道而追應世。因此，我相信幾十年後國
內取香港的演變，是會使兩地逐漸接近
介了非疏遠。

《那麼，港人將來的地位怎樣？脫
離英聯年波，是不是就和中國J藝他的大
學等同了？)
，巷大的地位在國內是相濱高的，

四十多年的我在港友因戰亂而淡有名畢
業武，在離港前，！驕半交使頗給我·個理
學土學位，逃難到國內，向廣州友學中
j青助教職位時，我田白地向他們說衣有
的州是個祇時學位Wardc寫ree, ,
饞斤一們斗擊期，才哈，吃學州劉視的。矓他
們說：r、jf ，行了，香港叉學，我們
丸J造、于的：J發匕隸寺的，巷反‘合州如江也，f叮
他現亡,

我希望大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
面對一九九七的問題。大家長於斯、居
於斯，感情上和文化上早已根深蒂固。
如果移民到外國去很可能因文化傳統與
且：祈習慣不同，不容易與異族融和，以
致壞有濃烈的流落異鄉之感。那些抱著
祐極態度的，也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還要儘量遷就別人的生活方式，盡力去
爭取得到別人的接受。內心的感受如
何，很多時是有苦自己知，難為外人道
。有些國家表面上雖然禁止種族歧視，
但事實上這種歧視的存在到處皆有。因
此，倘若真的考慮要移民到外國去，我
希望您們首先清楚認識當地華僑的情況
，深入f解一下做移民有怎樣的遭遇和
感受 "You止ouldknowwhat
)ou'rc infor."）。

其實，戶．:;，國公芸大學之甲，保
留一州低瞬削’雙的抆學一再，巷較學一對：扣國是倘、f；越付J 在一國際一美秀
的通、了馴皂I變‘：家他；聖一再，巷‘、之籐，如’巢f衫
才諍L傳統上m衫亡，劊’斗，或文洗付州膩姨、的！斗一頸·文也·州之弋為八’或與外國’配向
孑舞過【！勺一優州乎戶。

淌艮多吞港人向來都抱看r有事政
吹管，有亂政府治；你管你的香港，我
賺我的錢 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態度，
缺少戶司心同德、為己為人的精神‘香
港人如果今後繼續如此，’香港就完蛋了
一再港卜‘合從現在開始，需要有真正歸
靨感的，+,，巷人，友家抱肴同一目樣，決

‘化各，俘’戈為一個更好的社會。

f一打弘多的我付說過：讓港人治港；他鈇h蘇們彎沒！】關於港友取錄國內 ‘-“國送為誠低的，這是一百多年來港人
學他的問跑，；二問越比較複錐，內九參 第一欠為必樣的機會，如粱我們富自己
波k學的要尺A如梁要內地的·州學‘L纏 足占港人，魷應義f爭氣，盡力把吞
就再港弋學的戶、學條州一的話，人概么可 瘡輪繁榮維待F人，否港人不廷f廷儿的
詣；但如婪港尖方：衍史玫條件，相佔非 ，縱授；他併，此一定做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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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個人對協議有什麼意見？
謝：基本上已相當的完全，大致上能夠
接受港人意願，保持現狀，經濟等
九七年後五十年不變，港人兩年來
所提出的意願，中英草簽大體上都
有照顧到，這代表了一個好的開始
，實行之後如何，當然有待日後方
可知曉。本人對這草案在事先亦抱
樂觀的態度，因維持香港的安定繁
榮，不單對中港英十分重要，對各
國亦有很大影晌。

FRCP等，明年MRCP(11）也
會在港設立試場，而本港醫生考這
些專科銜頭的成績也很好。至於有
沒有需要和條件設立自己的標準（
如星加坡），我們則要小心詳細考
慮，亦希望各醫療界人仕多表達意
見。

問：對於專業人仕的社會地位，特別是
對醫療界的影晌？

謝：在近的三五年間應沒有多大的轉變，假使草約的不變精神沒有更改，
日後也不會有大的轉變，然而一定
程度的改變，藉以配合中港兩方的
經濟，社會及學術的發展，其中因
為雙方的關係必然更加緊密，因而
互相交流是必然會增加的。
問：刀卜麼香港與外地的關係會否減退？
謝：不會，因為即使單就草簽所引起的
反應，便可看見多數外地會接受與
香港保持良好的關係，原因除了政’
治因素外，更是由於香港長久以來
是一個重要金融中心。另一方面，
草簽中強調了保障出入境及學術文
化的交流，因此理論上香港跟外地
的關係是不會惡化的。
問：醫療界會否繼續依循英制？
謝：由於英制已實行一段長時間，短期
內是不會更改的，況且英制亦基本
上符合了需要，更配合看教育制度
等的發展，然而在九七年後，則要
視乎當時的需要和近年的發展。
問：依你看，評核醫療水準會否繼續跟
隨英制標準？

謝：基本上標準本身只是一把尺，用以
量度醫療水準，使用那種制度是視
乎當時的社會需要、文化、歷史和
政治背境而定，重要的是無論用那
一種制度，這是必須為各地普遍承
認的。
香港一般的水準相當不錯，很多專
科試都有在香港舉辦，如FRCS,

問：中國大陸的醫療水準是否較本港低，會否影晌本港位置？
謝：中國大陸的醫療水準受外地認識的
程度本人掌握資料不多，然而本港
的醫療不甚受其影晌，一方面是由
於根據草簽的精神，香港是頗為獨．
立的，況且外國均對草簽表示支持，因而沒有理由會因為香港成為特
別行政區後，便會減低對本港醫療
的重視。
問：九七後會否減少對醫療經費的支待

7
謝：由於撥歎是需要顧及整個社會體系
的需要，因而醫療經費的改變並不
能單一而論，況且現今社會對醫療
需求上無論在質與量皆有所增長，
因而沒有多大可能在撥歎上減少，
因為現時醫療撥欺已是不多，只佔
政府支出的百份之八。
問：私家醫生所扮演的角色會否改變？
謝：在保持社會體系不變的大前提下，
由於市民對其要求是一定的，因而
私家醫生的重要性不會減低，而中
國也不應對私家醫生施加壓力，因
為在一個自由社會下，人是有權選
擇其職業的。

問：估計協議對政府醫生流失量的影晌
如何？

謝：這要視乎兩方面的流失，加入私家
醫生行列的流失，始終是服務本港
，因而問題不大，假若政府增加政
府醫生的進修機會，和改善工作環
境，晉升機會，這方面的流失是可
能會喊少的。
另一方面，由於草簽給予一定程度
的保證，這可增強本地醫生的信心
，因而減低移民的流失，更能使現
時移民外地的醫生同港就業，增加
人才回流。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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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使用的國際醫學語言，參考
書和雜誌也多是英文的，而且國際
會議也是用英語為主要交流工具，
那麼為了保障本港的醫療水準為外
地所承認，英文程度是不應被忽視
的，希望在最近的將來，中國和香
港的醫療界，互相增加認識，由醫
學生開始，在各個不同的層次，有
不同程度上的交流，我相信大家有
很多地方可以互相學習和借鏡之處

問：你認為九七問題會否對醫生的士氣
和地位有影晌嗎？
謝：任何行業的士氣都會受到不同時間
和環境的影晌，因而很難預料其改
變，但中英的草簽卻在一定程度上
穩定了各行業的心理，提高士氣，
至於社會地位是基於這行業的人之
工作表現和對社會的貢獻而定，所
以不應受到很大的影晌。
最後，希望現時的醫學生，能夠積
極地預備面對未來的挑戰，除了書
本的知識的吸取外，亦能多注重週
遭的環境，提高其醒覺性和社會意
識及多多參與大眾事務，讀死書的
日子是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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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勰，女夕

閑j個屆口屆口口

.'j于鬣
問：那麼將來大陸醫生的位置會否更改
》

謝：在九七年前不會有大改變，目前來
說，考試制度亦理應保留，因而保
障本地的醫療服務水準，況且基本
上對大陸醫生不會產生不公平，因
為如在美國，即使從一個州到另一
個州執業也需考試。另一方面，英
文水平應繼續受到重視，因為英文

曰口觀馴甲引囑降夠口口口口口口口 由‘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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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深入了解九七後醫學
院會有甚麼轉變，醫學生對前
途問題應抱有的態度，我們啟
思人一行四人，於十月四日訪
問醫學院院長榻紫芝教授。

1！、人加鹽龜才的辦公室，不禁回想
江上一午目．州式時的緊張乙、情，之即，已、跳
化叩陣f ,' ，喪他待f一後；衍的。警架，
砍抓中一：合；'．牌，J黠二人之特出的，要
勢他么州a PronieTe訐致邊的；看來
婦、：生作召，神訕f藝‘：統一變外活動。

影響，
所推動
而是受社會的需要和科技的發展

所以，醫學院不會有重大的轉變
，例如教學語萬仍以英文為主，因為英
文是國際通行的語言，例如我們看的
Journal大齋‘份是：英文寫的，富然，
中文也會更受重悅。課程的重卿也許會
有些少變更，可能會加重中國流仃疾病
的學習及營養學等。

大家應孩知道，現時的Post-
graduatetraining主要是在英國進州庭7狀們‘州劉始。啊望！且九匕倉對醫 行

儿；之中汰齊。
，刀“座九匕波，秀港冉不屬於英聯邦
至lJ時情尖會是怎樣？

J向匕·平‘叮叢一。州‘付、學的字折，’饑引j你抑地洗；！魄一我們是要
羚合才·病斗，衍：其：文是做研究與
斗由；_,- ' 人此，不論（J，支肖九匕
司他，;甲的’萬絀、變的。

愁寧斗引州‘州自自點是很直接的
的d中：' f他因！。目川也{lj降低，

我們的畢業生不是一定要得到英
國General入ledicalCoul:(11承認
他們的M.B.,B.S，學位，然後才可以在
英國作Post一gr ad：織tetrainillg臼勻
, _l她笑f又說：例如現在中國也肖
醫生士J英國接受訓練；但f響然，那時港
大畢業的醫’L:，丁能需要考一個飲別試，
他計格浚才有匕也：英國執業。

劉偽斗市冬

興投學嗎？
州二廳，香，巷是占耑姿一個委必邊會，
專責I,ost一grada、，te trail,ing柯I專科試呢？

；以卜：州州波叮施一國綱制
_}，抓口口上州‘ 州州勺向的誠念的，
挪！，馴州必！口’可‘了，相。和．國孑、會掃
I ；觔州，州矯· ‘甲縫應玄字肖一定的
- i不摔‘\ ,,，。，l;,,::！、；, 'f、應’邊；l友斤r

答鰓是方定的，J女也充滿f衍毛地
說：我們需要一個委1邊會來絨牌
Post一gTad:latetrail:1119不：總定芥項專科的水準，委丰仰的成織，',I夕．自人

5 啟甩

平

學·醫拼委丰邊妒勿（kledicalCoun(11
）和一些其他書學團體；其實，芙國方
面也fj夕f觔我們盡決或立遜個委醒會，
因為邊緣才有蘊更仃坎中也照顧中國和香港
的需安，他們還答應派人幫助我們，經
濟力頸訕北是成立·亡委員台的一個因難
，現U寺以有的對政頂算中並沒有這一項
，至也時，丁能妥立私人捐致，相信政府只
右匕儀一精中白巨的支主寺。

要求，我們會錄取他們讀醫科的；這正
如現時香港的中學生也可投考中國的大
學一樣。

我們繼續問她，知不知香港醫生移
民外地的情況怎樣？

再，巷衍幣
九古後，大馳醫生又可否在
而無需考試呢！

她I司答J直：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
，他們移民後，生活也過得頗好，但好
的意巴是有工做，有飯吃，生活安定，
至於他們精神上的感受，則不得而知。

女也！司答道：當吞港成為特別衍政
區後，自己本身的醫務委員會是應有權
要內地aTl練的醫生考過試後，才批准他
們執業的；這樣做絕非歧視內地醫生，
考試只是為了保障香港：1丁民；但富國內
的醫上L為‘ f一爛兀Jl:1formStandard
後，考試便可取消f ,

醫學院的牧生資格叉會不會轉變呢
？台不會牧內地的中學生？

其實，你們這一代是不應移民的
。首光，你要想想，你欠了香港社會多
少，培養你們讀小學、中學、大學，你
可知花了香港人多少金錢？再者，雖然
外國表面上沒為一種族歧視，但實際上仍
是有的，例如有一份工作，你和一個當
地人同時申請，如果大家資歷一樣，他
們當然是會錄用當地人的；最後，你要
考慮，究竟中國需要你？還是外國需要
你？！方；們做醫生是否只為了物質享受，
而不顯意把自己獻給本地社會 就算
這樣做合稍為降低你們的生活水準？

既然香港是中國的一鄒份，國內
的學件：也應受到司等待遇，_她肯定地
說：只要他們的水準符合我們入學的

多謝楊紫芝教投的一番教導。

癩嗎鄙礫候權他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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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斗

在看完以上齡訪問浪，大家也會發覺所有講各都有一些相周的地方，現在我們嘗試綜合一下。
關於大學的前逮方面，黃校長和楊教授都對97之j表

的香港大學充日芾1言·化活一港大學依然會保持現在的國際
地位 對夕國弗繫方面·港大和牛國齡大學的學浙文流肯
定會有必？增加，1夕一才。夕k國的大學，尤其是一些非英聯邦
的大學？文流也會有增長 至加課程是要跟社會需要而
更飲；但號學語一勵將詼然中、英語添．主，1旦中文將會會來
愈受土神 ，仔來學侈立齡審按可論么由一杳港人自己頃責。
至一醫癢馴一姘一而，最理想將會一昊自已談立一個類似

州ed二叫。、久；：一叫必磯構·審紋星業生齡資格，並負責
P。釁州一。d乃一中州：g 和專業！誠 而在這個制度下的醫

k土’徒？州臼’：不一r 不會h匕’弗在老英國專一業試的1氐。
不方講各對未來一斗參由一祖• p充中言心，認為將來

不的轉變’不會7艮大：權民汰啡生活，未入比留一F的好·翰1旦1也們者pB邑亂，·未來告港的發展，很1乎如告港人自己的
努力。所以，徒們都鼓勵我們移極參予行政的改革。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未來的醫主

廖看法呢
充實自己口口口認綱

？面對九七的來臨，
，可不對活全徒們的
權不會乏樣一面讀，以便將來為香港出力呢一P曰口口口個口口口區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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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五、去兩月的退去·炎夏的來臨·正意味著考試季
節久告一段落。面對著為長的各叩限，同學們都會茉劃一些各
期活動· 以此娛樂身啗，更可為未來新的批戰作好更佳的精
神及體力上的率備。
在芸答的各期活動之中，旅遊 可算是其中的表表香

了。基於 讀萬春書不如行萬里路 的心理· 再加上尋幽探
勝·增廣見聞·體驗異國風情，正是很多被困在醫學院裹讀
t 的醫學生所終日神馳嚮夕主的· 因此這個下限期便成了徒們走
出 象牙塔J、香港 咨四方闖蕩的良機了。
今期的校園主題主要是介紹一些同學的旅行花絮和內心

•的感受；會中不波輕鬆有趣· 自然奔放或窩意深長之大章，
希望紅藉此與同學一同分拿這夏日的陽光。

綢細妒 庫口
平j華一 一j方二一。馴才：：一，-

感：向誠：顱中必編瓖蔆汰豳
·f弘·二兀
么戶柴

， 斤
織雇繃翱

巔湧

汙 門緘 瓔

八月初，我與謝菲因時間上的方便
，一參加了由中國旅行社辦的師生旅遊團
，行的是西南線，途經長沙、貴陽、昆
明、成都、重慶等城市，而較著名的名
勝是黃果樹瀑布、峨媚山、大足石刻及
長江三峽，
先說團友吧，全團廿九人，只有全

職學生三人，教師則肖六、七人，都很
年青，也有夜校學生，但非師非生付：f
大多數，年齡由十七歲到六卜多歲，雖
然有老有嫩，但都是他看大眾出來玩
的心情，所以途中玩得頗役契，其中
更有兩位非常Fussv的Miss，單從啟
行來看，想破頭顱也想不到她們會是
人之患。
再說我們的領隊，哈爾濱中坎社的
副科長，號稱一火北挂張1的張光生，
因人手不足，要離權齲唱井到西，有來
作一次客串領隊，途‘物我們拍照，他皂
拍照，我們參觀，他也參觀，亡樣的工
作，不錯吧！·
出發婉，謝菲已千叮萬囑的說要先

情，要把握機會，未到貴州便什麼
天無三口晴，地無三里平的唸起來，
雖然這些口決J很多時都能很精闢地
把當地特式描繪，但也有令人失望的，
如湘女多情便是了。
後來我抱看死不執輸的好學
精神，也在車上衝書，於是兩人經常
在車上互鋤‘，你一言、我一語的，
你說大觀樓前的是是古今第一長聯
，我說樂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
你說黃梁樹瀑布高七十四米，闊八十一
米，我說到昆明一定要到西山龍門，因
帶中互：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到後
來耐與帶說聲價高了要比前錫身已
足波：;：因中上的苦讀 勁鋤
/f中．劉叮到過的地方仃版括的認識，對
。抑國的。也以也為州丰的斤占識，也算是i二
次1j程的陽庇‘上一叮上！

