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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他今明是繼上期的兒童
年的特輯，試圖以不同形式的文章介紹
淌學院歷史妙短r{lj日益嘔要的兒科學系
反在瑪麗醫院內兒科部門的，lh況；又最
近時，,ty聰門仃關興建兒曦聲院的‘F論，
我們仿n她r夏．占深教授反郎份講師，聰
取他們對兄科灰兒盡聲院的意見。此外
，我們希望在這裊lfjJ兒科教及及講師，
憐員會．蔆士反一些四年級lri學致謝。

A TALK WITH PROFSSORHUTCHISON

ON CHILD CARE IN HONG KONG

CaduceusReporterj口口口自h

紀 科 簡 介

在兀零年代，秀學院的兒科學系還
未成立，而兒科亦只越附屬於內科學系
的一個合p門，富時在瑪麗醫院的兒童病
林只有卅多張，至於臨林的教學工作則
由一找在外執業的兄科聲生負責；據當
時的一位學生說：因這收斗生只能在早
.L又任較學上作，而與L課的時問相撞
，他們只好將講課川錄音機錄下，以審
待溫n之川。直至五八年，負殼兒科教
學卻只傳一位內科學系的講師袒任。
六二竿，大學正式聘用第一兒科教

授Rof. Q E. Field, lflj整個系就只
懈道位教授衍已。翌年，!nr李樹芬醫
學燄金1廢歡聘請第一位講師曹延洲醫
生”而第一次兒科考試則在六四年舉行
。巾於常時一般人對兒科仍抱看一仲輕
祕絕的態度，兼比缺乏財政來源，整個部
-"1的辦公舊就‘If立於現時瑪訕褂院EZ
的一倘kII小房間內；淡來史-1於兄科娥
怏的賓瞼家沒有適當地jJ’ 的噸故，便特
辦公審改為賓驗室，！旬教皮的辦公桌0lJ
接到陽台外tfli去。兒科學系使是從這種
困難jflJ不為人所工視的情唱下逐少發暖
，到f人人年七月才正式股離內科學系
躅之起來。授經過多位教授的磯苦姘紜
-f，才發展戎為現時異緘規檢的兒科學
系C

Comparsionof healthservice
betweenUKandHK

InUK, theNationalHealthService
consistsofl ) primarycarebyfanlily
doctors; 2) healthcareincluding
screeningandadvicegiventomothers;
3) PaediatricHospitaldealingwithin
andoutpatients.

ThedifferentaspectsoftheService
are all nlanagedundertllc same
HealthBoard. Thisencouragesthe
workingtogetllerofthepaediatrians
andthefanlilydoctors, aswellas
tlleinvolvenientofthefalnUydoctors
intheIlospitalnlanagelllentof their
patients. Theaccuratehealtllinfor·
mationonthedevelopmentof the
childcanthenbeavallableto the
docto為．

Thecostofthisextell必veservice
comesfronltheincometax. It15not
knownwhetllerthepeopleof HK
arewUlingtopaya certainamount
of theirincometaxinsupportinga
sinlilarkindofhealthschemc.

In HK、therearetwolevelsof
healthservices: 1) pr加a州careby
doctors一bothgovenmentdoctors
andprivatepractitioners; (therenlayarisesuchincidencethata patient
s州tchesalllongseveraldoctors,think-
inghecouldperhapsgetwellsoonerif
hechangeshisdoctors.) 2) general
hospital, careofchUdrenbyPaediatric
U几it.
SomeproblemsinthePaed認tric
WS州5inHK
Overcrowdness

Youngchildrenhavelowerrests·
tanceto infections. overcrowdness
promotesthe震nr。，‘瀆。f ‘。作。ti。。
w1llcn認a majordangertoalready

sickchildren. In QEhospitalthere
maybeevenmorethanonebaby
sha血9thesamebed!
Absenceof150】ationWard

Isolationof tl、e patientwho15
especiailyproneto infectionorthe
patientIikelytospreadhisinfection
toothers15necessary. Forexample,
in thecascofacutelymphoblastic
leukaemia, drugsaregivenwhich
suppressresistancetoinfection.There-
foreaftertreatmentwiththedru爭，
isolationto decreasetheriskof
infectionmustbe undertaken. In
UK，而5 15infactbeingdone, but
notin奮IK dueto lackof single
roomsorcubicles.
Inadequatespace

Therea,enop！。y一reasforchudren
in thewards. Thestimulationof
playhasa ve方而Portantrolein
children'5 enlotionaland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e祠sitinghoursarenotve叩
suitableto workingparents. There
shouldbesomeparent·chUdrooms
for theaccommodationof parents
whowishtostayovern必It incom·
panywith theirchildren. These
arenowcon,monlyavaUable盒n UK
hospitais.
Nurse:Patientratiotoo-ow

TheratioforHK15aboutoneto

ModernPaediatricFacUities
Thiscanbesetupintwoways:

a) PaediatricHospitalorb) Mode。
PaediaticUnit incorporatedintc
generall、ospital.

