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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3年中、哎、l/1以向！J，香港L髡有港
較一所認，,I大學常時的）、學’-J、都壯
來自州付、-，按受貴族人“師q雙地教
fi，他！-,'j【！沙‘1、．兀1劉J”狹‘窄，！,!！炙）、,')].！、
！付幫眾脫節
相比之卜，听謂難氏）、學．lllI珠
海、）、.,1，幼i嗡，等專:）擊院-11申變為了j' r
,1,-會且L、，他-,'JI!，也·啊'1,）·》兀‘1一起L會
之！I,1運動一’。，一川！' 64、65轉凡，fl'J文，I,11土
動著巾於辭芝此建合．友誼，以砭舉辦之熱
講吋‘，文學翁IJ作I之，.'1。、侖，日仕1上！1111對:
港叫會l尚題加以批．!'。，;才疋達]，弋豐lJ以
綢寺、文、鱖ral等。

',I’待，·‘疋L年之後，枯個，、會．'懋
共認！氣氯月J使文州份f對社會問題的
分析裹足不前）、學火！妝反共勢力相常
J、，同學對學’1會或校方悄f'1’批。！’，便
給、．戈是l: 向，糸州司學疏lh遠之，
或史嚴巾便縫‘敕令退學。(lI香港政
府和本地問黃們呃一）]- lm製造·種歌舞
昇’卜白，形蒙寫一Iftli父製造政治恐懼，
批評文革。於是帖惆社會都處於巡氣詼
之卜一所以到f69年，很多文社都逐漸
解體了。但當中小少文！[iL的冷幹便進人
了六·年代來l明至匕卜年代初期f學生
運動，如匕一年的保衛鈞魚台座
動，六、年的‘珠海事件x)．及六，、十
七·年的中文運動二所貝60年代的
香港文社運動是對70年代火糸1的學‘ 連
動有一點血緣關係。

69勺于火劉白珠海卞件，便尼·
此受自lt州義傳統彩興的學，一積極！', f
[，祥否一次行動烽群牛，，起•磚是f-方令部仁j
學’-j ·滿校）j過份控制學‘抑甘．lLJ．翅，倒
如It校方指派學‘1了文表紙成學’一代人，
翁t哎代．羲的學‘ 會，學‘1汗U物要有校方
陽l檢才能【版，上，之校）]的親信竹Al准
角落郃份批．、一學校ii) 、隊即令中、
吧名單徒開F栽學結，方令造引起.d學徒
各九專院校的關辭：（港）、，'-，友、授會，、生示丁靜坐小威，終於與p茫方肉；，、士浚，彼開除口圳。d學要寫悔過，馴于一能醒
校，，亡州j、才便完滿解決。那時候，輿
論界汗·曲.'報導使。：+學改變J’幼科ff,'魁！
曆必，否到J’叫會皎丫變了州壟‘客觀，、仳
！。‘言。、侖，,f：侖白舛、f.j縫離平r政汙i、_
殤和J紹覓濟關係的。
至於，p文連動，早A:68年11,）俘凡，

崇故學‘一會便提n 中文哎為‘l\' })-．洛近，但港府官饑芣離丈嘲笑式的回添：匕
:凡，）、專學‘-！全主次If,J香港政府提出。超
樣要求，收紙哎‘P取中文哎為汰必語
文．主動學聯會，公州．淪擅，派傳單，
而政！仃也相當緊張，f臘援來編留．茫分歧
砭政治態度不同，-(lj臘．港府亦授有答按
中運聯會糸冬於名存實亡，,-,，坐便
接、仕！他件f。而rl-,，重口發第兀次．勾不朝
壯由港）、學’ 會連同了j關團體參加，建
議港府古法按納，了旦政府仍然未表態，
最陸事！牛饅慢地沉夜卜來勻亡11H運動對
於jj：期接受馳民地式教育l'l扑d學是了j’深
遠l'j勻藝、義，因為透過運動，同學對香港
耐會的安定繁榮徒香港政府本質作
巾戲的么聖，斤f，也透過才J動的本身，使參
加各‘g。、哉以不J團糸。，,，才，丁以獲得J、‘般11']
不lJ論，也使1,d學持11徒；勻運向推動，無
：邊侖在殼t翁衣1: , }j汰一J戈,i毛、方1自JJJJ子J
貢獻
保釣運動A：匕年美’- rl' 斗添

件f'],起因址11．於美11問．義歸，.-，繩tlJ馬，
竟然把釣魚台，l ·刊分、歸還祕圍海舛，-,
國、隨土！-J哎瑩士，、喊‘-,劇市f- l_；勻魚fr
4《ff手必j已，于丁動包括了jJ傳徉，fl:}本

、！·1，飾，近抗議．萋華，街l：示咸，、二遊“I斗歌
, f巳遭幣察旬狼似呢地逮捕。，蠱次事件
引起）、專件：f1l海舛華久貿學’-的小滿，
必--.(l 物劍小威絮造丰J 保；加的寫
伶潮結匕· LJ、，J；威，．籤、聚集在
紅取劍，叩tJ、俘大鄴被攔離一弊力在他們開
始，J疋威-'r，便狀露l]J採工《j動，兄、便打
久夜，沫、''1矛乍方斗J荊，F)暴隊賓了I議
陣，乍少！在附。生士乃眾也被打至頭破皿
流。-於國終政咐i變曉J強硬的反對，在一IL匕，.；牛L}11c11,年r了j件，國、f夜能
眼喬釣魚台依約歸還口本，使保鈞
運動在秀港！會‘-，靜靜地完結。
在保釣運動J．扣，保鈞會提

出f如果囈保南鈞魚台，中國就元
要統一要台絕l’ 在政冶L，經濟L睨
離兀、l1[' l'中俳制
於結，保鈞，上動從，亡階拿乏荊始進久

L了，便轉到按觸ll!ll較嘎的：涊識‘p
國，關亡社會方面1;：匕邵平山
學聯主辦。，卜洶通，打破f同學對‘扣
國I]'J神祕啊懋懼 ·連串的學‘-_運動例
友l。．1國觀光等等使同學變）J。應‘月：涊識
'l,I潤！l' 11號，。嘶慚便仃國粹派的
出現，而國粹派fl;勢力也滲、f大
學與：他伊他強凋愛國f1l祠一會1義，認同
中國當l于，的路線，提乏l} r方變、認、關、
爭的口號。他們d已為學運的巾點造要
批t社會，比較不同的制庭，使吏多久
能夠接f麾。。陸，卜t．會L義！。‘J路I必：JOlnl這止雙
觀點，就與其它推動巾t會運動的同學產
'斗j歧，徒來形戊f派別的對抗必山於
攪認識；-，國學運的同學忽視f很多社會
問題，所以社會派力、用始萌芽起來
早期兩派造行相批．、的，但代來同學
已經畢‘裳，乙岷系也逐漸I乙解f

LL年以浚學運進抆低潮·匕匕年
以前叮以說白項系鬥IP, L/’、年金禧事
件卞匕，L艇！兀f1l安樂劉事件，則叮視為
網fl' 年代。匕化鰓以後，權本上屬於校
內改革f1l'Fjl、權益運動（l' 階段。而l十
年代徒，學，運動亦冉沒有匕年代的
火亂h 七輪況出現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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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學運人家一定小會忘記森：七·
年代發’-.l'l'j保衛釣魚台運動和嚇，文運動
迎收都是驚動一U寺的學‘l_，主動代表
石學’州尸個團結的精，砷，對民族f1社會的
熱誠。然而到r八七年代的今Ll，學牛
對學運的熱誠似乎下降r。隨石學聯和
學1凡會的出缺，很多人到認為現今的學
運息、微f。（旦究竟現在和以f主的學運在
口的和意義等各方面有石什麼的不同和
轉變呢？現在讓我們看看過去和現在學
運f轉變吧！
右：匕1·年代與，存右月’很多小司他

識形態”j派別，ffoJ如：推崇毛澤束思想
的毛派；關注本港社會問題的香
港改良派；受內方思想所影響的激
進自lh派等：隨青社會形態和政冶體
系的轉變，有收發展成其他的派別，有
收則沉枚卜來。筆者無意、在此詳述各派
別的發曠嚇史，以想向讀各們總括地介
紹一卜學運的上要方向在過往和現在的
分別。

在，L以一年代未期學L運動大多是與
學’1有直接關係，例如：六八年的中大
絕學‘L會校政改革行動、六九年港大校
政改革行動、司年的珠海學‘1凡被開除斗
件；與及一些關與社會福利的參拐然
而踏j、匕卜年代，由於受ff保衛釣魚台
運動的影響，學’t:-！玥始對中國的卞務關
'L、起斗，提出r認中關社。！'Jlj號，l向，
認識中國后動史j至漸成為學運向‘J‘巨點，
後來學界出現，此會派和國粹派，在當時國粹派卻成為主要的學界
勢力到七t一年代中期，學生領導開始
發俘凡轉接。隨肴毛澤東及四、邦的倒台
國粹派頓然無所適從，美麗的夢
境似乎被粉碎f。從這時開始國粹派
便慢慢地沈寂卜f。到f匕t一年代代
期，學界對‘扣國事務關心的倩度開始卜
降，學運的上要方向轉移到香港問題上，對於地方了J政和現在的中英聯合聲明
與華本汰等n月題，都有一定情！龜的關
名畫日乙
紹一方面·隨看時代的改變，學‘1

運動似乎慢慢地沉寂下來，有、、認為原
因茫現代的學倘祉對待學運的心態已經改
變J' ，那麼攘我們喬看現在和過往學戶
從‘l，學運，自態的改變和導致轉變的凍因

IL匕,Ll;!，學聯第！一妝！i‘周；！兀）\
印l,，紹Bf學運加句：牧眼ttf：界，
，忍，識祖l潤，改革”;1會。，從書，我！-,‘。，丁
以體會到當時學，l的．也法縫t．分偉k的
，顧肢J' 1計界、．-，國啊秀港向川現題。‘棠
-I方f白學，1：費l學運楚j·！立飲夕）不‘J，化毛們把
社會和中國的問邈列為己fL，對於其他
的切身問題，fglj4II因從併學運而叮能受
j一11的前途影響和個久時！I總的犧物等放於
次要的位I授。反觀今l ’]、學’一望4,-.!
會和中國的關心似乎減少J' , f固l、（白向方J
途問題，似乎成為f他們的L要或唯·
顧及（白l詞題。《貝這是否完·荊IU於lfl私O
心態呢？筆各認為社會形態的改變，政
治的動向和歷史的教訓在近方面也狗義
相當卞衍度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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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互學’1一是來晌止會的一幫，所
口學校就等於社會日縮影，所以學生的
心態1一反映若現時社會形態的改變，然
而巾會形態的改變卻受石政冶的影響。
現今秀港lli處於jL匕的過渡期問，不少
、對、陸1l香港的信心叮、大，在巡個情
形、一、久為求力保，戶取個．哎就和
能勾似乎壯保障自己Ij嚴了J)武器；911
土f，小少j．擔亡對七t政坏如j了J動會帶來
將來就玲森或土黠他右面自州月題·，症樣便：逛
咸！' 1'家各瘡,'1戶！,"f!-'j他l汪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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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f!I，學趣L,'J叮史禾f主我I-,'1付當犢、
!f ，弋，幼妝成功1l寫Jtq，相哎縫令我
引”，分雜，欠的惑jlj無能J互種失敗但
細能你打擊f牛少學’！凡對學運的熱誠，
相對禹港的f。、．曰州m，二種小幸的惑受徒
惜惜，向從J過11累積起’東：·化匕互年化
!}’群聯第i一口待！彫平）、會，會L，由過’叔
, : ’一州版路，提出牧眼世界，認
‘哉砠！州，州巳1叫會，爭取司學權益的
學運紉切句！、‘家仃否發現這次宣言將
第！州斷提紂。改羊社會改為關
·州會J呢？祖徒否暗示.d學們感到
政午社會無望呢？到最近的’爭取人
八直選行動，大丫灣事件和車
船優待証事件，這些行動換來的是否
父，次証明學運的無用呢？如果你是參
與的·分P，你會選擇i)家讀書，盡情
寧樂還尼繼續的爭取下去呢？
再者，現在大學的學生多數來自中
卜階啊，與過往的貴族學生大有分別。
倫；或許會認為這是提升學運的強心劑，
因為他們面對不t會問題，更有志於社會
問題的改革。但是他們對於爭取好前途，好的生活會否更加嚮往呢？
總括而言，今天學運的轉變是受了
很多客觀環境所影響的，而不能完全歸
究於學佳身王：。面對大時代的轉變，人
紉有不，刁向方選擇和取向，但願仍然有人
育括把學，車精神貫徹fll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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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的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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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運動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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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二•個渥囑••，

學運基本上的璽眾來源是學生，由
他們來參與和決策。它也必須是社會運
動的一部份，它與其他社運的分別僅是
它由學生所弓發起；因校政問題而引起
的運動也一般包括在學運內，因為
學生也是社會的一部份，所以影響學生
的事件也同時間在影．著整個社會。學
運的另一方面是它的意識形態，它
必需具有能動J地自我推動的力量，
這決定於學生在時代環境影．下的精神
狀態 再要加上主義、學說等的影響
才可引起學運的產生。換句話說，假若
沒有這意識形態，僅僅主義和學說
是起不了作用的：但假若只有意識形
態而投有諸種主義和學說的影響，則
運動雖可產生，卻不能提升到自覺
的認識層面，並不能使運動帶出較
明確的目的。由此，七三年中國熱
定型至七七年中國熱全面退潮間的
運動亦被認為是假學運，因為它基
本上喪失了作為學運本質必備的社

在文化方面，學生運動往往帶著強
烈的反傳統文化的傾向，例如五四運動
便被稱為新文化運動。學生運動帶來了
科學及民主的思想，與傳統的文化，價
值觀有一定的挑戰o．況且身為大學生，
他們往往覺得如像其他人一樣，生活只
為了錢、地位及物質的享受，他們便流
於世俗。為了追求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他們便建立了自己的次文化，強調對別
人關七，對自然的愛護和人性的解放。
至於對社會的影響，我們可從一些
例子中看出。例如在保衛釣魚台事件中
，這不單是一件愛國運動，並且藉此反
影出市民是有採取適當行動來表示意見
的權利；又如金禧事件中，這可帶出教
師能否參與校政的問題，並且使教育行
政人仕與教師之間有更多的溝通。所以
學生運動能使香港社會日趨民主和開放，並且對社會日後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的

必、亡
州、“夾一；

在歷史的學運中，如北京大學的五
四運動，倫敦經濟學院的反種族歧視運
動等，大多都發生於比較有名的大學中
，為甚麼大多學生運動都由大學生發起
的呢？這可能因為大學生知識豐富，觸
覺敏銳，並且勇於發言，擁有一份責任
感，故此他們便對世界、國家甚至大學
關心起來。
再者，大學教育產生了一種解放作

用，大學生對時間有更大的自由，而且
經常受到鼓勵去勇於嘗試。這種自由的
經驗往往使他們對自由產生過份的要求，一種與眾不同的集體意識便由此產生
。同時，大學生是社會上最富正義感的一韋，所以比較肯去阻止不公平的事，
他們並且沒有家庭、事業上的顧慮，所
以在參與的事上並不受到影響。
青年人所持有的理想主義、使命感

．及認同惑往住使學生運動以一種狂熱的
形式出現。雖然學生運動基本上是一種
社會改革，一種促進社會的動力，但如
果任由他們放任自由，理性便隨之失去
，可能造成太理想的影響。

學生運動的影響

在政治立場上，學生運動所帶來的
影響是十分大的，因為它喚起了青年人
的民族意識，使他們重新檢討個人在國
家和民族問題上的立場。正因他們與國
內的關係密切起來，使香港及內地的溝
通也因此一天好過一天，這樣市民的恐
共O理可能會逐漸消失。

j口瀘“個口奮口口廈口萬個口
！

其實學生運動是富有一定的影響力
，因為它足以改變參與者的人生觀，使
他們從個人地位的追求和職業至上的觀
點解放出來，通過與人交往，投入關心
社會的洪流裹，為伸張正義而奮鬥。以
下，筆者嘗試從教育、文化、社會及政
治四方面分析學生運動帶來的影響。
首先在教育方面，學生運動可使大