貨不對辦， 再這樣下去真的
對不起十億同胞了，這兩句話是我和
謝菲在途上常說的。貨不對辦是指
住宿方面，旅行團說明中清楚說明
是住宿公共衛生間的集體房間，但全程
住的都是有衛生間的雙人房，間中還有
空調和電鷹，最妙還是遊三峽時，
因買不到三等艙的票要住四等艙，每人
有十多元外匯券退回，謝菲為此便說f
中旅社真係唔喘！J但轉頭便說：r好
偉大，感動到喊。
吃是一個非常花時間的節目，

儘管質是處處不同，但量卻是一直強勁，雖然我與謝菲已有超水準
表現，吃得直如第二次發育般多，但
總未能有一餐能成功清抬，看著桌
上尺來長的魚只中了數招，其他剩
下的鎚菜的份量，可媲美香港一些酒家
岡j上桌時的份量，每於此情此景，不由
得嘆一句對不起十億同胞了。
行夜市是我們絕不會錯過的節目，
沿途所經的城市都有熱鬧的夜市，吃的
穿的比比皆是，間中還有些賣明星照片、雜誌的攤子，身在其中，使我想起廟
街、大篁地。當然，嘗嘗當地的小吃是
行夜市的主要目的，雖然春卷、飯糕、
糖胡蘆等沒有錯過，但對那些黑色的豆
腐和狗肉則始終未有勇氣一試。
內地對今次奧運的重視，比香港可

說不遑多讓，中央電視台每晚都有奧運
的播放，較重要的比賽更有衛星直播。
中美女排爭霸可說是人人關0的比賽，
當雙方第一局打成二比二平手時，我與
謝菲便要忍痛關上電視上火車赴貴陽，
當美國由九比十四追至刁時，而中
國女排最後勝了第一局時，我們正在車
站候車，站在一個當地人的收音機旁緊
張的聽看，雖然我們所知的一切都是導
遊的傳譯。到了貴陽，兩人為了得悉戰
果，四處找尋報章，但不得要領，突然
，謝菲發現有人在閱報，於是使出他的一賞技倆，立即急步趨前，緊跟其後，
伸長曆子，幾乎面貼面的偷看，得
悉中國女排勝出了，兩人就在街上歡呼
起來。
說到報章，他們的奧運專輯通常都

是報喜不報憂，展翅飛翔的馬燕紅
，馬燕虹贏了高住槓金牌，便有數段帶
讚美的報導。學習中國女排的拼搏精
神更是流行一時標題，了巳對於其他中

，以免！一當；工客松有至d
呈還看二厲旅進
等書便花f數爛。
市戶、花f然以佔：f卜
謝：不對巒丁作年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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鋤一些旅遊資料
的悲劇熙七現
，類似示申州．萬
午，而戶神遊故
的時間。明顯地
在行，每次乘長
茂的一中國地

友；:！史拿出
游及西

，州是叔划文沙！史說
南線’袒j

國沒有勝出的比賽，連結果也不提，真
拿它沒辦怯。
從長沙的湖南第一師範出來，看過一個介紹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小型陳列館
後，我與謝菲都同意，我們與這個人肯
定相對無言，因他大力提倡三不談，
不談金錢，不談家庭瑣事，不談男女問
題。面對他，真的無話可說了。
對我和謝菲兩個曾上解剖課一年的

人來說，對馬王堆出土的千年女屍當然
很感興趣，那具女屍經解剖後，內臟已
從軀體取出，像Museum的SPecimen一般陳列著，而根據介紹文字的敘述，
她百病纏身，正常的內臟沒有幾個，正
當我凝視她的肺的時候，所有燈光都熄
滅了，那時我們身處地下室，登時伸手
不見五指，我與謝菲當然處變不驚，但
有些腿小的已驚呼了出來，幸而迅即有
工作人員用電筒帶我們離場，團中有人
對那些猶有餘悸的女仕說：她跟看你
出來了⋯⋯，咦！怎麼少了一個？
然而我當時想看的，是我還未看的肝、胃⋯⋯。
途中還看到不少精采情景，在
成都時，當導遊小姐指看一個佛寺內的
銅鐘，把它的歷史娓娓道來，大家才猛
然醒悟隨地放置看的是一件千年占物是
受保護文物，後來不知怎的，竟人人都
趨前摸摸那些鐘上的雕刻，也沒有人阻
止，不由你不服；在花溪中，人、牛和
鴨子一同游泳；在安）Ira的水庫，這邊有
人游蛙、蝶、自由，那裹有人洗刷單車
，如不是明文規定不准放牛馬，相信
萬物共冶一爐的情景必再出現。
然而最特別的要算在成都的一次聯
歡晚會，那是中旅社特別安排我們與當
地一間光管廠員工見面的，那晚的場地
就如陳舊國語片的夜總會，人們的衣著
，演奏的音樂和跳的舞步必會挑起你的
懷舊情緒。開始時，有那裹的員工唱歌
，和唱及樂隊都是那裹的工人，很不簡
單，後來更邀請我們出舞池跳舞，但礙
於不懂舞步，各人依然按兵不動，及至
後來改奏Disco，我和謝非便率先發
難跳到滿身是汗。席中也有工人主動
來跟我們傾談，但礙於環境大吵和自己
的普通話水準太低，溝通非常困難。當
晚我們旅行團也演出了三個節目，我與
謝非在日間旅遊車的r選拔中被選中
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合唱了一首。丫嗚婆
，雖然我肖定只有團友才知我們唱什
麼，但卻搏得全場掌聲，可能娛樂性豐
富吧！當晚也算玩得興高采烈，事後兩
人更連聲HaPPy的說：不跟團那有
這麼HaPpy！
雖然這次旅程十分愉快，但也有美
中不足的地方，我們到了湖南，卻沒有
至U張家界，到了峨爛山，卻沒L金頂，
到了成都，沒夫東風路吃小食，到了四
)--，沒有去九寨溝，現在想來也覺不值
，杜王青山依舊，綠水長流，我必重赴西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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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看這四個大字也不相信自己現在
所在的地方，是萬里長城西端的終點，
是扼守河西走廊的第一要隘，是古代絲
路必經之地。
這雖然是萬里長城的西端站，但是
由於日子的侵蝕，連接長城的部份也不
大明顯了。剩下的便是這座孤獨的關城
，在烈日黃吵下和遠處的祁連山遙遙相
對。
我知道的！自漢代開始，你便隻身
在這兄和北方的匈奴對抗。你為著千千
萬萬的漢族子民，為看中原的疆土，不
顧黃沙，不怕孤寂。這些年來，不少愛
國之士，別了家人，別了鄉土，別了自
己的一切，來到你的腳下，和你共同作
戰。你的腳下，你的身上，是沾滿了無
數戰士的鮮血，包容著無數豪俠的靈魂
。你曾經目睹無數場的戰爭，你曾為無
知魯莽的匈奴人的死而長嘯，你也曾為
無辜身死他鄉的弟兄流淚。
我此刻正站在西門的城樓上。這個
是一個三層五間式的城樓，而西門便是
所謂的柔遠門了。遠處屹立的石碑，上
面便是刻著天下雄關這四個大字，

放眼遠眺，四面皆是一望無際的戈壁灘
。一條草，一頭羊也找不到。誰說這是
柔遠門了不！你是具有無可匹敵的的英
雄氣概！就連我這敗夫走卒站在這城頭
上，身體的血液也不期然地鼓盪看。血
液在體內衝激的聲音，就像是有千軍萬
馬在奔駛著。站在這城頭上，我彷彿便
成了抗奴的大英雄。
我跨著戰馬，飛奔著從城樓上沿著
馬道直奔往關城外。我右手拿看寶fJ,
左身按著韁繩，飛駛看在敵人中穿梭。
手起劍下，匈奴人全都做了我劍下的亡
魂。
哈哈哈，嘉峪雄關，嘉峪雄關！

我不禁在城頭上大聲長嘯。
你沒有留下什麼寶貴的文物。什麼
大將軍的玉印，什麼殺敵的寶刀寶劍，
在你身上一件也找不到。你所具有的便
是你實而不華的英雄氣概，和長歸黃土
的烈士英魂。沒有人讚美你漂亮，卻有
無數人驚嘆你的雄壯。因為你是站在西
域上的一個身經百戰的尖兵，你是聞名
天下的天雄關，你是嘉峪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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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影子，最容易是在唐人街
和各地的大學裹出現，很明顯地，這兩
地點所見的中國人是截然不同的，前者
多是老一輩的華僑，或是餐館內的侍應
，一後者則是一些從中國大陸、台灣和香
港去的留學生。香港人一般都比較新潮
，一看便知，而在美國的朋友告訴我，
大陸學生更易認，因為他們從不把恤衫
放進西褲去。至於態度方面，可能由於
台灣和大陸人都有國家觀念，因此一見
到中國人便十分熱情，記得我在一些大
學裹到處亂逛時，他們都主動和我打招
呼，而香港的學生則多是眼定定的望著一陣，跟看就行開了，可能是比較害羞
之故吧？
在鬼佬的眼中，東方人可能是
比較神秘的，大概是由於我們比較含蓄
吧，在時在巴士站、機場或是吃飯、游
泳時遇上一些美國人，他們都相當健談
。幸而一向多咀的我也還能勉強應付得
來，此外，他們都很暍望知道我們對他
們的看伕，或是我們的社會是怎樣的，
足見我們的神秘乎！
在鬼佬的眼中，中國人的地位
是遠遠低於日本人的。多數的時候，我
都會被誤會是日本人，而受到熱情，親
切的關懷，但當真相大白後，總有點難
言的尷尬，不過就我自己個人的觀察而
言，那邊的日本人平均來說確是遠較中
國人斯文和有禮，因此，我自己也會反
射地把一些較好的東方人視為日本人·
但後來交談後卻發現同為皇帝子孫。相
反地，一些越南人，經常在唐人街進行一些扒手活動，又缺乏公德心，令唐人
街成為黑點地帶，令中國更蒙上污點。
以唐人街和日本人聚居之地來說，前者
臭名遠播，而後者我雖未看過，卻聰朋
友瀆得多了。而在EPcotContre的世
界縮影農，日本館無疑是棘中國館為特
出，中國館內介紹中國風光，那套電影
除菲林有點發黃外，更顯得有點雜亂無
章，難怪在羅省的HuntingtonLibr-
ary裹如詩如畫的JaPaneseGarden
內，有位美國人主動要替我拍照，最後
向我說：下YouJ"Panesc⋯⋯當
然又是一大番膚美日本傳統和科技的話

二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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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暑假，我利用了短短的三星
期到美國一遊，體會一下花旗風
由於是隨團遊玩，一路上花了不少時間
於飲食上，令行程更見短促，只能說得
上是走馬看花。
從飛機上一見到美國的陸地開始，

美國給我的感覺是闊、大和
重，到處是一望無際的土地，終日在
駛也駛到不了盡頭的馬路上，坐看車門
重得用盡全身力都打不開的私家車，或
是坐位大到不合坐的巴士騁馳，酒店或一些大公司的門重得像健身器材一般（
廳說是為了防止冬天大風雪把門吹開）
，此外，美國的食品皆份量特大，熱量
特多，怪不得美國人個個都如巨人般，
健碩無比，肥羔特多。
美國無扮是一個資源充足的新大

陸，到處皆有發展的餘地，要在那邊
謀生，實是件相當輕鬆的事物，不過當
地也算是人材濟濟，若真要出人頭地的
話，則當別論了。美國乃世界上首屈一
指的先進國家，到處皆可見到新科技的
發達，城市寫的高樓大廈，旅程中參觀
過的甘迺迪太空中心、只是供人遊玩娛
樂的迪士尼樂園襄的明日世界，EPOt
Centre或是UniversalStudio就算
是路上隨意看到的修路技巧，或是建築
方伕，都足以證明富地的科技，和整個
國家無疑是由一．智者訂立下了一個有
效率、有規律的制度，令一切的運作十
分暢順。但另一方面，可能由於一切都
太顯利，所以很多絨層工作者，例如機
場、酒店、銀行或餐廳的服務員，都是
服務態度有餘，可惜效率不足，記得有一次在一間類似麥當奴的快餐店裹大排
長龍，然而收銀員依然是慢條斯理，令
我這個習慣了香准的緊張生活的人感到
十分煩躁，然而富地人卻仿似習慣了似
的，排隊時輕鬆自若，並且依然十分禮
讓，實令香港人感到慚愧。（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富地的服務員史應慚愧）

究竟這個安逸，穩定得令全世界人
都羨妒的烏托邦，是否真的是一個樂園
呢？記得我在三藩市中心觀光，在迪士
尼世界和EPcotCentre玩得瘋了，在
風光如畫的邁亞美海灘沐浴於陽光中，
又或是在充滿歐陸風味的文化氣息的首
都華盛頓流連過後，天真的我真的深深
愛上了這一塊土地，和當地友善、開朗
的人們。然而，夢幻般的幕後始終是有
現實生活醜惡的一面，紐約的貧民區，
唐人街的衛生和生活，實令我大吃一驚
，加上有晚不慣誤闖黑人區四十二街，
真令我至今仍毛骨悚然，可笑的是，這
條街的背後是多姿多采的百老匯，附近
則是一些肯定會令你買一件I , N. Y.
的T一shirt的地方。
那晚以後，我發覺美國城市的dow-

ntown，都是黑人區，日漸蓑落，而近
郊的地方反而顯得安靜和平和蓬勃。據
朋友的解釋，在已發展的地方混飯吃十
分容易，所以黑人都喜歡搬入該處，而
且很多是靠社會保障過日子，終日無所
事事，便在街上躍躂，因此白人都搬到
近郊去發展新的地區，放棄原有的基地
，此正是好佬怕爛佬J之道乎！有人
說美國是最平等的社會，但有時究竟這
平等是否真的公平呢？
我剛才說黑人、白人，只
是一般而論，並非一竹篙打一船人，記
得有次在酒店的泳池內，有位黑人和我
談天，起初我是有點顫顫驚驚，但後來
都感到對方十分友善，並且人格和種族
是毫無關係的。
說到種族問題，美國可說是一大熔
爐，最主要是黑人和白人，墨西哥人也
不少，相較之下·東方人無疑是Min-
。rity了，東方人，當然是包括了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人。在我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的眼中，自然是把中國人分
辨得清清楚楚，但在鬼佬眼中中
國人究竟是怎樣的呢？

無疑，中國人在美國多是高等知識
份子，大學裹的教授也大不乏中國人，
但龍的傳人吐氣揚眉的日子似乎仍不近
。在美國現在修讀博士、碩士學位的中
國學生仍會歎道中國人近年來地位確是
高了不少，但仍無伕如日本人、韓國人一般闖進當地大學或商界的行政階層，
是否我們能力不足，或是團結和組織能
力不夠呢？王安電腦令中國人自豪
，但只此一家外，有否其他中國人領導
的大機構呢？，也許，除了唐人街內老
華僑的默默耕耘，或是當地大學生
的努力增加智識和學位外，我們還
需要多一點創作力和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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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一

依稀記得大約由中二開始，由於受
到一位師兄的影響，閱讀了不少有關中
國近代史的書籍；再加上對於香港政府
政策的一點兒不滿，便慢慢地凝聚了一
點點尋求自己根源的欽望《我希望有一
國可以歸附的國家，我渴望得到一個真
正為民服務的政府。於是我便同中國處
走走，以印證一下所見的，和研聽的是一回事還是兩同事。
首次中國之行是於去年暑假，到過
的地方只有桂林，安顯和昆明1見到的
名山大川委實不少；但我更希望見到的
，是國內的人民生活，他們的思想言論
和他們對國家的印象。不過遺憾得很，
我見到的不多。印象比較探刻的計有：

C國內的言論還是有所監制。我有一回特意在火車上跟一名國內人佳說一
個有關共產黨的笑話，京來人聲鼎沸的
車廂立時靜f下來。很快、很靜。於是
我得到了答案。
國內的衣食已搞得不錯。衣服是

樸實而整潔，人民的消費（在食物）比
我這香港同胞還要高！
國內的社會秩序不錯。我曾見過

很多次吵架的事件，欽沒有一次是首
先口角，繼而動武的，因此富時的印
象是十分艮好。

0國內還有陰暗的一面。有一萬在
，遼’盧，疲，配，之，疲‘乞“Lj之么之j之細L么鳥鳥么鳥鳥

桂林火車黏外見到有很多人圍觀，不看
還好，原來是在公然皈賣婦女，每個人
民幣一百元正。為甚麼沒有人投案？為
甚麼可以如此公開？
總括而言，此行的印象是向好的。

到了剛完的這個暑假，亦再次北上
。這次是去了北京、內蒙、鄭州、洛陽、西安、成都、重慶、武漢、南京、蘇
州、上海和杭州。此行的任務是希
望可以更加深入民間。任務是達到了，

