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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們
編者按；這是一篇由一組八三同學執
筆的文章，檢討整個迎新活動。內容根
據發給新降的問卷結果一座談和訪虜

’

問紀錄，希望能反映同學意見，並作為
蔣來的參考仰 瀘、

醫生的情諷石，鳥仔婦圍 解怎
樣去爭取一個平
重要。這些，我
請教他（她）們

·賣買舊書服務（九月六日）-
大部分同學都有參與，因為切身需要
嘛。遺憾的是某些同學滿載而歸，很
多卻有錢無地使，際遇各殊。
遊圖書館（九月六日） 目的

斗
憑

啊 助同學認議圖書館，使大家能

我們需要些
甚麼 ？

這個智識寶庫。可惜碰看買
於是廉辭仔焉能大過主人婆
忽；視是難以避免的

活動依著時間 《購
一個簡介：一連串的迎新活動經已逐一過去，

舊同學們當然從新過著他們熟悉了的
Med化生活，但對於新同學，這個月顫
正是他們·蠢薪磚嘗試。每個開給就往
往影晌著未來的發展；我們八三同學能
否在這日子裹為尋到一條自它應走的路

運動B添
必遛四隻

九月二十日） 小，是對當日的最佳寫照。
．開atriculantOay(
提供一些關於醫科的

確，宣傳甚弱，所以
d.'，約埋打波無異

活
當

肺預科生選科。狗惜宣
同學痠禾沐知他有這回

原則和方伕，以便自
，做個有用的人呢？
劈落在月前迎新活動
，其意義就是給迷茫
。當然在上軍之前，

，迎新。（，×月廿州。寫一。迎
新伺學，’介紹醫學院和．學會，並讓
新同學互相認識及認識他們的學長（
tutor）。當日出席率為各迎新活動
之冠。

·院探訪大口環兒童骨科院和戴
麟趾康復中心（九月廿五日）一讀萬您妻沐如行萬里席，這項活
動魷是要我們這些醫學生親身去體驗
將來服務的場所 醫院一的情形
，可惜同學毫不電視，加上入不造美，當日傾盆大雨，參加同學寥寥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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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明確的方向
大家都十分希望對醫學院的環境，所讀
的課程及大學裹面其他各種生活（如宿
舍、迷你宿舍，課外活動等）有所認識
。但進入醫學院做醫學生就不像進人工
廠打工那麼簡單。我們不獨要了解怎樣
去吸取更多知識，我們更要去明瞭我們
的將來，我們與社會的關係。所以認識

迎新營（FraterncamP) （八月卅一至九月二日） 顧名思義，
迎新營是讓新舊同學能透過一同生活，一同遊戲而互相認識並建立友誼。
參加人數近百名。

還有的是健康展覽和八三自行
安排的海浴燒烤會。健康展覽目的
雖不在迎新，但提供新同學一個初次加
入醫學會工作的機會，新同學參與的踴
躍程度普通，但也得到不少與市民和高
年級同學接觸的經驗。海浴燒烤會人數
約四十，也能盡興而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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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遞來說，同學對迎新活動的參與
頗為熱烈，這是因為我們對大學和醫院
所知甚少，希望從中得到較深入的認識，作為入學前的準備。
迎新日的校園遊，使我們對醫院的
地理環境，例如：演講室、實驗室、休
息室、飯堂等開始有初步的熟習，雖然
仍未能老馬識途，但不致有迷途的
危險。
最受新同學關心的，當然是有關讀
書的問題。在迎新活動中，對我們將要
學習的課程、需要的課本和參考書、各
書的特色、上課的情形，以至課餘的讀
書生活，都有充足的介紹。這一點學長
對我們的幫助最大，特別是來自人數較
少的同學。從高班同學的經歷談當中，
我們多少也感受到醫學生讀書的苦與樂
。而買賣舊書的服務，更是切合大部分
同學的真正需要。不過對抽得尾籤的同
學不大公平，制度似有改善的必要。（
例如第一輪只限買五本書，第二輪才自
由選購。）
認識新、舊同學的機會，主要在迎
新日、迎新營和健康展覽，特別是迎新
營強調同學彼此接觸。可能大家在互不
相識的情形下，在如何去結交新同學上
有困難，所以普遍十分被動，缺乏開放
的熱誠，在開學前新認識的同學通常只
有二、三十個，而這種被動更在開學後
持續。在這裹希望各位同學多些主動。
在迎新日和迎新營中佔不少比重的
是醫學會和各常務委員會的介紹，除發

之思言已者

’
。這些介紹的目的，都希望帶出一個醫
學生不單是讀書，還會有不少時間和精
力參加種種課外活動，認識問題、充實
自己。不過，撇開技術上的唔差（例如
幻燈拍製水準參差，音．效果等）不談
，除少數同學外，在推動方面作用不大
。很多同學覺得介紹不夠深入，流於表
面化；各會合作不足，有重覆、累聚的
毛病。另一方面，新同學在心理上還沒
有投入的準備。所以除了一個概括的認
識外，同學都不積極地參與各項活動，
健康展覽講解員不足，是個顯明的例子

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自然是醫生
和關乎醫療服務的各種問題。表面看來
這都是幾年後的事，但對這些問題認識
的深淺和所抱定的價值都會直接影響我
們五年的大學生活。
我們為甚麼要入醫學院？J 作

為一個大學生和醫學生，在五年的求學
生活中有何責任？J都是要嚴肅地面對
的問題”
但正如前面所說，在整個迎新過程
中，對新同學的思想引導似乎不夠深入
。例如幻燈放映後沒有同應的分組討論
，很多學長亦沒有提高同學這方面的興
趣。
無可否認，踏進一個新階段，一切
都是那麼陌生之際，新同學不免有點徬
徨。但我們亦樂意得到師兄、師姐的經
驗，感受作為參考，好在心理上作更好
的準備，消滅不必要的恐懼。
還有的是在醫學會的迎新活動中，
缺少了對大學的全面介紹。相信很多新
同學對學生會（HKUSU）和屬下各
部分都瞭解甚少，如果我們認識學生會
的工作，近年來的發展，和醫科同學在

最後希望對輔導制（TutorSystem
）來一個檢討。在整個迎新中，學長產
生不少的作用，由於和新同學有較個人
的接觸，在認識課程、醫學院、醫學會
各方面都有幫助。而且這種對新同學的
友愛精神，更給予我們良好的印象。不
過除了解決問題外，學長和新同學間很
少有朋友般的交往，所以在初步安定下
來後，彼此即少有接觸，即便新同學有
問題亦會向較熟悉的高班同學請教，學
長制形同虛設。當然我們不是要求一個
勉強的聯繫，但覺得友誼是應繼續珍惜
。所以我們鼓勵新同學和學長都主動去
彼此接觸，例如可以組為單位，定期約
會，使師兄、弟、妹間，更容易打成一
片。

結 語

總括來說，迎新活動的確能夠符合
新同學的基本需要，例如對讀書、醫學
會、大學生活都有初步的認識。而且
兄弟姊妹的友愛精神亦能發揚，各籌
委的辛勞，學長的熱誠和迎新營中各級
天才，共聚一堂的表演（尤其是我們的
大阿哥、大阿姐），都給予新同學一個
良好的印象和值得學習的模範，藉此向
各師兄、師姐，特別是兄弟會致敬。但
對新同學在求學的態度，大學生活的意
義，大學生和醫學生的責任等較深入的
層面的輔導則嫌不足，而新同學亦晷欠
自發性。
正如本文開首所說，我們希望各位
新同學儘快渡過這段從中學到大學的蜆
變時期，有一個快樂、充實和有意義的

在開學前不久一個晴朗的週末，兄
弟會代表陳志偉同學在百忙中抽空與啟
思老記暢談迎新活動的感受。
簡單幾句開場白之後，大家就胼足

交談。陳同學指出整個迎新活動的目的
有多點，包括提供資料，服務（如買賣
舊書），幫助新同學認識大學生活、同
班或高年班的同學，及未來可能會遇到
的問題等等，務使各新同學對未來的事
物有一個概念。
為了幫助新同學互相認識，兄弟會
也會製造了多次機會，如在迎新日茶聚
時，兩大組合併，使接觸面擴大，在迎
新大露營時，首日的分組遊戲，原意希
望組員之間團結一致，互相加深了解；
尋寶遊戲時要另外分組，也是藉此給與
認識其他新同學的機會。
陳同學覺得大露營搞得差強人意，
啟思老記亦有同感。尋根究底，陳同學
認為參加該次活動的同學，包括tutor
和新同學，都不夠主動；他提出各組有

利用機會一齊坐下來談，和向高年級同
學學習學習，至於營中的節目，效果大
都比預期想像的差，追究原因，音響設
備奇差，幻燈內容不夠全面化地介紹大
學生活（如宿舍、迷你宿舍1CA等）
，遊戲時間冗長，趣味性不大，參加者
不夠主動，使大露營不能完滿結束

對於推行了數年的tutorSystem
，陳同學提供了不少資料。

Tutor誕生的過程，並不簡單，現
在晷述如下：
在上學年末段，兄弟接受報名做

Tutor的申請，在五月截止，大試過後
，一班八二的同學亦申請加入，使申請
人數激增，兄弟會會同各班班代表一同
甄選，選出五十一人，他們應該是些喜
好及容易交朋友的，有平衡的大學生活
的，反對醫學院有一定認識的人。本來
人手已經足夠，可惜有些被選同學，後
來不能出席，所以最後僅得四十五位學

長。
在分配tutor時，工作人員留意
到使同屬一個tutor的同學都是來自不
同學校的，及姓氏英文字母不接近的
，這種編排是希望給與認識新同學的機
會；他們又注意到把新的女同學交由女
tutor帶領，外國來供讀的交由以前在
外國來港供讀的帶領。這類特別安排，
是為某些新同學解決他們的特殊的問題
而設。
雖然經過這麼慎密的安排，陳同學
覺得tutorsystem還不成功，tutor
和新同學的關係鬆散，這個可能與雙方
面的主動性合作不強，加上開學後”
新同學認識其他高班同學，或會減低和
tutor接觸的需要；事實上，開學後雙
方接觸機會確實減少。
總括來說，陳同學認為整個迎新活
動成績普通，尚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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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發出150份問卷，收同85份（57另）
MATRICULANTDAY
問：你從那裹獲知有Matriculant

Day
答：a）根本不知道 一45俗

b）同學或朋友通知的 一34彩
d）學校通知的 一21俗

問：你期望在MatriculantDay
得到甚麼？

答：a）已次定選醫科，因此只想對．
學作較深入認識 一35彩

b）作為選科輔導 一30形
c）想明白醫生的工作及出路一23男
d）希望能知道本年醫學院收人的
準則，以選重就輕 一12彩

問：在MatriculantDay後，你對選
科的次定有何改變？
答：a）早決定入醫科，此志不移一唔4形

b）說什麼時候，一切待放榜
後成績如何才算 一44另

c）本來未立志，後來則誓要
入Medic 一8男

d）早決定入Medic，事後意
志動移 一4俗

問：你認為那一部份MatriCulant
Day最有幫助？

答：a) Dr. Wong的談話一50彩
b）幻燈 一25形
c）分組時間 一25彩

問：MatriculantDay應於何時舉孵
答：a）放榜後一日 一75俗

b）放榜前 一25男
（編者註：只有40餘人參加過

MatriculantDay所以以上只反映小
部份同學的意見）

答：a）可以 一57弼
b）不可以 一43形
那就試看認為不可以者理解的
原因何在
集體或數組聯合的遊戲太少
，同組聯繫過於緊密，太少
改組，深入認識的機會少。
鬆散，限於遊戲，節目太富
思想性，談話時間少。
人多，節目多，而且時間短

同學不夠主動。
註：問卷所得問卷中，發表意見的同學
不多，以上一節只是十數位同學分
別的意見。
問：你最欣賞那些節目？
答：a）天才表演

b）夜話
c）集體遊戲
d）自由時間
e）幻燈片放映
f）在職醫生的講座
g）簽名遊戲
h）尋寶
註：問卷結果顯示以上各項目的受
歡迎性都很平均，其次序（由最受歡迎
始）則如上。

WELCOMEDAY
問：你認為WelcomeDay的作用是：
答：a）介紹．學院課本等 一52男

b）介紹新同學互相認識一39俗
c）認識新老師 一9另

問：在WclcomeDay中結識多少同
學？
答：a）很少 〉90形

b）很多（例如：50至田人）
<10男

迎新營
問你認為迎新營的節目中，那一類佔
的比重應為最大？
答：a）幫助新同學互相認識一49彩

b）介紹勵學院 一32彩
c（研討性的 社會問題，醫療
問題等 一19彩

問：你認為今次FraternCamp的節
目能充份給予你認識同學的機會嗎
?

問：你認識幾多個別組的Tutor?
答：a）大概一兩個 一48形

b）三至五個 一37形
c）多過五個 一15形
問：在你個人心目中，Tutorsystem
的主要作用在於：

答：a）介紹大學生活 一33.8形
b）在迎新活動中帶起氣氛一24.6男
c）便利搞好高低班關係一24.2彩
d）長期性作輔導 一17．斗俗
問：你覺得你的Tutor在那一方面能
夠幫助你？

答：a）介紹大學生活 一43男
b）迎新營期間在組內搞好氣
氛 一22.6男

c）認識高年班同學 一20.2彩
d）沒有大幫助 一12.5男
e）作思想性輔導 一1.7彩

問：你覺得你的Tutor屬於那個類型
7

答：a）活躍、主動和同學交談，
彼此認識 一62彩

b）只限於資料介紹 一26.5俗
c）態度冷漠 一11.5男
問：你會要求開學後還有Tutor

System存在嗎？
答：a）會 一85男

b）不t 一15男
約60位同學在問卷上表示有意在未來
迎新時當亂utor。

迎新 一

論迎新，今年和往年起碼有兩處不
同的地方，首先，往時那舊的總由三年
級同學任主角，是三迎一的局面，這同
，主角卻是二年級的同學，由於課程的
改變，二年級同學不用在九月考試了，
由他們負起迎新的責任，確是好的。然
而，少了三年級的同學，終予人一種不
安的感覺，這感覺，往年是沒有的，其
次，是迎新營的次晚竟有上三十位的四
年級同學進長洲探營，大家不也聞道四
五年級的同學讀書忙嗎？
他們卻大單大覺地出現了，既歌且
舞，為是晚的天才表演平添了不少風趣
。不過，更重要的，是那股赤誠和熱情
，誰敢道圖書館是個牢籠？一切但看我
們自己吧！
四五年級同學的加入，確令人興奮
，特別是五年級畢業班的同學，一來竟
有十多位，他們也頑皮呢！畢竟還有點
孩氣。摺飛機哪，人家沒有請他便衝上
台作臨記哪，又呼又喝，熱鬧得來真夠
使新同學吃驚了。於是，有些畢業班同
學說：可不能放恣啊！嚇壞新同學了
O

馮康

然而，我又想年青人坦蕩蕩的，又
何須顧慮這許多，新同學的心，也可熱
起來啊，大家一起叫叫喊喊，到底是件
快感的事情，想想將來，為看病人，不
能不擺個老人歎式嚴肅樣子，今天
的放恣，就更不容錯過了。
是的，年青人該是坦蕩蕩的，如果
說到迎新的目的，我又總覺得今年有些
不足，負責的同學說：我們不能一下
子告訴新同學這麼多東西，不要將自己
的想怯罩於他們身上，不要追迫式地要
求他們參與活動。又說：給他們自
己探討的機會。那末，我們醫學院的
迎新是玩玩，認識認識便算了麼？在其
他系，這或許是吧，但我們將來既要面
對別人的痛苦，許多事情便不能不說，
不能不做，諸多顧忌，只落得個不談，
則態居，談，則空泛而不實際，又何苦
呢！所以我說，放開懷抱，趁還可錯的
時候，錯多點好了。
以上說的，全是感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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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國周首次舉辦專題研究比賽
，同學反應非常熱烈，共有五十個PR
OJECT參加比賽，大家選擇自己的
題目，自己發揮，共同探討祖國問題，
今年中周繼續舉辦專題研究比賽，更加
提出PROJBCT，既要富爭論性，