學的體制更加民主化，使學生能夠參與
課程改革的工作。這樣學生運動便影響

結語

！•．••
饞j
撾繙化n爐隨

珍可’ ！大學的學術教育及學生的學習
叩
一’

· 夾方不
方

×、） 化·名計． ' k、，' k 。（《 kj kr。 · 一’ 。’他。 。取中， · 他《。•榆兮入 、、 ． OL '一，面‘ 。。。。·，，。“ '、× ． '1”訪。，分勾J 二一 ．,．州，鬥一d日、亂、，, r'L/ 州，二’
叔×N 不細

一o。二久方斤
、

總括來說，學生運動是受到么定的
限制，因為學生大多是血氣方剛的青年
，他們雖然擁有崇高的理想，辦事幹勁
十足，可以因他們年紀還輕，處事缺乏
持久力，並且缺乏經驗，急求於功。這
些都顯示出學生運動在社會運動中不能
扮演太重要的角色。但他們能夠在學生
運動中發揮其先鋒的作用，所以學生必
須與其他階層人仕聯合起來，才能把社
會運動帶到現實。但如果學生運動不被
其他階層所接納，學生運動是否失敗呢
？這便要視乎甚麼是失敗，甚麼是成功
了。因為如要學生運動每一項要求都達
到的話，這是十分困難的”但如果說學
生運動能夠發揮其先鋒的作用便是成功
的話，這樣學生運動可以說已達到這樣
的要求。我們衡量學生運動的成敗，估
計他們的影響力時，我們應從學生的得
益為著眼點，因為學生運動其實也是教
育過程的一部份。
在學生而言，學運可以改變他們的
人生觀及價值觀，使他們建立自己的個
人的理想和不斷反省自己的價值觀。如
果他們畢業後仍能堅持理想的話，他們
可以把他們經過鍛練的意識帶到工作上
，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把學生時代所建
立的理想帶到社會上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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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參與過學運的人大多數都覺得
參與學運是值得的。因為參與學運本身
就是一個值得享受的經驗，起碼社會L
作中小些勾心鬥角的事件。其他方面，
還有它的教育意義、在過程中的成長和
學習在一個官僚架構中工作，與各
界周旋⋯⋯等。
年青人血氣方NIJ，如加上激進極端

份子的思想影響，學運便難保不走上暴
力和錯誤的道路。另一個導致極端行為
的原因，是大學生能以和平或傳統
方式表達意見的功用和影響不大，所以
便因急於求成而逼出較偏激的行為。但
反觀，偏激的行為在某些情況可能是推
行社會改革、民主自由公義的唯一方汰
，喚醒其他市民的關注和表示強烈的反
抗，所以偏激行為所得到的歷史評價也
未必注定是錯誤的，但錯誤的代價還要
學生來付出。
大學教育的主要責任和使命是學術
和品格的陪養；然而，學運所能帶給學
生的又有幾多的學術價值、品德修養？
欲創造民族和社會的未來理想，大學
生一定要先準備本身的條件，欲批評社
會，必先使自己無懈可擊，欲改造社會
必先改造自己。中的先字有多少
意義？句子所表達的是否正是大學教育
的意義？所以過份積極的學運活動又是
否會使參與者失去了大學教育？
始終，參與學運未必是大學生的共
同意，但是學運的核心方向 社會改
革、民族承擔、放眼世界等就非常值得
我們去關心。我們不能對社會的不公義
和污點坐視不理，對被壓迫的一覃我們
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民族承擔是大部份
同學的信念，一個感性的意識，但是隨
之而來的實際責任卻需要很大的決心和
誠意。放眼世界是每個人智慧成長中不
可缺少的一環，井底之蛙實不應在大學
畢業生中出現。誠然我們了解自己在各
方面都不是完全成熟的，無論在學問上
，在心理發展上或情惑的成熟上，我們
仍然幼嫩，但是筆者相信只有透過積極
的去想，去提問題，去討論，我們才能
夠獨立地思考，才能勇於改革社會上的
污點，而不是接受社會傳統安排的人”
當我們緬懷七十年代時的熱誠、思

考時，我們會驚訝於八十年代的冷漠、
公利主義；當我們後悔當年激進的錯誤
時，我們又可反映出今日健康的意識”
今日的沉寂，未知波濤何時再起？
九七前後？ 可能。

必。Q:．二也戶。
他月

參考資料：
香港學生運動tql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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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 向 民 主 ！

民 主 是 什 麼 ？

不渝

匯劉
港 人 治 港 ？

蘭克斯樂
,_,：•，" 'r二！越，隧！'

向，、，他州州尖、”'j轉變，‘、。’如個佳領沈禽
表露無j豈：樂觀白j，會價；；悲觀口，會
韶；積極的，會爭取，消極的，會等待
灑派究堯怕甚墜？沒子，民？沒有

港、治港？小縫。叮疋是秀、也句來者日沒
fJ上雙:，、巷、lf.J來者；了支予，分髡冶港，）宣
些都縫際f的他們怕的，是沒仃注治
{1J、權二他們懼怕l:1已的，-：命、財產和
自山沒有保障？與其把1生命財命交在往
績j ·離付好的共產黨f夫，倒不如握在
Ifl己l方手“於縫乎！留白勺r韶，小能溜的，以好盡量’爭規之上弋！:
乍過，無論將來香港的政制如何民

-:，秀港特別仃政·、一趁！--;I高度I'1岸r，她
始終他‘!，國的一那兮，女台終要受化京管
轄土化-11!!_？叮方用狀木汰來保訊一再
，巷jl乏l ’}.11'71',’了莫）C土，【、丰法，,，、·劉
敬要狗挫J才，中叫fl）合：1、也炒；讓路
《卜‘，鳥，一L朋。忽；紅’、回！叩！:；一，,！才、翅啊‘久）緝

1壯陽么排·！。！-才1制發台IC。選也叮、【亡關鍵，
輩！如卜蜘戶，必扣共頗州；逐漸開枚，取締
啊瞭l義，以于I故冶。當然，要達到，盧
他中館乍斗易，一：、嗷人的統治在
-1誠!_！飾、Jf發下丁，壯不會一F戶消
化口‘J公州、‘-,劇·k排荊牧了不少，叮疋過
-仲邵矗纓煎方向；在體現民上和注冶
}j向，孫州父瓣，不過似乎仍然有待努
,J
當此時刻，秀．巷賓應觴jJ搞好民L

政制。中國的經濟改革，乃是由下而上
的。相似的民主改革，又為何不可？香
港l'lt民主如果搞得好，也許能夠作為大
陸的榜樣。
當然，香港要建立一個健全的民主
政府，依然仃不少問題有待解決。令人
憂右的可變因素之一當然是北京對於
實踐承諾的誠意。不過即使北京真的有
誠意，也不保證各中下層幹部也一般高
瞻遠矚，不會濫用職權。丑亭之常云
不怕鄧小平，以怕街坊組長。此言甚
是，

從人亞絨事件至lj爭取八八直選，不
斷有各種簽名運動、遊行、請願等事件
父1亡，其中參戶或支持者喊得最響亮的
11號便是：爭取民L。‘究竟民七在香港
是否適合？假若答案縫肯定的詁，又應
誠怎樣實行民L才是最好呢？在，、士論及
分析此種種問題之前，我們先要考慮·
I圖尺打題 民j：是甚麼？民主的定義應
A楚絕對肯定的，因為沒有共同的語意，再討論民 的好壞發呵行性便沒
角營義。
民t楚故麼？要解答這個問題，我

-r個先你計他而儼究，民主（DEMCRAC¥
）源於不臘文DOMOKAR'rA 詞，意
思就是山人民統治。簡單來說，民主就
是在：政治問題的決策主，取得大部份人
民t]l司意，它足極權統冶（ABSO-
LUTISM）仔相反。在民L制度卜，人
民小單可以劉道國家大事，還能夠表小
徑見，參r決疋。fl]要實現民L,，必煩
另不i 一們條們一就是人民真正地運用他
frl參戶決策i,'）權）J。
縱合各喊對民rJ的見解，民L
人、概了，四f馴巾要均支申二
（珪丈、民為！。州謂以人上雙為L
，中要待思是以人民為耐一內的統治各

, Inl政ff，'檬）)，【I來l'1人上〈。
（拙J每數人r白怯願rs依歸。A這個
原以lJ卜·大多數、r均禾lj益f必到保障，魷
f，一到、要討：他的是：不能以眾人f均利詩
為理111, l介l擎‘l肖11少數，‘、的不U益。
（究-'1ltl。·、民【，'J鼾‘11-子，汀，i極州：(

Freedomfr(,m）砭積極辭！F'r。。donl
to)，消極性的包括就某、結耐二‘狀教
、新聞砭，古論等自山，一要是避免公友坏r
于戶。積極性r均t'1由是才h人民葦l -'1!llj、
發揮本身的潛能，因此叫會要向沐、民提
供平等的社會機會，社會吋U飾tI1眸砭教
育、醫療保險、公共嚼鰍使小”J缺少。
們）汰治。民參叫會一‘定要以，汰治

維持，在法r掛m前，/．人‘。、等‘、與叫會
劉糾體之問的契約受ilj汰律保障，小能
隨便伯！疲
鰓確合工化！制’縫，州目r嚇牛乞細己

要得以維持，但由於現代國家絨上擴大，人1增加，于父們！，手叮〈能像占希臘的雅
典一樣、每個政治決策都要取得大多數
f、臼J贊哎于。I實行，要人、者n向才發參戶
政事，在B之今社曾是小可能的付月此民
主便得從寫一種新形態n現，多黨選舉
釗此縫向1症方而發展
多黨選舉縫西方資本潤‘家A提以目

山觀爭精神斗鵝現的由一J匹1望舉制度妒，辟個）、都叮以自由選擇i己擁濩的候
選、：戈政黨，亦有目由么角逐執政向地
f中、民參與政策決定的權）] ，便剩卜
投票權，Itll其他的權利便支未f；噥數縱多
臼‘候選久或政黨。J巨個政黨必劉向、民
負責，勿它不能迎合以眾的念馳，合卜
柄選舉便會i導j規卸尸、民的支持兩落選，
冉名，執政黨t]）政治決策L力受到只他
政黨f1Jj、民臼j監察。從。：)]面A來，，。
伸，!jl！雙寺。侈，、”11圭至．j 、、也‘。J藝J-fJ原,lj
, ,'J說f!f士：結民L,'J、
但從共斤主義佔儼中J以‘-，·，亡收卜
足濾11的民I一他們．謬為在資本！-.t會與，付才、民選d來的執政者乍能代人人民
f,'真，-平U益，他們以代人！’資么家！'.）不！1
益。以有右一叫會畫一義州喘級消除徒·幣
f因叫忖的利辭一致·于能予1真，目'）上弋-

筆者認為西]’式的民一川’容．：掬
1司政瞇砭．也也行州競爭1才左衡，燼于計了！
搏、足，化J麩授．哺；、之、適，'7秀邢巷J'J環境，f;，騙‘
必乏縫，座卡j丈l一”甘一I尚勾d乏，，光一升；人
還叮縫鼓巾要！,'J, f‘生，。1公件升一；，弋，書，:i、！簡IJ'
達！勺上雙主一精神奇結較值得捉偶山：
參考資科：民l：與叫會H.K,F,

SocialS、、ciet\ 1975)
占港政制改夢！叢角境出版
!F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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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目中是否對實現民主這們問題
已有一個答案呢？或是你腦中仍是空白一片，覺得再港的經濟雖然經歷著驚人
的飛躍，但在政治結構仍保持著落後的
殮民地式政府的情況下，實現民主只是一個美麗、動聽的神話呢？筆者以前是一個嘲笑政制民主化的沉默者，而且視
民主為r奢侈品，聽見別人高談什麼
民主政制、實踐民主時，便會不自覺的
把耳朵關上，’然後便陶醉在自己的思維

群，，
一

i

中。可是隨著與不同層面人仕接觸的增
加、九七的接近、社會的變動、思
想上的改變，筆者慚漸覺得身處這個歷
史轉折的時KlJ，對社會關懷的理想，總比虛無的精神狀態來得有意義，而若能為理想作出一定的努力，積極
參予，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發揮一點催化
作用，對自己也總算有點交代。
要推行和鼓吹任何一種主義或政制

時，必定會遇到很多障礙，實現民主亦
不例外。港府的官僚體系一向都是以
行政吸納政治，把社會中的精英吸納
入行政結構如立汰局、諮詢委員會等，
強調精英式的統治，所以要這些殖
民地式的官僚體系還政於民，是一件很
困難的事，加上社會上一些保守力量的
支持，要實現民主實在是困難璽重。此
外，鑑於現時政府可以不需向市民負責，囚她以需向英女J:．負責，他們可選擇

是十來廿歲的黃毛丫頭，正是未來社會
的支柱，政府有否想過在文康之餘，透
過活動來建立青少年對社區和社會的歸
屬感，讓他們關心、參與社會和政治活
動，從而令他們了解自己在這轉折期的
角色呢？
此外，提高區議會的權責，使他們
的工作不單是局限在改善區內環境和文
娛活動的範疇上，而是擴展到參與討論
影響民生政策的層面去，也是促進民主
的方法之一，除了責權問題外，區議員
和市民之間的溝通也是很重要的，透過
諮詢大會，設立區議員辦事處，發表定
期的工作報告都可拉近區議員與市民之
間的距離，從而增加市民對區議會的支
持和歸屬感，建立對民主的共識
加強地方行政和地區政治的推行。至於
談到市民參選區議會或市政局一事，筆
者認為參選人不應過份著重自己的政治
形象，以減低選舉個人化J和山頭
主義的情況，在可能的情形下，和政
見相約的人仕聯合起來，組成成熟的政
治團，從事參政的工作；此外，參選者
的工作機構亦應作出適當的安排，以便
參選者發揮議員的公職，盡其公民的責
任。至於七十年代興起的壓力團體亦應
積極從政以發揮其社會作用 保障團
體的利益，鼓勵市民直接參與社會事務
和對政府保持批判的角色。在這以外，
政府應在社團註冊條例方面採取開放的
政策，加進政治團體的類別，因為現時
很多活躍的民間團體，只可用有限公司
來註冊，令人感覺到政治團體的名份於
汰例上是無稜兩可的。
與政治文化息息相關的其中一個問
題便是在社會流動的資訊，在現代社會
中，知識與資料作權力的一種來源，是
市民能夠監督政府的一個條件，所以要

可能引起的矛盾安定下來，可是一但領
導人去世，在缺乏制度上的制衡力量下，這政策會否改變呢？儘管是政策不改，在中國強調和堅持主權及中央領導的
情況下，將來的本港政府究竟有多少自
主呢？
如此，實現民主是否無望呢？答案
當然是否定的。首先是增強市民對公民
義務和權利的認識，積極推行公民教育
，例如在教育條例方面，取消禁止師生
在校內談政治的規矩，除了在中學增加
公民教育一學科之外，一套完整的青年
政策亦是非常重要的，過往港府提供之
青少年服務，是極之著重於文娛康體的
活動，但須知道這些在別人眼中看來只

實現民主，言論及新聞自由和準確的消
息發放是不可缺少的，惟有這樣，民間
對政府的分析才不會被打為缺乏足夠
証據支持、錯誤理解等等。
除了以上所提的各方面之外，政府

語詢民意的方式亦是實踐民主重要的一
環，政府不應只向社會上某一撮人搜集
意見，他們應採用上下結合J的諮詢
組織來搜集各階層的意見，這個方注大
致是先由有關方面的委員成立諮詢組織，然後鼓勵各社團和功能團體互選代表
出席諮詢組織，當這組緻成立後，其原
先的籌備委員會便可自動解散，而該諮
詢組織亦須制訂定期的報告書，向市民
交待他們如何處理市民的意見。
當然要實現民主，推行直接選舉是