啟田'A徊

代價是旅途中的種種不便和不快。
事後檢討是：
0國內的人是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有很多地方是國內人仕不能涉足的；有
很多東西是可望而不可得。最有趣（或
痛心？）是有一回去民航局買機票，由
於衣看隨俗，所以受到呼喝和審
問，，審問後知到我是香港人，立
時受到欺待和請問，亦是很伕，但
很自然。

0國內是普遍有點崇拜媚外的心態
。香港同胞比國內人仕尊貴；日本民族
比中華民族先進，西方民族尤甚之。每
當我見到外賓服務部，便會不期然
地回憶起舊中國的華人與狗、不得入
內，自己人對自己人尚是如此，我們
又可以期望別人禮待我們嗎？民族尋嚴
何以樹立？
所以每當我碰到有種、有民
族自尊的國內人仕，必然肅然起敬，
大家是中國人嘛！這裹是咱們中國人的
地方！
這兩件事對我十分重要，使我耿耿

於懷。這兩件事十分大、大得
佔了整個腦子的室間。同想去年中國之
遊的種種禮待，原來不是因為大家是中
國人，而是因為我是香港人。香港人是
甚麼人？
鳥嬝鳥涌鳥森鳥自鳥森鳥禹鳥森鳥嬝鳥森鳥禺鳥a鳥森鳥森鳥a鳥禺鳥邊鳥讓名

敏思
若以西湖比西子，淡抹濃！！衍總相

宜。這是蘇東坡筆下的西湖。文人
多大話，我總不相信西湖是這麼了不
起的。況且我曾遊覽過頤和園的昆明湖
，還不外如是。據說昆明湖是仿效西湖
而造的，既然如此，西湖亦不會有甚麼
特別的
當我在湖濱路第一次親眼看見西湖
的時候，我真興奮極f。為甚麼會有這
樣美麗的湖呢？昆明湖仿效西湖，簡直
就是東施效顰！西湖的溫柔、寧靜
、安祥，使人立即忘卻俗士間的紛爭與
黑暗。黃山的奇聖怪石使人驚訝大自然
的力量，而西湖的清純俏麗更能使人從
心坎中佩服於整個宇宙。我真羨慕在當
地居住的人，因為他們擁有這個杭州
之寶。
中秋前夕，我們高高興興地去買東
西準備歡渡佳節。中秋節常然少不了月
餅。幾天之前，每1司食品店還放了無數
各式各樣的月餅，為甚磨轉瞬間竟全賣
光了？杭州還有一極炸菜釁肉月餅，即
煎即賣，木來我們想品嘗一下，但長長
釣人龍每拇使我們望而叩步c走了很多
間食品店，好不吉易才買到了幾個巧屯
力月餅：買完月餅，我爛跋機一觸，買
了一個八付才直徑的忌權玉樣，以玉樣賞
月，的確是個訢名試！此界，我們徑買
了葡備酒、果臘一’頻劇、祇併桔子、菠
蘿等，準備在蘇提卜叩巾浩j !’了·
中秋之夜，我們住弟僑戲！中乞邊戶

叫f卜離和東坡肉上後，便來J f調名州

。湖邊擠滿f人，他們都聚精會神的望
著西湖，我們椰不知道他們在看甚麼。一問之下，原來當地有一個習俗 點
放運花燈，在中秋之夜，會有人把一些
連花燈放在西湖之L，這些燈隨肴湖水
飄俘，替西湖添上夜妝。當還儿燈飄近
岸邊，熱鬧的事隨即發生。岸邊．人草會
馬L千方百計去奪取運花擔，有些人以
手扶欄，用腳仲至望湖面奪取運花燈，有
些用雨傘去奪取，總之各出奇謀，當運
花燈被奪取伐功時，到處便會發出熱烈
的掌聲和歡呼之聲，熱鬧極f !
我們租了一艘艇，艇伕般我們到湖

地坤匕

中心，湖面到處都是連花燈，我們挑選
了幾個放在艇上，大家舟上暢淡，不亦
樂乎！當艇伕把我們舟划司岸時，叮囑我
們把通花燈放同水上，我們當然不捨得
放棄它們，艇伕便啡我們靜悄悄的收回一個，其餘的便放回水上，我們只好照
辦。我們選了一個懂花燈後，由一位男
同學保濩看，便：中去了。岸上的人都
眼甘甘J的望著我們的運花燈，有些
還衝L來嗆奪，嚇得我們拔足逃夫，返
回酒店。
在酒店取同我們的過節食品後，便

往蘇堤去了。蘇堤的寧靜跟湖濱路的熱
鬧成r一們強烈對比。我們在蘇堤L燃
點了我們力保不失的運花燈，把我們的
食物安放妥當後便開始放頃花。t於在
香港沒有機會孜煙花，所以我們很高興
能夠在西湖畔眾情的放煙花。刀侈個晚上
，我們大家州二能盡興。
古人有云每逢佳節僑思親，但

這晚我們玩得太開心f ，竟然連一點點
思家的情懷都彼掩蓋得一不留一點疲跡！

車子就像野馬一樣跳躍著，不一會就到了五老舉。因為剛剛下過一陣
大雨，本來已崎嶇不堪的小路變得更是
絕濘。同車的阿叔阿嬸們往窗外望了望
，說了聲啊！看見王老舉了！就紛
紛瓖看要走。我們三人奮力鬥爭，無奈
勢孤力弱（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國內同志
，年紀相若，同聲同氣），我們就決定
離他們而去，自己走上老辜舉巔。車子
也繼續跑往甚麼工人俱樂部。
本來L山巔對我們來說並不困難，

就是人算不如天算，走了未久就開始下
大爾。雨越來越大，卻連半處遮蔭的地
方也找不至唱。我們只有拚命走，雨也拚
命卜。示冬於找到r一塊大石頭，我們就
趁、新I在石卜邊。雨也停了。
我們只管往上走，兩三箭步就到了
山頂。爾後的廬山顯得格外清朗。也可
算是我們的福氣，就因為大雨之後，雲
霧州妝，我們才可以欣賞那只出現了幾
分誣的盧山真面口。
儘管是驚鴻一瞥，也叫做償了心願

我們站得高高的，向山下自豪地打
了幾個噴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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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冊萬汰我去了絲路。
可先恥以為我是騎在駱駝背上：在
茫茫大漠中找尋被黃沙埋掩了的古蹟。
就是絲路的起點 西安，我贗漫的勻
想即告粉碎。火車站內人頭湧湧，車甫
進站，眾人便發足狂奔，一時尖叫聲不
絕。好一幅逃難圖！這回富真是！司行
萬幾人乎？

就這樣，在車廂繚繞的姻霧中，在
鄰座男人的吳汗味中，開始了我的絲路
之州

× × k×

第一站是蘭州。
正如外國遊客來香港一定要到淺水

灣，去蘭州也必然要看看黃河。從劉家
峽水庫乘船往炳靈寺時，栽便有機會把
黃河看個真切。

× × ×

敦煌是此行的高潮，嗚沙山和敦煌
石窟都是我心儀已久的地方。未必人人
都會欣賞敦惶石竄的壁畫，但卻很很少
有人不喜歌嗚沙山。
碗沙山由幾個數十米的沙丘組成，
畢真正的沙漠，吵子又細又滑，脫掉鞋
子踏在上面，簡直是L上的享受。別小
觀力化才幾卜米高的沙丘，要攀yl頂可不
是容易的事。因為腳卜全是細沙，走三
但退兩步；掙扎一番後還在原地踏步。
有時走累r停卜休息，還會隨看瀉下來
的流沙倒退幾步，真是學如爬鳴沙山
一不進則退了。才爬過一半，眾人
已氣喘如牛，很多人便索性手腳並用，
這樣比較訐服一點。我看到這個有趨的
鏡頭，便趕緊拍r下來，誰知因為自己
也是站在斜坡上，照片便不能表現出的
斜度，反而好像是一草成年人在吵灘上
進行爬行比賽，不明所以的人看照片便
莫名其妙。

和漓江的秀、三峽的險相比，黃河
又另有一種燭特的風貌。濁濁的河水，
令人感到神秘莫mlJ；兩旁的石岑又高又
及，吏顯得冷峻。這樣的險山惡水，靠
炳靈寺那個拘誣的大佛又怎能看浮牢？
最有趣的是，河岸兩分的石舉被風
化成很特必‘l的形狀，活像一幅啼壁畫，
有二壁被我們一斗致望定為松濤雲您圖
。雖然去炳靈寺的船票人民幣十八大
元，但單看這些入然壁畫已值同票價。

新疆是縣路在中國境內最後的一段
。色一府鳥魯木齊已經是一惆很漢化的城
市，擠擁的公共汽中、不時叭叭烽哄的
汽中響號，都和國內其他城市沒有多大‘分別，吐魯審有個小孩便會告訴我鳥魯
木齊的高樓多得很，旦他還是比較喜歡
吐魯蕃“我也很喜歡吐魯審二熱鬧的市
集，低低的泥屋，頭戴紗巾、衣看鮮艷
的濰吾爾族少女，都使吐魯蕃充滿異城
城風情。

圓 目 回 口 擊
高高的惆予，疏落的白髮··一心裹
在盤算肴新任解刑學系主任ProfB.
Weatherhcad是一個怎樣的人？進k一個寬敞的辦公室後，站在而的衣養隨
和，雖是滿面虹髯，但態度親切的，F是
他。

ProfWeatherhead是英國人，
他先後在l橋大學和伯明漢大學選修動
物學和解刻學，跟肴在美國多間大學任
教。今年儿）一目，他接受吞港大學的
聘請，接f壬解別學系土fL一職。

跟舀我們把。丙越轉到解:；學L ,
Pl一of\Veatl、erhead指匕兔罕：痲！學：上不
單但括GrossAnatom各，其實還有
、110roanatomy和El:lbl·，,0109，一
解內學听包面的東西很多。但是學習時
問郁向限，七“新醫學知‘妝的忽J入，使
醫學生百L加斤，這現象是世界也．的。
ProfWeatherhcad認為學系力面應
作出選擇，除f教授膩木理外，在適當
時候應帶必州一“灰臨床力而的功識。

來J’祇仃九IJ半的ProfWca-
therhead（按Pl·ofWcatherl、cad
是在九）] 一九口接受訪lll] )，香港有f--
麼地jJ吸引他？他向占考慮九L問題？

ProfWcathcl,l、ead希望能以多
年累積的教學經驗J！作管理一學系。在
歐洲，由於環境的限制，叮發展的機會
不多，恰巧再港提供；d一個機會。

關於九七n他驢，ProfWcathcr-
hcad在英時，差不多有關於香港的
途的消息都不放過。ha說香港市民對
事件非常關注和敏感。但他佔計，中莢
所達成的臨議必能滿足大多數市民，而
且他希望能成為香港居民，長期在港居
留直至退休。

Prof、Veatherhead認之盔現對學
系的認識仍未深入，作tb訂價仍不、是．囚
富時候。但從學系的報告和Fxtornal
Examiner的r1中，師資和學生的很
準都能達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在汗、來一
拜二內將右會作出人大的改變。關於第一
年GrossAnatomy教學程序的改變
, f也解釋是！勻L學系主f于ProfFearn-
head的主意，ProfFearllhead如
HeadandNeck能緊接看TI、orax
教授，學生便能清楚認識到從T勵沁rax
到Ncck的轉變，Prof'Weatherhead
希望鼓勵學系裹的教職員進行研究工作

提起研究J二作，Prof、Vcat奮le-
rhead的研究科目是Neuroendocir-
nology，特別是Pituitarygland的
parsiilterrnedia他說他選擇Neuro·

中交園

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就在吐魯蕃附
近。這兩個都是曾經繁盛一時的城市·，
唐三藏便曾在高昌授經。它們後來逐漸
被廢棄，現在已成為廢墟。新疆乾燥的
天氣使建築物保持得頗完整，寺院、民
居、皇宮都依稀可辨。地上還有些陶瓷
碎片，拾起來猜猜，它曾是花瓶還是尿
壺的一部分呢？饒有趣味。
在故城內走看，很容易使人感到世
事變幻無常，高昌和交河經歷r好幾百
年的繁華熱閑，現在卻一片死寂Q百多
年問香港也從漁村成為國際都市，但誰
又知道將來會有個香港故城嗎7

維吾爾族是新疆的多數民族。我們
還未到新疆，便已體合到維否爾放人和
拉J’民放相似的耶種熱情不輛的性格。
火車上有個乘警恰好是維族人，木來乘
警都是拉長臉孔、嚴肅兮兮的，但這傢

伙卻很風騷，一會兒作狀皺起眉頭
說我們的鐵水壺是手榴彈，一會兒又苦
起臉說年過三十還沒有人要，轉眼又見
他笑瞇瞇地坐在一旁看穿裙子的女乘客
。此人娛樂性非常豐富。
新疆人對香港有種種奇怪的念頭，
有的即我們香港有沒有戈壁灘；有的說
香港是外國以統冶的地方，所以香港人
並不是中國人，而新疆人嘛，才是堂堂
正正的中國人。我瞪看他的探眼窩、高
鼻子，不禁啼笑皆非二、

× ！× ×
同行有些朋友說對這次旅行有點失
望，因為遊客多了，有些地方的商業味
道便比較重，看到在門口收票的少林寺’
和尚，和我們討價還價的趕驢車的小孩
，都叫人感封不是味道。然而，能夠親
身在那些遙遠的地方生活過，揚開絲路
神秘的面紗，始終是件值得回味的事情

地北

endol一im,1叮，完全足巧合；在表橋
大學的州、一:，他對很名中旬都向興趣
，湊巧，弟一份學生研究獎學金魷是
NeLlrocndocril,ology，缸徊此他使在
這方。川發展。一般人對解創弗中的印象壯1樣？
Prof、？eatherl,cad的答桌是f f認多
都把解劉師么作是不丫學懷人，就造池的
妻J’名U{l寺L號予、倒夕卜。PIof 、7eatl,e-
11,ead．中為；因是很多人以為解劉師祇
付拿口戶叉解劇實發，，訂忽思一解
離鳥巾以伯耋’他為。叔的I作？

P卜亡W。狀L件h" d的家！煙，州
他土、喘！兩，k115、"LaLhcr}lea(l 在：'f
港弋學柚物學平扣付溝解止邊？Plot
、'eatl、rhcad!！勾！！時、娛奔歡安J叩亂，我們

農又迅不是在上Lecture時釣魚，他風趣．池說祇是在六點鐘下課後。

Prof、Vcatherhead對我們表示
還沒角中文名，f也說Brian是一個大
聲發的人，Weatherhead是牧羊人的
J意胄、，你角沒有興趣提供意見給Prof
、Veatherhead?