學術性，又有社會性，認識性，希望同
學能在PROJECT中提出尖鏡問題，加入見解，看怯使PROJECT能
幫助同學對中國的認識。
今年專題研究，大約在十月中旬，
先在各院校展出，然後集中參加十月下
旬的學聯總評，展出方伕不單是普通上
BOARD形式希望能做到活潑生動，
現代化和自動化。直到現階段，大約有
十五個PROJECT參加展出，大部
份同學已初步定好題目和大綱，亦有部
份同學進行討論和搜集資料，更好有一
個PROJECT已完成，只差構思好
表達方伕便可展出。故希望各同學有興
趣參與PROJECT的，立即行動加入
工作行列，而已參與的同學，加更快馬
加鞭使今年專題研究比賽攪得比去年還
更加豐富，更加參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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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

孫中山先生自幼生活在一個頗為貧
窮的農村，其時中國正受內憂外患，滿
清政府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他自幼對
這些事都有所接觸，其後更有機會打破
鄉村的局限，到擅香山及香港求學。他
接觸到不同的社會制度，敢和中國當時
的封建制度作出比較，於是認識到當時
西方社會的強大，不單在於船堅炮利，
而根本在於政治制度的不同，便逐步建
立改革的決心。
他下決心學醫時，已希望在政治、
醫學方面都能大幹一番，另一方面，亦
可藉行醫作為革命活動的掩飾。作為一
個醫學生，他的成績是優異的。在十二
門學科中，他獲得十科優異，深得老師
讚許，被譽為香港西醫院改名為香港大
學醫學院前最優異的畢業生。對其他方
面的知識，他亦毫不放鬆。遍讀廿四史
等古今中外書籍，來充實他革命的道路

其後他在澳門、廣州兩地行醫，亦
很有名聲。後來因時間關係，他放棄行
醫，專心一致，為革命奔走。他認為做
醫生，只能服務很少數人，但如果能夠
醫國，就會使千萬人受益。因為受
西方文化影晌關係，他渴望推行的，主
要是基於西方社會的一套政治制度。他
力圖振作出一個由上而下的改革，希望
當時的執政者能作出改革，上書李鴻章
失敗後，他亦走上革命的道路，用暴力
去推翻舊的腐敗的滿清政府，去建立新
的社會。

行醫看的道路 座談會
，妒•j州．,kj魚馳個輪州鳥州•峰，騙j洶j．•戶 ''''禹h‘、j、州戶輪j黝織• 騙•輪戶尸、戶‘j‘戶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
，啟思邀得五位醫生，來到白文遜
樓與二十多位一、二年級醫學生一齊討
論行醫者的道路這一個大家都很關
心的問題。當每一位進入醫學院的時候
，都會去思考自己的將來，究竟怎樣一
條道路才適合自己，或者怎樣才能使理
想得到實現。這次研討會在很輕鬆的氣
氛中進行，雖然時間比較短暫，大家都
很希望從中得到各方面有啟發性資料，
好使大家在未來的歲月中能夠在一個適
當的基礎上尋找自己的道路，甚甲是人
生觀和培養人格。
在這次座談會中，我們希望從多方
面得到一些啟示，因此，關始時由幾位
啟思J編委簡尋地介紹了三位歷史上
的傑出人物，在他們的生命過程中都和
醫療有些關係，包括白求恩，史懷哲，
孫中山；希望從他們不同的人生經歷，
找出現在行醫者一條正確的道路基礎。
幾位醫生都提出了他們的意見，覺得三
位人物雖然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走上
不同的生活途徑，但他們都有看一些共
同的幾點生活態度，以推使他們能夠走

上一條有意義的道路。白求恩，史懷哲，孫中山，他們都關心的社會；國家和
人民，他們清楚了解他們的奮鬥，他們
不單只限自己的生活，而將自己的力量
從醫療界推廣至社會，國家；他們廣泛
吸收知識，新事物，不斷拓展他們的理
想，使他們的工作更能適合當時社會的
需要。因此幾位醫生都鼓勵大家在尋找
各自的人生道路的時候，熱切地認識，
感受週圍的環境，多思考問題。而尋找
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在每一個人生階段
裹都須要大家不斷去拓展，因此幾位醫
生談及到他們成立不久的醫療組，
這個組織的目的是希望一班醫生一齊研
討各方面的問題，如怎樣發揮他們的知
識於實際工作上，，社會上問題，醫療制
度等。而他們正研究香港醫療問題，希
望通過這些活動，強化和拓展他們成為一個好醫生和聯繫一草醫生，共同努力，作出貢獻。
在研討會中，亦討論到：究竟一個
醫生具備好知識和好心腸是否就能保證
他能夠成為一個好醫生呢？而幾位醫生
結果的答案是慘淡收場，因現存的

醫療制度會逼使一個有理想的人改變他
們的道路，起初他可能很有抱負，但當
受到壓力和問題沖擊時，如果沒有人幫
助，漸漸便會失去理想得過且過。譬如
在醫院中不識做一些治理，被上級罵，
便會使他不敢問人，敷衍了事；又如做
街症時候，為了清楚病人病況，以至不
能完成工作，便會受各方面壓力，以致
敷衍了事等等。因此，幾位醫生都強調
團結和互相幫助的重要，只有共同努力
才能將醫療問題解決，使大家的理想能
實現；而幾位醫生都鼓勵大家培養團結
的力量，參與一些活動，將來能有一大
草醫生一齊努力，作出貢獻；而在參與
這些活動之中，可幫助我們認識事物和
培養正確的人生觀。
另一方面，在座談會中亦談到私家

醫生的問題。幾位醫生都表示，大多數
醫生都希望能在醫院衷工作，因醫院設
備好，工作有滿足感；但因醫院方面不
僱用大量醫生，以至很多醫生被逼當私
家醫生；另一方面，由於學院工作繁重，和階級分明，一級管一級，中、下層
醫生受限制，不能發展才能，譬如一些

重症必由有名望醫生負責，中下層醫生
失去學習機會，中下層醫生不受尊敬，
更加上朋友，家人慫恿，因此便有部份
人走出醫院當私家醫生。
至於怎樣才是一個好醫生的問題，
幾位醫生都認為是沒有一定的界限，很
難評定一個醫生的好與壞，只可評定某一件事的做伕是否適當。但基本上鳥一
個好醫生必須對日常工作的細節都盡責
，以病人的生命為第一位，譬如不厭惡
從睡覺中多次起床去看病人。此外，他
們一班醫生都認為，應該為勞苦大眾服
務，因他們是醫療服務最迫切的對象”
從這次簡短的座談會中，大家都從
各方面得到一些啟發性資料，使大家在
尋找自己的道路時，有適當的基石”從
個人的抱負中，考慮到自己的理想是否
實際可行和有意義，在實踐的過程中，考慮到各方面的問題等等。更加藉看這
次座談會，溝通大家，互相了解，團結
和共同去探索一些問題，為將來的工作
劉藝下基礎。

教思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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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個醫師，可是，他和
其他醫師不同，他有兩次
生命， 他就是諾爾曼
白求恩大夫。

珍
人
審

採訪後記

九月l一五l星期五，兩個一年級的
醫學生，訪問一瑪嘉烈醫院兩個三年級
護士學生；希望從較客觀的角度去體察
行醫者在其他醫濩人員心目中的形象。
問：你覺得醫生對護士有甚麼責
任？
醫生當然需要和護士充份合作幫助

病者。我希望強調一個通常被醫生忽晷
了的責任 醫生在ordertreatment
的時候，應務求清楚明朗，並需要使濩
士了解其treatment的理由，和對病
人的得益何在。因為病人很多時都會問
及有關他們治療方怯為原因，（如：為
甚麼要抽脊髓？）如果醫生在事前解釋
清楚，那麼濩士在執行任務，反病人接
受治療時，都會信心焉增。
問：你覺得．生對病人有甚麼責
任？
最大的責任當然撾使病人解除痛苦
，恢復健康，過正，rq生活。要做最大的
到這點，醫’三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要對病
人施卜幫助。要使病人接受治療時能夠
,O安理得，醫生一定要破除其高．高在L
的態度。醫生還有一個很屯要的貴任，
就是對病人施行某種治療時（如影晌病
人康復後能否再過，L常生活的手術）需
要得到病人木身的確實．刁意。對某種病
症應施行某種治療，進萵不能公式化的
，應該視病人的L活背景iflj定，需要對
病人述明治療的原因和後果。囚為病人
始終是一個人，lrlj不是一個機器之需要
修理，
問：你覺得．生對社，有甚麼責
任？
于j．瞥f1J其他職業大多數一樣，對社
會有一定的貢獻。瞥生有責任使病人康
復，改進社會醫務衛生，一個健康的社
會，當然在人力上能夠源源不絕，社會
繁榮安定有賴於此。

白求恩大夫原籍加拿大，就在一八
九年，他不平几的一生便宣告開始了
。家學淵源的他，祖父是多倫多傑出的
外科醫生，行醫、傳道和教書就是他家
族的人主要，或可說是必然的出路，多
多少少受若家人的影晌，加：白求恩少
年時候創新和冒險的精神，他孑i醫的出
路就被目為是理所當然的r ,！爾凡，他
木身私底下也非常欽佩和嚮往祖父行醫
的成就，以至他行醫初期，也掛出了祖
父（和他同名）的醫生招牌呢！
求學期問，白求恩抱有一個理想，
就是早晚要在外科醫學界搞出一個名‘毫
來！在這期問，他同時也KlJ意地發展他
在繪畫、雕塑和詩詞方面的興趣。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把他的理想幻滅了，
醫科畢業後的他曾經潦倒一時，之後隨
看戰後放蕩和混亂空氣的瀰漫，這位年
青醫生一面在醫院工作，卻又一面通宵
狂飲，他說要體驗人生。
在他和刀“位愛J一堡名門淑女伕蘭希
絲結婚後，白求恩正式掛牌行醫，像普
通醫生一樣，他賺很多的錢，惟是，他
更憎很自己賺錢的方陰，在這個時期，

他就在理性和物質之問掙扎石，一方面
對窮苦病人愛護備至，喊收藥費，另一
方面又奢華嗜酒，他痛罵當時的：刃業敷
衍塞責，唯利是圖，更指出制度上的謬
誤，惟是，他卻又只是默默地緊守本份

白求懸對工作的投入，和f也狂飲的
嗜好，造成f他和怯蘭希絲離婚的主因
，更嚴近地把他帶到死亡的邊緣，白長
恩患肺病垂危，就在這個好像絕望的黠
淡中，終於閃耀出一線曙光，把白求恩
醫好，更扭轉f他的第一次且：命
人工氣胸，一種新的醫療力注面1仕。
他再活起來了，受f 人L氣胸
救命之懸，他對胸外科的興趣大增，後
期他曾任很多醫院的胸外科主仟，現在
，他的眼光闊大多了，瘋狂的探索、幻
滅、失敗、再生都有它的意義，他對臀
術的要求、對世界大事的關注、工作熊
度以友政治思想等等，都隨看1藝他事物
轉變過來，他珍惜自己的，兀命，更珍惜
別人的！
白求恩第二次生命最大貢獻可見於
兩次屯要的戰爭 西班牙內戰和中國

抗日戰爭，他以一個地j互加拿大人，參
加了兩次外國人之戰，他為的是什庭呢
？最後，他更因工作過度而死在異邦一一中國，他要‘F取的又是什應呢？白求
恩同志（當時，-”國軍隊裂都這樣稱呼他
）提倡國際k義，他看到首先是西班牙
，跟才、是束力（l{J中國，州么受到怯西斯暴
力的俊‘t悲，他體會到局勢的煩要，也清
楚自己獻身的目標，在西班牙兩年f1中
國匕年，他努力地為正義奮鬥，f也工作
態度的嚴謹和役入，對G1道的幫助及鼓
勵，對病者的關懷都受到口碑載道。
在抗口戰場上，中國士兵們常喊道
：別怕！上前去吧！白求恩同志在後
而！

問：你對魯迅棄醫從文，及中山
先生由醫生轉變成為革命家
有甚慶觀感？
當時的時代背景，要救全中國比起
救一個人來得迫切，爾巨需要更大的魄
力。他們都是選擇了這條充滿艱險得的
道路，而且是成功了，為後1比听臢頌。
但在當時的社會，咨占至每一個社侖每一
個年代，也沒有可能人人都是文學家、
革命家沒有醫生。魯迅和中山先生做對
了，f巳那些獻身醫療、矢志不移的好醫
生也做對了，也是應該同樣受到別人的
敬重。
問：你覺得現存的醫療制度有什
磨不健全的地方，而這些對
一個醫生實踐其理想有何障
礙？
醫療制度不健全的地方是難以勝數
的，)J 論醫療制度這個題材可以作一本書，很難以三言兩語去加以評論的

問：病人對醫生普遍的觀感是怎
樣的？
敬畏兩個字。其實近對病‘！占和

醫生的工作皆（J不頁的壯綱。病人在敬
畏的心情，對病情和才．騙微的表達你夠
主動。女口此，醫生便很難給予適富的診
斷。
問：護士對醫生的普遍觀感是怎
樣的？
這是因人而異的，有些醫生固然是
塵氣遮天，但好的聲生也確實不少
。有些在工作上了j’很認真的表現，{]’ 些
和我們．淡笑自若，fl]．漓可親。
問：你心目中的好醫生是怎樣的
？能否給予實例才一個標準的好鱉生，是只望施予，

而不斤斤計較報酬的。在t1I其他醫濩人
員合作上，應以病人為大曲iJ’題，而小應
該因私忘公。有些大醫生可能在顯微鏡
下埋頭苦幹f多小時，去做一個似乎不
可能成功的接駁手術。了墜我覺得這種做
伕未必是出於為病人石想，lrlj是以病人
為試驗品，去爭取自己的榮譽。

問：是否年紀越大，資力越豐的
醫生，他們的醫德與態度便
越差？若是，你認為原因何
在？
這也是因人rhj異的，但也說對了大
半。因為他們資力越深，便能夠越高高
在上，能夠直斥其非的人便越少。另一
可能性是職位高的醫生，對升職的意念
減低f , -lrfj做成得過且J必的態度c
問：你覺得在你工作的醫院裹，
醫護人員能否充份合作？
醫療界其實就是一個廳大的Team-

Work，所以合作是固然fJ’的；但不是
算是能夠充份合作，護士對於彆生的處
理方仕往往是莫明其妙的。有時兩個醫
生對：祖一病人的珍斷也戲然不同。
問：有些醫護人員，窮一生精力
，為病人與社會健康服務，
甚至放棄很多個人利益，你
豚為他們這種做法的動力與
價值觀何在？
孜覺得J亡“待人你送ff很強烈rt'.J受，自

411助人的意念。這辭．強烈的意念使他們一生矢．占衣侈，．爾我忠為匕作人的一生
是成功的，-'”挂是奉福的。
問：可否給一個壇醫生的實8lJ?
了J一欠，一！師沒‘慶冉：,-’夜二：’點幾時
份，突朧戶，L人作·市值將’L被妝士從
夢中吵醒，也右山分說，友介A罵刀侈個
老婆婆，使也f×驚丈色，號陶弋’巡，卜
醫房裹，向九！日k也彼陣解f夕

問：現代科學發連，電腦能俗做
很多事情，可能有一天，病
人可以自己將病徽入Prog-
ramm。，由電腦開方診斷，
你覺得生和電腦有什磨分
別，電腦能否完全取代，
生的地位？
我覺得機器永遠不能完全代替人手
。如上述，病人不單在病症上需要幫助
，在心理上的亦需要得到安慰和有所信
賴。其實醫療界是表現看人類與生俱來
的互助互愛，電腦屹沒有甚麼愛心可言。
問：有些人說愛惜生命是人的天
性，這也是人類發展學的
目的“有些人則說生老病死
是人生的道路；學越倡明
，便是越遠反自然，也可能
導致人口澎漲，及種種社會
問題。你對這些論調有何看
法？
我覺得發展醫學並沒有遺返自然，
如果一個人受到病魔纏繞，卻沒有人施
予援手，這種做法才是不自然，因為這
是違反了人類的互助精神。當你見到病
人從垂死邊綠復原，或者是一個有難產
危險的嬰兒平安出世的時候，i木便會體
會到醫學的珍貴。

啟思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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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醫 術 之 外
明