Thegovemmenthasnotpublicized
anyresultofstudiesonthepossibili·
tiesofeitheroftheabove. Butav止·
abilityofspaceforb)mustbecon·
sidered.

Mode而zationof thepaediatric
facilitiesinHK15essentialnotouly
becausetheHKpeopledodeserve
betterse州cethanpresentlyavailable,
butalsobecauseup·to嗡ateteachingof paediatricsto futuredoctors
cano址y be donewithadequate
fac江ities. At presentourstudents
tendtogainaveryrestrictivealmost
enlireiytec;:::icoiviewofpaediatric
practice.

Therearecertainadvanta邵誰and
disa山antagesof ha血9 aPaediatric
Hospital.

Advantages:
l) Allparamedical

are田認emblcdin
foronepurpose

由agosticstaff
onehospital
ouly一theyservethechUdren.

2) A betteron誠ronmentwhich15
designedfor childrencanbe
aChieved.

SeVen
Iower
Wards

inthedaytilnewhichismuch
thanthatin
m0FenUr開S

UK. InPaediatric

specialattentionof
feedingthebabies,

arerequiredfor
thec目drene.g.

conlforting
In theUK
15muchmore

emotional
thenurse

bathlngthem,
childrenelc.

: patientratio
favourable

) sadvalltages:
l) TherewUIbe 'wastage' since

duPlicat沁n of instrumentsfo,
ch江dren15unavoidable.

2) TherewUIbealoweredchance
of exchan邵of ideas州th
specialistsftomotherdep抓·
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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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言 。 語
為了見科病房現時的情況更

加了解，我們特地訪問了瑪麗，
院的一位兒科．生，並由他帶領
之下，到各兒科病房參觀，並與
病人及其家長交談，以下是我們
各人的一點感受。
我們隨著阮文賓醫生從他的辦公室

走往兒科病房，在以前，常總聞阮醫生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好醫生，因此便趁著
這個機t問問阮．生對兒科的一點感受
，他爽快率直地說：當然一定要重視
兒科！硝頓後繼續說：在過去，見
科都是為人所忽視的，單就這間頗有名
氣的．學院而言，兒科學系在約十年前
才脫離內科而獨立，比起其他國家已足
足落後了廿多年。當問及成為一個好
的兒科．生的條件時，他說：當然是
要掌握好醫學知識，對待小病人時，要
關心病人的各方面，兒童的家庭背景尤
其重要。這番話對我們來說也不算新
鮮，但是怎樣附諸實行卻是一個疑問？
後來阮醫生給我們一點的啟示。

香港也很少到目不識丁的漁婦來說，確
是覺得孤立無援，阮醫生明白她的情況
後，便介紹她到醫務社會工作者處，阮
．生更惟恐她不明白，還不厭其繁地親
自帶她到地下的醫務社會工作的辦公室
，交代清楚從才離去，對於一個繁忙的
醫生來說，對待病人以至他的家人，都
是那樣關切，實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離開了這間大病房，到了那些兒童
私家病房，情形倒是改觀了，擠迫的情
況一掃而去，這裹的幾間病房，祇有一、兩間是有病人的，而每間病房，祇容
許兩位病人居住。病房的尺寸·也符合
了國際標準，有足夠的地方給小童玩耍。這些病房，是給那些達官貴人的子女
患病時住的，平常人休想過問。