[ReadingMedicine15a ha-
rd wol·kbutit'5worthwhile, you
Shoulde:,joy it andwill get
Inoreoutofit 是ProfWeather-
hcad皋合我們的見面祖。
謹祝Pl,ofWcatherhead工作榆
快！



電 影 首 映 籌 款 、四

八四年七早二十二日，一年一度的
GalaPremiere（電影首映籌欺）在
大專會堂舉行。這次盛會不只是澳洲名
片BreakerMorant首次在香港公映
，並且是大專會堂啟用以來首次公開放
映電影。所以雙方面都十分重視這首映
，而今次首映亦不負眾望，為．學會帶
來了六萬元的經費。

Dr. TheHonHarryS. Y·
Fang
Dr. RudyK. K. Khoo
Dr· HenryF. K. LIProf·
FeliceLiehimak
Dr. TheHonK. L. Thong
Prof. RosieT. T. Young而當日進場的只有SISterAquinas及

Dr. RudyKh000

j口j口j口j口j口j口j口j口j口

該日節目如下：
8:30pm一9:00pm 茶會
9:oopm一9:30Pm致送紀念
品予各贊助人儀式

1．助理．務署長Dr. RudyK. K.
Khoo致詞

2．香港大學．學會主席Dr. W. Y.
Chan·Lui致詞

3．香港大學幹事會主席黃玉庭致詞
4，電影首映籌委會主席郭文偉致詞
5．由呂懷英醫生代表．學會致送紀
念品予各贊助人

6．由郭文偉代表電影首映籌委會致
送紀念品予呂懷英醫生

9:30Pm一11:00pIn電影放映

當天下午五時許，所有佈置材料均
已到場，由於該日下午六時前會堂為一
所幼稚園租了作畢業典禮，所以直至六
時許大家才可開始佈置。晚上八時，一
切準備妥當。由於會堂方面十分重視這
次首映，故當晚所有工作人員必須上班
，而校方亦派了二十來位浸會同學分別
在茶會及會堂內服務。八時半，嘉賓開
始進場，一時間把大堂擠得水洩不通。
九時正，嘉賓被領進會堂內，整個過程
顯利完成。
今年電影首映籌欽總共有八位贊助

人：
SisterMaryAquinaS
Mr. TheHonHenryChing

雖然今次首映賣出及送出的門票有
八百多張，但當時進場人數大約只有四
百多人，在這個有千多個座位會堂內，
場面顯得好冷落，尤以堂座為甚，所以
令到在台上客加致送紀念品儀式的人頗
為尷尬。據聞是由於很多買了戲票的醫
生沒有到場的原故。希望有關方面將來
在編位時能照顧到這點作出安排。此外
，今年學生取票情況亦不見踴躍。可能
是由於事前宣傳問題及當時提醒同學取
票的聯絡網不適當吧。曾有人提出由於
大專會堂位於九龍（以住多是在利舞台
舉行的），而很多．生及醫學生居住在
香港島，人生路不熟，所以入場人數低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吧，居住在九龍的
醫生人數亦不算少，如在彌敦道區，我
們賣出的戲票不算少，況且，大專會堂
可從地下鐵，火車及巴士到達，而大專
會堂內亦有多個車位供應，所以交通比
之利舞台可算更為方便。另外，大專會
堂的租用費用比普通戲院便宜很多，在
開支方面節省不少。總括來說，租用大
專會堂對Ga!a有利。

曾有位曾做Gala的高年級同學形
容這次Gala十分成功，成功並非在籌
欺數目上，而是在同學們工作時的投入
及合作，希望電影首映籌欺八五將更為
成功。

讓 我 可門來 算
一
算

微A

几本港已登記了的醫生（除了那些
搬了而又沒有通知啟思的醫生外），每
人每年可獲得五、六份免費的啟思，每
份啟思印刷費大約三元半，而每份啟思
郵費大約一元，所以當啟思到達了醫生
的手上時，那位．生大約已用了醫學會
四元半了，還沒有計算到師弟師妹們在
出版前的無價心血，那樣，每個醫生每年
起碼用了醫學會：4.5×6二27元正。
我那生了誘的數學頭腦可計出每個，生
平均每年用了醫學會二十七元正。（可
計算的金錢上花費而已，還有些不可計
算的。）全港有那麼多位註冊醫生，醫
學會每年在啟思方面大約花去三萬多元
”可能有些醫生會想起當年入學時所交
出的那一百五十大元。但你有否可想起
五年來在醫學會中所得到的啟思或各類
的印刷品及福利已把所有的會費透支。
所以啟思的支出費用幾乎全由Medso
支付，而Medso的經費大部份由一年一度的電影籌歎籌來的。

電影籌歎作賣票員，職責是到各地方
掛牌醫生賣票。原本滿懷希望可以得
各師兄師姐的幫助，只可惜想也想不
人情冷暖，在那軍懸壺濟世的醫師中
被冷落在一旁，而且還常常吃到閉門
，幸好還有一些親切的．生給同我對
同行一點兒信心。後來到各大．院賣
時感受更深，在診所中還有護士這一
醜人，但在醫院中沒有護士，各醫生較
冷面孔令我們望而卻步。試想想，兩僅d‘興‘二，, . - . 0 . ‘。L. ‘ 二，二．。州幼j妝j孩一吃上讓口由C個勵綢思甲’白吃t一1又方肥吋仕E掬
旁，向他解釋金錢約用途，該位醫生哺
然還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地步．細血纏
可算道行高深，還向侍應招手叫菜
想即使易地而處，他亦不能忍受，

召洫In邸

啊卹
呱
卹州
贓
曜

昕
討，
鬱泌群

可以的話，我必寫個服字。
若磁如些llnl幸好

們修養好，不屑向他繼續講解，又再
想想，如伊利沙伯這樣大的一所醫院
兩位女孩子在內奔走了一個下午，只
三位醫生捐欺給醫學會 州磁》
不才一亡亡一’一亡j亡一’-一一‘“el卹f'飲水必需思諒；富年曾聞接或直接地接to叫

愚見認為几

今年在下有幸參加八四年度醫學會
受到Medso菔務，如今何必吝嗇那一州
百數十塊錢和那免費的笑容呢？ !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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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UYUEN CHU
M.B.,B.S.(H.K.),M.R.C.P.(U.K.),D.C.H.(LONDON)

Dr.S.Y.Chu,whowastheregistrarofpaediatricsat
QueenMaryHospital,diedon24August1984ina
tragictrafficaccidentwhilehewasonduty.Hewas
inhis31styear.

S.Y.ChuwasborninHongKongon23August
1954,waseducatedat St.Paul’sCo-educational
SecondarySchoolandUniversityofHongKong.He
graduatedin medicinein 1978.Afterqualifying
hejoinedtheMedicalandHealthDepartmentand
devotedhimselftogovernmentserviceforthehealth
careofthegeneralpublicinHongKong.In 1979
hewasappointedmedicalofficerintheAccident
andEmergencyDepartmentatQueenMaryHospital.
Thefollowingyearhecommittedhimselfto the
fieldof ,paediatricsandbecametheregistrarin

DepartmentofPaediatricsatQueenMaryHospital.
In 1982hewassponsoredbythegbvernmenfor
highertraininginpaediatricsattheRoyalHospital
forSickChildreninGlasgowintheUnitedKingdom.
HeobtainedtheM.R.C.P.(U.K.)andD.C.H.in1983.
AfterreturningfromtraininginU.K.,hecontinued
hisserviceintheDepartmentofPaediatricsatQueen
MaryHospital.

Besidesprovidingmedicalcaretohispatients,Chuparticipatedactivelyintheteachingofmedical
studentsandnurses,andhadawidescopeofinterest
inthefieldofpaediatrics.Hehadcontributedtothe
studyofnormallungfunctionofChinesechildren
inHongKong.Healso.conductedastudyintothe
causesofmentalretardationinthechildrenofthe

PineHillSchoolforMentallyRetardedatTaiPo.
WhileheworkedintheneonatalunitofTsanYuk
Hospital,hecarriedoutanumberofresearchprojects
ontreatmentofpersistentductusarteriosusinpremature
prematureinfantsandmanagementofneonataljaundicein
Chinesebabies.

Chuwasaresponsible,diligentcolleaguewhose
helpandadvicewerefrequentlysoughtby,and
generouslygiventoothermembersofthehospital.
Hischeerfulnessandradiantcharactermadehima
welllikedfigureamongthecolleaguesandstaffhe
hadworkedwith.Manyjoyousoccasionswere,
createdbyhisdelightfulsenseofhumour.Hismain
hobbiesweretennis,joggingandswimming.Chu
wifibemuchmissedforhismedicalabilityandhis
cheerfulness.Heissurvivedbyhiswifeandd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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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t istheNorthcoteScienceBuildingshall
I soformyfirstlectureonPathologythisyear.

‘A museum’wasmyfirstimpression.The
h designofthebuildingisofmyGrandpaera.Very

oldindeed.
‘‘ Onceinsidethebuilding,onewouldgeta“a feelingof beinga touristsightseeingsomerelics

‘RT°fln memoryofsomebody.Asthetimewasrunning
IL short,I stoppedlingeringaroundbutwentstraight

Ij ‘ uptothelecturetheatre.Thelecturetheatrewason
thesecondfloor.I lookaseatinthemiddleofthe- row,andsettledmyself.ThenI begantofeelsome‘

some‘i 1 . thingwrongwiththetemperatureoftheroom,It
wasverynot.It wasjustlikeinside•afurnace.I

: Ij sweatedprofusely.Weretheytryingtoputusonan
(a.experimentof heattolerence?Unconciously,my

tonguestuckoutofmymouthandmyrespiration
14M W+ increased.Allsignsofnormalphysiologicalresponses

activatedbyheatwerepresent.Ohyes,I shouldbe
gladasI wasnormal.Myfirstideawasthattheair-
conditioninghadn’tbeenswitchedon.Butthen,
thewhirringnoiseofthefansdroveintomyears.My
god,theymustbekidding!Therewasnoair-conditioning
air-conditioningintheroom.Wewouldprobablyallbedetunet
attheendofthislecture.Perhaps,theywantedto
consecratedusforautopsy—ofpatientdyingof
hyperthermia.

Ibeganblitheringwithsomeofmyclassmates,
hopingthewouldhelptoassuagemydiscomfort.But
thiswasinvain.Myheadbegantoaddle.Whata
horribletimeitwas!I couldfeelmymuscleswelling.
I decidedtotakeanotherwayofcoping.I began
tositdownquietlyandclosemyeyes.Theroomwas
verynoisy,likeapandemonium.Thisaggravatedmy
headache.Suddenly,thenoisefadedout.I opened
myeyeandrealizedthelecturerhadarrived.The
timewasexactly2p.m.—verypunctuate.

Inthemiddleofthelecture,theroomdarkened.
darkened.‘Oh,no!’I gaveaeerieshriek.Theyhaddrawn
upthecurtaintoshowtheslides.Butbydoingthis,
theyalsoblockedtheventilation.So,myprevious
ideaofthiereagernesstohavepurelyhyperthermic
specimenwasdefinitelywrong.Whattheywanted
wereactuallypeopledyingof hyperthermiaplus
suffocation.I begantobemoanthesadfateofus
medicalstudents.Suddenlywithmyclairvoyance,
I seesomechocolateicecreamshowinguponthe
screen.Howmagnanimouswerethey!ButasI looked
morecarefully,I realizedthatthe‘ice-cream’was
actuallytheballvalvethrombusonthedeformed
mitralvalve.A hallucinationandvagacy.SoI was
havingsymptomsofCNStrouble.I reallywantedto
skedaddle.ButasI tookaseatinthemiddle,I was
trapped.HowpoorI wasandhowimplaceableit
was!I wouldprobablybeawakenattheendofthis
lecture.ThelecturewentonandI...

Atlast,thelectureendedandallthestudents
rushedoutofthetheatre.totakesomefreshair.
Thoughwesurvive,wewerealllikesousedherrings!

FastAs

FastAsthelecturedroveon,I begantofeelsleepy.4I bitmyfingertokeepmyselfawake.Butnoway4
help.Aheatedroomplusthesoftflattoneofthe 4

E nniter
lecturer—whatagoodofferforaniceafternoo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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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病理學大樓需要產建祝丘既織
為期三年，病理學系及徹生物學系已於
今年暑假暫時遷往羅富國科學大樓。羅
富國樓本來是供理學院的同學使用，因
為日漸殘舊而早已計劃拆卸，想不到還
有機會派上用場。
八七班的同學有幸成為第一班使用
新大樓的．學生。大部份同學都覺
得到新地點上課較不方便，因為以往只
需要步行到瑪麗醫院，現在則非坐巴士
不可 除非你有興趣在烈日下步行廿
五分鐘。要是碰上有AutoPsy的日子
就更麻煩，AutoPsy在十二時四十五
分才完畢，忽忽吃完午飯後就要趕到羅
富國樓滿頭大汗地坐在一個沒有空氣調
節的課室上課，和對著那些在懶洋洋地
搖頭的小風扇苦笑的滋味，恐怕不是那
些正在埋怨課室冷氣太厲害的八八，八
九同學所能想像的。本來在午飯後上課
是比較容易入睡的，可是在羅富國樓上
課釣魚時可得小心點，因為供書寫的桌
面只是椅子手柄上的一小塊木板，打瞌
睡時可能將筆記本、原子筆都掃到地
上。
羅富國樓的其他設備還算差強人意
最匪夷所思的是實驗室的地板上竟然
幾個電揮蘇，看來沒有甚麼用途，但
以將毫無防備的同學絆一跤。
其實這次校方和兩個有關學系都很
作 答應在明年為課室裝置空氣調
系統，但相信八八班的同學才會受惠
，不過八七的班會會向校方爭取及早
善，或至少想辦伕在現階段使課室的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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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能較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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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走了1很多同學都帶看
又驚又喜，又不知是什麼味兒的心情去
迎接這件事實。這個掛一臉鬍子的Mr.
Anderson究竟在沙宣道上留下什麼
呢l

Mr. Anderson出生在蘇格蘭的
Abcrdeen。在一九六四年進入Univ-
ersityofAberdcen修讀心理學及社
會學。而他妓有興趣的要算社會學了。
尤其醫用社會學更是他的專長。緲

鄉,na卹i

權，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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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it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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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看對亞洲吸毒問題的研究，他開
始對香港進華洋雜處的彈丸之地發生興
趣。刀鴉時正藉港大聲學系增設行為科學
，他於是便遠渡重洋來港任教。在港大
做了幾年講師，他現在決定回倫敦。他
打算在倫敦繼續任教，或當研究工作”
其實他足港大體學的行為科學的一
個開國功臣？在一九六八 六九年間
，英國曾經有一個TUDD報告。這報
告對醫學教有作出檢討。終於在一九七
二 七三年r亂U在卜liddlescx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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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alSchod首次增設行為科學”五
年後，在香港也有同樣事情發生。最後
在一九七八年行為科學以一個課程的形
式在港大醫學院出現。經過數年的努力，
行為科學終於成為一個半獨立的單位。
而Andcrson便是這個單位的頷導人。

他在最初三年內，曾經用不同方伕
去教授行為科學”就以Projeot為例，
最初是以組的形式來做一個Proj。。t ,
到現在卻發展到每一個同學分別做一個
Projcct”他也發問卷詢問同學對學科
的意見，從而對課程加以改艮。

他認為行為科學在港大學系內已逐
漸走上軌道。可惜暫峙這學科的人手及
資原也不夠，再加上現時學科的分工也
不是盡善盡美，這學科也並未及上水準

行為科學對醫學生是很重要的的
他認為病人也是人，而每一個疾病背
後亦有其心理上及社會上的因素。而現
在預防勝於治療是這樣的流行，要達到
這個目的，行為科學便大派用場了。

他在臨別前也帶看依依不捨的心情
。雖然香港是這樣的擠迫及噪吵，而外
國人在香港會感到孤立，他仍喜歡香港
人的動奮。尤其富他看到他的學生漸漸
從沉默中醒來，在討論中積極地參予時
，他便覺看無限的飲喜。

Anderson現在雖然不再在香港
他印在沙宣道的腳印及其一臉的鬍子
想必在每個同學中留下烙印！

校園



From29Julyto5 August1984,adelegation
comprising10HKUmedicalstudentsattendedthe
5thAsianMedicalStudentsConferenceinSingapore.
TheConferencewasorganisedbytheMedicalSociety
of theNationalUniversityofSingaporewithmost
oftheOrganisingCommitteemembersbeingsecond
yearmedicalstudents.Thethemeoftheconference
was“ChildHealth”.

TheConferencewasinitiatedin 1980bythe
AssociationofJapanMedicalStudents,withthecooperation
cooperationof RamathibodiMedicalStudents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AffairsCommittee,MahidolUniversity,
Bangkok.In thefollowingyears,thenumberof
participatingcountriesincreasedandco-operation
fromothermedicalstudentsinAsiawasveryencouraging.
encouraging.ThefirstthreeconferenceswereheldinBangkok
andthefourthin KualaLumpur.Thisyear,the
fifthconferencewasheldin Singapore,with13
countriesparticipating:Singapore,Malaysia,India,
HongKong,Indonesia,Japan,Nepal,Kuwait,Taiwan,
Philippines,Thailand,AustraliaandAustria(the
latterasanobserver).

TheaimsoftheConferenceare
(a) to promotebetterrelationshipsamongAsian

medicalstudents;
(b) to promotemutualunderstandingin Me4ical

andHealthproblemsaswellastoshareexperience
experienceinsolvingtheseproblems;

(c) to bea forumforAsianmedicalstudentsto
discussvarioustopicsofcommonmedicalinterest;

(d) topromotethehumanitarianidealofmedicine
amongAsianmedicalstudents;

(e) toencouragefuturemedicalco-operationamong
Asiandoctors.

PREPARATIONWORK
In Marcha letterof invitationtogetherwith

applicationformswassentby theconference
OrgamsingCommitteeto the MedicalSociety
HKUSU.InAprilapplicationwasopentoallmedical
studentswishingtoattendtheconference.Because
oftherelativelylargenumberofapplicants(around
25),it wasdecidedthatapplicationsfrom1styear
studentswouldnotbeaccepted.(Firstyearstudents
hadrelativelylittlemedicalexperienceandthey
wouldhaveopportunitytoattendinfutureyears.)

It wasdecidedthatthesizeofthedelegationbe
ten,withtwofrom4thyear,threefrom3rdyearand
fivefrom2ndyear.-Giventhisquota,toparticipants
wereselectedamongapplicantsfromeachyear
bytheapplicantsthemselves.InlateApriladelegation
wasformedcomprisingthefçllowingstudents: Wan
SukKing(4th),YanWing‘a (4th),EdmundChan
(3rd,ChiefDelegate),ChoiSumHung(3rd),Chung
HonPing(3rd),MichaelChan(2nd,Co.ordinator),
EricChan(2nd),ChiuKaiMing(2nd),Eudora
Chow(2nd),JudyLee(2nd).
FirstPhase

Thefirstmeetingof delegationwasheldon
the26thof April.Threemoremeetingswereheld
until19thMaywhenallworkwassuspendedforthe
examinations.Duringtheworkingperiod,welooked
forSponsorsandadvisersanddiscussedtheoutline
of ourworkingpaper,entitted“ChildHealthin
HongKong”.Wewerefortunateto havefound
Prof.R.T.T.YoungtobeourPatron,andProf.
C.Y.Yeung,Prof.K.W.L.KleevensandDr.W.Y.
LwtobeourAdvisers.