舉業試完後，從醫學生而成為實習
醫生，可以說是個蜆變 從書本
的世界，開始轉入一個真真正正與病人
接觸的階段。這接觸，把一個又一個與
病人密切關連的社會問題活生生地擺在
我們這軍小醫生面前。
就以吸毒為例，我做的男病房裹，
在一個月的細心統計，發覺竟有十分之一人有吸毒的病史！他們大多來自低下
層市民，不少因吸毒與家人有磨擦，得
不到家人細心照料而把病弄得很糟，更
有脫離家庭，過著孤獨的生活。我們會
氣憤他們吸毒自甘墜落，對之毫不客氣
。不過，看著他們的瘦弱的身軀，有時
想想：吸毒者大部份是少受教育的勞苦
大眾，比較容易受引誘，他們是社會的
受害者，我們要很的，應該是那些販毒
頭子 以及那些縱容販毒的人哩！(
筆者寫此文時，正值姓馬那傢伙逃之夭
夭，廣大市民嘩然之時）
老人問題，記得去年醫學會健康委

員會曾有研究過，當時反應不大熱烈，

但Hou記在醫院裹會碰上不少這頭痛問
題。例如一些因腦血管爆裂或栓塞而造
成半邊不遂的老人，有時被送入院後，
那些孝子孝女卻影也不見。應該出院了
，雖然不斷催促，有些家人會推三推四
，說沒空，又要工作，總之不願接病人
同家。最荒謬的一次是一位兒子在醫生
面前指著要出院的母親說：今次你唔
死我死啦！真想揍他一頓有一次，家
人不來接病人，於是用救護車把病人送
同家。那家人起初不開門，最後叫病人
的孫兒全坐在床上，然後對救護人員：
你娣，我屋企邊有位俾但返來？當
然，病人終於留了下來，但當天晚上，
他見子又把病人帶去急症室，拿著一袋
染紅的水說病人小便有血；於是我們又
在病房相見。
以上只屬極端例子，另一種是家人
流看眼淚向你訴苦，說家人全都要上工
，病人留在家中沒人照料，哀求我們醫
生大發慈悲，讓病人多住一兩星期，或

嚕．必參中參參中．參中參．中．中中參中中．中中中中參中中中．中參參中中中中中中
：中．中中中中中中
：中．

二響中響必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啟思稿例

啟思歡迎老師、同學及醫生來稿。
請用打字或書寫清楚，請勿一紙兩面
寫。
中文稿件請用原稿紙直寫，英文稿件
來稿可交與任何一位啟思編委或投入
飯堂內的啟思信箱。
．來稿可用筆名，但須附真實姓名、年
級。

本刊恕不退稿，如欲退稿，敬請註明。
稿件刊登與否由編委會會議決定。
來稿文責，作者自負。
編輯有刪改權，如不欲刪改者，請註
明。
如果有任何投訴，請於文章刊登後三
個月內提出，逾期本刊恕不負責。
如要轉載啟思文t ，請先通知並得到
啟思編委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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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介紹老人院或康復療養院給他們。醫
院病床有限，而老人院完全供不應求，
我們可以做的，只是硬看心腸，安慰他
們一番後，最後也要下逐客令。

不少年遺七十的老公公，老婆婆，
由於家中無人照顧，長期臥床，以致背
後的皮肉往往爛起來（醫學上叫bed
sore）這些bedsore是被家人遺棄的
好證據。一位老公公因肺病入院，檢查
時發覺股上有爛肉深入見骨。問他兒子
這爛肉有多久，他答兩三天，並說天天
家人替父親洗身，細心照料。其實這爛
肉最少有兩三個月臥床不起，不注意清
潔才有。於是疾言厲色說：不可能，
到底有多久？他兒子只好說兩
兩個星期，再追問下去，結果是有了
兩年，由小變大，家人全不理會或找醫
生。
我們遇見的只是少數，還有不少無
依無靠的老人，在這繁華興旺的都市裹
遭遇是怎樣？為甚麼老人院或康復療養
院不夠？今天的老人，在壯年時對社會
曾作出不少貢獻，我們這個社會為甚麼
不能安排好他們的晚年？我們作為醫生
的，除了解抉病人的病外，對於這些問
題應怎樣解決？我們工作忙碌，有空時
卻又十分疲倦，那有時間、精神想這類
問題？更沒有找些資料看看或與同學一
起討論的機會。而可惜在五年的大學生
活中，我們對很多社會問題往往不去分
析和認識。
心裹陣陣激動，但束手無策，這是
不少實習醫生的矛盾。

_p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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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自從新課程實施以來
，備受多方面關注，而受影晌最深切的
當然是八二的同學，編委會在上月約了
部分同學，舉行了座談會，雖然出席的
同學不多，但總希望這個座談紀要能引
起醫學院各學系和同學們的注視，更希
望能喚起同學的討論，這記要是一個開
始，編委會今後會多方面接觸各有關人
士，務求能把新課程的優點和缺點，加
州分析，把總結帶給同學們”

與此同時，同學本身亦應主動地研
討而不是被動地抄東西。有同學認為香
港的學生由中小學受填鴨教育影晌變成
聽與抄的學習形式。同時，讀書為考試
的風氣仍然很重，學生往往把老師所說
的不加思考而抄下，唯恐考試不夠Poi-
nts。這些陋習我們是應加以改善”

對學系教學的看
法

對於 Tutorial

sytem 的看法

（一）目的及弊端
很多同學覺得Tutorial是迫我們讀
書的一種方怯，另一部分同學認為Tu-
torial祇是製造一種壓力，實際上我們
並不會上Tutorial而對某個課程有深切
了解，因為我們仍然不知重點在那裹。
另一方面，我們對書本的疑難亦不
能憑上Tutorial而得到解答”以生化
Tutorial為例，有些Tutor祇是將問題
問完當作完成責任，他們並不提供充分
的答案（有些Tutor會）或問其他的問
題引導我們去討論，從而了解整個課程
。有時我們提出的問題即時並不能得到
答案。有些有責任感的Tutor會把問題
抄下而代我們詢問有關的講師，結果很
多時仍然得不到答案。
尚有一點弊點是Tutor和講師之間
的脫節。例如生化，Tutor手中祇有課
程大綱及Tutorial問題。他們本身不
是講者，故此對某個課程可能很生疏，
故此導致他們祇是為上Tutorial而預
備那些問題。對於重點他們本身亦不大
清楚。在第二、三個學期，生化學的
Tutor多由實驗助理員袒任，而有個別
非常符碌，令學生花時間上Tuto-
rial而得不到甚麼”

（一）對缺乏教學的重點
有同學覺得Department方面好
像不希望學生知道他們將會學些甚麼。
以解剖系為例，我們並沒有接到任何課
程概要（其他二個系都有），故此讀起
來好像失去重點，我們現在所學的應和
將來職業有連繫，而不應為解剖而讀解
剖。

DePartment的錯誤引導往往令我
們無所適從。解剖為例，校外考試官批
評我們不要太Clinical。追究原因，這
可能是個別Tutor引導錯誤，但始終這
是關乎整個系的行政方面。若果上頭
方面有既定的指引，那麼個別Tutor
便不會把某些東西看成很重要，從而弘
導錯誤。另一方面，Department方面
應給我們一個肯定的課程範圍，使我們
有所適從”
我們覺得化了太多時間來作解剖。
但對所解剖的卻不十分了解。我們覺得
Intreductorytalk是不足夠的，而應
深入解釋我們要注意的事項等等。教授
不應在上解剖課時才對某部分同學講解
，這是對其他同學不公平的。為甚麼不
能花些時間在演講室講解才解剖？

（三）Department的態度
開會時，DePartment往往本身已
有一個既定的解釋，但這些解釋並不是
用來解決問題。例如，解剖系教授在上
課時會在黑板解釋東西，引來各
路英雄 圍觀。往往教授都會說上
二十多分鐘。這種情形不能解釋為個別
同學的興趣。既然他能說上二十多分鐘
，何不花這些時間在演講室而令大家同
學得益？
和生化系開會亦遇到一些既定的解
釋。他們不理解學生的辛苦，往往要求
同學去翻參考書，而忽晷了我們是醫生
。這些開會而得不到解決問題（但有解
釋）祇是一些無聊的閒談。

（二）理想中的
一
futorial

有同學覺得Tutoriul是一個互相交
流的好機會（因為平時上課祇是授與總
)，應該是以討論形式，同學提出問題
，多些思考，從而尋找答案。Tutor應
該主動地加入討論，互相配合。Tutor
幫助我們的思路，改正我們錯誤的概念
，另一方面，他們應把課程的重點帶出
給我們，使我們對整仙課程有全面的理
解。

（二）Tutor 的責任
很多時上解剖我們得不到Tutor的

指導，故此我們祇是跟書解剖，遇到困
難很多時都得不到解答。
我們認為Tutor的責任是協助同學
掌握解剖的知識，教導同學那些是重點
，提高學生解剖的情緒，幫助同學記憶
（如講一些Clinical的東西，引起興
趣，幫助記憶）。
上Tutorial，例如生理，往往要
預備問題。我們覺得不應為某一條問題
而去翻閱很多參考書，而應在課程以內
的書，作為參考便可，以免辰費時間，
最要緊的是提出來討論。

Tutor方面，應事前有所準備，對
學生要有所要求。一方面參與討論、引
導，另一方面要主動教導我們對某些是
重要的地方，使我們有所依從。

對 Study Adviser

的看法
我們覺得這個制度欠完善。
基本上有兩大問題：

( a ）學習方法
學生如覺得某些東西不懂，都會去

找那個教導的講師，因為這是最直接的，很多時Adviser未必對那個課程很熟，因為在他本身的研究中可能和某些課
程脫了節。
學習方怯方面，學生本身未必察覺
到自己的問題，因為讀書方法是由以往
積習下來的。就算他知道而提出，亦未
必能解次。反而這方面同學與同學之間
尚可能互相幫助解決，因為大家都是讀
同一東西，在同一個教育制度下產生出
來的產品。
( b ）個人問題方面
遇有個人或家庭問題（因而影晌讀
書），學生都不會找Adviscr。因為學
生覺得Adviser未必能幫助他解決，
祝且不熟落，加上年齡相差大，故此
Adviscr未必明白學生的心境”再者，
Advisor不是職業的Cou川ellor，故
此沒有這方面的知識，所以未能勝任。
他們祇可能憑經驗及個人的看伕來幫助
學生。
同學始終覺得和Adviscr有一段距
離，所以若果沒有事情都不會找他閒談
。遇有學業上的問題都會找同學或高年
級的師兄姐幫助，因為他們比較了解低
年級同學的處境。
儘管如此，Adviscr的嘗試是好的
。怎樣辦得更完美要靠學生和Adviscr
的互相信任及彼此間建立友誼。一方面
學生要主動，另一方面Adviscr亦要主
動了解學生的情況，互相配合才可發揮
它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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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電 話

喂，啊，我是，怎囈？閒肴無聊？
哎，笑話我還有多份報告要做，要返工，開會，考試·，·⋯你知我們大都是臨急
抱佛腳的⋯⋯不要緊⋯⋯我們很久沒有
閒談了⋯⋯叮⋯⋯又要入手術室做··一
怎庭⋯⋯老板又有新聞⋯⋯呷⋯⋯打老
虎⋯⋯哈父鬥牛呀⋯⋯

哦，我們遠邊··，⋯初到異地，很不
習慣，晚上一卜時半要回來，若要遲歸要
簽遲歸邪，若不同來，又要簽外宿部一⋯吁··一保母⋯⋯差不多了⋯⋯再說，
十時半便不可通電日斗··⋯對啊！簡直是
與壯隔絕··一還有門也要關上⋯⋯膳食
··，⋯這裹可能很多人有頸線腫，所以天
天有營養魚一條⋯⋯是⋯⋯吃你不飽，
餓你不壞，·一

嗯⋯⋯病房，當然是常滿⋯⋯大約
有二卡四至三十張病床⋯⋯人手⋯⋯當
然缺乏·····一更最多三至四個人，有些
更只有一個⋯⋯便要照顧廿多個產婦和
嬰兒··，一在這裹平均隔五星期便要當一
星期夜更⋯⋯都因人手不足⋯⋯還有設
備也不完善⋯⋯這裹的姑娘要懂得變該
術，藥杯不夠嘛便要用奶粉匙代替⋯⋯
姑娘還要把自己用完的潤膚露樽子涓出
來，以便裝放消毒棉⋯⋯

哦，最重要的一RlJ··一當然是留給
賴家班弟子練習··一雖然不是別人的父
親，但也很緊張，··⋯連打迷藥的針子也
跌了，剪刀也不知應放在那裹⋯⋯無菌⋯⋯大都沒有無菌工作之概念⋯⋯帶了
手套，雙手還到處放⋯⋯唔？工作情緒
？⋯⋯哦我投入，很投入，連自己說f
甚麼也不知⋯⋯大聲嚷著：姑娘替我
把⋯⋯ 姑娘為何你們不⋯⋯有些
更進入忘我境界⋯⋯連自己的手靠看病
人掛起了的腳也不為意··一還很方便⋯

嬰兒當然產不出··一用不看力嗎⋯一哦，大家都是這樣落力的··一嘻有些
更喜歡違反自然，要嬰兒嘗試一下新鮮
的鉗取胎術，所以你會聽到：把頭推
看，待我洗手⋯⋯準備鉗！.，·⋯怪嗎
?．··⋯哈··一是賴家班人馬，還有很多
舉報專家，若他們幹不到這行，大可以
轉做作家或大追家⋯⋯因為··一你別激
動⋯⋯見怪不怪⋯⋯怎麼，你指那些所
謂聚會⋯⋯名符其實的嗎⋯⋯你們那邊
又怎樣··，⋯唔⋯⋯慧子的英語學怎樣⋯一哎⋯⋯又要調更期⋯⋯我們快回來⋯一開會，那天？．··⋯啊，那天我放假，
可以回來⋯⋯預備下一份報紙·一好，
好，一定幫忙⋯⋯嘻，星期五我們有離
別大會⋯⋯因又要分開，回到自己的醫
院工作⋯⋯就是這樣調來調去·，·⋯適應
力強嗎⋯⋯

l哦，時問不早了，大概⋯⋯呀？星
期六嗎？⋯⋯甚麼大會⋯⋯哦⋯⋯我試
試抽空去一去⋯⋯好，下次和你再談，
唔，好，拜拜。

塵

幾經艱苦，終於約到了數位四年級
的同學坐下來接受訪問。在醫學院裹，
這樣的機會算是難得了。
天氣炎熱得很，然而大家十分忍耐，沒有一點不耐煩。
寒喧一番之後，便開始了話題。
幾位同學都異口同聲地說自己不是
書凱子。平均每星期花在溫習課本
上的時問大概只有卜六句鐘。這當然不
包括L堂，臨床學習和Tutorial在內
。而這數字 十六句鐘，顯然的遠遠
追不上他們的理想。
讀醫，最大的關鍵就是時間。如果
時問是充足的，學醫並不困難。平時讀
書，出發點是為著追求透徹的醫學知識
。但臨近考試關頭，便不山自主的為考
試而讀書了。至於理想亦只變為一個人
人熟識的一旬話··⋯k1B必過“
他們都是醫學院裹多參與活動的同

學，了巳普遍L他們對醫學知識的自我要
求卻是相當的高。根據他們的經驗，現

時溫習課本的時間和方怯，是足以應付
日常的功課的。至於考試，事前一
定要有足夠的準備功夫，刀j麼過關應沒
有問題。在以後的口子裹，他們都希望
多花點時間在書本上，因為畢竟現時所
學習的比較中用。
刀“麼他們為何那樣的熱心參與課外
的活動呢？在他們來說，理I鈞至為明顯
。很多的知識都不能單從熟讀醫學的課
本便可以找到的；諸如思考上的促進，
眼界的擴擱，和對事物的分析能力的增
強等等便是一些誤好的例子。所以在學
生時期，是很需要抓緊這些學習機會的。尤其是在最初踏入醫學院的幾年裹，
有時間，有精力，自當好好的利用。另
外從活動裹能多接觸到社會上各階層的
市民，多體會到他們的問題，對我們將
來怎樣行醫都有很大的裨益和啟發。有一點是他們一致承認的，便是在以往三
年裹所參與的活動是很有價值。
但始終讀書的時間是沒有那麼的充