必然的。筆者認為在1991年（或更早的
時間）的立伕局議席應有不少於五分一
是由直選產生，愈接近97年，委任和間
接選舉產生的議席應逐漸減少，而由直
選產生的議席，則應逐漸增加。當立法
局大部份議席均由直選產生時·政府司
級官員的行政和政治角色要來個分家，
意思是司級官員之政治角色轉由民選立
注局議員擔任，令到立伕局成為至高權
力的立法議局，而政府的運作亦受到選
民的監察。
總括來說，政制朝向民主化，是社
會整體發展的需要，它需要社會團體，
文化教育界，新聞界、工商界和有關當
局的配合；大家應以九年後之政治需求
為目標，積極參與，使本港社會於九七
年後有條件產生民選之立汰機構和行政
長官必實行真正的港人治港。
參考資料：楊森香港政制改革
廣角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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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或不接受市民的意見，所以諮詢制
度並未能認真的發揮到徵詢民意的功能
，市民的參政意識亦因此而受到相當的
打擊。除此之外，普遍低落的政治意識
亦是改革的絆腳石，一般的參政團體是
由知識分子或中產階級組成，他們與一
般的市民仍有一段距離，至於那些接近
覃眾的壓力團體和獨立工會，過去的經
驗只是集中於應付香港社會內部矛盾，
對於應付中英矛盾及京港矛盾，他們仍
是新丁，所以一般的普羅大眾對政治仍
是抱著隔岸觀火J的態度。
除了以上所談及那些不利實現民主

的因素外，一般人認為在中國這個人
治社會是非常依靠領導人的智慧和胸
襟的，現B寺的領導人能採用開放政策，
確立一國兩制的方針，將不同意見

口 日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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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答思專題

群於嗎匹在來港徒至死亡都處於
個封閉徒受到照即”發環境下，所以患才丙
率並乍高。牠們有時也會患上由過濾性
病毒引起的傷喊。有時可能患有寄生虫，但現在的俊苗注射已確保．嗎匹的健康
倩況f : rl是在賽馬時，因為是劇烈的
連動，故此腱或鞠帶的拉傷也很常見，
通常在患處會有腫脤的出現，而且療癒
白妝i待舛翱會比較慢，大彩J需時半年至一年“如果．鴨匹患病時，他們便不會准許．罵
匹出‘賽r。
至於引至．鸚匹化亡臼勻原因，上要是
衰老至死，有些情況lllJ可能是肺出血或
心臟病。如果當一匹馬有兩次流鼻血
仔并為、兄，他匹．嗎便要退役了，內為馬
匹勵朮鼻血J並不絀×類常見的鼻部出
血，；行陸因際Ij牙整運動！',，導致日！lltJ必計二動脈
損壞和出血，嚴很時可以導致肺部col-
lop、e。如果繼續容許嗎匹出賽，可能
會使這匹馬死亡。
而香港與外國的情況並沒有特別分

別，主要在外國通常會有緊殖場，那壅
馬醫便要負責起州顧幼小的．罵匹r。

••．••．•．

-

在馬會工作的獸醫一共有三位，他
們負責照顧現役馬匹，退役馬匹及各騎
術學校的馬匹，雖然看來好像醫生少．罵
匹多，但卻沒有出現工作過量的問題。
作為一個馬會的獸醫，主要是照顧馬匹
，檢驗．矚匹及幫助有需要的馬匹進行手
術，使馬匹能夠在最佳狀態下出賽，並
且為馬匹進行化驗，確保出賽的馬匹並
沒有服食違禁的約物，使賽果公平，維
持馬會本身的利益。

然後在早L十一時至下午四時·馬
醫院便會關閉，這時馬匹會在馬伕照顧
下休息，如果馬伕發覺．嗎匹有甚麼問題
時，獸醫便去診斷。除r照顧．嗎匹外，
他們如果有空的時候，便會去做一些研
究的L作。並且也會紀錄才樣·匹．男的生
fP狀況、才勾內砭驗屍結果，州作日後參
考的資料。

獸醫的工作大多數在每天甲L便開
始，首先是觀察馬匹的步伐及狀態，看
看．鴨匹是否患病。並且在有需要的時候
，作不同的檢查。他們亦會對死去的．鴨
匹進了I驗屍，每年大約有肖五十京。

大致L來說，嗎匹與、的生理情況
州羊年，神也啊·，匕兮‘弓勿‘友，．嗎
匹甬環系統叮向徑睡偶土L久類強得多、馬
匹在：休您時心州LJ、不夕i姨分坏四卡卜，但
結在劇’運動、仔，必劉LoJ升至每分鐘二
百紅卞卜之多，叮使馬匹極能適應劇烈
運巫O。寫夕卜，．鳥匹的紅血球L要儲在脾
臟中，‘當運動開始，腎上睬素便刺激脾
臟放出大星的紅血球，以增加血液的攜
氧容歸，！听上丈在平H手，．嗎匹的PCV大
禾‘J在30至45，叮、：過當運動1寺，PCV可
增至60。

吧鳥謝 ：Mr . D . K . MASON

麥子健先生

麥海華先生

黃志偉 先生

黃德 明博士

提供 資料及接 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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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連串的MB及termtest後，
相信大家者C辭分疲倦。就讓今期啟思
與各位一起糾L出校園，接觸一些奇趣的
事和物，稍作鬆馳吧！

維 背 圖 · 燒 餅 歌

漢

圖

各位有沒有聽過燒餅踟和推
肯圖這兩種重西呢？它們其實是中國
占代的預言，其預ffil未來的準確性都被
很多學者所研究。因為這兩套預言都是
以占文及隱喻所寫成，所以其預ffil1的準
確程度便引起了很多、的爭議。無論如
何，若作為茶餘飯後的討論話題亦十分
有趣。
燒餅歌的原作者不祥，但最有

叮能的”I算是元未明fl）的劉伯溫（原名
貿lJ哉）。一燒餅歌之所以有這個特別
的名稱，是因為它是描述明太祖一邊吃
燒餅一劇謝gylj基有關後世的治亂，,lJ某
川隱語來妒l答的·本著作。全部以歌謠
體寫成。它）j)；預。j的事情有很多，任U如
有關英宗 L木之變的預言，明李太
監擅權的預b一吳吃桂的預言，中國抆
鏈髮的預訂·清朝盛！ff：的預言和，抑華民
I啊誕生的預言等等。有些人甚至認為這
共預言遠遠超越r今天。現在，就讓我
什“！·起探搜其中一段頊日吳吃柱的‘一燒
台并歌l吧！
我們先看·段吳一：-t上的故事：
蜓沐t有·愛姿叫陳tlL（陳圓圓）
，長得1l出水芙神·般。當時吳他挂受
f崇禎皇帝臼j旨．他、，要帶兵駐山海關，
吳兀枓一怕陳圓圓受小JP關外的環境，便
J巴她寄放在京城父親家ylj吳三桂封牛
f西fl'l ·帶兵l,,l京11寺，便聽i -1李Ij成打
破f北京城，父親亦投降f他，連他心
變的陳圓圓也給李自成擄去。於是，吳
日桂便和清朝聯合對抗李自哎。李自成
聽說滿清兵來jtl，便句西逃去。吳日桂
於是便向西方j坐去，終於合：途中遇L陳
圓圓，吳詩t才放棄追捕李自！戊。當災
吃桂回如J京城時，多爾錢已成皇帝，於
是朱姓的天下（明朝朱元璋）從才得r
的李姓（李自成）r中又轉給r胡人（
康熙）滿清。

桂花結得好英雄。折缺長城盡效
忠。國家天下有復重。摘盡李花枉勞功。黃牛背上鴨頭綠。由享國家珍與巢。
雲董中秋迷去路。胡人依舊胡人毒。反
，徒來折桂枝。水浸月宮至上移。未字一木情去盡。

在燒餅恥中，棒花結得好英
蜘顯然是指吳三桂乃英雄好漢。折。
缺長城盡效忠是指吳三挂一方面為了，
陳圓圓，另一方面為了明儲徐去李自成
。廢李花勝功一騙，很嚇
是指李自成雖然被吳三桂消減，但江山“·
卻被落在滿清手中，枉費祈勞。黃牛
背上鴨頭綠，如果牛是指吳的話卜glj
大概是指吳三桂弓來了鴨綠注么帶的滿
清。至於一句由享國家嫵與軋便是
指中原的豐富資產任意由滿精人享用。

南
嘉
便

後來吳三桂殺了朱由
明最後一個抗清勢力，因
獎。當時吳三桂的勢力已J暱織厚，企圖自據一方。但不幸康熙早有此料
便決定除去吳三桂d吳得癮消息後
便開始反清復明的運動。但股後都不成
功，於康魚十匕年三月，吳三桂病死於
衡州，他的餘黨到康熙二十年亦被清庭
完全消滅。所以，以上的故事正是燒餅
歌中的胡人依舊胡人毒，反覆後來折
桂枝。

r水浸月宮主上移J一句中，三點
水右上主右下月正好是個清字，正暗示胡人乃是清人。最後未字一
木皆去盡，照預言的發展，可以說是
朱姓已被去除殆盡。可是何謂未J字
便不麩1所云了。
在整段燒餅黝中，其中兩句

國家天下有復重和雲蓋中秋迷去路
J是解不通的。但總括來說，這段預言
都似乎與事實有多處吻合之處，其解釋
能否說服閣下便見仁見智了。



雊背圖亦是中國預言著作的一
種，相傳為唐朝李淳風和袁天綱的合著
，喪面以圖和文句記載預言，因此有種
種不同的傳本。其中一本，列舉了六十
六個圖”最後一圖以倆人推背而行
為題，最後兩句是噙萬千千說不盡，
不如推背去歸休。，或者這就是書名
的來源。
因為雊背圖的資料在公元一九
三三年日本州版的大百利事典j中已被記
載，所以推背圖的出現，必定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以前。但是裹面第三十九象所
記載的預言卻應驗在民國三十四年日本
投降這事上。這是湊巧還是真有其預言
，便要代大家來衡量了。以下便是一些
比較有趣的例子：

第三十四魚 太平天．的預，

．曰：
頭有髮。衣怕白。
太平時。王殺王。

頭曰：
太平又見血花飛”五色t成喜外衣”
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t見夢全非。

相信大家都聽過洪秀全這人物。他
是清朝時的重要人物。最初他組織上帝
會，稱上帝為天父，耶穌為天兄，自稱
為天弟。幾年後，咸豐元年，十月廿五
日，洪秀全在永安州建號為太平天國
元年。洪秀全為天王，封楊秀清為東
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
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洪大全為
天德王。
太平軍起事時，所有人都留長髮，

而且頭上都包上紅頭巾。正應了讖曰第一、二句頭有髮。衣怕白。的預言。

六年後，咸豐六年八月，太平天國
天京（金陵）發生政變，諸王間產生猜
忌，互相殘殺。最後由天王聯合東王翼
王將北王殺掉‘於是便得出吁殺王
這句識日。
隨著頌日第一句太平又見血花飛
”是描述太平天國的殺伐和內鬨。第
三和第四句哄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
見夢全非”以字面的意思，是指當年
的兵禍利害，人民受盡痛苦，中原歌舞
昇平的日子全消減。可是在這兩句中，
最出奇的，正是哄秀全這三個字的
出現
解釋
。但可惜的是第二句的意思還未能

第三十九象 八年對日杭戰日本
投降的預！

謐曰：
鳥無足。山有月。
旭初升。人都哭。
頰曰：
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哄。大海沉沉日已過。
自從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軍

閥就開始在垂涎著中國東北。清朝末年，日本和蘇俄把我國東北當戰爭獲得勝
利之後，日本想要吞噬中國的野心越來
越大。東北被佔領之後，日本一直找機
會要大舉進犯中國，有三個月佔領中
國J狂言“民國二十六年，即西元一九
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日本發動大
規模的軍事攻擊，中國也全面起來抗戰。經過八年的堅苦抗戰，在蔣介石總統
的領導下獲得最後的勝利。

r，鳥無足。山有月是在暗示侵略
中國的國家是個島國。鳥除去’
四點的腳，再放進山字，就是個
島字。這山有月似可解為島
是月和山的組合之象。
旭初升是暗示日本恰似旭日初

升正發揮其國威的時候。嗯是太陽
之初象，正象徵著日本。日本國旗
正像剛東升的太陽。
人都哭暗示日本大舉進犯中國

大陸，四萬萬同胞遭受其殘害，苦不堪
言之狀。南京十萬人大屠殺是日本人殘
害中國人，人數最龐大的一次慘案。
頌曰第一句十二月中氣不和。南
山有雀北山羅。這是暗示日軍在太平
洋方面的戰事不順利。民國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第
三年，日本一方面派大使到美國去談和，一方面大舉偷襲美國的珍珠港。這是
十二月八日的事情，美國的艦隊被炸得
七零八落。美國聞訊大怒，遂傾其力對
付日本“十二月是暗示倫襲珍珠港
的十二月八日。氣不和則暗示日本
自從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後，惱怒了美
國，戰事開始走下坡。南山有雀是
暗示日軍在南太平洋有如麻雀一般。
北山羅是暗示在等著日本之雀投入的
羅網，這羅網就是北美洲的美國。
頌曰第三、四句一朝聽得金雞叫
“大海沉沉日已過。是在暗示民國三
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也9IJ三十年
前（距今）的日本投降。
三十四年八月六日，美國以歷史上

威力最大的一顆炸彈 原子彈投入廣
島，一彈炸死十萬人，嚇壞了日本天皇
。九月九日我政府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

民國三十四年是乙酉年。酉五
行屬金，生肖屬雞。在這次戰事當中，
只有三十四年是雞年，所以一朝聽得
金雞叫意義明確，elJ一旦到了雞年的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就完了之意。大海
沉沉日已過意思更加明顯，意指：太
平洋的海浪已經沉靜下來，日本的威勢
就宛如日落西山一般已經成為歷史故事

第六十象萃

鐵日：一陰一陽，無終無始”
終者自終，始者自始”

頌曰：
茫茫天數此中求，世道興衰不自由。
萬萬千千說不盡，不如推背去歸休。

此象與第一象相應和，著者再度提
出其世事如日月循環的觀點，並以萬
萬千千說不盡，不如推背去歸休強調
世事的演化到此並未結束。
金聖嘆批註：一人在前，一人在
後，有往無來，無獨有偶，以此殿圖，
其寓意至深遠。蓋無魚之象勝於有魚，
我以不解解之，著者有知當亦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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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記錄是中國在卡八世紀時
的問米。Paton( 1921）如此記載
：這些儀式由鐘、鼓、笛和其他樂器產
生的音樂開始，然後用一種快和旋轉式
的舞蹈令至人消魂，震動地跳和奔跑，直至有人有視或聽的錯覺，以為可以
和死去的人溝通。
同樣地，古埃及人叮以將擾亂的情

緒放大。他們用一種激烈的禮儀舞蹈令
至人r消魂O這叮從Lane( 1914)
的實驗中証明：他們跳舞時對痛沒有感
覺。
愛斯基摩人可以令到自己興高采烈
：他們在黑暗中不斷敲鐘，唱歌和跳舞

。000

洪記 催眠的步驟
。他們從一璽人中選出巫師，而他
們都是被証實可以產生催眼現象的。其
中一個測試就是令一個人在消魂狀
態下長時間不動（這是一個破催眠的狀
態）。
同樣地，不少現時的宗派和述信都
可以直接地或間接地帶來一連串的催眠
現象。這些現象都是和當時環境的傳統
和迷信有關的。
但是，以L斗廈些驅邪術、戲劇性的

催眠和宗教儀式只是佔日常可以擾亂情
緒方汰中的一小部份。娛樂、大災難、
戰爭、或人耋聚集等都可以引致以上的
情緒反應。

發心。。O

JameSEsdaile一位著名臼蘇格
蘭籍外科醫生，他發現可似用有節奏的
觸覺刺激引致被催眠。他使用催眠術在
病人無痛苦下進行過曰百多宗大手術和
逾千宗小手術。他並沒有使用麻醉劑，
只是用f崔眠術。
雖然給E,daile做大手術的病人的
病全是已經到r末期，同時當時又沒有
血漿、好的防腐劑或趣有白手術I具，他
做口jk手術之死亡率卻是出奇地低
只得5%“這証明了一個被催眠的狀態
下可以令病人的自然免疫力和康復力更
充份地得以揮發。