A majorchallengetouswashowtoapprch
thepaper.Becausethetitlecoveredsobroadan
area,wehadtochoosebetweenwritingangeneral
simplifiedaccountandwritinga specificdetailed
account.Afterdecidingonthescopeofthepaper,preliminary

preliminarydatafindingwascarriedout.Alltheinformation
informationcollectedwashandedovertothetwosenior
studentswhowouldselectandintegratethematerial.
Workwasthensuspendedforaboutonemonth.

Secondphase
On25Juneworkwasresumedandmeetings

werecarriedoutinTsanYukHospitalintheevenings
asthetwo4thyearsstudentsweredoingtheir
ObstetricsClerkships.Workreallybegantotakeup
paceaswecontactedAdvisersandsponsorsand
madevisitstoorganizationsrelevanttoourpaper.
ThelatterincludedtheCytogenticsunitofQuen
ElizabethHospital,TangChiNgongMaternaland
ChildHealthCentre,Departmentof Paediatrics
HKU,Departmentof Obstetrics& Gynaecology
HKU,CentralHealthEducationUnit,Medicaland
HealthDepartment,HongKongNutritionAssociation,
HongKongCouncilofSocialService,LadyTrench
DayNursery,JohnF.KennedyCentre,andthe
FamilyPlanningAssociation.

At thesametimewehadtopepareforthe
CulturalNightoftheconference.Wedecidedtoperform
performatraditionalChinesedance.Forthiswewere
veryfortunatetohavetheadviceandinstructions
ofadanceinstructor.Aftersevenpracticesessions,
wefeltwewereready.-

Backto thepaper.Well,aftera substantial
amountofnewdataandinformationwascollected,
workbeganondraftingthepaper.Eachstudentswas
assigneda particularsectionof thepaper.After
a draftwaswrittenup,thewholedelegationwent
overit sentencebysentence.Afterseveraldays
of draftingandediting,a finalscriptwasready.
Thiswasimmediatelytypedoutandseveralcopies
weremade.Thecopiesweresenttosomeofour
Advisorsforproofreading.Luckilynomajorchanges
werenecessary.

Thenextstepwasto makeslidesforour
presentation.Ourthanksgoto thestaffof the
MedicalIllustrationUnitfortheirtremendoushelp.
AfewdaysbeforeweweretoembarkforSingapore,
theslideswereready.Fouràfusvolunteeredtodo
thepresentationandthepreciouslittletimewehad
leftwasspentonrehearsingthepresentationsequence.

Withthepreparationworkquitethoroughly
done,weleftforSingaporewithconfidenceand
exhilaration.

SINGAPORE
29July Wearrivedat SingaporeChangi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Airport,whereweweregreetedby
twomembersoftheOrganisingCommittee.
Weweretakenbybusto theNational
Yonth LeadershipTrainingInstitute
(NYLTI)whereweweretostayforthe
next8 days.AtNYLTIweregisteredand
unpacked.Theboyswereallocatedone
roomandthegirlsanother.

30July Fromthisdayonwardswewokeupat
7.30a.m.andatebreakfastat7.45a.m.
At.8.15a.m.wewouldboardthetwo
busesforthetripdowntown.Thisparticular
morningweweretakentotheMandarin
HotelfortheOpeningCeremony.Thiswas
aformaloccasionandeventhepresswas
present.TheDeanof theFacultyof
Medicineof theNationalUniversityof
Singaporegavetheopeningspeechfollowed
followedby speechesfromthePresident
of theMedicalSocietyandtheChair-

man of the OrganisingCommittee.
Followingthisweretalksgivenbytwo
Professorsontopicsrelatingtochildhealth
Aftera sumptuousbuffetlunch,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ofpapersbeganwiththeMalaysian
andIndiandelegations.

OnthetripbacktoNYLTI,wehad
a brieftourof theNationalUniversity
of SingaporeincludingtheFacultyof
Medicine.

BackinNYLTI,wewereapproached
by membersof theTaiwandelegation.
Theyaskedustotaketheirplaceinthe
nextday’spresentationbecausesomeof
theirdelegateshadnotarrivedyet.We
agreed.Thatnight,wespentseveralhours
doingourfinalrehearsal.

Forthenextfewdays,wewould
begoingto SingaporeGeneralHospital
lecturetheatreforthepresentation.Today,
wepresentedourpaperon”ChildHealth
inHongKong”whichwasdividedinto2
parts:(1)Commondiseasesanditsprevention;
prevention;(2)childnutritionandchilddevelopment.
development.Fourof usdidthepresentation,
eachcoveringa partofthepaper.

TheIndonesiandelegationpresented
theirpaperafterward.Afterlunchthere
wasa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Federation
FederationofMedicalStudentsAssociationAsian
PacificRegion.Mattersdiscussedincluded
activitiesof medicalstudentsocietiesin
eachcountryandthepossibilityoffuture
cooperationamongAsianMedicalStudents
throughIFMSA

InthemorningwevisitedaMaternity
Hospital.Afteranintroductorylecture
onmaternityhealthinSingapore,wewere
shownaroundthehospitalandchatted
withdoctorsandlecturers.

Afterlunchacitytourandashopping
shoppingtourwerearrangedforus.

TheJapaneseandNepalesedelegations
delegationspresentedtheirpapers.Aguestspeaker
talkedabouttheSchoolHealthServicein
Singapore.

In theafternoon,wevisitedthe
PaediatricDepartmentof theSingapore
GeneralHospital.

Paperswerepresentedbydelegates
fromSingapore,Kuwait,Taiwan,Australia
andthePhilippines.TheFilipion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endedwitha verymovingballadby
oneofitsdelegates.

Twohourswerethenallottedtoeach
delegationforthemtopreparefortheir
performanceintheCulturalNight.

Afterdinner,theCulturalNight
immediatelybegan.Eachdelegationtook
turnstopresentaperformance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ofitscountry’straditionorculture.
Weputupaslideshowreflectingthemultifacetted
multifacettedaspectsoflifeinHongKong.This
wasfollowedby a traditionalChinese
dancetotuneof“FishingJunksatSunset”.

Aftertheperformance,therewasa
souvenirpresentationceremony.Allthe
delegatesthenformeda circlearidheld
candlesaswesang“AuldLangSync”.
Itwasatouchingmomentin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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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ugust Thisevening,someofthedelegates
wenttotheannualDinnerandDanceof
theMedicalSociety,NationalUniversity
of Singapore.It wasa veryformaland
large-scaleoccasion,withmedicalstudents,
lecturers,doctorsanddelegatesparticipating.
participating.Besidesthefinecuisine,therewasalso
a luckydrawwithexpensiveprizesand
performancesby professionaldancers.
Lastlytherewasthedancewhichthedele
gatesenthusiasticallyjoinedin.

5August MostofthedelegatesleftSingapore
thisday.Otherstookthefreetimetodo
sometouringorshopping.

6August TheHongKongDelegationleft
Singaporeforhome.

CHILDHEALTHIN ASIA-
THECHILDREN’SREVOLUTIONIN

DEVELOPINGCOUNTRIES
THEASIANPICTURE

Theinfantmortalityrateishighinmucnof
Asia.OnlyinAustralia,Japan,HongKongandSingapore
Singaporeisit under20perevery1000childrenborn
alive(InHongKongtheIMRwas9.9per1000live
birthsin 1982).In Malaysia,Korea,SriLanka,
ThailandandVietnam,ithasbeenbroughtdownto
below50,butinBurma,Indonesia,PapuaNewGuinea
andPhilippinesitisbetween50and100itisbetween
100and200inAfghanistan,Laos,Kampucheaand
Nepal.

Themaincausesofdeatharerelatedtodiarrhoea
diarrhoeaanddysentery,pneumoniaandpulmonary
infections,communicablediseases,andmalaria.Many
babiesdieoftetanusbecauseofpoordeliverycare
(someparentsuseanimaldungasadressingforthe
umbilicus).Ftrthermore,malnutritionis a major
probleminsomecountries.

However,mostofthecountriesoftheregion
havemadeacommitmenttotheprincipleofhealth
careforallandareinvariousstagesofintroducing
PRIMARYHEALTHCAREprogrammes.Most
countrieshaveincludedORALREHYDRATION
THERAPY,GROWTHMONITORING,BREAST
FEEDINGandIMMUNIZATIONintheirmotherand
childhealtheffortstotrytoensurechildsurvivaland
development.

OralRehydrationTherapy
Withregularweighingandtheadviceofhealth

workers,growthchartscouldhelppreventuptohalf
of themalnutritionwhichunderliesthedeathsof
severalmillionchildrenayearandthepoorgrowthof
manymillionmore.

Mostmalnutritionisinvisibleeventothechild
mother.Regularmonthlyweighingandenteringup
oftheresultonagrowthchartcanmakemairiutritvisible
mairiutritvisibletotheparents—warningthemthatthechild
needssupplementaryfoods,morefrequentfeeding,
ormedicalhelp.

Byfarthebiggestkillerofchildrenintheworld
todayisdehydrationcausedbyordinarydiarrhoea.
Previously,it couldonlybetreatedbyintravenous
feeding.Nowitcanbepreventedorcuredbyamixture
mixtureofsalt,sugarandwatergiventothechildorally
bytheparents.Sofar80millionpacketsayearare
beingproducedanddistributedthroughtheUnited
Nations.(Analternative,boildedricewater,isbeing
advocatedbysomeauthorities.)

Breastfeeding
Severalmillionchildrenmaybetailinginto

malnutritioneveryyearbecauseofthetrendtowards
bottle-feedingin poorcountries.Althoughbreast-
feedingismorehygienicandmorenutritious,and
alsoimmunizesyoungchildrenagainstcommon
infections,millionsofmothersareturningtowards
themore“modern”artificialsubstituteswhich
theycannotafford,donotneed,andareunableto
safelyuse.

However,therearetwomainproblemswith
breastfeeding: oneis thecompetitionprovided
byaggressivelymarketedinfantfromulasubstitutes;
theotheris themother’sinabilityto provide
sufficientmilk,duetomalnutritionandpoorhealth.

ThroughoutAsia.however,governmentsare
makingstrenuouseffortstopromotebreastfeeding
combinedwiththepromotionofappropriateweaning
weaningfoods.

Immunization
Thefourthofthelow-costtechniquesisthe

immunizationofallchildrenagainstthe“bigSix”
communicablediseasesof childhood—measles,
whoopingcough,tetanus,diphtheria,tuberculosis,
andpolio.Together,thesesixinfectionskill5million
childrenayearanddisable5millionmore.Protection
ProtectionagainstallofthemcostsapproximatelyUS$5
perchild.Yetlessthan20%ofthedevelopingworld’s
childrenareimmunizedeachyear.

Apartfromproblemsof moneyandmanagement,
management,themainbarriertoimmunizingallchildren
is motivation.Parentsoftendonotrealizehow
importantit istocomebacktwoorthreetimesfor
thefullcourseofinjections.It isnotuncommon,
foronlyhalfofthechildrentoreportforthesecond
injectionandforonlyhalfofthosetoreturnfor
thethird.

ThemobilIzationofresourcesonalargescale,
plusthepoliticalcommitmentofanation’sleaders,
arewhatwilltaketheideaofthechildren’srevolution
revolutionofftheshelfofpotentialandputitatthedisposal
ofpeople.

Afterthoughts
Ourdelegationhasgainedmuchfromthis

conference,Throughthepreparationwork,wehave
learnedhowtoapproachatopicofmedicalinterest

andtopresentif inaformintelligibletoothers.We
havelearnedhowtocooperatewhenfacedwithsuch
a taskandwehavemadenewfriendsthroughthe
process.Alsowehavegainedaninsightintothechild
healthsituationinHongKong.

TheConferenceitselfhasmuchtogive.It is
aforumwherewecanletothercountriesknowsomething
somethingaboutthehealthsituationinHongKongand
wherewecancomparethiswiththehealthsituation
in othercountries.Besidesthis,theConferenceis
averygoodmeetingplaceformedicalstudentsfrom
alloverAsia.It isaplacewherewecantalkfreely
onanysubjectwelikewithoutanypoliticalor
culturalbarriers.It isaplacewherewecanopenour
eyestocultures,traditionsandwaysoflifethatare
differentfromours.

TheConferencegivesusachancetoimprove
oursocialskills(andtopracticeourEnglish!).Besides
thepresentationofpapers,informalchattingtookup
mostof thetime.Throughcommunicationand
interactionwehavemademanynewfriends.We
haveexchangednamesandaddresses.Delegates
fromlastyear’sConferenceandthisYear’sConference
havevisitedHongKongandcalledontheirHong
KongColleagues.HongKongdelegateshavebeen
wellreceivedin Malaysia,JapanandTaiwanby
medicalstudentsthere.(Somehavebeenknownto
providefreeboardandlodging!).I thinktheConference
Conferencehasachieveditsfirstaimof promoting
betterrelationshipsamongAsianmedicalstudents.
Whoknow?Maybethiswillleadtofuturebetter
cooperationamongAsiandoctors.

ThereforeI recommendmedicalstudentsof
thisFacultyto applyfornextyear’sConference,
whichwillbeheldinManila,Philippines.(Beonthe
lookoutfor announcementsby MedSo)Finance
shouldnotbea problemif thedelegationworks
hardtofindsponsors.(Thisyearweraised$23000
fromsponsorsandscholarships.)

Ourdelegationalsofeelsthatitwillbemeaningful
meaningfulandbeneficialtoHongKongiftheConference
isheldhere.Howeveranyaspiringmedicalstudent,
shouldtakeintoaccounttheintrinsicproblems
suchasmanpowerandfinance.Foryourinformation,
fivecountries(includingHongKong)competedto
playhosttothe6thConferencebeforethePhilippines
wasfinallychosenbyacountofvote.

. . - . - ‘ - - . - - “‘. . - -. - - -. - -
當八九班的新同學抵達醫學院的時
候，一連串的迎新活動，包括．學會，,
學生含中央、1CA、舍堂等，可能會
使他們無祈洶從。但假如他們參加醫學
會的迎新營，而仍然未模索到他們應走
的第一步的話，工作了半年多的么十多
位迎新籌委便有點失望了。

今年迎新的主題是：計劃我前途
，踏出第一步。據glJ作這句口號的同
學解釋，這口號的意思是希望各位八九
的同學在剛踏入．學院，應垓多多探索
，找出自己在這五年內走的道路。而富
他個找到了這個目標後，便要切切實實
地向加叢走第、步，例如打算復書的，
便螂抱若畫根問底的梢神來求學問，不
可磚f秀碌過。打算攪薇動的便應弄
情離自己的牌趣和能力，負責任地馮承
自己的工作，不煎縫便r劈砲J "

一’另州方夠魚啤中故魚用前途

兩字，是希望八jL的同學以醫學生身份
為九七的前途作好打算。

缺斗熱烈的氣抓。安排f的一兀個集疆遊
都因場地限制和斗叮化的！J,;！訪誤而出了
亂子，不能達到預期的效米。

今年的迎新營安排在八月二十八日
至三一在西貢北潭涌保艮局渡假營舉
行。，營的八九同學有一一六人，加上
組艮便超過了預算的一百六卜人，結果
當然是出現床位不足，有人捱帆布床的
悲劇。（另一方面以也是值得慶幸的，
囚為今年學生會中央和很多院會的迎新
營出現了入營人數不足的現象，結災險
些血本無歸。）

今年的角色扮演以的切悅1為
題，搜集資料的同學是花了相心多的功
夫，但有些角色被役鬨翁散，而另一號
又不投人角色，因此今次角也衍演沃是
一不過不失。

今年迎新營的節目和以往的分別不
大，包恬集修遊戲，角色扮演，幻燈片
．監球比賽，迎新晚會等。但據一些組
長和組員的意見，今年的遊戲節目似乎

籃球比賽因為時閒關係，，法；, ‘織
成喇喇隊，比賽的熱鬧氣誠然淡仃了
，再如L炎熱的k氣，使認完場前體育
館裹祇刺小貓三四隻。匕柴們苦思出一
個很復雜的賽制，而織．飯出兩隊應載，
又把新人分成三隊，以分化賢力。但人
算不如天算，老柴的主力隊偏偏遇上強