褚了，他們又怎麼辦呢？
盡量的利用和適當的分配是最重要
的。不過有時因為花了時間在活動裹，
反而覺得時間寶貴，讀書的衝勁也大了
起來。總之，學問是無窮的，時間再多
也讀不完。就算甚麼的活動都不參與，
亦不表示溫習的時間一定足夠。無無
．渭謂的，亦可以荒廖很多光陰。

談到這裹，話題才剛剛有點起勁，但很可惜，有同學要趕著上Tutorial,。其餘的亦是分別從廣華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趕同來，還未來得及吃午飯，時間已下午二時多了，想他們的肚子定在打鼓呢！側忍之心，人皆有之，啟思記者訪問至此，亦只好放人。在此啟思謹向那幾位在忽忙的時刻中接受訪問的同學致以謝意。

教思言巳者
洛半半半半半朱朱來朱余朱半半半米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米半半半朱釆洛半朱半半半半半米半半半梁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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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事件似乎平靜了下來，在
每個人心中都泛起了或多或少的漣漪，
討論亦似乎飽和了。然而在我觀察大家
之討論後，心中仍淌著未平復的漣漪，
叫我不吐不快。
七月下旬，當我閱讀到報紙刊登有

關金禧師之謝師宴之消息，心裹不
禁有一陣悲痛。
金禧中五學生舉行謝師宴，會上
十六位罷課老師與關校長並其他未
罷課老師分席而坐；有學生質問關
校長及梁仙靈老師之態度，梁老師
答謂此乃個人觀點不同的問題，故
無可置評。後有學生代表致辭，大
肆攻擊關校長一年來之作風及措施
。亦有罷課老師代表致詞，謂金禧
已亡，復謝何師？遂全體學生離場
，將全部食物捐送保良局，而保良
局卻因某種原因拒絕接受。有記者
訪問關校長，她表示：年青人畢竟
是年青人。
（大意如與實情有重點性之衝

突，請見諒及指正）
我就是覺得這軍金禧師生太不成熟

了。其時金禧事件中期報告書已發表，
罷課老師們亦可在新成立之五育中學任
教，這已經暗示了他們的一貫教育方怯
是政府可容納及可繼續下去而不再受關
校長之直接干預。（五育者德智體軍美
育也，亦即是說他們的教育方針可達至
這五方面之發展。）但是他們仍然藉著一個謝師宴的機會去奚落校長與其
他老師一番，十足一個發洩會一樣·這
未免太過了；又與他們爭取權益有甚麼
關係？
我最初以為這是學生們情緒激動之
表現而矣，但想清楚些，卻發覺這可能
是一個有計劃之行動。因為提出金禧
巳亡，復謝何師的是與學生們有密切
良好關係的罷課老師，況且說話是在致
辭中的，就不大可能是臨時一些衝動的
說話。說話人大概事前就已經想過這句
說話之後果及意義與負責之同學而談過
。他們既然認為無師可謝，為何仍要辦t唱

謝師宴J？或許酒樓是一早已經下了
訂，但她們何不只邀請十六位老師就算
了了故我認為她們是明知而去邀請關校
長等出席，可以利用此一機會作一些發
洩或報復。這也許並不是大多數同學參
加謝師宴之目的，但最少卻是那些（位
）罷課老師及一些籌備的同學之意願。
這是甚麼原因呢？我想他們就是缺
乏了一份愛心。在長期與關校長鬥
爭使她們憎惡關校長一點也不出奇，但
其理智卻容許他們作出這等不理性的行
動，這不是表示缺乏了愛心嗎？更遑論
聖經中愛人如己、愛敵人之心了。這可
能是一華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心智未完全
成熟的綠故，但卻反映出金禧中學過往
宗教教育的失敗。雖然很多人強調金禧
開放自由教育之成功，但我卻認為最低
限度在這一方面是失敗或未成功的。更
加令我但憂的是，這個現象（不理性的
報復或發洩）竟發生在一些成熟了
的老師身上，縱然未必他們是今次事故
之帶動者，但一個沒有真正愛心的
老師，怎能叫學生從他身上學到愛的真
諦？五育中之德及擊育又怎能完全呢？
在大學三年來，我很少聽到有學運
捉到愛（愛祖國的愛倒還不少
)，也許很多人並不覺得愛之可貴可敬
之處。在這些年頭，實在是沒有人去提
倡愛心，我們提的都是正義、革
命等。不錯，這些問題都是我們社會
、世界中經常遇到的，但可有想過我們
眼中之正義根本就不是絕對的了但
我們就經常不假思索地就將正義與不正
義弄過楚河漢界，這也許是馬克思思想
的影晌，動不動就弄個敵我矛盾，將敵
我分得清清楚楚，二者之間根本就沒有
可容納的地方（不過很多時，敵我矛
盾可能根本是人民內部矛盾或根
本不是矛盾，如周總理死後的批鄧運
動就是了。）舉個例子說，在學苑
金禧專號中之忠奸圖不是很清楚
表明這一點嗎？我們可有想過他們贊同
或反對封校的背後，以為正義之因
素，而將他們一筆圈入忠或奸
之範略？如此之敵我分明在鬥爭、革命

可能很有用途，但與事實真理人情相符
與否，就不必過問了”
不過我也很佩服金禧師生的一些特
點，譬如他們為了正義而挺身而出；撇
開會有一草人支持他們來說，很多人是
辦不到的，包括我自己在內。但是真理
必有其兩面性，我們要秉持真理就必要
其兩方面有適當的平衡。r公義的另
外一面就是愛。正如天主教提出之
口號：福音基於仁愛、和平始於正義

0
很多時我們誤會了愛，其實愛
並不是一味的忍受、容讓、不出聲；反
之，在不義之事上，愛叫我們用方怯去
改變不義，但亦卻不是一味的指責、攻
擊（這和愛之深、責之切有少許分
別）而不去諒解、寬恕。愛是叫我幫助
敵人有好的轉變。愛與公義的關係，在
聖經哥林多前書中就說得很好：愛是
不計較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
真理J（後半段：Love15neverglad
aboutinjusticebutrejoiceswhen-
evertruthwinsout）但不要忘記，
訓是不計算人的惡。
亦正因為愛的特質，我們可以在雙
方對峙中冷靜下來，去分析事實，明白
雙方的錯與否。我在整個金禧事件中，
並沒有發現任何有真正實質的愛。
如佳視金禧特輯中訪問一個金禧被停課
之學生，她表示自己完全沒錯，只是校
方有錯。其實她在說這句話時，是否已
很忠誠地分析了事情？在大專界亦然，
不強調事件客觀錯與否，只著重於爭取
復校、批評政府教會措施方針，這是否
有一個真正的愛心？學苑一年多以來有
關金禧之資料提供是否有被客觀的分析
過、肯定與事實完全相符？
几事必有其雙面性，只看重一邊，
必然叫我們走進極端。正如哥林多前書
記載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
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鑼、晌的鈸一般⋯⋯我若將所有燜濟窮人、又捨己
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

我在金禧事件中的角色
至於我，我並沒有委身於任何一方
，自己以一個比較旁觀的態度去分
析這件事，認為雙方都有其錯處（雖然
認為校方與教署的錯處是大很多），我
不欲在此詳述誰是誰非，希望金禧的末
期報告書能有中肯之分析。由於對學生
們的一點愛心，我與幾位基督徒同學撰
了一封信給胡主教，希望他能依照聖經
之教訓再三思他的決定與行動。我不知
這樣做有多少效用，亦不知胡主教有沒
有讀過我們的信，但總算盡過些少棉力
。之後，因為遇到與自己有同等意見的
同學很少，自己時間力量亦不足夠，加
上自己的愛心亦是有限，就再沒有自發
的行動了。但我並沒有參與學生會帶動
的行動，因為學生會已一早完全認同於
金禧師生，認為他們是絕對正確正
義的，而自己在這一點上不能同意，如
果我參予了學生會的行動，我會覺得我
是幫助他們默許了他們不對的地方，這
是非同小可啊！我考慮到如此對她們日
後之影晌，我會覺得此等後果比較復那
半個月課還重要；故此我寧願選擇一個
較為消極的態度。因此我仍不覺得我之
沒有委身於任何一方是一個錯誤。
結語
我實在希望學運對真理能有一
個較全面及平衡之發展，故此在此費了
大堆筆墨及時間去寫一些多少人認為
無聊的事。但若我們大專界的同學留
意一下一般市民之心態時，就發覺愛是
值得去推動的。在市民中普遍泛濫著利
害關係、物質享受主義、自我中心的思
想，多少社會問題亦與此有密切關係；
我們的社會就是需要這一個人類天然之
必需品，與需要社會改革來得同樣重要
至於這一．五育中學的r新j老師，若然不能教導真理方面之特性而只強
調一方（其他學校大部份的老師可能根
本不看重任何真理），我對他們對五
育所挑起的重任，亦不敢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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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這小妮子
拱看滿面媽紅的文社滿面媽紅的介紹信
帶看一身女兌的芬芳芬芳的女兌
一點頭
一淺笑
便踏進成亂七．糟的心房
.，•⋯•．••．••⋯

摘自：心房的故事

以L一首詩是文社同學的創作稿。一提到文社，便有很多同學會問：究竟
文社與A、A有何分另l]？文社是否祇為
文學院同學而設？那麼文社與青年文學
獎有何關連？也許有同學更會認為文
社嘛！舞文弄墨之所，非吾人所能參予
! J
的確，初入大學時，也曾聽過文社，想過文社，但心想我一介武夫，雙

手殘廢多時，何以為文，文社不提也
吧！這不算錯誤觀念，更非獨夫之見；
但文社同學心裹究竟作何打算，現在就
讓我們聽聽
問：如果你與一位港大同學談起文社，而他竟不知文社為何物，你會
作何感想？
唔⋯⋯我不覺得奇怪（語氣中似乎夾
帶著一絲絲無史？
對自己感到慚愧！
這要看faculty而定，如果是med,
也就另當別論⋯⋯
問：從文社中，你得到了些甚麼？
學到做人處事方面，更希望可以培養一些對本巷文藝有貢狀白人？
文社令我損失慘重，但這種損失卻是一種無形的吸引力，雖然開始時，對
文學一無所知，研習班裹更不知所云
，但我總希望知多些，那管是一點點
，就這樣我在文社呆了三年！(一位文社ordinarymember的談
話，說時面上抹過一臉子的滿足）

問：文社有甚麼活動，反應如何？
舉行過的有現代詩研習班、五四文學
班、反應甚佳；創作班還在進行中！
近期打算搞一些小型的研習，用大約
兩三個星期去討論一些作品：如陳若
曦的短篇小說，日本小說（可能是三
島的、川端康成的、安部公房的）
如果同學有甚麼提議，我們都十分歡
迎。
文社活動是為全港大同學而設，非為
ArtsStudents而矣！
忽忽而來，忽忽而去，UnionCan-

teen好熱，奇怪竟然坐了兩個多鐘頭；
我好像得到了些甚應，又好像感受了收
甚麼？無從說起，可能是另J人的一股熱
忱、一股為文學弄到頭破血流而在所不
惜的精神⋯⋯
無論怎樣，容我借張愛玲的話來結
束此文：
每一隻蝴蝶都是它花底鬼魂，
同來尋找它自己 願每一位
愛好文學（甚至不愛好）的朋
友都去尋找文社。
吳鴻深

78年9月

表姐走了，掉下一雙可愛的兒子走
了！
大郭，小郭真慘，成日係到媼媽

，亞連又是，這樣就⋯⋯媽不停的說
著，（不可能，不可能的，表姐怎會如
此狠心？)，重留下信，叫亞郭唔駛
慍f巨，說甚麼⋯⋯如果我感到疲倦的話
，可能三、五年之後再同來。亞連根本
沒有理由要走，亞郭對她那麼好！？
其實運姐應該早幾年就走！J耳

際問晌起姐姐的聲音。

（一）
似乎是很遙遠以前的事，少說也有
十多年了：當時表姐一家住在沙田大圍
二每次去探她，我都十分開心，因為除
了可以坐火車，遊新界外，她還給我買
波板搪吃，好甜！一想起來，口水就不
期然要流！可能是愛屋及烏的關係，也
連帶喜歡姑媽一家人，時常聽姑媽誇表

得這不像是她g她說她不喜歡嚥’
喜歡穿金帶銀，不喜歡熱鬧白輸‘
你甚麼時候帶我同七星話’j

找個機會問。
她閃一閃眼睛，輕柔的笑辭
你喜歡的時候。
學校，功課使我忙了好一云二
沒有再聽到表姐任何消息；直鴃，聽姐姐說表姐低乎不很開0 ·旦
認為表姐食好、住好，有甚麼神
這幾年來，表姐夫做了一點妒首
境頗佳，她不想表姐再教書，呈”
有直接說，他是想表姐劊也生斤·
這都是從姐姐處來的消息r想風
的故事又要重演了r
新年時，去探了表姐一次他
的距離低乎遠了，自己講起話夕
氣氣，聽了也感到不自然；還鰓
從前一樣，和我挺熟落。
幾時和我去遊七星岩？騙l笑似的說，
你喜歡的時候！她甩他

的長髮，長髮在風中搖盪，我辦
到表姐昔日的影子了！

洛 擊 來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中響參中中中中中參中參參參．中中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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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
瓖的
象假
日不會，邊下的
！勵均細
．駢嗎

表姐懷孕了！
她生下一雙小兒子，叫作小郭、大
郭；小郭比大郭遲來了十多分鐘。
你沒有看到，大郭小郭真惹人鍾

意，白胖胖，眼睛和連小時候一樣，長
滿了眼睫毛；這回亞連可開心了，一來
便是一對⋯⋯J母親說時眼裹也閃著喜
悅的光芒。

r開心的可能不是連姐？J
r亞連有甚麼不開心？當然亞郭更

加喜歡到不得了，他還打算請個奶媽帶
兩個仔，不過亞連不贊成，我都唔知點
解？!J媽反駁著姐姐。
總之連姐根本唔想再生！

深，你話大郭小郭三歲讀書早唔
早？J
差唔多喇！1
等小郭讀書之後，我就可以再出

去教書。對住成班學生，親眼見到但地
大，都唔知幾開心！
你有需要嗎？表姐夫會贊成？
唔係需要唔需要。當你親眼見到一覃一覃學生噸你手中成長，如何由壞

變好，你會感到滿足。你表姐夫不會不
贊成的，況且當小郭大郭番學之後，我
有好多空閒時間！J

他個用由口
觔間遞藝）弓1

‘鄴
h崤
縫、俗賺浩哺

等他兩個入學之後，和你同七星
岩划艇！我和表姐都笑了。
我知道表姐很滿足，當她抱著孩子
的時候。

、
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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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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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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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h震，妙的 看了表姐，見她抱看一雙小寶貝，一臉子的滿足！我想表姐真的很開，0了
i註解釋
；止大紅
援
輪
絀‘
鰍
物
騙
餐

必l鸛濃濃
．緻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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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啊：, ，

日子，
幾年前
但媽卻
開，亡、！
意，環
然他沒
子的！
栽到古老

叫表舅父！
表舅父！他兩兄弟一齊叫我。
誰是大郭？誰是小郭！我簡直

難以分辨，左面的像右面的影子一般。
我是大，他是細！左邊的搶著

說，還用手指著自己的鼻。
r不要信他，我才是大，他是細！
右邊的一個反駁起來。
不准無禮貌，講表舅聽邊個係大

！小郭成日爭住認大！
在左邊的舉起他的小手，作勝利的
樣子，我係大郭！
表姐，你究竟怎樣分誰是大誰是

細？
唔⋯⋯小郭的眼睛像我多些！

她單手抱著小郭，關心的笑了，眼邊的
魚尾紋跟看顫動。
表姐夫呢？j我好奇的問一問。

r．··⋯他不是時時在家的！你都唔
知，揍呢兩隻嚼，簡直骨頭都要散，一
時要呢樣，一時叫咽樣，總之係激氣⋯⋯

援記
姐姐說了一大堆表姐與表姐夫不愉
快的事，說表姐如何拋棄理想去做少奶
奶，但她又豈甘心於只是照顧自己的孩
子與丈夫？媽媽都說表姐不知想到了那
處，才會做出這樣的傻事，連見子也不
要。
我不想說些甚麼，更無心聽下去，