Esdaile催眠的方法是這樣的：首
先叫半裸的病人躺在一間黑暗的房的床
上，同時要保持最大的寧靜。然後E:-
daile坐在病人的頭旁，傾斜，望著病
人的眼睛。跟著有節奏和輕輕地觸摸病

人的額頭和眼睛，及輕輕地按病人的胃
。有時也輕輕地吹病人的臉。
如果在卡五分鐘內不能令病人進入
催眠狀態的話，就由另外一位醫生繼續
。在某些倩形下，會有八至十位醫生用
二至三小時進行催眠。所有催眠的過程
全是在寂靜中進行的。
以上由Esdaile和Mesmer催眠

的例f （用觸摸來催眠）是需要很長時
間tr-- 。有時甚至需要數小時。但這種
慢的催眠汰是唯一的方汰，尤其是對一些聾、和心理病人。
從各種皮膚受刺激後所產生的心理

和生理效果的研究中，Schutlz發現當
皮膚直接接觸時，所產生的感受就和愛
撫所產生的一樣，不論那一種動物，只
要它是有感覺的話便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記得觸摸或輕嫵不單
是一種機構式的刺激，而是一種複雜的
組合。同一個觸摸可以產生安靜或騷擾
的作用，至於是那種則要看環境而定。

豬仔包 · 牛角包

人體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種晝夜規
律就是覺醒與睡眠的交替，因此睡眠生
理學一直是很多科學家和心理學家的研
究對蒙。
睡眠當中可產生各種發作性障礙，
如睡行症、磨牙等，人們對這些現象都
不陌生，有的人自己發生過，或看見身
旁的人發生過，或看見身旁的人發生過，叮是科學家們也以是近年來才對這些
睡眠中所發生的現象有較深入研究。
睡行症過去稱為夢遊症

以謂行動的人是在夢中。近年來研究卻
証明睡行症不是發d他在夢中，而是發生
在深睡階段，通常在人睡後荒小時內發
生。

睡行症發作的人突然從深睡中睜開
眼睛，表情茫然或呈恐狀，起身離床，
行動顯得遲緩和呆笨·行為缺乏目的性。有些人拿看被子或床單揉搓；有些人
抓起衣服鞋護，穿也穿不好；有共卻起
身在房問裹走來走去，過了幾分鐘又倒
回床上繼續睡覺，次晨醒來，不記得曾
有夜間起床的經過。
有些睡行症患者行為較複雜，f叫門
起床穿衣，來回走動，解小便，倒水喝，找東西吃，或無目的地翻箱倒拒。少
數人會奔跑，跳躍、喊叫、哭泣或向門
外走去。睡行症發作中的行為有重覆性，每次發作中的表現差不多。如走出戶
外的睡行症，細次走的路級都是相同的。不走出戶外的睡行症發作大都會回至l]
床上繼續睡覺，走出戶外的可能在某個
地方繼續睡去，次晨醒來，記不得發作
經過，多次重覆發作後，醒來時見自己
不在床上可能．意識到曾經有過發作。睡
r卹乍的發作時問不太長，大約是幾分鐘
至t一幾分鐘，個別病例才超過半小時。

對睡行症正在發作的患者不應勉強喚醒，強迫呼喚叮能使他轉為嚴重意識模糊和驚慌失措的狀態。此外，能加深睡眠的因素，如過度疲勞、服催眠藥、飲酒等對睡行症有誘發作用，應該盡量避免。
以下為夢遊症之數個WIJr:一名卅一，歲究r，因為兩足癱瘓，終日臥在哺：中到r半夜，他起身下床，緊抱他的枕頭，喚為他的兄f ；廈返個兄子是他岳母蓄意要騙取的。他開f門，奔走出來，仍抱著枕頭，從水管由下向上而爬，直到屋頂，在屋頂上lfti奔來奔去，直至為他、捉住，帶下屋頂，他才從夢中驚醒過來，爾他的兩足重又癱瘓了。如這男子真是睡看的，他能夠抱枕頭、開門、走路，且至於爬L屋頂嗎？他祇是先存著一個救出他兄子的反應狀態，所以到f夜半，無人肴守他時，他便實行他的預存反應。所謂驚醒，並

不是從睡夢中，乃是從救出他兒子這個先存狀態中驚醒罷了。這裹所提及的癱瘓，是由一先存狀態所致，所以在救出孩子這個先存狀態佔優勢時，癱瘓即行消失；迨救出孩子的那個先存狀態打破
r，癱瘓便重新恢復了。至於以枕為子，乃是一電變態的重合作用；在有變態心理的病者是極易發生的。
另一例f如下：某牧師從一銀行提田巨款以徒，即綜跡杳然。同年在二百英里外之另一市內，有一名商人租一小店，經營文具搪果、水果及日用品。生意順利，歷時已兩月。一日忽然如從夢中醒覺，問店中人自己何以在此，而忘記其當時在此市經營商店之事。他道出前時自己之姓名及居所，與銀行取款等等。店中人告訴他過去的事，他竟懷疑

000 齋O 中齋齋00

.

-
-
-
I
!
!
-
-
I
!
I
-
-
!
-
-

11

nllnU內緒磚
lIjl''
nU,
b

•
Jj亂

nnnU

必勿7
劉嗣圈
n
豐
r1UU

U

nllllU
--
．名

tjl

絮洫

恥

例

尋

唧

阮大廣

在維也納國際機場的大鐘上，我們
可以清楚的看見十二時之後是卡二a時
，然後是十四時正。英國瑪嘉烈公主在
蘇格蘭出生時，宮廷待衛沒有立即為她
登記，因為登記號碼是十二；他們等r
三天，直至一位不幸的嬰兄註策f
這個不祥的數目，才為瑪嘉烈公主登記
。還有十·三號星期五；汙一三人一起同桌
進餐而最遲起身離去的人必死無疑等，
都正好說明了十三不祥，但為什麼我們
覺得十三不祥呢？

士·三不祥是跟歷注有關的，原始人
依賴月光作為出外打獵的指引，但當他
們發展成為農夫之後，月亮再不可靠，
因為十之個滿月比一年的時問少了卡一
天，即三年便多f一個月。於是人們開
始依賴大陽，因為太陽可以準確的說出
播種的日子。巴比倫人設立f一側卡二
個滿月的太陽年，有些月份楚三1一九日
，有的卻究t一天一個月。可是這個仍然
有不少缺憾，為的是婦年t一儿年便有六
次計三月的出現。到r羅．嗎帝國初期，
他們採用f一個馭於太陽與月亮的嚇法
。於是這個多出來的t一三月便成了小尋
常，奇怪了。

除此之外，耶穌和他的十二位宗徒
，羅賓漢跟他的t二名綠林大盜，還有
阿瑟于：及他的寸一二位圓桌武士，在他們
的那個年代被視為極端、叛黨，而他們
的數口Nl好是t一曰，於是卡不成了一個
刁〈祥的數字。
近期的發現又指出，月亮跟十一二對

f、類衍為有著極大關係。老一輩的、說
那些任沒有月亮之下出世的嬰孩並不能
長大成人必另外，有、發現在滿月時，
精神病院的久院j、數比較多。縱也，醉

酒漢，犯案的人數也會在滿月時劇增。
芝加哥的Dr. W.F. Peterson更指出
TB患者在月圓前的十一天，或之後的一星期，病人最容易死亡。
還有一些發現指出月亮的運作跟女
性的月經有關；當然還有在月圓夜會有
人化身成為人狠的傳說。
最後，我們自小便給人灌輸了十三
不祥的觀念，於是我們都感覺到十三不
祥。

O喊闖X丫XX次XXXkXXkXXXXXX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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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0中．預言之謎一 林宜學著
希代．版有限公司。 藝



健康展覽，這個名字相信對很多醫
學生來說，並不陌生，尤其對於一些曾
經參與此項活動的同學，相信這個展覽
都留給他們一分美好的回憶。不經不覺
，這項活動經已有了十多年的歷史，而
在這十數年來，展覽包括的內容有心肺
健康、嬰兒疾病、性知識、藥物使用的
知識等等、不勝其數。健展的意義在其
能夠加深市民對一些疾病的認識，提高
市民對個人健康的關心，斜正市民對某
些疾病的誤解以及增進參與此項活動的
同學們之間的女誼。在很名醫學儲甚至
乎醫生的口中，健曉幾乎走醫學會每年
的例行活動 ‘健展的確在醫學會對
外服務中擔當了一份重要的角色，而每
年都大概有一萬人次到展覽場地參觀，
這個數字相信對參與這項活動的同學來
說，其心血可謂並沒有白費。或許就是
這個原因令到在這十數年來，有無數的
同學自願為健展而出力，亦因為有了這
些同學，健展才能繼續到今時今日。
今年，一如以往的，一覃熱心的同

學又走在一起，為此活動出一分力，相
信每人的心目中都抱著嗎好健展的
目標。更希望這一覃有幹勁的籌委能夠
為今年的健展嗎躬盡悴”今年健展
的內容將會以消化系統的疾病及其保健
為中心；名為消化系統探索（Explor-
ingtheDigestiveSystem）。展覽
將會在本年的九月一至四日在大會堂舉
行。
fMj》h六州內nl O登栽們nf，or 、禿

不如H才寸的就透今年吐覽由黔委成！
立卞嘆覽推出之閒訕尖私切知F切I因打：‘州他
問作籌備的I作，l作自然會較緊迫，
對今年的濤委自然是一項桃戰。鄴一們
問題就是今年健展與迎新營的:期有·
日的衝突 九月一日，，巨將會令參與
這兩項活動的同學都有所減少。但只要
有更多同學能夠參與這兩項活動的話，
問題必能迎刀而解。
今年的籌委共有三十一、，籌委是

夠，可是健展還須要的是一個龐大的
講解團，這講解團的成員又怎可
少了您呢！希望各師兄、師姐、司學及
新鮮人都能獻出您們的力量，替屬於大
家的健展寫上光輝的新一頁。
最後，希望借此機會對今年的籌委
及一直關心健展的同學們致以萬分的感
激。希望您們能夠繼續為健展努力，支
持健展！

健展88籌委主席
許念忠

dl騙O計？、們nl ‘勺計？、荊n了O中

！養 車 難 泊 車 更 難 ！

林寶堅
私‘顱巾位在飄學院廈9是屬於小數司

J參，Jj專干11。‘．。，, , -,,T土丈，哺、f亡黑1！于：11編緣立作艮
必”：命‘- "j此亂，，】丁能會被一般同學忽
略。手弋！計他就此小乍·！固簡略“,.）報導和探
．、、士
醫學院辟年都會有友約入1·個泊車

d正，分內己爺占i妒固年未乏日勻：刁學，-nll診f固排凡
級皆有他們的配額。至於瞭斑分配的辦
汰就由斑內的巾請人自行決定。由於
、蔆詛少，一般來說州項要進衍抽籤
二戈抑安臨代時l州’！觀謫要用中“‘戶越學取！子一但獲社手化白中．。登並小代表定會有中位，因彆學院門供學，-史用日j車位以有卡
·固，就p一戶勁11-：一此非指定但父下妨
礙呂11}計11坏、的1’上i找女l圖丰館旁的丁人
路上），鄱以有j、約十七個、幸好·直
以來，車位的小足並未構成·固嚴電問
題，l舅為不是I排一位車仁都在司一天駕
車返校，所以能夠I婪天經常保持看計他
州二車而已。
叮楚，到f四月考試旺季，不
妥善仔J管即在竿鹽影。叫一能由於大多數，、者”會禾lJ用圖書館溫習，所以在那段j寺
問，車輛數目先然劇增，做成捉亂c如
果線架車都縫合法地泊在醫學院，我相
信才雙有×會為異，議，最多早一點卜j來爭
片《車位。可是每天巾場滿額的時候，你
郡會發覺有數部車是非汰泊進來的。有
的車輛用過期白j泊車証，有的根本沒有
汗J車証（有引；r皇有証的車天天擺放在

崗。鴛館外，據臢是屬於·們汰律系的學
'- '，有的史離譜，索性1;bll泊車証（
矯印別、的洎車証），名J面順天詠、泊
進來，令原本合汰付j中輛無啦容身
。有．曾柱嘗試向管形！皴投訴，所得到
(,'J二l覆是學‘1一車位叮、在他們管界！範圍之
內，士曉小得醫學院停車場友開方便之"l，任由車輛自出自人。
在醫學會第兀砭第視次評議會l: ,

辭冬於f;、士茫出，近咽件月題來計。侖，最汰決
走l-l幹侈、會l;,j辦侈，麩交了出，要；k他們加
強惜：川，嚴近，卞占了兄已不，改義跡領，被‘
州，誡會卜主II：了雙子j啊中矗正白沙車輛專史久1l，亡
視婷車場，但足l,j能他們’ I_！乍繁巾
的關係，I擠天仍然有數條漏網之熊,
，偷偷、餡久、醬學院勻，希竿常文章變報
時候，才敵兄紂已改善。
最浚我也提一提的，縫有關公德亡

{1] 1!1fl,"t]l劃題。！听角A：醫學院就讀的學
土，寺惜受過起碼·已排或以上的教育，
為I。，J連少該為他f、設赴！也做叮、釗？明初
刈法了l'l中足小對，貪圖此少方便，他們
有丙為找j〈到應得巾位的巾：沒想？雖
然學佳車位的設久結為）]’便所有醫學‘-
，人、’卜等，但洎車証是一個管理制度，我們應玲巾和遵‘、丁它，尤其是在一此
繁忙時l州，他們的做汰是剝奪別人應有
的權利。冉者，偽造洎車証是一種嚴重
的欺許行為，念義上和印偽鈔分別不大，希望有關人仕能自我檢，【才。鳥戶'州鳥中k戶一j為

DRTE

_ c



ELECTIVE STUDENT

甚麼是ElectiveStudents？這就
是當你fin。1year（最後一年）一月的
時候，你可選擇到香港或外國的大學，
作為期大約兩f固月的electiveperiod一方而可以r解當地的醫療制度和開
開眼界，吏叮順道遊覽一番。當然，你
听選擇AL醫學院亦會以你的成績來決定
是否收取你做elective、tudent。若你
clerkship:est的成績未如理想的話，
你史有可能連ele。tiveperiod的機會
亦沒有，要上remedialo我們醫學院有
i蠱ele。tiveperiod的制度，當然外國
臼jj、學亦有。你有否留意medic間中便
出現一止藝生I印口的外國學生呢？他們多
是elect,vestudent。

MaeTam是Univ。rsityofSa-
Skatchewa,：均第四年醫學，1吃C這戶斤大
學位於加拿ksaskatChewan省的Sa-
skatoon城。MariaL!IJ是。奧洲Uni、·er-
5ityof Tasmania均第五，手日J醫
學俘究；她們哺疋約而同都是秀港川‘卜的，
從小便移民外地，，盧次她們選擇來港-
贊啄l啊是也學習共‘扣國之化，古伶印
中國人交往·和學些廣東話。

要升讀ModiC，，e，必伏、私兀J的個，k
一時門瓦兮鐘的內試，其角1

,-i ewe:：醫‘l 、私、‘家執業驚‘-、序中訐
職C權、，勻神甲乏學’ 雙一名I望eal：士，。a，。
w、晚r. ,Jr州足．濩盧一物州’，二療帥或n
他。！在而試中，一要縱士‘ 他挪名’l

，文州囉Cl;n,calReS.de，邊ce的同學
煙‘、名蕩一虜M、，·ia來到QM時，她十
勵驚、牙·因為她從汗：瞇巡；印內嚼叮以
州·螂緣婦像。二火情，而11_,fJ．從末想過
啊么·巴既，容啊“d！一叭布床t立。．她認．為
，、斗中乎中入南’{？地留說香港的醫學生
a、b:19,,ta、tl:em, butclinical
sklllslaokd little