隊，
慣例
結果也擺不脫以往隱鄉轎坤一。唯有寄望明年八九升級為奉柴州焜再努力吧。

今年所拍的三發幻燈片
見是保持水準，但其中一、
表達上出現了混亂6

迎祈晚會卻獲得不少好評，今年的
迎新脫偉改在戶外活動場舉行，摔令效果比以往在飯堂得多。飯目的內容多數
以輕鬆為土C最妙的是八八班讓出的抓
套以L解剖實驗為題的戲饑一，那位殊波
某講師的女同學的演出，使俱多有舉龜”驗約匕柴會心激笑或仰天狂笑。

× × 才一兀_離營硃筆者和度位入了奮的表向奉
談起過迎新彎，他此也有向嬌是遲表曾
使仲們多認識了聲學生的織后j假如這
短短幾天的鼕新鬱真的達到了這個且約，籌委們必定老讓大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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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新營中見過了不少新I可學，其
實有不少都熟口熟面，似乎在甚磨地方
見過，或者在自修室，又或者在試焜吧
。我們組的人都頗投契，晚上，人鬼蛇
神、天南地北、！玳所不談，每排至深夜
三、四點，不過和別紹的人卻沒了j一甚度
認識，迎新營因為自由時間多，也不會
令人覺得很辛苦。在U中onCamP中
，我遇到不少的大學生，恃肴自己是大
學生的緣故，以為大學生望個名銜
就是高尚品格的保證，繼而態度螂佻、
口沬橫飛、胡說八J互，這還不夠，還常
常以自己懂得止氣fussy_；旬感到自
豪。灑賬！街L任何一個人講細栩LI也
可以用jI：氣fuss}’ 做儅酌牌嗎？我
還慶幸暫時未在Medicfacul吁遇到
這類人。

我現在就像，J孩子初人學一樣，見
到一切都是新鮮的，剌激的，又想參加
這樣，又想嘗試那個，眼花繚亂偽父為
註冊瘁備入學和找Milli的事，早出晚
歸，家就只是個打電話和睡覺的地方
，我雖不信運氣，眼見有些1:d學牧到
rej"' U言，徬徨無借，也不得不承認自
己是個幸運兄了。

萱

錄後整個進界
牌
斗
啊

像我那個時期的同學，差不多全畢·
抓向合蘊，
力
肥

一
量
痴

..．
自
了

或許是自大狂作崇，早在公佈高級
程度會考成績時已經滿有把握可以入到
醫科，因此在接到信的那一天，便沒有
了人人認為我應孩有的喜悅，醫學生不
是那麼了不起嘛！石我，無無聊聊，嬉
皮笑臉的，也不是做了醫學生嗎？不過
，只因為C已分×fMedidnc，才可邊
樣說一夕×不主的同學，叉可以乞樣說呢
，難吐一是運，二是運，三巴是運？

業了；而我仍然在校園徘徊。

馨
驗
馴
劉
驗
鱗

老朋友還以為我仍像以往一樣、將
全部精神放在學生活動；所以偶然碰見
1必然問：大學裹現在搞了些什磨？
或者最近搞些什麼活動？我亦正
好利用這些機會改正老友們善良的誤解

然而，
的事情，總要有·
人活下去。司惜

想起也覽好笑，初時的確有不少顧
忌，總不想讓中心的義工知道我入了醫
科，寸白從此大家有界限之分，有高低之
別，他們1潤趁時，又只是淡然地同答便
算，他們結喜我時，我又會不知如何是
好。不過，鼓受罪的還是親戚朋友的稱
讚及祝買，個個縱‘當真我是將來的大醫
生。人呀1我連故麼是大醫生的模樣也
不清楚啊1其啊在中七棟科的時候，都
已紹對醫學生的生活有些少的認識，對
醫他：的責任為心理L的準備，又或許我
大生對人性善良的一面抱有很大的信心
，所以總f相f首真的有人會為名為利而
選醫這一科的，或會因為抱著人選醫
，我又選醫的態度，不過在迎新930
的二部門幻燈片裘，負責人似乎想盡辦
離：用消極和不愉快的事情衝擊我們。難
道醫學生沒有快樂的一面嗎？難道將來
人人也會一樣的無聊、無奈嗎？又難道
將來人人都變斗方儈佬嗎？我倒不相
信。

其實，在投入學生活動那幾年，任
何時XlJ都是忙忙亂亂的。自己做了些什
麼，為什麼要做，理想、民族··，·一這一大堆的，根本毫不清楚。過後再同看
那年的生活，自然又是別的一番景象，
有時甚至怵目驚，0，例如自己修讀的專
業由於幾年荒廢，已降至次業餘水平，
且放在前面的只有那些急起也追不上讀
不完的書”又或者發現了自己參與活動
只是為滿足一點虛榮或權力慾或希望藉
此討一個老婆····一

在沙權吃砂
．是沙是糖。
我望秀磚也是
只往好處想

花八尸包
討老婆

皺
戮
夏
殲
翳
對
觀

東西

積極關心社

反叛行為

連串生華

理想亦
會全給

聽蟹
鐵辭

與老友談起那忙亂的日子，都是評
價不高的，當然我們不會否定搞活動的
意義，但是覺得付出太多了，換來的只
是幾年的生活實踐。黑以繼夜的工作、
開會、慨歎、感動···一也不能拔掉這
不合理社會的一根汗毛。相反，這班自
命有為的實踐者自以為已經肩負了時代
的使命，加上搞活動過程中得到的鼓勵

重複
班年青

覺得
人生的
要的也

弋口么個區馴他個他蒙斤妝邪囉瞋默選啊j奮他奮他屆他奮么奮亂，

州州戶州州州
j、
j州州j戶州
j州州州州州
ar州
j州a戶
j州
州
州州
j州
j州州州
j州州
州州州州州州
jP州州
drd,

徑？討添才，物
汗斗斤
）么、私

劇
中一中計
協

筠女一

離久如新，,
南赫 必、痲劍名辨什良7祖本不

辭反正在傳統上也浪有人會去追問
台迄完全熱悉的劇的名字”導簿又
界才是神？是廢鬼計總之是命運主
的一個艱苦的大製作！主角呢
蛤是你，又或者是我，就統稱阿Q

浴一 開始了，幕緩緩地展開，人生的路
于劊也漸漸明確了，在阿Q面的的路，本來
織翁是況沌的一團，現在也逐漸演化，形體
誹斤化了，··⋯。一張龍椅出現了，椅上刻看
的是⋯⋯啊，是天之驕子四個大字
，製作日期為八月十五日香港大學醫學
院出品。對了，對了，那夢寐以求的寶
座，比漢武帝晚年時求仙求佛追求的長
生不老藥更可愛！奔往，奈往，阿q以
他輕快的踏雪無痕的步伐攀上那以自己
的理想為基石的寶座：丁今天，就讓我一來季釁這r人上人的榮耀吧！阿q
頰奠造地想，

j由必必•．j •必j必必‘ " 一 一一--?
綜藝

一坐著坐著，環頗四週，不覺冷了半
截，為何四週的氣氛這磨沉鴛常除卻了
他自義自的傻笑之外邑其他說穎而出的
向道中人呢？牛鬼蛇神為何也不到會慶
餐？朝臣呢？為何遺不上殿見駕呢？面
前只有一大堆有關富局J送來的文
件j要處理奎怪哉！仔細一想，屈指一
算，再側耳細聰，咦！遙遠的夭際不是
有響徹雲霄的笑聲、鑼聲、歡呼聲嗎？
阿q終於找到同道中人了至然而，因為
他們都出自名門，甚麼武當J、少
林、華山、r峨媚、青城
，聲勢浩大，自顧自的大喧大嚷，唯恐
天下不亂”

r唉！J阿q悲哀地想，孤家寡
人，沒有理由拿著狼牙棒去閩那名門陣
，既然他們自我陶醉，固步自封，又何
必蹺躇地侵入別人的小城汕？自討沒趣
。最後，阿Q還是決定在虛無中四處
漫很一番，尋找一些無主購魂的結交結
交吧了！路上或許會這上r令狐沖J一
類胸襟廣闊的名門大俠！ ．兀

阿q的眼光開始從造遠的天際神鳥

暑
身你肉痛和飽受細傷的心又然而，鬧劇
始終姐一，當初一窩蜂地衝上那寶座的
人，何嘗沒有俯視過這芸芸眾生的悲哀
？然而另一條通往必仔碧玉黃金的堡壘的
道路，使多少同道中人目眩神迷胤結果
，不論是什麼名門正派，或是什麼邪魔
外道之中的偶有佳作1也一個接一個地
離開那白濛濛一遍的哀求之路，而奔赴
那理想中的天堂！

一州 必籐緘 議 瓏
總清醒地扯開取木加給我們的金冠，而
選擇長程的勞瘁，真正偉人的雙目並不
凝望最翠拔的高辜，它們低俯下來察荊
一個卑做貧民的病容。孩
去享受r人上人的榮耀
們要盡人中人的界興

晚風居士的一席話，使他頓然夢
就讓那戀上黃金大道的戰友去依戀著
那人上人的寶座吧
、斬財恩，又僅不
近每一個受傷的身

阿切0裹卻仍有一個可恥的r人上
人j的觀念，這不是他喜歡擁有的，卻
因找不到什麼靈丹妙藥，以致能醫不自
醫。終於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住這念
頭的煎熬，決意去訪尋名師，以求解脫。，最後，還是曉風居士妙語連珠，當面
贈與一道護身靈符：

鬧劇 仍舊繼續著，鬥
的重新上齊，約是不協調的觸

離

飄
人艱苦地
是享受看
中的仙鏡
昧竟成了
這喧鬧的
式呢1 十必？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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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楔子
A門平夏一惆！。午，筆者站在一
驢複製指南車前面，一位懷肴孩
r般那了分好奇的英國老太大走過
來，筆者用！莖有的一知半解告訴
f她這撾件遙遠的祖先用磁石帶
動齒輪使木車駛向指定方向的設
計。It’、、。wonderful，老太太
眼睛閃出對中國古文明的讀嘆。
筆者卻帶著想不通的疑惑離開這
所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的科學
和技術真算得上偉大嗎？
百年前的一天，五歲的愛因斯坦
懷肴孩子的那份好奇玩著父親給
他的指南針，小腦袋滿是疑惑：
縴線一枝與外界隔絕的針竟給一
樣力魚唱著，堅定不移地奮力指
向北方。小愛拔眼睛閃出對宇宙
和諧美的驚訝。長大後的愛拔一
直保持這極孩子氣的崇敬，他說
：判斷一個科學理論時，我常問
自己，如果自己是上帝，會不會
把宇宙造成這個樣子。渴望維持
宇宙和諧是致力解決科學問題時
毅力的泉源，這心境就像敬愛神
和愛情追求。努力並非故意，只
是發自內心深處。
八二年十）=四川召開了一個中
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原因研討
會，宣讀並交流了近五十篇論文，到會代表七辭四人，
筆者的疑惑終於解開了。

（三》中國古代科學
技衛的特點

循環加速機制只有在三個子系統
內部都有合理結構的條件下才能
操作。對理論來說，它必須建立
在構造性盲然觀的基礎上，也就
是要從結構的角度來把握自然現
象（如力學中排除第二性質不去
考慮）和建立在邏輯構造之上“
對實驗來說，它必須是受控實驗。中國古科學家實驗很認真，觀
察也很精確，磁偏角的發現就是
例子。可是受控，驗結構一直沒
有確立，實驗也缺乏理論支持。
對技術來說，它必須是開放性的
技術系統，也就是，技術本身能
從技師手中游離出來，也從具體
產品中游離出來。然而中國技術
的分工太精細，失傳的例子多得
驚人。

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自然在我們喘
中出用！近代科學結滿能古在一
種單一的文化社會結構中出現？
大一統型技術是不能在零散的西
歐出現的，而原始科學結構示範
同時又需要歐洲中世紀後那種基
督教文化社會，這一切表明：科學是全人類的，問題貝是時問。

下面也許還有一行或幾行這樣的
墓誌銘亡造物主也給了中國哲學
家，只是他們長大役都當了政治
家和倫理學者：造物主也給了中
國科學家，只是他們長大後都當
技師去了：造物主也給了中國藝
術家，只是他們長大後都當了書
畫家和工匠；造物主唯有把詩人
也給一f中國，只可惜詩人們都沉
醉於他們的詩。

（二）問題的提出與
近代科技的
循環加速機劇

‘扣國的科學理論、實驗、技術發
展是三條遠距平行的低．巨斜率直
線，西方卻有大起大針：古希臘
時（春秋戰國秦漢）科學理論凌駕一切；中古時（唐宋負）理論技術
都大跌，連希臘前輩的理論都遺
忘‘一r：文藝復興（元月）．時大量古
紹翻譯使無知一r八個世紀的科學
文盲看得目瞪口呆；一次復古帶
來使q，國科技從此讓r拜下風的科
技革命（清）。i趁此，我們的鄭和
那隊二萬匕下人和，：十二艘大船
的船隊再也下會使那革有五隻帆
用取F訕百六I一海員台勺餐憐倫船隊
感到驚嘆f。找們可以問一個這
樣的問題；中國科技水平兩“F年
來碳升及綱皰和以因何在？根據
上j上兩紅1曲線對比，很容購得出這惆假投：西方近代加速發展惜
因為科學理論實驗技術三者逐半
確立了一權中國形能產生的相互
促進的州環。第一站環瓊理論和
實驗的反績。假如理諭科學家躲
在家裹在前人理論成果h發展新
理論，實雖科學家躲在實驗室喪
繼承和改造儀器和方沃，選神各
自分離的發饜將是統俊以徒各自
的和的。第二循環址枓學印技術
的反饑。J。、，·I,I、N，·c、t計、：.,,1有
苦名的論斷：蒸汽機等於水州加
風箱，都是中國古代缺先發明的
·但中國卻沒有誕生蒸汽機，因
為我們沒有低壓蒸汽的真空理淪
和，驗。

很有趣，中國四大發明不僅反映
了我們的成就，也恰好展現了找
們的弱點。原來我們的成就只不
過是弱點的反映。可以這樣歸納，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整個中國
科技，只一仁過是一個為了使社會
在廣潤地域上懂大統一的手段。
中國沒有科學，只有技術，州為
它實用。上至曆法，下至土地測
量，都為了使帝國能統一人民。
這與西歐長期碎裂成幾百個相對
獨立的經濟文化單位形成鮮明對
照，也注定了西方不能發展出造
紙、活宇：印邪吋這樣的通訊工具。
中國這種大一統型技術雖然
發達，杜玉：不是開放性技術體系
。技術長期對閉在一個個具體的
行業中，靠自身的經驗積累發展
，很難對其他部尸總有革命性影響
如果說技術1l政治經濟決定，那
麼理論便山文化結構決定了。中
國自前二世紀便形成了以儒為正
統、道為補布的意識形態。致命
的是，儒家學說一開始就是一個
以倫理道德實用主義而北以追求
真理尋求字宙美為核亡的體不。
中國哲學家只研究人，從不像它
同時期在地球另一方的希臘行學
那樣一開始就研究物。以個、抑
驗合理外堆·就是儒g日認識l“界
的模式。偶仁袖朱思絨，州一”；彎
基紂直觀，而難邏軾！才中緘！二
入世的精取申使那此！。然喂勿L！寫
服務的理論不川乏：祈被’:，、俘k馳
之街！Ik們，卹了1一馴州州，'l：一八j
故事蹉！澆、六i ’忽序，·他’必頗韭：
人卜物勿仲不格俗？,，史州：：祈

I很光放n：自己，'j．必上，！驕各物
之功‘騙計，自一身心l二做，丰物乎。，
邊個笑氯, ',！偽！1_：州瞪個’吁斗”亡
劇。也‘作位得一提，找們校獻！
那句懦家方侖王孿相‘卡毛州以，‘華：！必伶衍
哎合勺）行戶格中勿j待一佩·臘1．結連
代；‘七i諺：l然酌’各學，凡華礎坏，，餐，f，方’
。1!話，似乎f不點f、吃整仔磚；〈禿當i-
陽啡先生靜半格1 f食浴結爭發弋·找
們想想世界土發‘離一磨陳“亡唱化
?ddVm口一州在勵椅蒙娜麗莎

迷人的微笑，一面在解剖屍體、
製作各種新巧的機械，還以大師
的語言宣稱二科學如果不是文資
驗中來，並以一清晰的實驗結束
，便是充滿謬誤的。
（四）原始科學結構及
其社會化