彷彿記得留情裹曾經這樣的寫看：生
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
的！表姐的感情真的百孔抑或是她要
由這些孔找尋另一條出路？

文藝版網豐巒響戶甲甲甲吧甲甲曰豐豐豐

也談卒棄疾
倆

辛棄疾是南宋詞人。他一生所寫的
歌詞為數極多，流傳至今的有六百多首
。他的詞氣勢磅蹲、精神奮勵、內容深
厚並有現實基礎，與蘇軾同屬豪放派。
這是稼軒詞主要的一面。稼軒詞的另一
面卻是無比的溫柔與浪漫，寫出詞人沉
鬱的感情。這裹試舉一首：

滿江紅 暮春
敲碎離愁、紗窗外、風搖翠竹。人去後
、吹簫聲斷，倚樓人獨。滿眼不堪三月
暮，舉頭已覺千山綠。但試把，一紙寄
來書，從頭讀。 相思字，空盈幅；
相思意，何時足。滴羅襟點點，淚珠盈
掬。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楊只礙離人目
。最苦是，立盡月黃昏，欄干曲。一開始詞人就很清楚地用倒裝法寫
出窗外的景物與當時的心境；風吹翠竹
之聲打破因親愛的人（或作友人）離去
了的沉寂和沉悶的心情。究竟誰是吹簫
者？倘若友人是懂吹簫的，離去了簫聲
當然不復聞；但這裹也有另一個可能：
詞人本身是吹簫的，但自知音離去後，
心境煩悶孤清，再沒有意思去吹簫了”
跟著的幾句訶人透過景物寫出自己的心
情。
下闕寫出詞人對友人的思念，情意
真摯，用字淺白，芳草．.．·⋯二句更
是生動真實：我們可以想到友人已經遠
去，送別的人是如何地左右移動，避開
垂楊的障礙，為要看到友人的身影，而
友人又是如何地回顧，為要看見送別的
人。垂楊本是美麗的，但詞人心情憂傷
無意欣賞，反倒覺得它是障礙”依依不
捨之情盡在詞句中。
辛棄疾有著豐富的感情，他寫離別
恨的詞不少，但他卻沒有消沉在這些傷
感裹；在另一首詞就有這樣的句子：
今古很，幾千般；只應離合是悲歡？
（鷓鴣天）。能夠從傷感中自拔出來，
將一生致力於救國救民的事業上，這就
是辛棄疾的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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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的明月從東方昇起，慢慢地爬
到半空中。
黑夜裹，眼睛好像蒙住了一般。遠
望過去，甚麼也看不清，就連那天連水
，水連天的地方也消失了；只依稀覺得
在那天之涯海之角的地方，還有一座爐
辜聳立在那裹，分隔開天空和海洋。蔚
藍的天宇裹，萬里無雲，好一個廣潤的
視野，也就像整個宇宙，褪脫了她的衣
裳，赤裸裸地露現我們眼前，讓我們去
讚嘆造物者之偉大似的。看，除了可訴
心聲的月宮娘娘之外，還有那閃閃生輝
的星兒，一草一草地在爐舉背後、宇宙
的罈縫裹竄到銀幕之前來，陪伴著嫦娥
俯視著人世間的喜樂：這方面有那身軀
婉然曲折，使人見而生畏的蠍子星座；
那方又有那剛直的，指引過不少迷路人
明燈的北斗星座；還有那神秘莫ffilJ，埋
藏了不少歷史遺跡的星河，你看它，不
像是想告訴我們一個有關時間的故事嗎
？多麼的雄偉，造物者，你是多麼的偉
大啊！
造物者偉大之處不單在創造自然的
景色，它還能把人為的景色也顯得一樣
的美。就看看天之下之夜色，已經覺得
沒有半點的遜色。在近處，無論在陸地
上，抑或海面上，都可以見到點點的燈
光；由近至遠；由光亮到黯淡；有浮游
著的，也有停滯不前的；有紅的，也更
有綠的；點點的鱗光，再加上此起彼落
，此熄彼亮的變化，就像造物者與我心
靈在交構看似的，盡在不言中。
就在這令人沈醉的夜色裹，晌起了
幾片人聲，把人們從沈醉的景色裹喪醒
過來。
看，今天的夜色多美，有萬家的

燈火，更有星星及月亮！啊！簡直是如
詩如畫，令人陶醉，有如飛入仙鄉的感
覺，真是千金難買的景緻。你喜歡這景
色嗎，志浩？
正在談話的原來是敏詩和她的朋友
志浩。他倆認識於一個偶然的獵影場合
裹，至今已有好幾年了。兩人都是熱中
於追求攝影藝術中的純情境界的中堅分
子。今天晚上，志浩又應了敏詩之邀到
這裹來拍攝幾幅夜景，準備參加月賽。
你覺得很美嗎？J志浩以一種漠

然的態度同應著敏詩的說話。敏詩眉頭

一皺，顯得愕然。志浩接著說下去：
也許是美的，起碼在你的眼中。

不過，美麗，迷人，陶醉，這些說話總
起來令我毛骨悚然。也許是美的。不過
，敏詩，你可不要受美麗之神的誘惑，
但又有誰不能夠呢？．··⋯哼，你的魔力
簡直令我不能抗拒，你要誘使我去接取
你？你沒有看到你自己的內裹是多麼的
醜惡可怖嗎？
聽過志浩這番儘是誘人，醜惡，
可怖等之掃興說話之後，敏詩顯得更
加愕然，且有點大煞風景之感，滿肚子
的悶氣不知向何處發洩。她告訴自己，
美就是美，又何來醜惡或可怖呢？還是
快快架好相機，瞄好角度，拍她幾個韻
景，不然月亮躲起來的時候，就只有自
嘆誤了良辰美景了。
志浩還是呆站在原處，口裹喃喃地
唸著：美麗，醜惡，可怖⋯⋯等等
。當敏詩已經佈好了陣勢，預備妥一切
必要的工具以後，看見志浩連相機也未
拿出來·就忍不住以一點兒斥責的口胳
對志浩說：怎麼，你還在自言自語發
傻嗎？這樣的景色不拍下來才真有點暴
珍天物的感覺呢t雖然拍出來不如即景
欣賞這般有感情，但聊總勝於無呀！
她一面催促著志浩，一面已經開展了她
拍攝的工作了。心想：你不把也好，起
碼少一個人和我爭奪月賽的冠軍。
傻，志浩一定是傻了。有誰人會帶
備了相機卻不準備拍照的呢？恐怕除了
志浩之外，就連造物者也不會知道志浩
是否真的傻了。
現在週圍就只剩下一些移動相機及
快門開合的聲音。他倆都屏住氣息，靜
聽快門走動的聲音。不過一個是在思索
下一幅的構圖，而另一個則⋯⋯
寂靜總能喚起人們的一些雜憶，無
論是甜蜜的還是酸澀的。
是幾天前的早上。
熟囂的街道上塞滿了人草。會在一一個新界的墟市裹碰上這樣熱鬧的情形
，倒是志浩所未能料到的。單車的鈴聲
，菜販的吟賣聲，再加上消費者討價過
價的聲音，充斥在耳邊。朝陽的斜暉照
耀在街市上，除了勾劃出每一個人的外
形之外，更在每人的身旁投下一道美麗
的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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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理想的光源，又有遠光，要 啊！好題村！志浩心裹想：
拍得沙龍傑作實作不是一件太難之事。 一個老婦人在晨曦裹一步一步地預備踏
志浩這次總算不托此行了。只見他喜上 上整天生活的道途，不如就叫它做生
眉梢，隨手立即拿起相機，霎時間，一 活的袒子吧！哼！都是不大好，晨
對明眸已被鏡頭所取代了，而且正在向
四周貪婪地掃射，就如獵人找尋獵物一
般。不過，要覓得好的獵物，必先有耐
性，才不會錯失良機。志浩搜遍了全個
街市，都發掘不到理想題材，縱然有張
大口叫賣的菜皈，但卻不停地有人在她
面前走過，阻住了視線。雖然如此，但
經驗教訓志浩，漁翁撒網才是上乘之策
。無論是大是少，都要通吃，大量地謀
殺菲林。然後只要揀到其中有一張看得
上眼的，就是成名成家的機會了。
啪啦！啪啦！啪啦！快門開會走動
的聲音。
啪啦！啪啦！啪啦！X是快門開合
走動的聲音。
皇天總算不負有心人。志浩苦候了

整個上午的機會卒之來臨。他提起相機
本能地東走走，西走走，意圖去霸佔有
利陣地，為他攝影名家的夢想鋪路。
這時候在馬路上迎看街市走去的是一位老態龍鍾的婦人，年紀大約在六十
上下。不過邁去的年華對她而言已不再
具重要性，她甚至已經忘記了自己的正
確年齡。她的面容憔悴，頭髮蓬亂；歲
月早已在她的臉上刻下刷不去的痕跡，
在前額，在眼角邊，儘是一條條探深的
坑紋。她的咀唇，緊閉看，她的一對眼
睛，正在不停地搜索可以容納她站上去
賣菜的空位。
老婆婆愈來愈走近志浩了。志浩簡

直就是被她有韻律的動作吸引看，她的
肩頭怛看一條扁但，但子的兩頭盛著兩
籮菜，而兩隻手則恰好一前一後地按捺
著每頭的菜籮，配成一個很好看的姿勢
；還有更巧妙的：她的雙腳又竟能忽曲
忽直，忽高忽矮地配合看身軀一下一下
扭動的旋律，不太快，也不太慢，也不
太矯柔造作。既富動態美，又能給人一
種出乎自然的感覺。
和老婆婆那優美，富自然氣質的動
態有失協調的恐怕就是她面前的廣潤，
煩囂及混觸的街市。這是她的目的地，
也是她為了生活，為了幾餐溫飽，迫得
要在這裹和別人展開爭奪戰的地方；甚
至她那美妙的姿態，也就是在這混濁的
街市混過幾十年後培訓出來的。

曦的進程不是更貼切嗎？
當志浩正在興高釆烈的時候，忽然
問，遠處傳來幾陣呻吟的聲音。
老婆婆的影像在相機觀景窗內消失
了。
也不知是誰丟的果皮，令老婆婆摔
了一交，坐倒在行人道旁，流露了痛苦
抽描的表情。有好些路過的人見狀，也
就基於些少惻忍之心，圍了上去看看他
們可有絲毫作為否。但他們卻幫不了老
婆婆甚麼。
這時的志浩卻堆砌出一個滿不高興
的面容。他放下了相機，眼睛搜獲到老
婆婆的蹤影後，口裹還不停地咒罵著：
是誰這樣的該死，隨地拋棄果皮！萬一她扭傷了筋骨，她的姿態就不美的了
，那我豈不是白費了心機⋯⋯唏⋯⋯真
倒霉！J他始終沒有過去摻扶老婆婆一
把，幫助她站起來。或許他根本沒有想
過這樣做，他一心只顧著站在原處等待
，待時機一到，舉機就影。不過他也等
得有點不耐煩了，低聲對自己說道：
慘啦！假如現在還再不起來，當街道上
的人多起來，太陽光猛得不饒人的時候
，就肯定會失去晨曦那種韻味的了··一
⋯
遠處再傳來陣陣嘈雜之聲。
老婆婆在眾人的守護之下，卒之站
了起來了。人堆也漸漸的散了。她也回
復她那一拐一拐的姿態慢步地走起來。
那個袒子比先前顯得更重了，只不過老
婆婆仍然能夠把它挑起來。這麼小的創
傷算是她生活中的甚麼風浪呢！
斜暉照亮了她的半邊面部，一光一
暗地把那些生活的痕跡都清楚地表現了
出來。陰影的地方是深溝，也是高聳出
來的投影。無論如何，這就是她一生的
寫照。
滿足的神情再度浮現志浩臉上”他
洋洋得意地說：好了，好了，讓我每一個角度都去拍幾張，看看那張的劫果
最好，然後就⋯⋯月賽，本地沙龍，國
際沙龍⋯⋯嘿，那時我不就是譽滿天下
的攝影名家了嗎？哼，獲選攝影十傑又
有何困難呢？
啪啦！啪啦I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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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啦！啪啦！啪啦！
前面，左面，右面都拍過了，只欠
下背面。
志浩為了爭取時間，不待老婆婆操
著她緩慢步伐經過來，從而拍攝她的後
面，卻拔腿跑向老婆婆的後面。
也不知道是甚麼驅使志浩要選擇這
樣的途徑，但她倆卻在馬路上打了一個
照面。
老婆婆的步伐忽地停了下來，身軀

停止了擺動，雙手也從籮子上放了下來
。一雙的眼睛也就停止了轉動，定神地
望著志浩，也望著他手上的相機。
這一望不知傳達了多少的訊息。老
婆婆的一生，她生活的意義，都能在這
短短幾秒鐘裹從她的眼神裹閱得出來。
志浩也就愕然的停了下來，站在離
老婆婆相距不到．三呎的地方，眼睛好不
自然地向四周張望，好像要向老婆婆表
示他只在搜索獵影的對象，別無他意。
但他的內心裹卻直冒著冷汗，顯出一股
焦慮與不安：她知道我在取她作為攝
影對象嗎？唏，知道又何妨呢！難道我
沒有權利去欣賞她美麗的姿態嗎？
老婆婆這時的神態比任何一個時候
都具攝影學上的美。但奇怪地，志浩始
終不敢舉起相機，按下快門，完成他十
傑的美夢。他心底裹的焦慮，矛盾；對
美，對藝術的曖昧態度，都不期然地從
潛意識裹表露了出來。
而另一方面，老婆婆卻一直未有動一勁口唇，說過任何一句說話。她只是

以一股令人難以抗拒的眼神望著志浩，
無數的光子有如化成音波，好像要告訴
志浩：
年青人，你為何要以我作為你的

模特見呢！你只顧著培植自己藝術上的
造詣，成就；但你有否質詢過自己，你
的成就是從何人身上得來的呢？一切的
美不都是萬般醜惡堆砌出來的嗎？可憐
的就是你只能看到它的表面的美，而不
能深究內裹的醜惡，只圖去歌頌，去讀
嘆，卻不在頌讚之餘，去咒罵造物者之
殘酷。我的一生雖然只在貧窮，痛苦，

失落之下打圈子，但我覺得這是有意義
的，因為我已經知道甚麼叫人生，我已
品嘗過人生痛苦的一面，與及快樂的一
面。而你呢，年青人？你知道人生是甚
麼嗎？你只懂得去歌頌人生的美，只懂
得去將自己的成就建築在別人身上？生
命的意義不單在找尋快樂？哼！造物者
，你除了殘酷之外，委實還是太胡塗了
0J
這一望，雖然只維持了短短的一剎
那·，但對志浩來說卻有比年月之長，很
難才能熬得過去。如是者雙方默默地對
望了一陣，志浩見她沒有發聲，也就不
以然，轉身想走了。
就在他轉身的一剎那，後面突然有
些聲音叫住了他：唏，小老弟，你幹
嗎這樣快就轉頭走呢？J
是老婆婆的聲音，志浩嚇得冷汗直
冒，連忙掏出手帕抹抹額上的汗，心裹
想：你是要向我索錢還是要取同菲林
呢？索錢還可以，要同底片就萬萬不能
了。但是他仍故作鎮靜地同應看：
是你叫我嗎，老婆婆？有甚應事

呢？
是啊，我還以為你是前來想買我

的菜的，不是嗎？我的菜很新鮮，是剛
從菜地上割下來的。來，試試看”
哦！多謝了，今天我不大想吃生

菜⋯⋯
志浩急急地答過幾句話之後，就慌
忙轉身拔腿走了。只聽見老婆婆在後面
喊道：晞！小老弟，你為些走呀！我
的菜不新鮮嗎？同來，我減些價錢給你
！同來呀！小老弟！
離開了也有四、五十碼之後，志浩
才敢同頭望一望。只見老婆婆已經開了
腳步，但雙眼任然望向前方，似乎是向
志浩這方面望過來。她似乎還有滿肚子
的話要跟志浩說。
志浩已經不再同頭去顧盼了。但無
論如何，老婆婆的影子都不能在志浩的
眼前除掉。她現在就好像是站在康樂大
廈之天台，向看志浩揮手。
啪啦！啪啦！啪啦！