香港的med;calstudent出外做
electivestudent的地方有很多，例如
東南亞、美國和英國等。而外國的ele-
ctivestudent亦來自各方。今期啟思
便訪問J’兩名外國來港的electivestu-
dent。一位是來自加拿大的MaeTam
，另一位是來自澳洲的M。ria。至於我
們的finalyear大仙陳惠明和楊美雲亦
挺身而出，為我們記述他們在外國的感
受。
你有沒有興趣至lj外國學習呢？不妨

考慮做electivestudent吧！

J渲兩所大學學制與港大一分不同，
他們的聲學仲：生丹為期六年，但所學的
東西卻大同小異。它伊j亦有其他的共通
點，就是全斑的人數都只得幾t一、，男
女各佔一半，一般的年齡老p比香港的醫
學生情、，有些已鏟其他degreeholder
，更有公整已糸古婚和為孩。

UniversityofSaskatchewan醫
學院的人學制度是這樣的：
在完成GradelZ後就，.1升上九學讀

Pre一med0U. ofSaskatchewan有一年Pre一med和jL坏Medicine日‘j課啊，,，但是其他在加拿、的醫學院就仃兩年
Pre一med啊l四f卜kledic,,leol)re一，ned
的課程結相不於B.Sc．的第一磚，但角
很多綢賣完P：、e一nled伐，州JJ巽讀其！也科：

對世界大事、醫學界的認識，以及是否
有參與運動和其他嗜好，並目）由過面試
中的交談，可考驗那考生與其他、按觸
時的personali:::eract,on01介l試佔整
們編干選絡分25%，而Pre一med臼勺成績卻
佔75 。Mae記得有一位同學面試時全
身在擅抖，那收intorview。r便給她
杯水使他鎮定F來，但當這考徑接過那
杯水後，水杯卻不斷在震動。

當被問徒對喬，巷醫學’目j一叩劉待，
Maria。、變香港！'少擊’ 才一令f勤）]，石她（],)
J中史，嚥然她伊1布方勤！] ,！山四。’;!
小倉A‘弓中、；乙仲！鱸．認口己。賣丰‘、卜添，打
她勻才·劉’叫群 可望Ma二l:，引勻‘亂
自已狗邸，、在他、口州．以·付、莽狀逐

Mae覺得在香港單r很多東西和一
個新文化，而她認為能夠認識一個新文
化是一種樂趣“她覺得香港人的perso•
nalinteraction始終較保守，與人相
處都比較慢熱。
最後，f乍為一個electivestudent，她們給我們一點意見：

0夕卜國。涉electivestudents是不可以
用reservecounter的書，而書櫃上
的書卻般陳舊，所以這點必要改善。
藝希攣clinicalresidence能有多幾
個電．活，因為他們說整晚都不能打出
·個電。、為C若角可能”話，便設置一
個長，t電．，。私機，州）]便外國學你：。
一引i，、iC。1reside。。e應神有一個廚

,f , !‘了吃hal！一l,fe！。“土t , 尚巾要
樂極陰壯cook'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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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似乎太出名f。‘卜律城因
此便好像背看一個歷史的包袱，城裹的
大街自1·文世紀軾丈來都沒有大政變，其
地古舊的歌德式的建築散佈在城市每個
角落，街L也可能隨時看見·些穿州色
學士抱的人在散步。
牛律糸合我州第·固印蒙造：實在次
懷舊f。

因此牛津卜1'] 要教學醫院（JohnRa-
dcliffeHospital離開市中心有視企：
里，而且也是新建的，但外表也毫不顯
眼。父有誰會也到理肉其實勁J人林
立。
第一個月川選修是勺于辭。U寺間表基
本1：和牛津本身卜jstageV' sPec,-
alty）樣，差．1各星期·至叔母天卸
是朝九晚九。對於fB1快將考畢業試的
學t來說，白確楚力、過緊迫引叮力111:1要
爭取時問週圍玩，較腳是’夕小f的
，但身為香港的代表，較嘴當然適
叮而止，f(l1巨刈件還有·個涼凶，悄伏
冉講。
教學形式離小開巡房，!,'！診、臨林
，小組討6侖：特點是教師對學’!句封j倒
比香港高，因此小紙教授和發盡；白沙機伶
便上七較冬。再力n上英國的醫’L始終此秀
港的有史年l空間時羅翱，於是學刃的嘰會
就史多、.，11寺L禎哎夕、自‘學佳很多，教書
1：：似”r】，蘊再家常，禹港式r了‘Jl瀋助書霧助i一‘
底的尷尬悄況，兩個化來從未出現過

雖然教書的條件香港址廷jL ’牛二津
，但值得慶幸的是單講書枓f[] clinical
skills，香港的學’-：似乎偶比牛計抓，差
· 一j甬l可能！，才鳥秀港rl'jj,'j才·、1'）數比
較多，駁是學‘ 兒卸l自j案位d也小小，刈
方面，香港”j學’l實在比較勤力讀書，而很多香港的醫牛也很勤力教洪二
因此身需斤港！l'學件，兩個月來也
沒有’卜點l,l卑感。
牛津dJ醫學課程是妝飾制自兮，其中
第：觔會選修類似香港B.Sc. ( Bio-
medicalScience．白‘J課程·口煙此他
{},，付j今j手！i能了）不【于于學鉑j!．叫，名：勝過再港LI'J
導‘主、右勾是他《'‘ L。：半-J{-_(各社乏私騙仲l}}
間題和答問題，1。物！）祇氛口然沽潑群
鳥J亡一點賓跑么叔得否港J學‘ 饕俗學
戶了

心、翅！各大。H'柑戶”整！r。、。一ch州
田各。fg識，l綱此F，。al Ye。。f。夕L'ecture
似·紹屆‘f界；：丰文Journal申’干，1988；。1；曾
教1957:!12!-!l']resea：·：、a,'t,cle
j斗‘! :-，牛、身也足個．1州鰓州！華1午上，.L ,
牌此wr足；，待'-：己L。細究也l。扣t。，叢
講釗研‘究自然乍得d于化卜‘私1,"
勁才。鳥。趁川償L州I’的教目，藝，個翻，
O'rM, 01'r) , oxfordHa；、dbook一可
·因此小斗，、名縫相富鼾‘、．誠。‘j，現台：終
於得州一睹瞰釆鍛牧奮印址uTM鯽
:I'J!'l名逐111場！也！!,'l J？卜勿，已仲；IJ學
抑'J贓私，冉fJ[l 計：傳統的物引紳L風！庭，壯他I門教潔也鎚州種樂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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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差j、多紛、·丰．"joxf。：d

Handb00k任，其中一個作名Dr.Hop。
也是相當有趣：有一亂織祕科訪；絨：一：
論，導師很鋒青，打約究歲·做劉訂
點不修邊福，鬚並斗、剃軋中，穿恤‘ 加
皮背必再加殘舊州夕卜套·午仔袖扯哎到乞
。討論過程中卻發覺迎人雖然好像有弘
Psy一Psy地，但思恕極鳥故捷徒來
問起才知這人正是Dr.Hope，當年他
寫oxfordHandbook日寺還祇是Senior
Houseofficer（只J是已做完Hou:e-
man，但還未考MRCP)，也奇僅他
為何突然轉去做精神科。

勵一。濛跋：丫。：‘ 他‘方· L’尹平n，·
0丁一M編榦抑！抓革勻。‘,S;r Pr、fO.J
We膩heral! ，、約了、，去；，州，戶jL_
口髡養計· f）看·個，啊號·蒙一戶私‘中！
臼j體聖七州L仲f二俗訂！勿肩喪，！煙、: "
乍卸J他跑！J名檢籐：，三，·弘袋：,：顯、，
' Hoematolug了！'，庭乏l發’華仕1潰！生
墾才、屬口j’韭計盒以辛親切，州氣、一‘俗‘
便if接稱匡乎伯仔話。勻抓J。，h。，卜。、二d一斗
州’可中I伯·社乏亡碌也：；惜1方認河j

驕江j內顫刁，觀1驚也足蜿細究文Jh_斗一，、婦.,；卜輪
、劍去抓，。時常：盔群j乍：'孓j洶不J’方
第一，投朧也壯第一友中!，千，姘召執

· ‘! ’·記！" ’ ·趁弋、節不找他的徒
." 離抆辦j頻為：J’計續伐一〈訪刊！
辭一’分啊仲誌！、J , '（抆二州r 誠學，l
荒外‘: : ‘ 化，：州h龜牧！亡使秀港來
州：:．市；;：瞧堅‘便壯達教投l方
戶‘平’"_!！地二斗古緣”， 方面史我i‘
生：+，抆。．，戶j啊荊汗常1·，搬，私：j_.祕1,
也波我提州自已．J二；審九夾叩導：於是較
計．便償甲！!_！右
當外；·陣f．丁一陳黑矇的紙釆外，

化添詩細選修，巡向很俗安向越。英闕也萬，小

的齷修學’- ,
另外如碰見從其他國家來
彼此機緣巧合在天涯某角相遇，差不多一定文成朋友。‘

香港醫學教育的制度騰本上和英國趙J、同小異，因此若抱看大開眼界的期望去到英國。J能會失望。但若拋開那就俗七鰓考畢業試的緊張，必情，抱看在紐頃必中找出趣味的扣算，到英國選修，嘗試卜一俗‘勢外國的滅味，也是相當叮取仃J:

熊 貓

內

談 亞 你 好 ！

楊 美 雲
我一向是個不安份的人，一心想至-
世界另一個角落走走看看。於是，在醫
學課程最後一年的ELECTIVEPER-
IOD，又怎肯放過可以川外跑跑的機會
！申請表上填上PAPUANEWGUI-

NEA。也小知這地方為f中麼吸引我，
只依稀記得在中學的地理課聽過這名字。也許就是因為對這國家太無知f、所
以好奇d-J想去6-一看。

原恕認識下這陸家，可常伏儲：于 戲台認院興選的足’,d科。兄科分紅
知原來我去f全國嚴沒下州文J<！壇-'J地芍個毛州叮；兀個肺糸j；中一妒，！、，一惆傳染j丙
。，亡城市d在桔極現代化·“I足中國絕 ！中之州。’支！L支枴胄辭，必一妙已
大部分池區縫農業社會我!;，、州為二足 、肌加心州J災多足什鹽病：雜h!’州i幾
個貧令的國京，叮是d村！卜：· 1二絀州、翁種斗，、‘州切麩寫一、物‘加、義‘中疾婿狀州發
庶l(li具潛川1'J土加，、們州挪州已，'J 頃。中。‘ ',、抑要做亦徐絨乙斤！f沒切中疾
田地，耕種瞇州l:糸市，,！盛角劉餘；,I州鉑 ，編，；而向雙了戶卸要月縱打。誰疾由藥口巡
鴆當州化在自己的馴J劍-']' ！亡中也一必失的八立市土劉要小壯-i榆f方統‘之飢餓
食向，以當！叫門在城，!，口戲頂·夠，。私，!tJj足，n必吃·得二纖，衛牛爪哎各傳
-l方，才何竹範。 染辭，舊，個兩歲的小夜件，!’州刈：叫

病必般衛‘ 州卞趁f，七1七森目h
、，婦；、j。），吋已11士J一悻辭發霉c士‘夕味j也，
起f]）乍寫歡走進病房，也怕觸模，J·孩f-，援來州價f，開奸r懂得與民司樂，，變
，望也-，乃亡。
也：病房內你司以右見個奇不，就
巡除作一病的小孩外，他們的家人都叮州
·起住右一病房火。也們足從老遠仔并士不
占右小孩一起舛巾7。媽媽十分屯要，因
為f久f全是吃母才L自發。其他兄弟姊妖也
會跟看媽媽一起來，因為放在家與可能沒

我臼勻U的地是首名l二PORTMOR-
ESBY。那茫個很，j口城，-,，比叮凶
香港要小得多。二1'lA1年．切叫州辭燭．!jJ'

才十一年，一切還在換索授發騷中（市
內有寬闊的．嗎路，新掙的西式建築，大
型超級市場，都是近年快速發展的吹果
。可是人們仍保留赤腳的習慣，一雙雙
赤著的腳，走在現代化的宏麗的建染物
前，誠然是個可愛的對比。

當地雖才在發肢與進步，可是很多
地方仍保留看那一抹原始的飾f酒自如“
我下機過海關U兮，沒有本錢交簽証費，
職員便扣留j’我的擭照，要我到銀了J換
了錢來贖回。海關人員，檢查了李卻慢
條斯理。天早黑下來f ，小知何時才輪
到我。小多久，只見那職員拿看我ll' 護
照走過來交還我，上面蓋f個簽証費
已付的印，我驚奇的看他，他聳聳肩
，說：算了罷。。然後走去鎮L辦
公室的尸，j便走f。我小禁失笑，原來他
趕看下日f，等得小耐煩呢。
在醫院中其實小少從外地來的醫生
，叮是當我每天走在往醫院的路上11寺，
仍有小少人盯看我這個外國、從上而卜
的打量“看見我迎面而來，都愛叫聲“
HELLO”或“G00DMORNING”。
在烹夜，人面小辨的情況，仍可聽到擦
身lhl過的一聲“G00D EVENING', C
這種鄉土風情，令我心內流過一陣、腳援
的怡悅。叮是也有口舌招搖的×，趁看
車子在我身邊駛過而人嘩大叫，煞是．討
厭。這城市沒有夜徑：活。人州後，街L
已沒rl人，有浪蕩的年青人聚在起，
做些滋擾公安的‘1、。

j、照料。這些人白天圍看矮矮的病床席地
-[il'-k，晚L睡覺，匕吱、亂的，便各手！
各的方注J’。早L巡房，若時分尚旱，
你；，丁看見爸爸霸佔f病床，媽媽伴看小孩
睡A：地上，另不J一位兄弟捲縮在病床卜，病啄'J臼孩一很多，要搞！丙楚那個足
州人真小容易，尤其在巡表，痲有童州小
丰手I穿制服C
在巡個擠迫的病房I勻，病床與病床

之問，一板之隔。這一隔便隔開J一個
個小,dlJ故卞。有空時1我愛走i -l病付
中央，all在瞭一個家庭在做墜，或走
去與父母馴l天。我離開醫院回香港繭打，
了位媽媽對我說，捨1·得我走：她的，J.

我叫到fl）醫院相，、結于人羊光夕卹向缺乏州他。！了A，目任朧變忙文租，已香小
醫院J' ,，丁瞇，’之會；i!-j;，于支南，,_,迆馱化呢！、己侈之I州·土、。，了，。土透，'！搏仰L上夕，穿J’ 鳥麼
仍是卡分落氏妒，’洽壯干歹叩‘月化。。州, 1。：-：！絀、劉編田！地的，使卜，’稜覺，，一條土：鈴對彎！‘走嘛連濤安祈，，二系州也很‘：浴占名，劉，然．白· J二J、聖弘卻飲終
臼’Jj內房。彆院沒孓11必1打！!-l，，、受了J!-:；。卜f} '- ,：汝，，久-，于J' !
手術，馭襠等如絕症．L．臟r術仰他到
澳洲去做。化驗一波角llji波祇體分折‘
BLOD GAsANAL¥515-，很鄧 倘占，他，、切合樣f州鸚蓬啜、與化，
想像巡俘，形若在瑪麓會也樣做1111故w。以！藝’，嗚使隨：1，註併必院但矗，。：災，
試驗．J、奮（cLoTTINcPR()FILL！· I-1方枕·’淡“J,-Jf,較，-j , 1也’,'1'！。，”且生，憐必，寮，;，之介汗：
實驗家4·會提供c0N'rROI 、要瞥’ 卜巡· ‘抑六醫院由上”必！戶，。，群叫州，
另外抽·個比常的血一翅，‘去必化伯一 ‘'n以乙到I、呎水li1'Ilf 灘尚波，、效的
可憐的醫’-，血帛缸仰。：!J別久文他抽'己 ‘士，，用巴織變巡！·舟肴f也J丫怏州，J．甲f
IJ'血i！斗乏二 “:j , ’騙亡,t,l!1。）斗缶赴j、，；、：!‘予，j：抆I占執，,.J。f’也J,.