近代科學結構形成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人類先在某個特殊領域
裹發現了認識自然的原則，然後
這些原則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產
生示範作用並被各領域的科學家
所採用。我們把這種類似近代科
學結構的體系稱為原始科學結構。原始科學結構只能產生於一種一開始就不能把理論、實驗、技
術分割的領域。很明顯，幾何是
第一們有這條件的領域。幾何的
實驗（測量）是最容易受控的。在
這基礎L建左近似近代科學技術
結構的規範是比較容易的。巴比
倫、埃及、印度、中國都獨、乞邁
出j廈一步。而建立構造性理論體
系則比較困難，只有古希臘人大
致達到這一點。在理性壯義的古
希臘，Ar。st氈坤的形式邏輯和
E．膩hd的幾何相互促成了一種明
確的邏輯構造型理論髒系的建吃，對後世科學理論起看窄前的不
範作用）把《學經＞和乃；山d的
《馴。·，nem斤對比可以發現許多
相同的表達，它幾乎是部中國式
的〈口en濺e:t沫〉，伯不幸正常這
個構造性體系快要確立之際·秦
始皇統一了中國，白家爭嗚一去
不返站在玄！韋白七萬單長城黠一
！跑許可弋們感到的不是中華民液0')
！韋大·馳凡是宛昔柑表才卓秦劉了喂這
叫象激’中國大一統抗舛敵的浩
k下程，正同時象侈致f中國坤始
科學結構在快要誕瀾的一剎那之
的，流幸了學料’文此被埋在半
史的室俟中，幾何被納k了他實
用！狗于、文曆法手貝州叮侍技術，仲去了。A看果，在付一國起小範作啊向勺f
是學細，！爾結亂囑髁艱州，，很
叫顛，枕！頃始科’盤結購形啼！不演
·，、文’學；以付偎令中丁學！一k , ：干才
實驗變，讓不鞏，合一全，州．'，·，織，f , ?IX
學·：學為化中；'．戶、【疋禁‘鄴’么斤州
維使盲騙很螂雙中二

（六）EPILOGUE
從拉記走出來，翹首天空，微弱
的眼睛在閃，在運行中以永值的
沉默讚頌著牛頓定律，和一切宇
宙中的和諧，心裹又想起愛因斯
坦那番話：我相信叔本華的看
法，引導人們走向藝術和科學的
最強動機之一，是逃避痛苦粗糙
的日常生活和絕望的沉悶。一個
性情溫和的人渴望逃避日常生活
而進入客觀概念和思維的世界。
隨看這個消極的動機而來的還有一個積極的動機，人們力圖為自
己，以最適合自己的方式製造一
幅簡單的可理解的世界圖像，然
後，在某種程度上試用自己的宇
宙來代替經驗的世界，從而征服
它。這正是畫家、詩人、哲學家
和自然科學家（towhommaybe
addedtloemodicalPeople）各自
以自己的方式進行的工作，每個
人都使這個宇宙及其建造成為自
己感情生活的樞紐，以冀用這種
方法，找到在個人狹小天地中找
不到的和平與安全感··一J也許
在我們的天地中，也可以容納得
下這種和諧。不單是對同學對病
人那種互助的倫理的美，更是對
書本對知識的那種尊敬和謙虛的
求知的美。
科學只有在美與和諧的指引，並
在實用的reward下，才使我們從
jo底裹敬慕。人生、學業、事業
·愛倩、友誼，也該如此吧？

，以如衫具訐紹，偶伏’仲卻，"
討一個難！斗波’，中州州為計
淤一吋學；了，婿近才狀h付祈，并叮一命邊，坤·，, · ：中
兀f;7輩·一；' 一：、

更有趣的是，基督教對科學的吸
收有功勞，可是基督教後期和科
學的對立就更有功勞，歷史真是
個刁鑽的傢伙。當人們普遍對舊
制度不滿和懷疑：這種懷疑使他
們去研究被宗教所反對的學說究
竟是甚麼，甚至僅憑對僵化和腐
朽的舊體系的反感而盲目接受新
體系。我們把這種效應稱為否定
性放大。C。孵：m川的陣必說並
不比Ptole仃w的地公說更有立足
點，因為當時連慣性概念和引力
也還沒有發現，當時的信奉者只
是基於它和宗教對立。這段歷史
告訴找們，科學的示範作用通過
否定性放大需要一個時機，這就
是舊社會結構的瓦解。中國的戰
國、東漢、南北朝徒期都有這個
時機，儒家出現f衰落，在這關
鍵i待刻，墨家各n個有對大起來，
因為它每次都遇到了論大的對手
:，盒家道家在價訌向觀和社會觀
上和儒家相反，可惜都是科學L
的文盲·；這種儒道互補形成一個
鞏併，使否定性放大作用發生在
儒i苣之間，人、們網，直家來批判儒
家卻f用墨家，結鬧呈一種錯誤子弋詩’，三一種錯i沒。然而歷史對中
國是慷概的，以利瑪竇為先導的
平魚不會教儲：陸續來華，令人驚異
的是，徐光啟這位先覺者一下子
就抓到f西方科學基礎的關鍵，
他課盡低幾！可瞇）度數之余，此
丹末譯，他書俱！·可得！。然而
·科學總馳中t會中的科學，科學
結構斗‘樣了一。一撒在嶺向飾發的
主叩也中r曾奕仔，你中戶從傳教，戶I·取俘f極子，似他酌腳卻
斤、斗挪抓斤嫵少之蘸發尖卹妁于地，徒于、青什，中跚州各辟，· 。’舀州權織：柄力去證
玲必邢令學咸就中咸：他已有之，跚。了一：們。巾由夕狗：範憬系，他尖自然是尸以。，，枕在：這個時付，網叮‘引沙·付jJH：縱盔寫T州l購敢
你與, ’一k一斗一州神國二千爭！州‘鼾為們·抑汙右也不明If二!，付訌’k;；！魚勿狗騰！’戶洗仔勿口那啊啊拱1"’鑲波惡‘萬作譬內i建
,：瞥·’ ·洛一‘坤· ’多磨么；卓？者‘才戶胤，；一，，淤付嗎甲'_i叫·。屆中 一不中斤．弄

作本，;‘妝、‘仰N：馴’ 斗
仰才一焜：' .C一 ，1 ,’一《
向州‘不：挺‘ 計一hr ' ：珍‘一東
汕勿‘ ’· ‘一神羲！;”甲、：:一，州，:”呈k：。：萬I' .，緣‘

'飄：馴應中‘{；斗，' /’斗付喘斗，于斗’，授k ·冽屯弋用基討代
貝伙輿；古紙知印坏他fk特．;’不，勾
和付勿，接肴·：弘禮臘輝秀的仰典發”！三了空布！合了六獸‘遺樣，一

五，中可一計六衫波之
一疋 了方‘_ h：不轎‘ ,： 一；; ；祕故一、，、，膩·部中計抆啊遞· ‘．計并壁切看不到r’附添六全‘丰草碑，上面彷劉芒．p'.-q、織‘、科皮：公元前拿一世紀，麩邊’·‘·義叩不流域，公計’L紛紀終，寧乍婉十世紀。：計：:.：》：:. ::. ::. ::．二》：》：:. ::. ::. ::'

這樣，每當我們坐下，翻開not6
或書本，或打開耳朵，聽IeC山化r
唸給有詞，或張開眼睛，看一個
病J、或一件sr吧cun。：.，或磨拳擦
掌，用手做一點甚麼抓aml" t：叩
的時候，我們的腦袋，也許就能
夠全心全意全智地學習，而我們
的心靈，也正在嘗試，從每天上
課、htab、上wsd、teots
exams和人際體會中所遇到的無
數不安中突破出一些能令自己感
到安馴的和轎和盼望。
尸、計勺，七、朋吃曾說過：我們
r。，不一乞．狗·雖然我們練會死。
謹以本文送給一位曾經非常喜愛
數學的Med（朋友州旦顯在又一
次；唉的一聲嘆氣的時候，能
必看一點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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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沙
第一年的醫學生汗，在他仕徐以中

過去，回顧過去選蠶汙見劉的事物，感
受艮多。
未進入醫學院時，總憧憬首心后中

的理想求學態度私方法，會在授學鄴出
現；高級程度台考過後，孔使對自己說
：女子了，為考試而讀書的時代已過去
！。誰知在這一卹所接觸至！的，發覺
大學一年級只是中七的延續，更咕切一
點，只是中八而已。
在開學初期，從師兄口中得r不少

金石良a :
細Clin很有用，臨！唱瀆不騙書

用來衝最好。
Biochem怎樣瀆？孜也f人清

楚，因為這科沒有多必、喘途，哎格便夠
了。

rPh洛·51讀Ha,:dout便于，戶，
考試很少會出Lecturc以外的東西（
總之‘一問師兄師姊們應很古樣瀆

書時，他們便立刻以為你是問他們要怎
樣應付考試；似乎，在他們心目L!,，讀
書和考試閒是個全等號。當時我想：一
年的醫科生州已使他們一切以考試為重
，自己五年之後會是怎樣？難懂英語上
醫生看病11件做Examinatiol:，因么b醫
學生心中就只有考試。幸好富時剛剛參
加了學生會辦的迎新營，吃f些少罐頭
式的獨立思、考能力，因此沒有把那
些金石良言照單全收。
閑L唱L閑L奮j鳥寫么閑L勺么閑L奮L勺L閑L閑L憫L用L用k,

在聖涎偶中，有一個頗今人費解的
現象C右；匹露各不少間學總喜歡說白己：支有
讀得多少書，數生自己近天去了開Ball
，弓斤祝統f懿刈學衣衍，他們叮像以玩
樂為熒，以瀆書為戴c之個現象我只能
想生爾個屹能性；第一他們認為Term
Te5L不重要，到大考時衝便行了，現
在以及綺‘了樂為重；第二是他們根k說
誡，才忽實他們是有讀書，他們只想做出一個偶象c印使自己不及格，別j、一不會
認為自己有憑力低，臘是臼己丸占賣書而已
。再卑蹴一點？是希望別坏、聽f自己的
認而究憚下來，好讓有人于旦次。第一個可能住實在令人憂芭，第二個更可
悲。
夕、名邊彼，某；、平他鐵口家，聽到一個露訌元獸必瀾弟的對。后，使抆卡分痛心
。他們坐計不久，！史人也考M. B．的
縱驗C呆仗得出不丁crlnTest不足
論徒雄的結論。從他們的對話中，可
察覺劉他個以為過M. B一就是做了英
雄，而TermTest對M. B．試、支有
多人辟響，以此併屆TermTest不
足論波雄的偉論；J丟以，只要大考前衝
兩個吧，自能富上友莢堆。客觀事實證
明，不少．臨’法他佛幼k義者能顓不l
過關，但我很懷疑這樣衝同來的知
識，能在他們禺侮·才件價多久，我一向
相信，知識是頃一要慢慢的、按步枕班地
皮司來，亡樣才會牘得通，才一能充
份拿握，而對未來所安應付的科口和工
作真的有幫助。
讀書單為考試？我才不能接受！

給九弟九妹 ：

雪一

你好，當了一個大學生，或者一個
醫學生，有什鹽感覺？這問題可能是問
得次早r , ‘才接觸這新環境還不劉一個
月，各項的迎新活動也使你忙得透不過
氣來，根木沒時燭讓你細心的想想。
現在應是適常的時候，靜卜來，用
心的想想；正如迎新的口號所說，你的
第一步已慢慢地踏出了，但你有否真正
的計劃一卜你的前途呢？我想你們每個
久都有看要讀醫的目的，但在你選讀醫
科時，你可付想klJ你的一生已被決定了
，放在你眼前五年的醫學教育，祇是成
為一個醫生的第一步，你將來要做的是一個醫生，一個眼看著人的生、老、病、死的一個書生。要當一個怎樣的醫生
，每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怎樣才算是一個好醫生呢？
是否單靠高明的醫術，對病人的關

懷這些便足夠呢？在今日的社會，科技
發達，一些以飾威脅看人類生命的疾病
都已受到按制，高明的醫術固然重要，
但它亦祇能治好病人的病，面對著病人
背後的種種社會問題，醫生又能做到什
麼呢？再0口上醫生流重的工作壓力，又
能否真工的去關心病人呢？畢竟醫生距
離我們仍是太遠，還是讓我們好好的在
這幾年內去一起摸索醫生的形象吧！
在你眼前的五年醫學教育，是成為

醫生的必經途徑，為著將來要面對看病
人，那繁重的課程是無可避免的；但你
會否甘O終口埋首在課本裹，做一個蛀
書虫，一個醫人的機器。
大學不單是一個傳授知識的地方，
她更是培養人格發展的好地方。但這些
都是要你親身體驗的，任何人都無伕教
你怎樣去判別是非，作出決定。雖然課
程這樣繁重，但時間仍是會忽忽的窟走，好好的珍惜每一個機會，多去接觸新
的事物，多嘗試，接受不同事物的衝擊，這一切一切都是無扶在書本上得到的。但每個人的能力都有所分別，你需要
的是先了解自己，究竟我有多少能力，
而又希望得到甚應。
大學生，當別人這樣稱呼你時，你

有甚麼感覺呢？你可知你是社會上受惠
的一軍，每年花了立稅人多少的金錢，
接受高等教育，毋須為生活而但憂；但
你可知你身為大學生又有甚麼責任呢？
讀好書固然重要，但你是社會中受教育
較多的一軍，又毋須顧慮社會上的一些
利害關係，所以社會上的不平事物，都
有賴你們去提出，喚醒市民的注意，你
們是社會的良心；這一切一切，都祇因
為你是一個大學生。
但是正因為這樣，我們更要小心，
不要人云亦云，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思
想，有能力去分折問題及作出決定，不
要為草眾所影晌，大多數人說的話未必一定是對的；大學正是一個訓練個人獨
立思玫的地方，不要虛渡這五年的光陰

卜閑么闖黝閑k用L閑L閑L閑L勺L勺L個L閑L勺L閑L閑L個L寫k奮L閑k廈L閑L閑L閑L憫L勺L勺L勺L勺L勺L勺L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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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diopagerbesidemypillow
beepedagain.

Startedin mybed,I satupand
reachedforthetelephone,mysuperior
levatorpalpebaemusclesstrugglingto
regaintheirfunction.

“Extension‘320’islookingforyou.
It’s urgent’”theoperatorreported
attheothersideoftheline.

I dialledthenumberbutsomehow
thelinewasengagedandI couldn’t
getthrough.Aglanceatmywatchtold
meit was5.15am.,thetimewhen
patientsinthewardbecame‘impatient’
andtheeffectofthenurses’kindcomforting
comfortingwordswornout. Anyway,
comfortingprohahly wouldn’t work
thistime:whenthetelephoneoperator
saysurgent,sheusuallymeansthat
theinternhasto dealwithcardiac
arrest.

timeI triedtosetupanintravenousline
togivehimpackedcells,hehadsuch
severegenerailsededemathatI could
notfinda singlevisibleveinoverhis
limbs,andwhenI finallypokedinwith
an angio-catheter,therewasonly
yellowishextracellularfluidgushingout
throughtheneedle.

Butit waSn’thim.WhenI entered
theward,hewaslyingpeacefullyin
hisbedwithhislifelinesingoodorder.
I walkedtotheothersideoftheward,
andtherebesideBed12thetwonurses
ondutywerefound,oneofthemoperating
operatingtheECGmachine.(Whena nurse
doesanECGforapatientinagovernment
governmenthospital,thelatterishkelytobe
gravelyill if notdyingordead.)And
inbed12layLiKamFai,a 26year-
oldyoungmandiagnosedtobesuffering
sufferingfromcarcinomaoftheliver.

KamFaicameto ourcareabout
a monthagowithhisliveralready
5 cmbelowthecostalmarginandwith
suchaconsistencythateventhemost
stupidmedicalstudentwouldnothave
missedthediagnosis.It wasindeeda
mostheart-breakingoccasionwhenI
hadtoexplaintohiswifehiscondition.
A smallladyin herearly20’s,Kam
Fai’swifebrokeintotearsallatonce
asI revealedthesituationtoher,her
twochildrenbyhersidestilltooyoung
tounderstandwhatwasgoingonand
howonearthI couldmaketheirmother
plungeintodeeplament.Timeandagain
sheaskedusdoctorsnottotellher

SwiftlyI dressedmyselfup,and
headedstraightforthehospitalmain
building,knowingwellthatevenwith
myfive-feetstrides,it wouldtakeme6
minutestoreachthere.

Outsidethewholecityseemedasleep:
theskydarkaspitch,theairhotand
humid,thecarsrestingintheirgarage,
thetaxidriversdozingintheirseats.
HastilyI breezedpastthenursequarters,
thelawnsandthequeueofwaitingtaxis,
wonderingwhichoneofmypatients
wasfightingat thefangsof Death.
CoulditbethepooroldmaninBed28
who’shavinghisthirdperitonealdialysis
andabloodureaofaround60?Thelast

husbandwhathewasactuallysuffering
from,sothatshecouldseehimlive
happilyfortherestofhisdays.Irecalled
sucha courteousandharmlessman,
KamFai,approachingmewhileI was
busilyadmittingpatientsduringmy
lastnight-call,askingmetoattendto
hisRUQpainandapologizingatthe
sametimeforinterruptingmywork.
AndyetallI didwastoaskthenurse
togivehimatabletofpanadol.