敏詩已經預備收工了，她今晚斬獲
甚大，面露出一種滿足的笑容。當她看
到志浩還是呆若木雞地站在那裹欣賞夜
色的時候，就忍不住說起悔氣說話來：
志浩，你下次都是不要應承我應邀來
影相了，免得我掃興⋯⋯但是，她心
底裹卻在想：你不影也好，免得你要
和我爭奪獎牌。
不過志浩好像早已摸清敏詩心理似
的，可能他自己經歷過同等情形吧。他
壓低了嗓子說：敏詩，你盡情去影吧
。我玩相機玩了這麼多年，也有點兒夠
了，甚至有過膩之感！
他倆收拾行裝下山了。
志浩仍舊在喃喃自語，好像要對造
物者挂訴這一切：
今晚的夜色可真美麗，但有誰知

道是由多少的醜惡堆砌出來的呢？有誰
知道，在這夜色掩擭之下的花花世界中
，有多少人正受看社會的壓迫，剝削；
又有誰知道有多少人對燈沉思，對看這一盞為整個海港添上美姿的燈火，在替
明天的生計發愁，在趕做多一點，去賺
多少少的錢？有誰知道呢？
地球上的一切，本來就是不公平的

我能讓我的相機，
不單止坐視
更加重這巨輪的壓力嗎
造物之主
假如你存在的話，
求你作個公道，
告訴塵世几人，
生命不就是享樂，
幸輻不盡是美滿。

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

斤斗《
J才劇
rr’蓄
;

：騙必斗騙斗興一州網鴃戶坤個悶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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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談 TUTORIAL

大細傻
大傻：Tutorial，問乞嚼問題？
細傻：不消提了，與tutor不和。
大傻：七咐牙姻呀？
細傻：我同但意見不同，所以與他爭
論，不知不覺講噓一句you
arewrong!,!J

大傻：

細傻：
大傻：

細傻：

大傻：

細傻：

嘩！你話但錯呀！應該婉轉些，但那時咪好期7
面口變晒，今次實行零分。
杜麗莎說肚裹有蝴蝶：騰騰震
。你當時有有震？
震就有，但倒像食噓條蚯蚓：
籮籮暖。
傾噓咐耐，重未知你喲討論的
是甚麼Fun嚼？J
rFun?Foolish, Useless, Non-

sense·就真！

七八年飲思編委會

寺

令

今

顧 問：李明真醫生
總編輯：雷聲響
編 輯：伍于健 何汝祥
秘 ，：葉麗嬋
財 政：劉少懷
宣 傳：方平正
流 傳：馬燦忠
去屆代表：伍志誠
採訪組：
黃偉忠 張肇昌 陳健榮
謝成霖 張煜棠 陳偉雄
關鼎樂 容振權 謝喜兒
專題組：
胡兆雲 黃洸照 周樹立
袁寶榮 張桂杰 劉錦城
陳建忠 ．馬國輝 郭天福
何兆偉 鄘潤德
美術組：
袁銘強 關鼎樂 方平正
麥國恆 程斂泉 余國照
文藝組：
鄘沃林 黃就明 鄭明銓
易餘慶

馬燦忠
單宗佑
王 碧

廖慶榮
何柱樑

劉少懷
李憲中

張錦流
顏繼昌
周永信

林紹良
梁潤森
郭寶賢

唐漢軍
鄭健強
招錫中

胡兆雲 單宗佑 孫偉盛

丘國維 董偉傑 吳鴻深

"Enteredthe HKU Medicine
Faculty?oh! WhatamarvellouschaP
youare!"exclairnedsomerelativesof
mme。"Hello! Buddingdoctor!" mycou-
singreetedme."Don,t forgetto chargemeless
shouldyouattendtomesomeday,
would一e doctor,,, mutteredoneof
myfriends.

Manyofyou, 1guess, wouldhave
comeacrossthiskindofhalf-mocking,
half-praisingcommentsandc叩ldbut,
at thosetirnes, smilethemaway. No
matterhowyougotintoMedic一by
wrestlingwithyourPhy一hem·Bi, all
day, byatrans·oceanicflight,oreven
by'rolling, incomfortably一people
apparentenvisagethatyouobeythe
equation:

MedicalStudent= Doctorw州ch
unfortunately, asyouyourselfknow
(evenif youdidn,t comeftoma
Maths. class), 15beyonddoubtun·
balanced.Asamatteroffact,between
thetwopopulartermsliesa long州ndingandundulatingroadthatpre-
sumablyyouand1havetotravel.

Perhapsyou mightthmkl,m
talkingthroughmyhat, conddering
theexceedinglylowmortalityratein
M.B. exams., butneverthelessyou
can,t jUstfoldyouranns, hopingto
restonyourlauI'els,othe州iseyouwill
fmdyourselfbecomingascapegoatof
yourlastacademicexams- , desPite
themanyonesthatyouhavebroken
throughsinceyouenteredschool.

Thefirstfortnightofmymedical
studentlifesawmebu斗likeabee.
AndtheStUdentCoun"llingUnit
mightfeelaightcomfortshouldthey
knowthat1had, astheyhadad誠sed
studentssomet加es, fixedthealarm
clocktoshortenmys一r．eepto7,
6andthen5. Ut mesaythatl,mnot
boasting, sincethetime1 actUally
spentonreadingtextboohonly神
mainedconstantasl eptlessandle".
Certainlytherearesomehall, faculty
andclubactivitiesthatonemust
participateinandit 15desirablefor
thosewholiveinhallstospendanight
or twoat home, evenif onejust
wantedto have‘加界ctionsofhigh'calorificvaiue,. (rememberwhatProf.
Boydetaughtyou?) Allinail,onehas
tomakeaw波，comprom加ngbaianCe
betweenstudiesandotheractivities.

Ustt加e, whenl牌tumedhome
fromHallfordinner, Mothersaid,"Youlookhun胛asthoughreleased
fromStanley.,, 1thoughtforaw汕e:
indeed, one'5stomachhastobefilled;
but化lingone'5mindwithknow細d ，
reasoningandidealswouldprovetobe
a muchtougheryet而portanttask
throughoutthelongmarchtoone,s
destination.

TheEditorialBoardwishestothankthespecia- supportot。，axoHonBKonB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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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好威風，
望住Medic係咐衝，
終能平安地把關過，
姨媽姑姐話我有天聰。

H電O•《

唉！惜英雄被困筍箕灣，
朝早上堂趕到氣沖沖，
成身臭汗唔在講，
最慘Lecture又唸喘夠錘

於是拉埋幾位手足，
齊齊夾錢去把樓供，
原來租金幾昂貴，
生死存亡靠晒份Loan。

娣落環境都唔太差，
背山面面食正北風，
高高在上十四樓，
並且位於交通要衝。

雖然設備唔多繁復，
但係置Hall都唔輕鬆
數張紅底轉眼就失綜，
論落娶妻都咪咐忽忽！

十位手足合作分工，
洗屋洗到隔磷流水淙淙
朱太過來XYZ ,
我地即刻九十度鞠躬。

起初生活唔多協調，
皆因好多設備皆欠奉
早上起來要打衝鋒，
爭番個正位把臉沖。

垃圾塵埃有人清除，
報紙Notes搞到亂籠，
值日制度唔多有效，
皆因慘過去做苦工“

平時在家十叫九唔郁，
在Hall吳水燙到底穿窿，
石油氣又漏埋出嘆，
打開窗門就往樓下Zone"

四人迫埋一間房仔，
活動地方唔多充足，
上格間中跌下哪落嘆，
但又唔係話大贈送，
下格變成大眾旅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夜間又有人發開口夢，
語無倫次在發嗡瘋。

'

印

必

夜晚忽史達到巔舉，
結他Hi一Fi重晌過鬧鐘
嘻嘻哈哈怪叫幾聲，
有時寧願埋落青塚。
可憐朱宅睡得正濃，
被我地吵醒重以為發夢
其實這些值得檢討，
務使大家樂也融融，
晚上遲馴已成慣例，
朝早起來日已在半空，
返到Medic坐在最後
座位未熱就已見周公。

晚上回Hall軟過條虫，
填鴨教育硬把腦子充，
你咪當我係神童，
實則我地腦袋空空。
間中就開叮大護飯，
Set定budget唔到你豐，
斬瓜切菜論盡過阿婆，
造起筷子就靈舍勢匈，
威力重緊要過龍捲風，
出手稍慢碟裹早已空，
咐樣食怯遲早會胃痛，
等於同自己裝彈弓．。

McdsoUnion呶活動，
我地大都會去接觸，
這是住Hall的最大益處，
萬勿變了蛀書大虫。
平時讀書懶懶閒閒，
Tutor. T必rmT韶t險被活捉，
堂友齊Form個StudyGroup
集合資料力量充足，
年初一返Hall鋤M. B. ,
人地以為我地發瘋，
唔怕利是拒少幾封，
最怕題目出得有陰功！

ParaclinLecture疏過疏窿
夏日炎炎實難用功，
加埋架電視娣餐懵，
重疏乎過二世祖宗，

為免暑假要納空租，
住埋3rdterm我地就要Zone
Termtest之後慌忙執拾，
轉眼之間人去樓室。

唉！顯赫一時今朝散，
此後堂友各自東西，
惟有抉定把身家分，
只留幾斤爛鐵斕銅，壤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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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一項工作做完之後，各參加者
都會獲得一些片面的感受，其中有困惑
的、也有滿足的。他們的片面或大或小
，但都是不同的；所以每當有人說出的
意見時，總會有人擊節贊同，亦有人拍
桔抗議。
聽了別人的感受，籌備中的
片面便好像隨之而出了。
在瑪禮遜館內，有位同學提出了一
個鄉村學習計劃來，但轉眼間，便
在愉快的氣氛中湮沒了，其後，微波再
起，筆者便在萬賴無事的心情下，參加
去一了。
是次計劃的基礎，是建築在一團團
的理想之上：有著了解鄉村生活、自我
教育、為鄉村工作、提高村民的健康衛
生常識等的目標。熱心的同學不時提出
了善意的忠心說：你們理想太高了。
而筆者也覺得計劃的目的太多樣化，
欠缺了鮮明的焦點。
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
銀兩的籌集，就當然要大費文章了。今
次是採用募捐方式。在籌欺過程中，首
先是向醫學會開刀，但是因為財政
預算高達三千五百大元（包括膳食費）
，令人聽了不禁嘩然，而醫學會當然不
可能用這麼多的金錢來資助一個活動，
又可能同學們都沒有應付這類商討的經
驗，於是當時的氣氛甚為尖鏡，而酌量
支持的問題也就疏忽了。也曾有提議向
銀行或其他商業機構籌措經費，但因缺
乏醫學會或班會的名義（是項提議難以
在醫學會或班會中通過），於是上述的
生財之道，也祇化作海市蜃樓了。尚幸
得到Pre一clinic的老師們和班中同學的
幫忙，財政問題便安然渡過了。（後來
醫學會曾經提出捐助的意思，而健康委
員會又擬予資助，結果容後再述。）
大澳本來就不是計劃的目的地，原
先的地點是大澳門。但後來經過多方面
的探索，發覺大澳比較適合，於是今次
計劃，便定名為健康的大澳。
在整個計劃的發展過程中，籌備的·
同學發覺了自己力有不逮，於是便找其
他班的同學幫助。負責的同學很多謝他
們所提供的寶貴經驗及意見，使健康
的大澳發展得更完美。（至此，計劃
中的經費已經充足，因此醫學會及健委
會的資助行動，也就取消了。）
廿七日的濤備工作，一天一天的過
去。在時問的倉促，及負責人缺乏經驗
的情記下，健康的大澳便患上了先
天性的不足，也種下了日後出現錯誤的
根源”
七月廿五日，他康的大澳實踐

了！是日，風雨交加，往大澳的渡輪也
因而停航了。同學們不但沒有因此而卻
步，反之，他們彿著八箱日用品、四箱

顯微鏡和各人的隨身行李，經梅窩，擠
上了限載四十九人的大嶼山巴士。望惑
澳而進發。
雖然愛娜絲在海外遙望香江，
但個別的同學仍然在停航之前，冒著風
雨，單身趕入大澳。後來更有高年級的
同學，為了我們的講座，較腳入營，同學們參加的熱誠，真令人鼓舞。
八號風球兩度高掛，同學們不得不
被困在石仔涉街黃老師的家中（他們住
宿的地方）。在這段時間內，磷居們除
了聽到跳土風舞的腳步外，還聽到他們
研究講解資料，討論工作目的，及修改
日後大計的聲音；而每次八號風球高掛
之後，負責的同學也致電大澳警署，隨
時願意協助警方，為大澳工作。
同學分頭做事，不時交換工作。其
間，最主要的包括宣傳、家訪和展覽。
宣傳的工作大致上令人滿意，但其餘的
便備受詬病了。
家訪中的問卷，原意是為認識大澳
而設；其中的內容甚為瑣碎，有著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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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味，當然不可能滿足各同學的需要，而且因為人手變動太大，補充的問題
及問卷的主旨，便不能傳達到每一個人
的手上，於是：大澳的情髡是千遍一
律，悶死我啦。和家訪沒有意思。
等的說話便經常聽到了。但請勿忘記，問卷只是用來指引我們，並不是局限
著大家，主持的同學也曾要求大家在家
訪時做宣傳及灌輸健衛常識的工作。筆
者最贊成，心中若有苦惱便在討論中說
出來，因為悶在肚中，或日後提出，也
都是於事無補的。
展覽開始之日，熱鬧非常，過百的

小朋友互相追逐嬉戲，展場變成了兒
童中心；其後來的老年人（以老婆婆
為多）目的又祇是來看醫生，於是展覽
的存在價值便出現了疑問。雖然情況逐
日好轉，但仍然是未能滿足理想高的同
學的要求。理想歸理想，展覽是成功
的，這是很多同學的意見。因為在八
月三日的問答比賽中，大澳的小朋
友們能充份地，表現出對展覽內容的認

識，他們能清楚而又天真無邪地，解說
月經及受精過程，就是在場的黃老師，
也微笑點頭；至於成年人，他們是可以
耐心地坐下來，靜聽同學講解健衛常識
的。（因展覽變動過程複雜，若有興越
或疑問者，請詳閱展覽報告，各負
責人皆歡迎借閱。）
弱智問題根本不屬於健康的

大澳的一部份。我們對弱智兒童的
幫助不大，不要打擾他們。這是負責
人和初期入營的同學的意見。但後期入
營的同學卻認為：弱智問題在大澳相

當嚴重，應該做家訪。於是，黃老師
的家中，便不時傳出鏗鏘地討論的
嘈音。而大澳鄉事委員會秘書的說話是
：希望你們在沒有確實的幫助之前，
不要做家訪，他們被訪夠了。可是還
有同學認為：因為醫學會的弱智計劃正
在進行得如火如荼，我們就不要坐失
良機，而且更有人說：家訪後，就
會訂出進一步行動的計劃來。筆者不
懂他們的意思，但祇希望欲在大澳為
弱智而工作的同學三思。
雖然上述的問題是出現了，但是
大澳的工作還是頫利的進行，而整個
計劃在八月四日便完結了。隨著便是一
連串的檢討和工作報告。
同學參與的目的是關連著整個計劃
的成敗。所以也是檢討的第一個要點。
綜合他們的目的，便有：服務社會、認
識大澳和目標未明等。當然絕大部份的
參加者，都是本著服務的心情而去大澳
的，但在工作做完之後，同學們又得到
些甚麼呢？日後的回味？一些感受（泛
指一切的感受·）？還是在大澳種下了深
摯的友誼呢？希望同學們在忙著參加其
他活動之前，仔細的想想。
檢討中最重要的一項，當然是計劃
的成敗。筆者對此的評價是：它成功
地為當地恬靜的生活平添了一些漣漪，
也點綴了同學底悠長的暑期。根據
健康的大澳的所定目標，計劃是成功
的。當然是次的活動，有著無數的缺點
，如：參與者未能完全了解工作的目的
，工作人員不停更換，工作時間的過長
和缺乏同學間的溝通。但是次活動給同
學帶來了寶貴的工作經驗及互相了解的
機會；至於大澳方面，小部份的居民是
會有所獲益，（例如：小朋友們有一個
愉快的暑期，他們學了些健衛常識，有
幾位還和我們交了朋友；而年青的女工
們也獲得了一些急救常識和友誼）；但
在認識問題方面，就有膚淺的感覺；但
願同學們在下次類似的活動中，能得到
更美滿的成果。
雖然，在今次的活動中，出現了不
少意見分歧，和工作未能合拍等情形，
但這些都只是健康的大澳的一些花
絮。但願大家明白到，若要工作完美，
就有賴衷誠的合作，和坦誠地討論。此
文的目的，是希望述明一些大澳的
疑問，和表達一些筆者片面的感受，當
然上述的，並不能代表全體負責同學的
意見。文中若有不當之處，敬希各位原
諒及予以教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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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問題：病人時常批評在
他們還沒有說完病情前，醫生已開始處
方，及得不到醫生對病情的解釋。這些
主要是因為醫生工作繁忙，平均要在三
分半鐘見一個病人，所以對一些容易診
治及輕微的病盡快處理，但如果主診的
醫生是有責任感的話，對一些比較復雜
或嚴重的病例，他是會花多一些時間的，因此總的來說街症的質素實在不下於
私家醫生。但事實上也有一些不太負責
任的醫生，這反映了服務水平的保證問題，私家醫生和病人之間有著直接的經
濟關係，他們的病人可以選擇自己認為
可靠的醫生，但是門診部的醫生是受僱
於政府，病人只可以選擇是否到門診部
求診，而沒有直接選擇醫生的權利。