孩居、J’血癲，我曾給過他一些糖。於是
我r擊他們一家拍J’張照1向爸爸要地川
,：戈斗變此寄相）一呆占他。他拿看筆，州f、兀大也想小出他的地址說怎樣寫：現在
他，起，仍覺當時倩計的有趣。
瞥‘們名;j ·穿L'-f包，穿口‘J界l；茫簡W!

的便月這，了州汝寫歡穿抱劉。付見過巡騰
--．計，了，位醫’生以女白色庇付砭短袖拖鞋
曙己
醫‘- i -J處州必、尊．卜，在，症火也小
倒外，父母都樂於梵忠徒醫徑的拓示一’變
過來．此，做醫’!：的足不是到那一處If乍
名、雙]‘分別？我當f}來i -Jf-，爭，l立J對迎些
比頸悲麗落代得多的。沒備和水準，忽然慼
到卡分小自然和欠缺。在J匹種地方，要
忍受各種．沒備與才支術的限制，怎砭得土
在先進國家，運用尖端科技，藥ilJ病除
, i!f心經r，那種打認快和滿足惑！這才
驚覺自己原來縫L分盧榮的，在醫治病
、lf1，吋縱務“對采仍是自己，為要滿足
向己！,'虛榮心和吹就惑。，匹發現使我閉
久長長的沉叨．，手，。巡旅程當然還有很多！心。j收唆，但迎已無疑是個咀要的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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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的 最 後
一
張 半 價 證

一 塊 錢 ：

你手上拿著的是你最隆一張半價證
，在今年十月一日以後，它便成為歷史
，如何處置它？用它做書簽，抑或隆而
重之地收藏起來？但肯定每位同學將會
非常懷念以前的日子，在暑假拿著半價
證去旅行、沙灘、回學校做Project的
確方便。自從實施在假日及暑假停用半
價證後，各同學的課外活動有沒有
真的減少是不得而知。
但今年初，卻醞釀取消半價證的計
劃。短短幾個月之間，謠言四起，有說
大專生將不會獲發半價證，有說按家庭
狀況發給。在四月尾，各同學忙於考試
的日子，謎底終於揭曉。各位手上的是
最後一張半價證，在下學年各同學可以
申請交通津貼。計算方伕是依據各
申請人上學所須交通費用，一星期可得
十四程費用云云。
正如各學界及教育界團體所提的論

點，這個新計劃所需行政費用極之龐大
，但用在津貼學量的費用卻不減分毫。
難道現在政府人材過剩，要找些新工作
給員工？不論學界及教育界各團體攪了
不少討論會，簽名運動，遊行，集會等
，行政局還是通過了這個決定。
你有沒有計算過取消半價證對你的

影響呢？讓我幫你算一算。幸好Path.
及Mic Bio．的上課地點將於九月遷
往瑪麗醫院，二、三年級的同學並不會
受重創。以平均一星期要上六天課的同
學來說，一星期已用了十二次車程的費
用於上課。如果一星期有一天到Spor-
t: Centre的話，政府所給予的r津
貼剛夠用”如果想多到Sport: Cen-
tre一次的話，還是跑步去比較省錢。

如果你有補習的話，真的不知是好
運還是噩運，用在補習的交通費可能佔
去了你所賺得的一個可觀部分。
如果你身體不適，往Clinic一趙，

又是一項額外開支。如果你去Campus
參加1.C.A．的活動，又是一筆交通費
以上提到的是一連串如果，即

是有些人仍然可以省卻這些q頁外開支
Jo但對於ClinicalYear的同學來
說，往不同醫院及門診部上課則是無可
選擇的，每位同學都不可以省卻這些
額外交通費。U一Bus的服務並不能
足夠給每位同學接送服務。Tutor教書
時你可以提出要早走，原因是要趕得上
搭U一Bu。嗎？

另外，暑假對於ClinicalYear
的同學來說是陌生的。單是在暑假J
內所要付出的交通費，已可足夠買幾本
課本。
現在，還未知道祈計劃在實施時可
能出現的漏洞。對於居於Hall或Min-
i一Hall的同學來說，居住地址一欄該
怎樣填寫呢？如果填屋企地址那筆
交通津貼將會增大不小；但填H。11
地址的話，豈不L0家也是額外交通
開支？現在姑且等著看看怎樣有人報
假地址，作假數據等。（Grant& L。
an也可以有瞞騙的情況出現，相信交通
津貼也可能有類似情況。）
俗語有云：無事出街，杜破財。請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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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上一期你思》探討過Pau-
lineChanCanteen（以下簡稱Canteen
）的問題嗎？與面反映了各位同學的對
Canteen的一些急見和試圖找出解決問
題的方法。在嗷思問卷發給同學的
差不多時間，醫學會幹事會亦作了一個
為期一星期的調查，內容主要圍繞非醫
學生佔用Canteen的程度。這兩項調查
，在一月舉行，距今已有幾個月了，本
文的目的就是追綜Canteen事件在這幾
個月來的發展。
數思和幹事會兩個調查所得的資料，經過歸納和整理後，幹事會內務副主
席黃品立便於二月向UniversityAm-
enitiesService提出這些資料和解決
方案。因為我們某些解決方案可能由於
技術上問題而不可行。故此Deanof
StudentMr. Brandon便建議他向
CateringofficerMr.Chang接洽0
經過一番商討之後，我們便在五月和
Mr.Chang達成了書面上協議，主要內
容包括：一
（一）關於飲食質和量的問題：大家贊成
由於情況未算嚴重，所以不需要有
即時行動。不過Cateringoffice
將把我們的急見反映給大廚知道。

蔬菜方面需要供應商的合作。而C-
anteen亦將會停止使用同學們認
為有問題的汁（筆者按：筆者發覺
，有問題的汁是少用了，但不等於
停用”飯方面，改用一個新飯無
效果可能會好些。水果求過於供的
問題，其實其他食堂都大同小異，
這是運輸水果的交通工具和人手缺
乏的問題，不可一朝一夕解決，除
非UniversityAmenitiesService
肯撥款增多人手和車輛。
（二）Canteen用者態度問題（如吸姻、
衣冠不整、排隊不守秩序等）：犯
者會當場受警告。Canteen更曾張
貼海報，警惕用者在Canteen要小
心言行。筆者由五月中開始卻發覺
海報不翼而飛，可能Canteen的員
工發現海報收效不大，又或有其他
原因。
三）延長CanteenBalcony的開放時
間。原本幹事會是有意在用膳時間
都開放Balcony的，但由於以前曾
有飯能照頭淋的意外，幹事會
有鑑於此，決定除用膳時間12:00
一2: 00外，其他時間全日開放，而
幹事會亦會多張貼告示希望用者領

會到高空擲物的危險性。
（四）對非醫學生使用Canteen一事二大
家贊成醫學會應作多一些調查確實
事情的嚴重性，才有所行動。
（五）太擠迫和清理杯碟的速度問題，將
會轉達給Canteen負責人知道，加
以改善。
（六）飲食種類缺乏新意：Cateringof-

ficer希望每兩個星期，早餐和下
午茶時間所供應的飲食可作更適當
改動。
（七）飲水方面：將會多設水缸或改用較
大容量的一種。
（八）輪候時間：第一將改用一部較快
的收銀機；第二、Canteen會推出一種代用券，例如分五角、一元、
二元等小面額，同學可預先購買，
用膳時直接將應當面值給廚師，可
免向收銀員購票。
最後，請讀者留慝；由於筆者寫作
本文時是五月底，以上各項建議剛巧在
UniversityAmenitiesCentre的會
議中通過，至於何時實行及實行情況如
何，仍然是未知之數。（註：本文部份
資料來自幹事會向UAC呈交的“Sarvey
and5uggestionsonPaulineChan
Canteen")I

餘 波 未 了 • • • • ．• 火雞



B
職 ！
。，：趣雊秀，正啊節攤

丫勿

史提拉今親文伺寫誇約卜白蹴二．他立前謬詞時，見
到玄哥務文中讓及‘今期磯老總，加罪’一’一’滷卻菲
係激忽表叩

係衫翰既較翁哄實老總
、由於上一期內務通訊開支
黠期用經濟問題而排現得啟思義與常助·鑼洽部
期待革利出版，磁d，囀

表織奪、
州卸槨綢韋編期蔆j大家對內務通

跋蠱多，相信仿有部份伺
仔做過的工作。

方文章，報道Medoo官
報道成份自然不可少，

r腳陬班整年鵠幕後英雄的情倪，’州。我礎都收到唔少
同離細馴寧毒砭F如。tion，喂意見，但
又有饑多同率明白同關心各Exc。喂，。
底話呢？希望各位唱娣完我啦驪嘻笑怒
驚之餘，對身邊喂Exco加多一份關懷。

饗立哥之妒叭三惆sec．仔，戴難攪
唯們各l：。I筍歸：IGS，就，，凡 付11，瘀，!11
編R，我除!)l交稿例遲之舛，迪‘纏容州‘令
立計呼手多f繭他，巨認嘆甲計）使么1用斗
Exco向勺程．事砭！卹方·批，!j二一，d州f'l,，】，'。
援我亦收tlJ蒼見，。、戶，我寫吸，州JEx。（)
娣得明，令內務通訊4J’似j租公祈嘐娛聖
Exco哈，斗艾亂知我嘰文波係比較小淪
不類嘰，各位，唔好藝州！
當我收tlj史光拉喂如時，歟兄勿，rl;

f丰要讀f巨喂‘扣又j得，勞壯孑幼勺故屹化
議，多加個人乎r發表白．汰編喂幽州‘ ·
故文概待UC]，加上史捉丰1嘰馱，點，．巳叔·
流暢才丁文，希望令通．；代史偽吸引力；州
我呢？·貫啊小倫小類⋯⋯

薑付一弄
二（弘

診、給．一隊·
烯州一弘一

、必

汗方整閱勾

一添汗
俗才

登汗斗祺
尸不右叮

（其造舛斤二，
f兀·戶卜

中

一．柚亂挫一一、付祈么
寥

一）
閑）

一·。戶一必

二、計一．
凡斗才寫】、可·
州、一一斗

卜·
斤一
合壯肥計
分
t計一

、

第 槃 韭
Sh)
一i一一
一州）二

kk一沌一一
惡

叮徊r
1
.t一亂物-、

二一一一
一。、喂．
中一一一一

才寥玲才州，

仕亡
一、
．叩化

廾烯．一
·
計計一化、
·
合
二
我告一

專斤·
令
一州丑分盒鉀云計一必方
立匹必

計至卜紫一。·
絮鈴一一），霽無與亡一遞絮丑·

一畔、跚鈴蚤付弄平三曰．三露州（一（
C年·
二

，一。一一·一？鈴豐
癘還孓俘·
盒鈴合禺讓鉀斗
不

計丰辦廖詠牌斗丰你，方一一騙
。日革不

州r異
了嬰難．、）
）曰
才一計一乎江斗計、
X一仳

濃

gAMSn
曰做丫·（．弘一至合
訪計

姣乏．》
合一
伯此＞乙切（州斤，．騙一
·
任

、戶于他一j己一、江、h
土他平珍

召斤文．一艮。方伶C一一＞咸了（
；一
熙一
X

一一一
兀么）。
卑
耳一！/\?a二。，、l(
？二？

二r+
atl。、州一，么日。，廾ri（一
lp、．t。、
亡a？、
‘
中

添（
Ck二
、兀發一訕

kka。（一仔。勿
丰。一l

必一戶方
fl。
al
文。p。二
tj
弟邊文斗】）討砍

他頂計誹妒·
戶編一！

、他計鶯一馴弄胤
一
訐一
常一·
丰rj

偎奮一二
叮川一、賽
承·、一丰一
：斗一，亡
叩

工：
工（)j手一
吁
，
·日一斤
他勾一

主一計斗一·化一醒？日斗·為方二J一
煩

叩衫．汝坤。
·、”杳
。三悲讜
·、、、

于一
分。一一〉
．一-方三河
戶。名。一C鹹

、一，合于不·
中一
日一記、一
）一

一！妒邢牌荒（
吵不憤
卜一卜
付（。
叩一一

他一
x
斗辭一
。一
曰·一他
江

！
他州誠一認
諱．亡汰一一
勿

州
以一

去。
二。
語一。
‘

、
凡、

。
一一
螂鰍一一

江州
】．一、一寥
規

斗·一，江
總一件才（

久
一兀．齋
l一

·

死．法
方（】、們汗
上絀二右留·

賺一、
州汙
汗·一
：于。化
；二、
舟、
一
織
抆
二一
珍·一·韋甲么必．門右！才丰

婦一

乍、
仔一
·以
二才方二
中二翁久
認

一

一一
斗
亡螂計
了一
·曰二一

今
計）
亡）．斤一·、、一
八

領
．
黜一．
中二
兀一一、
；．辟、戶
亡

！了
二日
f一邢一
兀勿

⋯

（一
亡奮卜絕．--

、

．手伶
叮

哉砍

‘

一．
F凡二一
F
、
！
合一·
f伶

l){J戶j（。
間付、
方

讓一、一
×叮
一，
妒J
·
丰名畏．一一·合日二
州
q不
一·

彎一
日j汪伶．
吁沫無（曰之取情觔汨
6莊
弟汙于
B胞察己。
席邊一勿，
畢‘仔珊卜

繪一
牌躋浩
B茫寥攤

萬酌浴升J、！
·
詠權奪汰躊·
奪乓疾·
外亂弈！
暴黛

鏖津么丰三一三甲決一二輝戶·（亡彥症辟產
森纏
忌舛烹域至霽一一。熬必才梁．
方吵

乙。
dic一合不9一l必
A、不·
戶償
X祈戶竺一一二
磁二一一
日轎辟·
醉言日珍
薄
6瘁東！

江。亂）。玲斗、一藝斗煎常
一．巡常馴州來警·
擊
津鴛無方，一？（、亡亡礬·一、一艮合
n騰付
·童

俗購方界·
舛飾戶，江斤一）煎淤不登．日．潤
中、一
·
戶一一艮棟添古C緊它、一一＞不·
-

煎
、索咨．魚謬胛乙
合
念·
婦練寶念
弘黑絀！
它一艮一一
中）匹萬中
淤黑諭哺
奪

·（一
C州、甲卜日口車．卜二弘囑件忿你
分究
，J、團父（'0
斗分·
如憤分馳秀
Ext·o
彎編一．

必-祉叮
縴言一件
7Ae
ds三跚馴、斤·
無丫
一一
亡弘波之之．三莊齋、臉·
卸壽一含雜已濱

一）
規亡觔擠藝徐森
邢令，。··
妒叢訂東
郝合細谿魚珊合痲奮憤閃
xco咸你·
悶

斤公計註審忽·才le江、C一他衫計戶俠鴃。．州一界螂

needs
ti日e
古

think

about
斤．
協鰍

弘淤
。叩、一
·吋、一
喜
戶無個汙屆
·

州吏。甲
件工
他斤

方（了卹卜一【．·一斗糾乙乃斗i化一亡一二
h日丁
洛

·
一。．、匹上
汙

取蘆購一汗馴·
丰觔

楓一中三可取方。他
忿誹無
·
江一。州

戶分東恥

一方·
蘇
匹
萬取、
露二
化一．、》·
、

狀
斗計
、，一一一
么計洽一一一、
二·一、
一界
亡

亡斗
一一二中
一
臘馴
擠一上州合藝（,

州j一江添
C斤凡l二k' ，巾勿j汗江縴，兀C華C一辟〈叔斗及
丫上 f一

. 一一。．_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h-F！雜了！付，
司斤小上蛉一人以，，白j卜企j袒柏絲初、不
找七：。么’、，:11甲，·，!!’方
州我以．，顯．',!,’、州‘ /

}11'If 。
擊，！劉參I州，馴戶l
州夕二偶

二
斗
嘛

二
J
個

壯
馴
？

以
司。州州

丁文
'，！
古，'!