TherecentfortnightsawKamFai’s
conditiondeterioratingprecipitately;
StilltonightI neverthoughtit could
be he. Butas I approachedhim,
hiscomplexionappearedsopale,his
abdomensoseverelydistendedwith
asciticfluid,hisskinsojaundicedand
hisbreathingeffortssoweak,I knew
hehadalmostgivenupthestruggle.

“I’vealreadyinformedhiswife,”
oneof thenursessaidto me.“She’s
stayinginMciFooandI thinkshe’llbe
heresoon.ButtheECG’salreadyfat.”

I nodded,thenquicklyexamined
hispupilsandheart,andstartedcardiac
massageandgavehimashotofadrenaline.
adrenaline.Oneofhisribscrackedbutthe
ECGpatternremaineda straightline
afteratimeandI decidednottoprolong
the ordealany more.Havingdisconnected
disconnectedtheECGmachine,I went
tothenurses’stationandbegantodie-

tatethelastlinesinhisprogressnotes.
NosoonerhadI finishedwriting,

hiswifecamerunningin,straightto
thestationandconfrontedmeface
toface.

“How’smyhusband,Doctor?”she
asked.

“He’s I stuttered.
BeforeI couldfinish,sheracedto

herhusband’sbed,andallofasudden
brokeinto tearsandbereavement.
Thewholewardwasimmediatelysunk
intotragicgriefandlament.Thenshe
abruptlyranbacktomeand,soaked
intotears,pleaded,

“Doctor,please,dosomethingtosave
myhusband,canyou?”

I stoodthere,dumbfounded,feeling
feelingtearscomingtomyeyesandtrying
to findtherightwordsto comfort
herbutinvain.Andthenursescameto
therescue.. -

Exhaustedanddespaired,I dragged
mywearyselfonmywaybacktomy
quarters.Dawnwasbreaking:another
dayhasbegun.Nurseswerecoming
downtothewards.Soontheremaining
occupantsof MeiFoowouldsetoff
totheirworkandinternswouldtake
bloodfromtheirpatientsasusuaL
Lifegoesonthewayit does,butI
feelit wasn’tin ourownhandsany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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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前暴斃，至今殘骸也沒有殘置
沒有甚麼命令以新兵代替。

CLIN ! CAL

RESIDENCE

馴
裸城 求奇舍

r見習醫學生宿舍J這一座四層高
的建築，正好在醫學院圖書館的後面，
出口是面對著陳蕉琴樓的天橋。這一座
房子隔著博寮海峽，與南丫島牢牢的對
著，另一面則背看我們熟悉的瑪麗醫院

這裹的生活比較簡單，日間大家都
上了病房或圖書館，晚上就比較熱鬧，
但問題就來了。電話就是其一，由於有
些同學不時要應Cal切，樓內的兩
部電話使經常被他們用來燙粥，想要掛
個電話同家也要講機會了。當然，人多
了自然少不了嘈音，但有時同學在深夜
宵夜時的嘻笑聲也實在太過份了。還有
的是大家都熟悉的耍樂聲，我們也是沒
扶拉制他們的，因為⋯⋯

紀to
頃dden

七月初，上頭rEstateofficeJ一聲號令，要粉飾大廈內外牆壁，大家
都要分批徹出，搬到預先安排的大學其
他宿舍。我被撇往利瑪竇堂，被安排和
另外兩個同學住入一個像儲物室的房間
，沒有豚，沒有風扇，只有幾條木板同
磚頭承放在地上，更不用說林褥等，稍
為像樣的只有一張摺抬。另外幾個同學
也不怎樣幸運，因為他們的房間還未搬
出呢。

畝
蛐
沙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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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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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回啟思房的冷氣一連開了幾日夜
，吃的睡的都在Medic。每天只睡三
四點錢。間中夜裹會在洗衣房燙一壺水
沖幾杯咖啡（讀累了，或者悶了，就走
出Resid外面，看看海，望望天。
沒想過自己可以這樣一直支持，撐
到最後一天，臨考Physio，才跟大伙
兄飲了支朱併。不飲也罷，飲了卻連在
試場內時都昏昏欲睡。
當你只許自己睡一個或兩個小時，

要人把你喚靦時，你就知道甚麼人是你
的朋友：狠狠的把你推醒後又推醒，任
你破口大罵，一把手抓住你兩肩硬把你
拉起來的才夠朋友。都是同條船上了，
就不再姑息。姑息的不算老友。
第一天PhysioViva，有同學哭
了。本來是Viva完低頭在收拾滿几子
的書。輕輕拍他兩下肩，問了聲：怎
麼啦？他們低首，搖f搖頭，然後忽
然放下了冉，一屁股坐到沙發上雙手一
掩起面就抽咽起來。哭了許久，許久。
然後，有惆人仙經過，一手執起滿是涕
誤的手，蹲在他而前，解說了幾句。

我也哭過。還未開始考，已在啟思
房衝了幾日夜。那同讀得慌了，衝出了
Resid外面，哭了有大半點鐘。明月皎
得給滿海面鋪了銀。

Resid外面的花草該是更茂盛吧？
別再這樣自大了可不可以？
沒了。不再自大，給消磨得半點自
信都沒殘留了。剛接中的消息，確定了
我要SA( SuPPleAnat）讀是會一
樣的讀，只是一點信心都沒有。同想起
來，這串日子，就只有一天，算是讀得
痛痛快快的，就是哭後的那日，朋友一
早返Medic叫醒我。
人家都說，一覺醒來張眼第一個見
的是誰，可以影晌你一整天。
我將畢生追念這段日子 有人騰
到連褲鏈都沒拉上就到處走；有人累得
可以在夢中把放在櫃頂仙人掌後面的鬧
鐘安然按下，然後繼續酣夢！醒來一無
所知。衝Mic的最後一夜，大夥見都不
肯去買宵夜，給一個大仙聽到。轉頭捧
了大燙r炸兩同來，還好像是飛的
買的。
這肆無忌憚地講Xyz的日子去了，
以後不再睡用沙發墊在地上排成的床
Jo要讀Suppl伶，一個人。一個人不大好。
有甚麼伕子？
中那天嘆道：為何我要這樣特別

對於高年班的醫學生來說，這個地
方絕對不會陌生，這是他們居住或時常
出入的地方。低年級的同學或許比較熟
悉的是地下的醫學會辦公室、Games
Room等。你們可知道在陳蕉琴樓還未
建成時，這裹就是醫學生的飯堂，其中
第一張的飯怡就是留給五年級的大仙

我想，來到沙宣的，大概也沒有誰
是不特別的罷。至於中，也實在太好人
。試還沒考完，就見他不時若有所思。
後來才知道，他是在想看怎樣幫Pullvi
的同學衝。
食幾多著幾多，整定呶！

樓上的三層樓共容納了八十多位同
學居住，頂樓的一半地方就是我們的
Warden的家。住在這裹的同學主要是
在上內科、外科課程的，當一個課程（
十星期）結束時，另一組的同學便會搬
入，這時樓上樓下都會滿是行李、書本
、傢甩雜物。

利瑪竇堂的負責人說這樣的情況
Estateoffice是f”道的，他們供給這
些房間也是義務性質的。我們只好再次
遷往太古堂，當然那邊的環境也很好。
但在這樣官僚的管理下，我們一而再的
來同搬遷，實在耗費了不少時間。

這裹設備比較陳舊、簡單，剛搬進
來時，住的那個房間非常糟糕，木林滿
佈庫垢、蛛網，林戶滿佈斑漬，窗上的塵積足以令它半透明。洗涮了一天才給
它執拾過來。每天早上打掃的工人都會
進房清倒垃圾，掃地，補充食水，其他
的地方就沒有人打掃了。

現在，安坐在Residence房裹望
看南丫島，但是裝修的棚架仍未拆去，
看看四週，外牆和屋內確是光潔燦斕，
但是那兩部雪櫃仍是超齡，洗衣機仍是
壤的，廁所的花酒仍是破損的，這究竟
又是甚麼一同事呢？

口戶吃？' ‘渥
_ 化j ：復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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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的是那兩部超齡的雪櫃，這兩
部老骨頭，滿身都是老人斑，櫃門的骨
較早就退化了，但肚裹還是實實的吸納
我們的食物，更難得的是還沒有人批准
它們退休。就是樓下那部洗衣機，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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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年啟思編委會名單
范 子 和

早在開學之前已聽到不少師兄師姐形容
二年級的第一學期為醫科生涯中最清閒的日
子，相信他們指的清閒是功課而言，因為實
際上，根多人的生活一點也不清閒，人人都
因功課清閒而滿肚子計劃，到頭來很多人在
下課後便沒有機會碰見他了。
下課後，八八的啟思人多會在啟思房緊

集，有時是因啟思出版工作的需要，但很多
時是不想入拉記，天真地以為可在啟思房看
書，到頭來便只是在啟思房fussy一輪：在
啟思房中，最高興見到八九的同學，新面孔
、新力軍總教人感到興奮，自己也無形中加
把勁去做好啟思。另外，一些經常見到又怕
見到的，便是八七的啟思人，雖然肥鼠老總
、雞仔副總自上病房以來形象大變，經常衣
冠楚楚，氣宇不凡的出現在啟思房，但自從
開學就被他們敲心聽肺，摸摸這裹，看看那
裹後，每次見到他們推門進來便怕不知又有
什麼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雖然我很有興趣知

道他們如何做那些檢查，但這種興趣通常只
有在他們檢驗其他八八啟思人時才會有。
另外，我們親愛的啟思老柴肥仔熹也常

在房中出現，很多關於啟思專題版工作的問
題都可與他討論，而他必定言無不盡的
說出意見，活像有求必應的郭大仙（雖然
他在迎新營中強調自己只是高年班的同學，
不是大仙）

名譽顯問
總編輯
副編輯
執行編輯

今期啟思出版比原定時間遲了不少，主
要原因是我們的專題是有關九七對醫療的影
響，而對於這敏感話題，很多訪問對象都推
卻了我們邀請，有些卻要在草簽之後才接受
訪問，而每篇訪問稿都需要再三研究，以免
被訪者的意見被錯誤引述，於是便遲遲未能
出版，遲得自己也有點不能忍受。身為專題
版的執行編輯，對於遲遲未能完工自然是難
辭其咎，而補償的方法只有努力儘快在第五
期做一個好專題出來，等著瞧吧！

八四年啟思編委會名單

名譽顯問
總編輯
副編輯
執行編輯

大書
財政
總務
美浙設計
宣傳維廣
咨屆代表
編委

黃譚智媛醫生
吳兆強
黃國輝蔡達林
茫子和林樹仁
陳樹發譚錦添
黃廈英
區j惠成
都國威楊美雲
奠p之堅李素輪
陳思明
岑鳳波
賬寶賢鐘子光
莫畫真安 吳爐榮
郭和熹
黃美玲 吳鴻格
奠p煥明林取儀
陳國弓足鄭培1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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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籐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這衷雖然是寥寥數個名詞的湊合，

但與其說它是一首極富感染力的詩，不
如說是一幅景緻逼真但意境矇矓的圖畫
更貼切吧！圖畫裹的一景一物都仿彿經
過了濃得化木開來的慘黃所過濾一是
落日餘輝的慘黃把一切都染得昏暗、頑
唐。可是，壯志滿懷的小伙子卻要不高
興丫；一f初生之犢不避諱言的把元朝
馬志遠這首膾炙人口的詩改頭換面：
葡萄乳酩西瓜，
廠房油田綿花，
草地春風驃馬。
艷陽高掛，
青年志在禾涯分’

雖然在技巧上，誅得不算高明，但
在意境上，卻做到了才化腐朽為神奇

中國大陸仍然是大專界的熱門旅遊
地，但大家已不喜飲參加旅行團當f鴨仔了，寧願三五成單的自組隊伍，州
致出現了很多自誇一書在手，便能自
闖天下的西北線J等。大家都會在
到達目的地前，把書裹對名勝古蹟的簡
介熟讀，以免空手出寶山。然
而，這些過份實際的資料是這麼硬蹦繃
的，作為交通、住宿的指南則可，但作
為誘發讀者對景物的暇想和美的享受則
大大辦不到了必華莎在母女很遊中國
中，卻能把人情與山水、歷史與現實、旅遊經歷與人生的感受揉合在一起，
使書中不但有景也有情、有物也有人、
有抒情也有哲理⋯⋯教讀者一同感受那
旅途的風緻、歷史的洪流和那生命的壯
歌。
華莎把旅行比擬為暫時不唱那嚴
肅的生活進行曲，改唱一支輕鬆的牧歌

0可是淚多人卻把旅遊變成了一種純

青年人都是豪情、酒物 ‘草地’毒、驃馬就足夠使他們辰盪天涯巳就是
辭濺咽費一到
‘ 用7己的雙眼去
f ，卻皋顧忽忽忙

了一個地方，不好好的
看、用自己的心夫感受
忙的拍下照片，到照片

嬌生慣養在吞港的孱弱書生們，一到了
暑假也蜂源而出的到各地旅遊。能夠
青春結伴遊當然是件樂事，要不然在
多年前已三十多歲的攝影豕楊几就不會
把自己到絲路之遊也稱做少年斤J了
。然而，你可想過一個年逾四十的女人
帶她十四歲的女兒，也可以很漫的把大
半個中國走遍？大家都熟識流辰的三毛
，但我卻更喜歡母女辰遊中國的媽
媽 華莎“

晒了出來，自己竟忘了這是甚麼地方！
人到中年的華莎的心卻還未乾涸，她試
圖去領響每一樣東西 草原以它的
蓬蓬勃勃、欣欣向榮，令年青人奮發起
來、中年人回復了燦爛的青春；大漠卻
以它的荒涼、不毛，象徵看沒有成果的
生命爭令年青人預感到生命的嚴峻，中
年人同想起生命歷程偶種困頓和坎坷⋯
抓一會兒，大地披上綠衣，生氣勃勃，嬌婉嫵媚；一會暴，人地又變成一個

黃中帶灰的枯搞的世界。在這更替中，
你彷彿看到人生歷程的縮影⋯
差不多對於每一個名勝古蹟，作者

都講及它的歷史淵源，有時還帶上一些
相關的詩矓，教讀者在旅遊現在的同時，他超越了時室去神遊故國。雖然在發
視歷史沈澱的痕蹟 被剝去的壁畫、
被盜去的佛像 往往給人一種嫵摸著
母親的創痕時的傷痛。歷史也許如作者
所說，是用武器、用工具、用某些人
的權力和另一些人的血淚所寫成。
歷史所以有看驚人的震撼力，是因
為每個渺小的人也是這巨流的一部份一一人也許比景物更具吸引力。華莎在本
書中也有很細緻的人物勾幼：有矜持的
中國知識份子，有真正晌噹噹的龍的
傳人，有崇洋媚外的小女孩，也有努
力證實自己的存在的香港客。尤其是作
者以一個香港人的角度去看一些同行的
香港人的態度，其中很多值得我們反省
。例如在內蒙看文藝表演時，作者就發
現香港人的劣根性就出來了，幾個青
年人擠眉弄眼，用廣東話庸俗地相互打
趣，以至唱歌的姑很楚楚可憐的
。想不到這一幕在我到青海湖時更誇張
的重演了 幾個青年不理人家願不願
意，硬要接待的藏族少女跟他們合照。
害得少女在狹窄的蓬帳內，像小鹿的東
竄西躲，幾個大男孩卻嘻哈追逐，場面一度尷尬、混亂。我不禁為她不平，他
們以為給了錢就可以不尊重別人，可是
丟面的還是自己。所以在此敬請各位另
同學在同國內旅行時自我檢點！

當對錡提e卿里JC澀鄧變竺螂薛不，留心一祐！你看到那一閃而過的深
思！慚愧嗎7
民是願意分享這喜悅的，但那份愛
長不起來，出生後從沒見過面的父母，
能夠在相認後馬上對它說：我愛你嗎
？電影上這是夠感人的，但現實裹做
得到嗎？何況對民來說，國家這名
詞比父母更來得難懂、不真實。
民欣賞似水流年裹的姍姍，欣

賞她那份濃濃的鄉上情。她雖頗臨破產
，但仍願傾餘力以提鵝鄉間小孩。身逢
厄運，她可躲到寧靜的避世之鄉。被
忘情棄愛的競爭世界弄得遍體鉍偽時，還有小時故友來安慰。這樣的故事不
是很美，很令人欣茨嗎？
姍姍愛鄉土，鄉土之上也有人愛她”可是我愛國家，誰來愛我？民默然。
黑眼睛、j黠頭髮、絨皮膚，就能令

民愛中國？從小承受中國文化就應欣賞
中國？不，8lJ把人類的也忍感情作科學
析解吧！民父怎麼能解釋對素未謀面的
病者誠意關懷，但耳熟能詳的中國
兩字對他的神經未梢毫無作用呢？
條管呎賀國慶的大字報lJ目，民奉

然，忠於自己感情的人沒有必要感到羞
恥。
今人 起碼今天 鄉情對民來
說，遺只足模不看的幻夢。入閱涌劉州彎戲入閱矚劉彎．、卜．、，"”，•州j

綜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