問題可能會更為嚴重，，病人在醫生介
紹到專科門診部，須要到該門診部登記
及排期見醫生，除了一些經介紹的醫生
診斷為癌症的病人可以排快期外，其他
的都要等候兩星期或更長的時間才可看
到醫生。這長時間的等候尤為嚴重，因
為病人在給介紹到專科醫生而未有得到
診治前，對木身病情的掛慮及精神負坦
必定很大，而他們更沒有選擇看私家專
科醫生的能力，因為診金將會非常昂貴
" )
從醫生的角度看，門診部有一些可
以或須要改良的地方，一方面可以吸引
更多醫生加入服務，一方面可以提高服
務的水準。

輪候時間：這可以分為兩部
啟思記者

近年政府的普通科門診服務
時常成為大眾所針對的問題。主
要批評的有三方面：服務的質素
問題，輪候的時間長及拿不到籌。當然這些批評都有其根據、但
時常有因為理解不深而流於片面
或表面，或就一兩個事例而概論
整個服務。

輔助診斷化驗：如果一些
複雜的化驗如鋇餐，旭囊做影術等，一
來可以診治一些現時需要介紹到專科醫
生的病人，以減輕專科門診部之擠塞情
形，又可以提高工作之自我教育功能。

工作量t現時平均見一名病人
的時間為三分半鐘，這包括了問病歷、
身體檢查，處方，填寫化驗表格及病人
進出診症室的時間。如果見個別病人的
時間加長了，不單可以提高工作的自我
教育功能，還可以通過對病人的病情多
加解釋而提高市民的醫學知識水平。

工作輔導：普通科本身是一
門專科，所以上級醫生的輔導是有增加
的必要。

編者：為加強了解普通科門診
部（即所謂論街症）的工作情形，我們特
別訪問了醫務衛生處的A• i“恤nt r-
跋tor，合，刃b- Tang，及一些現
任或曾任職於普通科門診部的醫生。主
要根據Dr. TaUg的訪問記錄寫成了
C細齜ralOutPat記ntCliics一文，
而街症J總結了其他醫生對工作的感
受及意見。

份，輪籌的時間及輪候見醫生的時間。
病人要很早輪籌主要基於兩個原因
：部份病人希望得到最早的籌，這是病
人本身的意願。其他的病人恐怕遲了便
沒有籌派，所以很早便到診所排隊，這
反映了服務數量的不足。因為診所方面
時常有對拿不到籌的人數作出統計，所
以醫務衛生處對這短缺問題比較清楚，
應該盡早作出補救。
輪候見醫生的時間可以說是無可避
免的，尤其對那些希望盡早見醫生的病
人。例如早上第一號籌的病人於九時見
醫生，拿最後一張籌的病人自然要十二
時過後才能見到醫生無論該醫生每三分
鐘還是十分鐘見一個病人，對那些恐
怕拿不到籌而提早到診所輪候的人，如
果診所及醫生的數目是增加了，令病人
在十一時或以後還可以到診所登記，而
不必袒心沒有籌的話，這個輪候的問題
便可解決。現時每間診所都有一些時間
表說明籌的號數及大概見醫生的時間，
可以令一些居所降近診所的病人不必在
診所等候，但這也只是治標的方法而已
· （就輪候問題部份曾於普通科門診專
科門診部作，但現時已轉到醫院工作的
醫生指出：在專科門診部輪候見醫生的

醫療記錄：對大部份病人，
記錄是不必要（對診治沒有多大幫助，
如咳嗽，上呼吸道感染等）或不可能（
因為病人的流動性很大）。但當主診醫
生認為醫療記錄對某一病人的診治有幫
助時，或一些化驗結果須要記錄時，診
所方面應該可以提供有關設備。一個臨
時補救的方伕是病人可以選擇診所裹的
某一名醫生（而不是病人按次序分配給
診所裹的醫生），使病人覆診時可見上一次診治他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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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北 京 團 後 的
一 些 感 受 小愛神

今年八月有機會隨醫學院北京團返
國內，我感到非常高興。雖然這是我第一次踏足祖國的土地，但內心卻有一些
莫明的親切感。
我們遊覽過很多風景名勝區，例如
西湖、長城、故宮等等，也到過醫院、
工廠參觀。國內雖然很多方面都很落後，人民生活水準普遍很低，物資供應在

質和量比起香港來說還有很大距離，但
它亦有很多值得我們欣賞的地方。
在上海時，我們有機會到第六人民
醫院參觀，與數位研究斷肢再植的醫生
及曾經接受過這種手術的病人座談。王
醫生對我們說這種手術有時需要連續做
三十多小時，手術有時經過數次失敗後
才成功。雖然很辛苦，間中亦有令人灰

心的失敗，亦沒有甚麼金錢物質的支持
，但他們有的是精神上的支持，了解到
病人的痛苦，了解到勞動人民的手腳對
於貢獻國家建設的重要。這種一心一意
為人民解決痛苦的服務精神是值得我們
學習的。
南京長江大橋為這個龍蟠虎踞的古

城增添了美麗的姿釆。這條橋沒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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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亦祇是一條通汽車，火車的橋。
但它卻有深長的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人
民的智慧，因為曾經有外國專家認為南
京長江這樣急流的波很下起這樣一條橋
比登天還要難；它也標誌著中國人民自
力吏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因為這條橋
連一口螺絲都是國民自己製造的。
當登上這一條橋，我忍不住與數位同學
在橋上跑了數百呎。
北京是中國很多朝代的政治，經濟
及軍事中心，所以文化色彩特別濃厚。
到過故宮，天壇，長城，十三陵的人都
大讚這些建築物偉大，雄偉，美麗。但
這些讚許應讀是給古代的勞動人民，沒
有他們雙手，我們今天那裹會看到這些
標誌著中國文化的偉大建築物呢？
我覺得今次旅遊的最大收穫不在於能夠參觀風景名勝友那些偉大的建築物，而在於我能夠比葬深入的親身地體驗到生活在另一種制度下的同胞生活究竟
是怎樣的。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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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一大拿任勞任態，默默地不斷支援
看醫師的醫事技術員，他們的工作，與
醫生的診斷實在息息相關，編委會特定
約了一位從事病理學系血液學科化驗部
門工作的化驗師，把這種唇齒相依的關
系，從他的實際環境的角度中反映出來
，使我們能正視這種關系的重要性。此
外，編委會謹向這位化驗師的投稿致謝

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的病理學院包括
有多個大部門，而其中都提供了有達世
界水準的各項醫事化驗技術。病理院包
括的部門計有：生物化學科、徽生物學
科、血液學科、活體組織檢查、組織病
理學科，並且加上最近新成立的免疫學
科。而醫事技術也在各學科上作同樣精
細的分類。以便醫生在診斷病人需要及
各種病例上提供多方面的化驗服務，並
加強醫生對診斷病人的無誤性。所以各
部門的化驗技術應該是備受關注的！一
切報告結果的忽晷都能影晌醫生在斷症
及治療上有莫大的關鍵，而結果受害人
不難就是希望期望早日遠離死神的病人
了。有可能因為各部門的分類太多，因
此會令到一些初入實習期的醫生們有某
程度上的混亂。本人工作於血液學科化
驗部門。有天早上接到這樣一個實習醫
生打來查詢的電話：喂Haematology，請問做SerumIron用甚麼樣的血樣
本啊？雖然是那麼簡單的詢問，但裹
面已犯了幾個不同性質的錯誤，首先問
者未有全面了解到血液學科所提供有那
些化驗服務，其次SerumIron分析應
屬那類型的化驗，最後問到用甚麼樣的
血樣本就有點令人笑不出來的感覺了。
因此時常做成樣本對其要求所作的化驗
有貨不對辦的現像。也就多時形成
退貨而帶給來的就是化驗結果的延遲以
及醫生和技術員間在接受化驗報告及樣
本做成無間斷互相間的埋怨。雖然大家
並沒有在工作上有正面的接觸，但因為
雙方面對彼方的工作環境、特性和需求
未有一個完整性的了解，所以做成雙方
面在醫療工作上失去統一性的動向。也
可以說是各自為政了。例如，在醫生方
面，很多時因為病人的增多，工作繁重
，所以只求一次過完成常規性的抽取病
人樣本。而醫事技術員，因為樣本不斷
地增加，而但求機械地完成發出報告結
果，忽晷了對醫生診斷的吻合性到達一
個怎樣的程度。

干擾時，都肯定破壞各項化驗工作的完
成。試舉下列各例子：例一，醫生們為
要完成其常規工作而過早抽取血樣本，
又未能及時送達化驗室或受制於化驗室
的規條未能及時接收樣本，因而令到血
胞朽壞。最簡單地就會令到紅血球，白
血球數量減少。跟著白血球分析也就不
可能完成了。血板，血沉量等各項數值
相繼失準。例二，本人有時總覺得有些
醫生不大理會各項化驗對其屬病人的病
症的實際關係而濫用其權力去要求技術
員完成化驗表格上所註有的化驗項目，
並以純熟的手法去剔滿整張化驗表格。
所以有些時候令到我們不難對如此做伕
的醫生們的決斷性有所懷疑。故此站在
醫事技術員的立場，為要減輕本部門的
過重負怛而又要令那些緊急化驗項
目盡快送出，我們不得不要在所要求的
化驗項目上有所取捨。例三，本人又覺
得有個別醫生自求盡快將報告夾上排板，以應付大醫師的巡視而濫寫緊急
二字於化驗表上而不理會病人病症的當
時實際需要。在病理院內各部門人手似

乎很足夠，但各部門的合格醫事技衛員
還是很缺乏。原因就是各部門都要負起
訓練見習助理技術具的任務。所以一個
合格醫事技術員在其部門中通常肩負雙
重責任。其一、是盡力完成當天常規工
作，其二又要擭帶訓練只有理論而缺乏
實際工作經驗的見習及助理技術員。而
且在某些技術工作上又受法律所限，令
到合格技術員的工作在某程度上是不能
為那些見習員所能去代替。如遇有人手
缺乏的現像，則整個化驗室的工作負荷
都會加重。在各部門的醫事技術員有說
不盡的困難，而醫師們對我們要求也是
那庭的重。但他們對各學科的化驗工作
程序所知悉的又是那磨的不足，我本人
因此建議醫學生在實習前最好有些機會
去稍為認識一下各化驗室的環境，並了
解一些重要並比較常規性的化驗操作程
序，作一個各部門的巡禮，以使將來在
實習及行醫期有效地運用各項化驗服務
，令到醫生及化驗技術員之間的合作能
愉快，以達到加強診斷病症的預期效能，並大大提高其準確性。

勿9煙贓才。已《計ee滅丫se悶丫日e戚丫日e咸丫日e濺丫日e夜r日e濺馴ge咸丫日e膚馴e6綢丫ee《馴9色濺
病理學系

在世界各地方各項的醫療輔助以及
．事技術隨著醫學界日新月異的發展，
不難使到其地位及在醫學界的重要性不
斷地提高；並且會令人感覺到尤其是醫
事技術在醫學界中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
份。兩者之間可以說有依附相存而且是
並行的。醫科在各方面的成就，加強了
醫事技術的進展，而醫科在成就的過程
中，卻有賴醫事技術的現代化的促成。
其實醫生和醫事技術員兩方面的工作效
果都可以大大地影晌對病人的診斷及各
種治療方怯。隨著現今醫學界不斷地創
新及機械化的工具以減輕醫生們的人力
負袒，而醫事技術也不斷地以同等速率
去實施機械化，以加快各項化驗報告的
完成和得以減輕各技術員在人力上的負
袒，並且同時增加各項服務的準確性。
雖然話說如此，但在我個人的思想中，
醫事技術員和醫生在地位上有著探長的
高底分別的綠故，以使到醫事技術在醫
學界上的地位也就好容易被看作次等級
而不被看作醫生們所必須有所依賴作為
斷症的工具。因此有時當醫生們在疑難
中，就有待化驗報告的奇蹟，但一旦遇
到醫生們經驗所達的病例時，他們就好
容易失去運用各項化驗結果作反證的途
徑。因此在這時候所得到的報告成為可
有可無，或當大醫師巡房時在排板上的
裝飾物了。因此可以大組地說醫事技術
報告的價值在各醫生眼中有在層次上的
差別。

班際游 泳比賽 啟思記者

十月二日，星期一，是Interyear
AquaticMeet．那天一早，天文台便
將高懸之三號風球除下，換來的天氣再
不是風雨交加，而是風和日麗。
比賽在下午五時三十分開始，泳池
兩邊雖乏座位，但大不乏人，站立看各
年級之啦啦隊。八一同學豎起其勢如
破竹旗幟，增加其聲勢；八二同學也
以其八二旗為號召，雄栽於一邊，
喊出其多花欽的口號；八三同學也不示
弱，在一角叫喊其佳作。

比賽過程相當精釆，各泳手都盡其
所長，大展身手，再加上啦啦隊的鼓舞
，使整個比賽高潮迭起，絕無冷場，尤
以接力賽競爭為劇烈。終於，經過了多
場大戰後，各泳手與啦啦隊員都有筋疲
力盡之感。而結果是八三與八二瓜分了
男、女子冠軍，總冠軍則屬於八二同學
從這次泳賽中，可見到同學們的團
結，在這融洽的氣氛下促進了各級同學
的友誼。最後，預祝這游泳比賽明年舉
辦得更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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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醫學會主辦的北京團曾到
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參觀，除了聰到精
釆的斷肢再植科技介紹外，還到病房與
手術後的病人交談，又在醫院安排下與
康復了幾年的患者座談，得益不少。在此寫下一些簡介和感受。
斷肢再植科技簡介
斷肢再植是創傷外科領域中的一個
新課題”早在一九三年HoPfner就
進行了完全離斷肢體的實驗研究，但沒
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六十年代以來，很多
國家的醫務工作者，先後進行斷肢、斷
手再植，取得成功。中國在一九六三年
開始成功地接好了斷手，並恢復了肢體
的部份功能。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是斷
肢再植的發源地和在這方面最先進的單
位；自一九六三年一月至一九七一年十
二月，該院進行斷肢再植共94例，成功
率是84.04俗，最長的缺血時間為36, 1、
時。
斷肢再植手術前的工作
斷肢再植手術能否順利進行，與現
場搶救，運送，以及急診室的初步檢查，全身與局部情況的處理有密切關係。
手術前的工作包括：
（一）急救處理 肢體能否存活取決
於斷離部份組織在失去血液循環
的狀態下細胞是否仍能保存活力。因此必需儘量保存斷肢濕潤和
冷藏（如外間溫度低時則可用天
然冷藏），避免細胞發生不可同
逆的變性。

（二）麻醉
（三）清創術 細緻，徹底的清創，
對斷肢再植很重要。如果在離斷
面上留下許多失去活力的組織，
那麼手術完成後，在縫合部份就
有一個壤死組織的間隔，便會影
晌愈合，引起發炎，腫脹，影晌
血液循環，可導致肢體的壤死。
清創術，不單是治療的重要步驟，也是對斷肢各部份組織創傷情
況進一步的全面了解過程。