_，或，11
“黎I中，

e公斗州
訓9 ！，。，】千；j手徊‘!:
越州l_：尖

祕州幼川
A11.，·丁loties

,弁。凋九！州拱胡縱
也吋合

,l切州抽，向州穴
e()nl才n1tte觔、1

r1、rf他rh一
',Jkt

J
k．昌

匯任取f,S》j}a:
叫中淡

！。州人口

需
- ' an1Pu,
- ,' ;’州。i

不、IJs
i}

’嗡
j；、，',t'
撇過仔
隨跋a,．、
抓j卜乙一：
!，、兀汰
勿．⋯

瓶

L 次簡介過丁父囌MedS叫州外呱哈
中身份：一一一攤針喂j -，探儿如！jh
，訐一義呶大威的L_；矯纖流威吠噸’
在理 ’分期喂經絕，加啊叫我今八唁
畚f冉寫i細附神化抽領，幼群；實吻徒！'
·就為我I發一個身份,！止匕illu"trati',n
吧。

tf- ！雙身！一l，、咸刃一J
我大威嗨1:J變身，,神哈，!:．于吵
用得最年又般煩之變身O目'I中伶機
乎未停過f'. 011入t啊到，乞必包州，：迎織
-一二，三月間四）週麩（，了州”!;91
山中陳勿辭腎、相助，終驗吹就j‘迎戰濟
委沐、集· f“瞰霸榮NlJ吹兩！ll,1多！l ,；斤．袒
鄴卯p家鄒各施卹J:，各、鼾11力，各I’，以
本，杳瞰飄描，喚釉祇孿，‘實必目，州k
必。！！烏！···⋯⋯

，不！甦，",！月，【，l！、
1矗IC會1、，!1},,望-斗a11必戶】！·衹

圳夕；：才；旱姆小A
一
絮
舛1

為
‘事

,r
州r
,．至l、· .1。手l、：支汛 八軍。：】
輪 ⋯1‘斗!'，辭、 l丫

'州乏
Ma;n 、，'1卜US

ck作、！
u、觔
騙
亂神月L吁

川叮
州

’戶緣！‘如廷
學j、．領'J 吹 ，、‘Ir輪的’·沌．、、Ll 配

一
惻
州

烯
卜，暹
個
一磚
Lj·ij,

j了
•月坤
..'
lj州
必縴

k
m針呼計，翅劉我州唁，, 冷r
。I,l
併r

, 1。，-
,a（、

,，冷．狗叔

廾沁！
!'l{1!!’。
f，磚！少

!?11
才i

J
'，臘．''

物一
h"
-'
不
懺”吋
以健展一

f-1 '.)1惡，勺丁Il,LI,i ·
經波抓i , MB'<，越森I:'I捷
打It嘰嘆1.,．馭呆‘、’j:-.k。1然：邊望惜

滿凶，O
叩．; ,
：讓It'
，卜冉.
、S。、clet\
, .!私叩‘州

壯。們馴人e文
’l ;

叩i'J由哺，斗叩，險卜叫，.{. 矗之 ,1，、；n犢一
州!-.，。1中l,I 彎‘斗j;．寧拙

斗！碟肖定玫果進’鼾卜少寫卜，數塊
騷珍’廷辭！錚：刊：I提卜弋鉤片機也將投人
細沒州 11·其斑，，沫扯、十I、文娛中·u最，互
！中曾斤一J’幾憐斤．W。，如多I擊：饑、Slide機
件Sc:een, ，汰物方面添j’讀者文倆、別、外、東力！報一州中劉裝嘰其實用
,J一忙，人、，但戴仰1．為j、抽，覺·幸好現在
使甲于已逐津l：八1叫州、物盡其明總
．匕‘希望各位同學能燼騙刊川，蒲扶林文
碳。神。戶j各項師，利

;k l“7Sassoon”系夕．1，已推！-{
J' ，、泌文C！紙，卜項‘各會足布學
, .，州j，輛．俗作．密，再，罕九家密切切他，
沁勻，幼才芋！
么髡！‘就t嫻‘r，絮回兀數仍然d疋足
乎文斗一伶煙·六戶州類‘此情文學于發私、
他斗一司必糧過州、關亡11己“'咸怒
，織？用向巡很‘待公狄小j西？次州為
,';'j ' ’辭已報磚化甲、私’．龜f破例，溝公藝發
:j 手父小視一州胞懷J古，、，也．1像
個敬東樂蒙．。口Exc。，對於匕吠悶

,;;, 1; -'-，斗父”, f：楓，r喀玳，,狗鰍憎、，,I
,,‘他鸞‘。中的，很馴時孩舛卞憚、知道
口。上你故！；座“‘咸手k覺蒙仔1'l就以是
，尚’分·l ，友．州．你，訕

退
收
則
難
進
縱
叔
易

rL倘
辭‘
向
斤

!
qe嗎唱
淤
口

.J膩可．可
l
'.+L里

．
斗
、

智眾
hjj
!

果喉嚨發炎，
會也會·個乞冬

·丸！J、計茅
，山，'1。
-.dfj,J ', 1-
紅呼

之e丫le、卜’r、、je''t
f}.'；入1od；、,15、（'1ct》
!\1狀t’ 斗一了Me-
劉久‘卜州！月；、；, ,:,

.！的切．予f. '-州呂

：邊lel

幾次，幸未撻死
被、線卻州

rk威，，！. 喪丁
ds。斗：斗
戶待’件中】Vf1

·O力交瘁f.l夕，《l最f發)hJ支亂州化幼
一式氣右天卜盡把大、h二髡‘"

咸l ’向昕
【{I平：斗
'"11切 、綱叫

付史
·L？一製且r吸 回f'l．喊

進OC之中！,才1'11- 負”啊u：歲．'-,,j
三掌；過Physi，、撾Bi（、cl、e。、，逮各，入natl

i才，出即今‘；第 g, 妒汙
亡才，;

:!JBudget
;I’宇州耀：

"’·⋯嘔血。 ．。！!, 七、衫．Sttl.IP: ,)nge



18 啟思 綜藝

d 方 外

會 古 參 夸 ！、嗚 覽 于、．物•，•• 一 子卜申十十十州十申十十十申十弄

小知在哪看鄴1個有趣的說纖，J直：
f、肉身能受的痛苦可分為士個等級，
最痛苦的級別楚被火燒死（有很多級也
忘f ，·心性‘！育是準乞祕引身織凡
的級別·計類惑'r,,’州f”一計羔‘：、‘、；
眉維鈴兩坤仔，’角苦的州’”近土！',‘、！？、
縱；口，,J王友變者“'J背景{1jf萬！·‘丁。、‘j,氏，{L乏難f'l·
劃，乏，'界定。叮過我他l，慶l果，)'；。謬c、際
關係問題，等級叮依次分為悶、寂寞和
自我脫離、boredom,al:enationself-
a1ienation）。（討：一，

我們大者；怕比o星期六·目搏規赴！讀
書的時候，你會做些什麼呢？看書、看
雜誌、看電視、看電影、聽碟、聽演唱
會⋯⋯？其實我們都在逃避悶听帶
來的空洞感覺，對嗎？我們都總在小停
地找點事做，是嗎？因為獨個兄坐在沙
發上發呆的確小好受，於是我們要切注
把一切時間填滿！君小見本地的娛樂事
業都十分篷勃嗎？悶這種人際關係
煩惱的層面比較低，也跟這人的肉
身活動（Physicalactivities！社這有關
係，所月士L較勿暫和較細，-變以止匕，
我們必得做些什囈的！L山也q;'，抆，
友也好；一塊兄州澳,’也好，州向東掬
麻雀也好，總之，'一能悴徊山

逛街肴戲不能解的悶，拄實小
是凶，是寂寞。它繚從迎、的心理甲、態，較悶更和肉身活動無關，所以你“能
跟一大堆人吃喝玩樂，但仍下開L、，仍
不惑至lJ熱鬧。J區寂寞比起沒卞叮做時
的悶為害史深，史加煩、，因為這
問題，不能讓你·個電d禹找個伴兄便能
消除的。凱特琳赫本、Catharine11e-
pburn）曾說：最怕人的，莫過於在
熙攘的十字街頭當中，感到悽然莫明的
寂寞。這句話真對。寂寞之所以j頃人，在於那使你卜，】復physicalactivities
也無濟於事。久是幫體而倘：的，甚本上
都需要其他同類的認同，於是潮流興埋
堆，縱使埋了平台的堆，也總
比沒堆可埋好，不是嗎？請小要rJ為
埋的堆越多，你便越小孤獨；你
可能不悶，但寂寞與否，便真要問
你自己才知，兩者並無什座必然的關係。寂寞與否·很在乎你有沒有被你的
堆接納，或者你自己知不xIl道。因此，情侶們雖不屬很多堆，甚至有時
他們在社交圈r中，為著他們的特殊情
侶身份，而遭受排斥，但他們通常荔才合
然自樂，為的是他儂已互為對方接納、
包括（要不然都不拍拖啦）,，蠱是他們
在、際事務問題上，小寂寞向’_！原因心有
些人堆堆都埋，好像）．緣廣關似，）、眾
朋友，叮能只是有芳自己知。

人 際 關 係 苦 三 步 曲

一
悶 、

寂 寞
、

自我晚離是最慘臼了。，渲是一種小f
解I'I己的現象。別以為你自己很r解自
己，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清楚別人或別
, "j ,mage'? j盛添騙J己 卞賓-
,！化一：；川投、頃汕，州可以歸究各取
己瑩，自已”j平f解觀察一個、的了j為
舉小結種很之付均，叢徑去了解一個、，
但自己呢？孓1誰會去想他，自說某些話背
後的亡冉！狀態？做某些事背徒的潛意識
？我們反而會注重自己說某妒騙丙糸合別
、仔J印象，你勉，想對小？特另lJ是這年頭，人與、的關係很外交，有！、手你甚至要
修飾自己的說法、向為去迎合某些f、的
味，某此人的觀點。於足l、、部做些

}’己認為別、會認。d!l化J侈斗，d兌人家愛聽
!j'J'j丙，丁父f-,,或會f解L己“'Jimage，但
或。病小f解'1己、5elf 。宗教（由於
我造無•神‘侖者，我斗l認．識5ch。01Cert.
Syllabus中口’聖經段落，並以視它為偉
j、文學作，。】．血觀之，綱；強調人必項承認
/ ’知道'己的病，神，抓耶穌大t / 1-
悄才。I (l神黝、：我想大概很少f人會祇
認，勿，互自己對口己州小認，識吧，史談
j一J去i向堅才J' /，也、11_l,d攻j此，丁文乃了11！手
任父j’滌手又n。。一：elf , 11己也j、勺l ,
郎然《·知，便叮·付J、問對亡么個角趣
的規兮，！·叔焜“'J叔，多各少少有州，自
我悅郎，反之力、然。試也：一個、要被
眾A·：友某此團醴．記卜df其存在，他才小
寂‘突；怎樣被人認司呢？修飾l'I己（白
萬才，是很了iq)] (l') )j 怯（你叮H，況，畫是
壯表，也可以，況壯匡認汁計；，但修飾一多，便很難保持自我原則，也就易於迷失
自我，自己也小認得I'l己 J’。了f次
我在·匕歲雜．訕占（seventeen!“。：看
到一個叫Marcy"'j女于打l'j來信·她說自
己無仕停I-：撒謊，倒如她會吹噓說英俊
！。’JIOfl;！訌,dJ勢Jeremy約會f她；或各，友
國防邢長溫伯格曾足她姑婆的情人之類⋯⋯：Marcy一分明白旦被人發現她
撒流，人人州：會叮、神f一她，她芳必終營
口）、際關係便會盡毀，但她Justcan' t
st。pit 她說：我說謊已進人化境，
我完全不需要安排什麼的，我一況，謊
。一剌l'1動川自我口，好像瞋真j1正成f
手以州I：串f History） ·樣，我覺得我
漸漸小像我自己，我好像L二哎了鄴一此
、，我盡構出來“勺人。，匹是我最擔，L、t'

Marcy的case其實已經是司類
case當中比較輕微的f（也因此比較‘rR'
見，我自己也有這種絆驗，你呢？} 0

自 我 脫 離

錢 夢 蕾

份和家庭背景，她有時表現得像個小女
f玄，用冗一名伶二稱呼自己；有時表現得
像職業婦女，又有另·固生活背境和名
字。她的精神長期緊張，‘常有輕生的念
頭，祠為這是她所想至U的最佳解悅方慶。丈夫兄女都以為她瘋f，把她送到精
神病院，徒來終於發現她其實沒有瘋，
這以是自我睨離的楓端表現，起因不明
確、角云是童年陰影促成）。但我們可
貝這樣想：假面具多，很自然有忘f自
己真面11的叮能。她的例f很少有，後必必理學家在她身L 發掘出三一多個不同的化身！都是虛構出來的
當她木身的社會角色和她所假裝0' 有
矛盾計（roleconflict)，她便1二分的沮
喪一究·多惆角色，你可州、想像她的
role co几flict。
別以為J二’扑灰戲J$lJ化，月疋叮能發生。我細想才覺得其實計分常有，特別在

有、倫）面的問題，即使自己明白覺得
某討；寸你向j厭，在眾人面前，也得裝個
釋事寧人、‘七·L仁厚的鬼模樣，即使明
明覺f導某tutor是廢料，在tutorial
時也恭恭敬敬維維諾諾，是嗎？英國一份婦女錐誌家庭園地（f。milycirole
）木年二月份中向一篇文章一語中的，
題為Nothingaboutthetruth?，說
在英國本地的一個問巷調查中（有關傳
統道德），很多被訪各都不贊成未婚生
戶，司居，繳胎·同性戀，離婚···一
但偏偏J巨此都是以疾速L升的東西。這
意味看什墜呢？還不縫人們在問卷中撒
謊？作者說：Ithinkmyansweris-
n't thathot, 501iustgivea 511-
ghtnotchinmywordstomodify
it。我們都好像習慣r要說謊，這多麼
悲哀。
究筧我們是生活在個怎樣的世界
呢？虛偽醜惡？無可奈伺？還是你仍卜
分有信‘L心妝說明天會史好？我想，現在
也J疋錯呢 至少我們還沒有到f人人
都舉腳贊成未婚登：予，[dj居，墮胎，同
性戀，離婚的地步····一

我曾在讀老又摘中見到（記一二 一個很
慘fl'）例子，主人翁Audrey，是一個普
通的家庭土婦，在病發的排平前，她斷
斷續續向，忘記，杯碟牧的地方，兄女放
學的時問，‘屯視節口的門容等，徒來她
的失憶症惡化到她忘記f自己的身

註一：Alienation有譯作疏離感。但我
覺得寂寞比較親切和反影其
義。

訓兀：題為干面人柯德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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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導修·跟同學聊起后學后
用，也付響1題，獲衫要女1It必糸，,,.！侖：能I:,1答}】
{！丰嗷后的考試題11各，便囑了丙學．黠胛
友11此類推，戶響孩單I畸l笑i-,了I兀動·棋j凡f夕Ij
，能對奕出難！．森各，也算驕學后川r棋
術召r細分析j棋，臼倒f，便叮了勃·j對
后學驕用史ll體的概念．對一件復雜“
·1、物，In’光作孤、’視!'夕L學友11。、U{棋J'

的名稱·中汰，規知竿一躍f，即解筋
後變化！l'視i-, 友IJ-開！.，，'-,！。，) ,，雙！.，》匕
要訣），演變哎·紙較，凡汕！丫編“l(J系統
觔，概念口听謂棋藝一網始伯活黝')：氾
你，嚴徒！乏蹬練刃乞很卜棋·、中季，編
r } , t)．達最終學悶轉手夠的后用階
段，J亡便縫活學后用其體的發肢二過程
在矢t．識11么斤膨脹l-'J今）、，了禹學矯斥I

fJ賴教學來增強它、勿勺l'] -1[l ,一常然巡
一活動涉砭師’1兩）]' l(lIl]j，除J’友I分特
伶，",]l ,d學舛，相，汙）、‘家·般都，,r州、從丹

必教’州白匕師中獲派，加速學開的成果
,,I壯丁父也d《手從驕業的I,lj學中，廷忽111

·此．二樣（]' 投訴，就是從運幾年醬科學
州過稈q,，賓行活學活用迎理想川、卜詼
以易，、，刺編之一必足婪死讀第一步的
)lj識‘常前超越戶d學的負荷，要佳‘騖乘U
口立來越少的寶貴時問去作川’解。盛痲一后
學· J必中驟付f中難切實叮，結災卜來，
搏月。。l哄就幸件啊砍規、化學凡用·史感鋼
傳
本來可邑夠結界教學過程，刺激大家

叨維問題，紅名能達活學活用，遠者對
授家將來做久處事，有少許lI：面影響。
仇為老師，我想無以比得天F之英才
而育之此事更感快樂的，基於這點，
我對教育這一代仍抱有憧憬。
而對莘莘學子，面對困惑的年代，
活學活用這問題，猶值得大家切身地深
．巴呢。

洛 偉 豐 博 士

、計卜洛騙入L卜今騙k，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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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瀾
計卜卜，入•計
k俘
k，計
各•入J卜L原”k，卜r卜1唱k'L卜
LJ
hL卜LJ，、
r

華 星 際 傳 書 宦二一】一一

l一尊敬的啟才U、編委會·，·⋯稿酬一
今奉才】閣口址跡遍徒沙俟道，包
州J歙田，叮、：戊健委切一悉隨玲便 l']
"！。，相佔你會久川會心微笑。或．為你會
-:,l卞牌了、I二曉晨醬’ 。無，！侖友I-f',l , J亡瓷亡此地
約獨特現蒙兀
》化果勻：仍結丈，、哉剛l，便“侖移l一’鼾
，到歙’田、呵，L,：戈各會有管也可·如1的
視‘之；雙iJ）己！

甚麼壯‘丰初凡外文‘1很簡；丫• 川
鸛我上’”州！州化授卜，神古哪啊、騙‘一’川兀
物、！芝抬。斤乓波抬 亂舞·番
卻1，到州。I牌自一迎一也館．瑯隨

俗一一陣覺f" ’睡半酬之際’〈口，為身
J,X陳大顱棘飯‘；肄，編！凡那對。！馮‘斤茫一般自]
雄完、J，節q、前到別的圖．件館總了j’安
靜I'J 戈11, -,'J干名-l易，現了．!!,J(d]造象乏上
排地槃般！乍縫鍋地便足抆f江“小徒
侖劉驕’便足賢令響·趁J一乍‘ff易于教，必叭兮飾

講
以
縱
雞
儻
恥
概
》
命
鄧
鞘
似
碗
朮

肩’f'，圈斗，，反力完，爬:，亂丁抬找
-U建銳法一文j !j-U必鏡，‘認才父亡！-]，二父才f了。甚黠包
-_，斗1' i回到學柑，瞇圳．j學，便么熟
練”淤州卜主打招ll1=：州保fr能昂，J、、與
-!'J ．參鼾斗、．:':jr 寺梯f！姿牛以-j，斗他‘于為‘kJ

回到胡。溝螂，頓然計吋義滾，你小，夕徊于F！一毛JJ UJ名；晚l、汗他，!t斗’遺了J(1-：柬
熱舛縷時，辭火的黏液變古小徒切也很
口【榭，皖結’ 卞街冷化，友祇炎你

勻叩l地昧J流fJ ·fU。戈．活：叫排逢
佳州！-：認召視 你的‘11此-J’ 你可為
害含，雌親，。；叮州州合過我此訓你弋
概張羅！一午戶、行情向、J；動來儿取辟一行
神·秘
手父打？卹一森，才發覺自己出走人堂

J’ 嗯才父此麼吹？物在那一片無底呎
叮于他，1, , 1'，季覓·戶面兩戶兩製悉仔J評萬。
久向二種才竿藝身就使×、R喪f。
我聽為辭病氏吟的怒曲，卜J一下
，趁J' (！主已、、身J便悠悠收r{_l勺；窗繭110In
勺’州lj、在弓1州！伯汨比，參L兀髡認必·排。劍
矮，f,！平又視】才1!Ij土，L卑丸荒。、類；!'J小孩j’馮l;
！亡火‘！未屯土左、喜往樂觀仔州巴？他們神情
各w，州匕哎池‘么此折·付、f工,，占，r變有
'- ’扒：O授州e疋
我亂‘,）·引，、L伶，縫川；壅興奮，簡
仔ff！唧“訪、f 森靜靜向Jf雙夫，手父突然
感戶必訓股使名奇妙！J件、，添慼

''/-

赴J一乍‘ff弓h;L寺斗，心1，爭爭浩L起來聽．件，又麩J'1 ·‘f斤j，寺抄得到竿‘已。卜劇時，
赫烈：挺覺石付州以’己的’計，槃J一；-
禾弄乏r-'）不戈亡染1一鋒咸某j，以唱‘j
原來除J’衫試趕不：場，吃’飯也汕
了J戰略不1．不7聲l俗l【（i']，·償·九了·1111,，便f’丰
丰J-'1' ,l、11J')!:11祖、孑11}11悶k！之！:g{,‘汰j·l）
。柑!k-，l一螢九，t 、劍jl _J‘丫：!上，心、才叩！參
'.!JJ'-,。．jfj匕結衫．武“1季，'1伐！,J州．，各館恥
場爆，繭？{j，比人t罐JtJ父l潤l'J二、亡，們縱仰
捧，來！F4.1來‘1一1．霏丁父也徊、、‘必俗．撰，{，導
身便劉If越，敦宇來fkll卜！凡外乞 隨
了女11來r便足l良l:1.']{r髓邊壟、！,-l)L才．1!-!一痛，濫布l編那火的右，授隊f同波J’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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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中，耑州添，mJ：觴勾．卜濺計我’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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馭。賣，轉間名。武·，一
我狡覺他火的、六州．、：J,：久

j：！戈甲丁父j·士號媽媽‘仁1干父純，‘髡卞予斗又
k' 一編lJ跋f．亡舉喜，i:J次做‘1、總1、知'一留
勿1俗人牧n變我。賣!，我仁‘；結州：牽右挪

J' ,L·人們，六蟻L,I';!,,’亨·孑父！‘力他，起以一1不走
【t{11j'J.,j擊，，。
沐、）計‘- j·結際，、，斗又也1．造手文也

伶料t．、穢辟黠，我也白I丫伐．掬k結啊，我
也吋焜糧付：物史] ，丁騖一l俟！

-l j寧自丁閱J》必我

丁又！·布：匹含1一需戶！來。婪結你感受
馮劉州’,，勵，汗真。治也！d 然：囈是
勿浙l我州勿。‘月！州外，丁黛會很傷．目均
你’右】、h矗不變森‘，黝黝叩夜‘計，謫得無
紛無上，！他’含乍仲怕？
找曲n瀾，你d，黔叮、姑我的縣
馮’久n一申。

我4·能儲
幾、州，、，斗又,!!
·掬、伶伐1床，
茫吵”不柚L鉤丰覺

興點‘。誠皂、，因為冉過
:'j露力‘要．文了禿，過J 之援
下雙．。：樣！j !'！中光用露分
丁文！他勺初森‘令，}，中l劍

我飄過那麼多的地方，看過多少張
臉寵，飛過無數的窗戶。但我只願在這
特殊向卸寺刻，嗅著你的氣息，挨著你的
體溫，在I包：僅了支而深沉的微笑裡為你唱
首土辰快樂。
但你此刻卻遠離了我⋯⋯我打了一
個寒噤，想到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
lrlf即使此刻你出現於這房間之中，也不
過是美麗的巧合，你何曾盼望過我的出
現呢？
我的時刻終於過去了！
我要告別f。但我一定會再來。再
來的時候，手戈不再是昨天那個一周歲的
小牛．物f。我不會再自私，我又會歡歡
寫喜的來至11你的窗前，帶著份更新的
愛，在你身來留連小去0

× × × ×
在你的窗前，我低低地挨擦過去。
你止在挑燈夜讀，微戚著眉。在一段距
餓卹、外，似戀看你的一切，這實在是太
丈妙的一ln事f。專心的你大概不知道
，在這一個霧夜，一段愛情L乙生了根。
它教發看溫暖，圍繞著一個不曉、間世
卞！J'j異鄉‘客。
地球、郡是懶洋洋，不求上進的！
舛蹤久似乎一‘t下來，便曉得怎樣去愛
听以我們注定是悲傷的。我們遠離家
痲，在迎浩瀚無邊的宇宙中去追尋一份
叮·。11欠！]!';'J愛情，lm上！-使找至11了，還要去
等待你r1‘寨ll。此Rl我的。。還是志志
卞安

Al方；身：劃k璣籌，手艾卜願說些什
吐

×× 。/ 斤 心 d



啟思 舛籐nU今必

某一個星期六我以非基督徒身份去
' Q 下馴者’ " ’ 吃，'
G。州，·
乎×，主SurgeryWa:,d他如l一f國中四

臼j女孩戶一邊吃雪糕一邊望看我笑。正
當我想開口時，她已說二
去聽福音嘛，是不是？好p丫，反

正我絕頂無聊。
於是我們雙視而笑，一起走了出

Wardo
在neuroward一個中年女病人在

答應去聽福音時問我：
我有一個細佬很壞，又賭又滾又

斬人，重成日向喲街邊小販收黑錢。你
估信吭教f巨會唔會乖喲呢？
我一時不知應怎樣回答，唯有一直
微笑。
然後她又說：
仲有我阿媽，f目固人好校，信噓

教f巨會唔會開心喲？
我惟有說：
那麼你自己信·卜信？
本來唔係到：信，不過陳完星期兀

檔案就有喲信。
我在想，如果突破機構繼在而台播

放突破時KlJ後，能與無線電視合作
在黃金時間泡製類似突破時貧U的節口，
那麼香港的市民就有福r。

× × × ×

謝家q申付C梯編蝕戶華q螂物q申將蝕常C

編 者 的 話
有關第二卡卷第一期其中一個專題城訾

醫生內有兩段文字，我們覺得須要作一些補充：
（一）喊訾的故事（七若比）這一篇文

章裹：呵是本港政府醫院或家計會是小會詩
無問題的懷孕婦女隋胎⋯⋯並平代表所卻瞋
胎在香港都是非法，實際上醫院或家計會都會
替有兩個註冊西醫簽字同念下的懷孕婦女進了i
終止懷孕手術。文章裹所表達的是醫院或家言t
會不會胡亂替懷孕婦女進行墮胎，必須經過詳
細的研究和事後的心理輔導。
（二）訪城碧後記 （風中提到城訾醫

生以語言問題為理由認為審核非聯邦醫生的專
業試不公平。我們有以下補充：

J卜英聯邦醫生執業試中，只有·個筆試部
份須要考生用英語作答，其餘皆是中英對照或
並用，至於是否不公平，則見仁見智：
斂思編委會對以上兩段文字所引起之誤解

深感抱歉。
歙思編委會

星期六晚回到家中·知道老豆借了
l徑盒錄影帶回來，便由九時開始對看電
視機，邊吃魷魚絲邊喝八水，和老豆
起欣賞那些電影。
到半夜一時左右·媽咪出來趕我們
回房睡覺。我和老豆一於好少理，繼續
專．亡一意地望著螢光幕。媽咪惟有氣呼
呼回房睡覺。我和老豆得意地相視而笑

我想即使你的道德觀如何高尚，在
生活這等原始生存需要的大前題下，這
個框框只是顯得很卑微，很渺少。

XX × X

突然，我在一部播映看野鵝敢死
隊的電視機前，有一點領略到感受到
明白至lJ父女情。

× × × ×
昨天吃飯時，有人說認識一個不上

堂躲在家中潛心研究中國近代史，並預
備！牌來同國服務的、。
靜默一秒後，大家竟然同時大笑。
我也不知自己笑什麼。我只是想起

上年在maincamp攪刊物時認識了一位
finalyear的engg仔。在一個眾、趕稿
趕通霄的寒冷晚上，他說起在一年級時
滿腔熱誠入了國學會，並打算科學救
國J ，畢業後加入建設中國的行vl。可
惜，他因放得太多時間在攪活動上，以
致成績強差人意，險些要留班。最近一
次見面時，他告訴我已去了振雄公司做
，原因是他覺得他的老闆真丑：關必中國
。他現在每個星期日的早上都隨公司的
同事衍山，因為他的老闆認為行山叮以
鍛鍊一個年青人的身體和意志力，令到一個人而對逆景仍能一股作氣，的了L直
月I C
在此，僅祝您生活愉快。

× × × ×
在一次訪問中，認識f一對十多年
向lJ從大陸來的醫‘t夫啼。I因為得j、到
政府承認，他們惟有在城訾關矗劉听。他
們告訴我f]時大部份的病×者是要求做
墮胎手術。起初因為良。必和道德觀，他
倆手1絕f這些病人。不過生活逼人
，結果他們還是拆腰妥臨，做f千多個
嘖胎手術。有時晚上發夢會見在很多B
B平重圍困看他們。而近年，因為經濟
環境好轉，他們已不再做這種手術了。

在綜藝版發現了一篇好文章。上期
那篇閒情（作者菠籮），令我感動不已。它把我心裡所想所思都寫了出來，我
差點以為是我自己夢遊時所寫的（後來
又覺不可能，因為我投有能力像菠籮一
樣把中英文的助語詞揉合得那麼天衣無
縫，水乳交融。）
我很羨慕他，起碼他能在這沉悶嚴
肅和充滿著上進心和責任感的環境裹依
然保存r一份驕傲和一個危害健康的習
慣（按：吸煙）。而我，我快要窒息了，我想嘔（嘔血）。 塞

× × × ×

到目前為止，我對人生的看缺仍然
如我以前寫給一位情緒低落的同學的Ga-
x.field咕一樣：

Life isn' t toobadbuta Iittle
boring,Andfun15theonlything
youmustsearchfor
我很喜歡那個是fun而不是happy,

因為我知道快樂不是可以追尋的；我們
永遠是被動的，只可以等待快樂來找尋
我作‘！。
那張Garfield明爛嘴笑的咕只表示
連隻肥貓都知這個世界很過癮，很有趣，僅此以已。

申誇C梯物q螂kq 螂誇q嬌件蝕常q申卜C梯物

我想，無論多平凡，多庸俗的生命
，者卜有它存在的意義。也許那意義就是
去找一些有趣過癮的片段。
所以無論你的人生目標如何偉大
如果渺少甚至無，都無關重要。因為
我們都只不過像坑渠老鼠在垃圾堆裹為
找食物而營營役役，為找個安身之所而
尋尋覓覓。可能到頭來你會發覺原來
最有趣、最過癮就是做一個受人敬仰的
成功人七；或者是一個銀行戶口有很多
很多錢的富翁：又或者是做一個受人嘲
笑的清高君f ，幻想自己將來會名流千
古的名仕。

× × × ×
，、，、丰啟甩編委名單

名譽攤頁問：
糸印編輯：
副編車黃：
執夕示斤編委：

編 妻

1可屈支；叔教J受
。件展耳包
東負世澤李1韋一奠
曹保如沈明欣楊穎甩
黃婉霞李國1韋王震宇
湯具怛黃明沁黃舜雯
黃家榮1可支榮吳清聯
界穴輝登俳支源曹啟基
黃發基登B雅婷分以晏揮
阮大廣陳振春洪丁韋賢
李儀豪薛耀光鄭．變婷
斗可宇華
黃秀．乏
未：建昌

到我畢業那日，我會買隻寫著I
survive的Garfield公仔送給自己o
到我死那日，我會吩咐家人將我火

葬，然援將我的骨灰散在太平洋上。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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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謝嘗蘭素香港集團

第二十卷第二期中李錦標君之以色列啊
！以色歹U！有以下之植字錯誤：
記否四十年前以色列國之始，應為

記否四十年前以色FlJ立國之始，
貝堅總理策劃的大衛營事件，應為

貝堅總理策劃的大衛L酒店事件，
敬希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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