（四）血管床的了解 根據血管沖洗，血管造影（Angiography) ,
骨折部位與表皮的完整性來確定
肢體血管床的通暢情況，並在再
植手術前，對引起血管床不暢的
原因作相應的處理，有助於恢復
接駁後的血液循環。

張幼翎
環。所以必須接通足夠數量的動
靜脈：保證有足夠流量的動脈供
血，而又能維持相同流量的靜脈
同流，便動靜豚之間保持相對的
血流平衡，否則接合部份便會發
生腫脹。又因為動豚血壓比靜脖
高而血流快，一般的手術都是先
多縫合靜脈，然後再縫合動脖的，這樣，可以在在縫合動豚後，
讓血液由靜豚回收，防止靜脈血
的郁積和減少失血量。但個別缺
血時間很長的情況下，為了肢體
能夠早得到血供，則需要交替進
行動靜豚的縫接。

（四）神經的修復 ·神經的修復是再
植肢體後期恢復的基礎，應儘可
能在再植手術時一次完成。

（五）皮膚覆蓋 早期的皮膚覆蓋，
是預防感染，減少疤痕，並為後
期的修復手術創造條件的重要措
施。

手術後的處理和併發症
（一）全身反應 主要表現可能是血
容量不足，急性腎功能衰竭，脂
肪栓塞，血漿蛋白過低，水電介
質平衡失調，感染以及其它臟器
合併症。

（二）局部情況 再植肢體可能發生
腫脹或感染。

（三）物理治療 幫助恢復再植肢體
的功能。

;，用口熙，甲網戶啊鬨•響 叮口• 豐口口口觔榆妒r
（二）姆指再造 姆指佔手的工作能
力50彩，所以對勞動人民非常重
要。倘羲姆指傷損嚴重致無怯再
植，可把患者腳趾切下接駁在姆
指的位置。做這類手術必須加倍
小心，因為倘若把患者的好腳趾
切下而接駁不成功，患者會埋怨，而醫護人員亦難以向患者交待

（三）肢體移位 倘若患者雙肢同時
被嚴重碾碎壓傷，則需按情況而
儘量恢復其中一肢體的完整和功
能。例如患者左小腿與右足被嚴
重碾碎，可把患者完好的左足與
右小腿縫合，恢復右腳功能。斷
肢移位再植術與同側斷肢再植術
不同，血管和神經不能按原解剖
位置進行吻合，必須內外交又才
能吻合，這便要注意防止血管過
度扭曲而導致血流阻塞，造成再
植失敗。

肢對工農的重要，而斷肢斷指的
工業意外又是最常見的。為了服
務人民，切合社會實際的需要，
這班醫護人員便在斷肢再植這方
面下苦功鑽研，屢敗屢試，因而
得到今日這驕人的成就。

（二）做事態度認真 醫護人員必須
十分細O和有耐心，有正確的診
斷力和技術掌握；整個手術上只
要有一兩處的出錯，便可導致全
功盡廢，還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另外，醫護人員亦需有堅強的
意志力和體力，愛心和對工作的
熱誠。因為這些手術需時極長，
例如斷指再植手術有時就需要卅
多小時才能完成；況且手術後醫
護人員仍要時刻留意患者情況，
及時作出正確的治療。

斷肢再植手術
手術分五部份按序進行：
（一）骨支架的重建 ·骨連續性的重
建，是再植肢體的支柱。

（二）肌肉和肌腱的修復 肌肉與肌
腱的早期修復，可以提前恢復肢
體的功能，並有利於骨折愈合。

（三）血液循環屯建 再植肢體的存
活，主要依抓盡快的恢復血液循

手術後患者一般需要數月才康復，
但痊癒得徹底，再植的斷肢能運動自如，連細緻的動作都可以做。在今次參觀
中，我們便請一個已康復了的斷手患者
簽名留念，他能夠如正常人一般寫作。
斷手指再植
斷指比斷肢常見。自一九六六年一
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上海市第六人
民醫院進行斷指再植手術151例，成功
率為56.3另。斷指較斷肢再植的成功率
為低，反映了小血管縫合與顯微外科技
術上仍需進一步提高。
發展與前景
現在中國能夠再植成功的不但有斷
面整齊的切割傷，也有斷面參差不齊的
撕裂性損傷。另外斷離後缺血時間長達
36小時的斷肢亦能再植成坊。但是，目
前對於因爆炸傷、廣泛嚴亟的擠壓傷或
輾壓成碎片以及合併嚴重燒傷引起斷離
的肢體，尚不能再植成功，有待進一步
努力。一些新發展包括：
（一）治療肢體惡性腫瘤 將患者肢
體的惡性腫紉段（e:g chondro-
sarcoma）按高位截肢的平面截
除，把遠端沒有被腫瘤侵犯的肢
體予以再植，從而儘可能地保留
患江支的部份功能。

（四）異體肢體移植 還在研究中，
免疫方面倘有很多問題待解決。
斷肢再植工作已廣泛地在中國全國
展開，不單在城市較大的醫院進行，如
北京、上海、廣州等，也發展到部份小
城市醫院和農村醫療隊。現在中國在這
方面已總結了不少寶貴的經驗和有益的
教訓，並已初步掌握了斷肢（指）再植
的若干客觀規律，對斷肢（指）再植的
腫脹、血管痙孿、防治並發症和功能恢
復等問題有了比較深的認識。但斷肢（
指）再植的基礎理論研究還未能跟上臨
床工作的發展，仍需加強研究。
個人感受
在踏入．L海市第六人民醫院內，便
可看到牆上用大字寫看救死扶傷，實
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救死扶傷是醫護
人員的責任，是義不容辭的。中國的醫
生平均來說，社會地位和月薪是比一般
工農為高，但他們不像很多國家的醫生
那樣：憑醫術來致富和摟制別人的生死
問題。而上海市這所醫院更在科研上獻
出力量。分析他們成功的因素有以下幾
點：
（一）切合社會需要，為人民服務
在斷肢再植科技發展之前，一般
理斷肢的方怯就是縫合傷口，然
後安裝義肢；但義肢的功能非常
有限，患者飽受肉體和精神上的
創傷。當中國一班醫護人員與廣
大勞動人民接觸時，深深感到四

（三）合作精神 醫護人員彼此合作，要儘量幫助患者。合作的例子
如快捷穩妥的現場搶救和運送，
有時甚至派出專車或專機去運送
患者到醫院。又如負責製造顯微
外科器械的又盡力配合手術的需
要作出改良和創新，有助於手術
的成功。

（四）結合中西醫的治療方法 用針
刺來麻醉、預防和治療血管痙孿，及減少淋巴管斷裂導致的腫脹
。中藥方面，例如用毛冬青來擴
張血管，用草藥來拉制感染和消
除肢體腫脹。

（五）教育人民 因為斷肢（指）再
植技術的進展，手術的成功率現
在正不斷上升，平均為84形。但
來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求醫的病
例卻逐漸在減少：平均斷肢再植一年約十例，斷指再植一年約廿
例。主要原因是：( a）全國性
訓練這方面的醫療人員並經常舉
行進修班，使斷肢（指）再植科
技普遍化。（b）積極宣傳安全
操作的重要性，減少意外的發生。在這方面，香港仍需努力。

參考資料
73

( l）中華醫學雜誌Voll, P. 3一10r
斷肢及斷手指再植的認識和發展，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斷肢再
植研究室。

( 2）中華醫學毽誌73, Vol6, P. 322
斷肢（指）’再植的進展和存在的一些問題，陳中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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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一年的大學生活，自己也曾
參加班會，總的來說，由於大家都經驗
不足，搞起活動來都有些缺點，經過了一年多的摸索和體驗，越來越多同學都
有興趣騰出時間來參予和安排班會，這
是可喜的，更可喜的是他們能利用暑假，坐下來交流經驗，商討來年班會之方
針和做注，組織起來，出現了（我相信
在醫學會裹是罕見的）一個班會候選內
閣！
同學，是醫學會的主人；班會，則
是醫學會的後勁，它是十分重要的！在
現今醫學會活動日趨蓬勃之際，一個團
結的班會，能夠發揮的力量是巨大的，
給予醫學會的是新血和壯潤的支持；另一方面，這個後勁也須要與醫學院齊步
伐，走在潮流的前列，不致形成抽醫
學會的後腿。
若要匯為巨大的力量，第一要講團
結。今年八二、八三都有著令人喜悅的
團結氣氛和基礎。一軍有志於投身班會
活動的同學能夠坐下來傾談，組織起來，這樣才可強而有力地保證未來委員之
間工作上默契的基礎，是穩定整個班會
的盤石，但不是最後的一個。班會要面
對的是一百五十個同學，而委員只有十
來個，他們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它必
須首先團結一草積極份子使他們成為班
會的中堅，在推動班會活動，發動同學
參予，起了先鋒的作用；在積極籌劃活
動，協助委員們操作，起了齒輪的推動
作用，這樣班委員會才不是孤軍作戰
。但是，我們還得顧及沈默的大多數，

他們基本上願意團結在班會下，享受軍
體的樂趣，雖然有了積極份子的協作，
最重要的還是發揮沈默大多數的積極性，最佳的辦伕是要了解他們的利益要求，基本上他們和班委員之間和符合利益
是一致的，所以班委有時須要不厭求詳
地去解釋一些做咸，使他們了解和接納，這樣才不致班會與地們之間有矛盾存
在，這樣才可保證團結能夠落實到每一
個同學身上。
團結是為了甚麼？這個問題，有些
八三的同學提了出來，這個問題頗費思
量。也有人提了團結是希望使同學認識
自己未來的責任，亦即是如何做個好醫
生。這個綱領，近年來成為眾多同學所
關注，他們也組織起來，朝看這個方向
摸索前進，而醫學會，啟思，健康委員
會也在這個綱領下做了不少功夫，使越
來越多同學認識到除了掌握充份的醫療
知識外，加上了一顆赤誠的服務勞苦大
眾的熱心，但在這個千瘡百孔的醫療制
度框框內，如何才能保證大家的熱心不
致被社會所淹沒，墮落入這個大染缸中
，認識制度，認識社會，認識國家，認
識世界，是急須我們的班會，在配合醫
學會的步伐當中，邁步前進在這個浩壯
的潮流的前列中，把同學的思維領城擴
潤起來，給予醫學會龐大的後動力量，
使同學在團結的氣氛下，既有草體活動
的歡樂，也有嚴肅的時候，共同鐫手互
勁，思索尋找大家未來的道路。

物

醫 學 生 節
啟思記者

每年的這個時候，醫學院總有一番
新氣象。百餘位新同學，給醫學院添上
新的生命力。百餘個新面孔，更平添了
不少熱鬧。醫學會的活動，亦隨著同學
的開課，應同學的需要，重新走上軌道
。近期就有一個大型活動，就是在十月
廿三至廿七日舉行的醫學生節（Medic
Festival）。
醫學生節的節目主要是在院內進行
。期間，每日都有午間節目，形式以輕
鬆為主，使參加者和旁觀者都能投入，
用比賽形式，如繪畫，對聯書法，呼拉
圈，折技穿樽，燈謎，Deadbeat‘毽
LimboRock盲人推車過樽陣，預計
全部有一百人參加。十月廿五日晚上，
音樂比賽會在陸佑堂舉行。分合唱，獨
D昌，小組唱和中西樂器等班際比賽，希
望每班都能組織同學參加，豐富院內的
文藝生活。十月廿七日晚，將是整個節日
的壓軸好戲 兄弟會之夜（Fratern
Nite）。今年的兄弟會之夜由幹事會及
兄弟會共同負責，形式會和往年的不同
，當晚節目分三部份，在李樹芬樓天橋
底的空地進行，（一）競技比賽 類
似奪標形式的。（二）大食會 各式
各樣的食物供給同學大快朵頤。（三）
土風舞。預料會有四百人參加，因為是
露天舉行，所以燈光，音晌和場面按制
會有很多困難，不過相信通過同學的努
力和合作，這些都是可以解抉的。

醫學生節的節目是那磨的豐富，除
了為同學提供娛樂外，還希望增加同學
對醫學院的歸屬感；使各班同學走在一
起，互相溝通，消除隔膜；並希望同學
能團結起來，參加支持醫學院內有意義
的活動。此外，亦會邀請醫學院裹的職
員組隊參加，做比賽評判和捐出獎品，
使這節目能更有意思。
經費方面，約需千四元。因醫學會
今年，籌歎活動超額完成，所以水
頭充足，無後顧之憂，籌委主席是醫學
會文康幹事，三年級的劉飛龍同學，全
部籌委九人，分別負責各項工作。但節
目舉行期間，是需要大量同學幫手的，
若果大家能主動參予各項工作和節目的
話，則醫學會有史以來首次的醫學生節，將顯得更有意義。

醫學節籌委會
主席：劉飛龍（111)
秘書：陳婉輝（H)
財政：林傳信（H)
總務：何教忠（11)
宣傳：石志忠（I )
場地：陳耀奇（111)
節目秘書：
午間節目：張桂杰（I )
音樂比賽：劉衛虹（11)
兄弟會之夜：謝江（11)
聯絡員：郭錫強（I )
蘇樂兒（11)
董秀英（111)
何鶴輝（IV )
李繼聰（V)

發展史簡”
醫學院內每班原有SocialService

GrouP，合併改組而成健康委員會
。初時活動內容有限，例如七二年
只搞了四項活動：捐血，請藥廠捐藥，
參觀痲瘋病院及戒毒所。
七二 七三年活動擴展，搞了兩個
展覽：中醫周及防癌展覽，還有討論會，工作營等。
七三 七四年：健與疾．1是醫學
會首次在大會堂搞的大型展覽，有百
多名同學參與。
七四 七五年：活動性質發展為進一
步深入韶識社會：長州社訪的形式
是通過親身接觸去了解當地醫療情況。
成立了香港醫療問題學習小組
。性與健康展覽有近四百同學參
與，參觀人數達四萬人。
七六一七七年：香港醫療學習小組
仍在摸索階段；當同學開始較深入
地探討問題時，更發覺對香港醫療情況
露識不足。從此香港醫療問題
成為委員會之活動主題。
七六年辦精神與健康展覽。部份
市民批評內容太學術性及抽象，從而挑
戰同學檢討這些展覽的意義：是否了
解到市民的需要？抑或展覽已變成
公式化的傳統？
七七年你的健康展覽的一個主要
部份是職業與健康 ，是一個頗
牽涉社會因素的主題，亦是一個新的
嘗試。同學訪問了石礦場（矽肺），地
下鐵（減壓病），工廠及工人，很感受
到要真正服務病人是絕不能抽離社會因
素的。
七八年上半年，計劃進一步把重點放到
香港醫療制度的全面探討上去，擬定
一連串主題，例如門診部問題，離島
醫療問題，老人問題，醫藥問題等，

希望從中反映醫療制度的情況；
同學反應不大理想，使委員會得要從新
檢討同學的需要。
活動況：
老人問題（參觀醫學院老人科，家訪，講座，幻燈等）

·護士座談會
·協助舉辦血壓與健康展覽
. ParamedicalServic。資料研究
從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健康委員會
的性質正在不斷演變；除了在活動形式
及內容上不斷發展外，亦開始對搞活動
的長遠目標作較多探討。其實委員會都一直在摸索它的方向；有一點是很
被強調的：希望同學多提意見，共同
計劃辦一些符合大家要求的活動。

香港醫生出路問題
專題
香港醫生的出路有甚麼問題嗎？現時香
港的醫生都不愁找不到工作；若單從就
業情況來看，香港醫生的出路是沒有問
題的。但數年前曾出現政府不能全部吸
收實習期滿之醫生的可能性；亦聽聞在
政府部門服務的醫生的平均服務年數頗
低，實情如何？因分配不到滿意的職位
？因沒有工作上的滿足感？是否很多醫
生都希望去當私家醫生？公立醫院各部
門的醫生及私家醫生在整個醫療制度中
袒當了甚麼角色？一個有志於為市民服
務的醫生能否在現時的醫療制度下實踐
他的理想呢？換句話說，我們是希
望從就業上，職位選擇上，工作
意義上等多個角度去探討香港醫
生的出路問題，更希望從而給我
們反映出香港醫療制度的狀況及
問題。活動主要在十月內進步，希望
同學支持、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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