晚上睡覺時又會被那些同房的嬰見吵醒

我們亦感覺到病房內充滿了很多嘈
雜聲，有些嬰兒在哭，護士們忙來忙去
，安慰那些嬰兄，為他們弄好床被。在
瑪麗兒科病房內，護士和病人的比例依
然保持著一比七，這樣的比例當然使到
護士們感到非常吃力。其實護士除了照
顧病童的健康外，還要像母親一樣付出
愛，0和關懷，幫助病人早日康復，過著
快樂的生活，所以兒科護士的責任是十
分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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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A6病房時，剛是探病的時間
，平日已是十分之擠迫的病房，更覺難
以插針，好些病童走到病房門外，散一
散悶氣，一個前臂夾看木板的小童，當
瞧見阮醫生到來時，便像見了老朋友般
，揮動起小小的拳頭，往他的白袍上打
，阮醫生也毫不客氣的還以老拳。
阮醫生關懷病人是無微不至的。一
位從大澳來的漁婦，他的兩個小見子都
因患病而入院（據悉是阮醫生和其他
醫療組的醫生經過在大澳對兒童的檢
查後，介紹來醫院診治的。）對一個連

進了普通兒童病房（A6 )，祇見
人來人往，十足是置身於一小市鎮內。
看看手錶，已是三時一刻了，探病時候
是也，怪不得這麼多人呢！
左瞄瞄，右看看，數一數，四十三
，四十四⋯⋯算了吧，林位多，反正是
給更多病人服務。但是⋯⋯林與林之間
相隔不足二尺，這不是太擠迫嗎？或許
在窮人眼中，這不算得是甚麼，但不竟
這是病房，是給病人居住的地方，況且
，這些病人，全是不足十六歲的小孩子
呢！萬一，這其中有一位是傳染病患者
時，那豈不是給傳染病製造了流行的機
會？
電視機，在病房，何時開，誰能知
？這副機器是唯一提供給兒童娛樂的玩
意。甚麼玩具房，這裹沒有了，甚麼玩
耍治療（PlayTherapy）這裹不能實
行了。小兒科倒還是落後呢！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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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6病房內，我們與一些家長談
起，他們也感到這地方是太擠迫了。平
均每張床相隔二呎左右，這應小的地方
，運站著都感到不方便。阮醫生說，B
6原來只有四十二張病床，但是最近因
贊育醫院調來一批嬰兒，以至B6增加
到七十多張病床。
有些家長是住在離開瑪麗醫院頗遠
的地方，來探病又花時間又花金錢，但
是為了他們的孩子，他們都不辭勞苦，
每天來探望其兒女，陪伴他們二三小時
，藉以安慰。雖然瑪麗醫院是有醫務社
會工作部（MedicalSocialService)
，但是，多數的家長們都不曉得，就算
知道，也不清楚它是做什麼的，以為這
個部門是解釋給家長有關病童的病情和
紀錄病人家中的狀況而已。他們不知道
醫務社會工作者是要了解病人的家庭環
境以及家長的處境，以便儘早幫助他們
，解抉困難。
跟著我們又問起小病童住院的感受
，他們都說在醫院不比在家裹好，大部
份時問都躺在床上，十分寂寞。偶然跟
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還可以消磨時間
，不然的話，只好躺在床上看畫冊。而

× × ×
剛好碰到幾位四年級的同學，我們

便又談起做兒科Clerkship的情形”經
過幾個月的見習期，他們都覺得十分輕
鬆和開心，可能是小孩子比較活潑天真
，容易打成一片。照顧小孩子是以玩
的方式進行，而且兒童很聽話，只要
你對他們友善，便很快建立友誼。不過
比較麻煩的便是兄童在哭的時候，你要》
儘量去安慰他們，做一些動作引他們笑
。不然的話，他們便很難跟你合作。
對於死的看法，小孩子和大人不同
，由於小孩子對死通常沒有概念，所以
他們只覺得奇怪，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不
能像其他兄童又跑又跳。病童喜歡把自
己跟其他小朋友比，當自己有什麼地方
不如別人，就很怕給其他人取笑。但是
對於自己的病況卻不理會。加上兒童不
像大人有家庭負怛，有許多問題要考慮
，所以病童對於死亡的看怯不像大人般
痛苦。不過這幾位同學則感到兒童的死
亡比大人的死亡更加難接受，因為他們
是這般的年輕，正是人生的開始，卻像
日落一樣，轉眼間消逝了。

飽細馴唱口 酒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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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延洲醫生談兒科醫院

PAEDIATRICS BEDS IN Q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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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class
Thirdclass
includingroomsforfeedingup,
neonataliaundices, prematures
maternity
maternity
nUrsery

22beds
38beds
13cotsincluding7
incubators

otalbedsforPaediatricService:193beds

現時的兒科存在看不少問題，例如
人手不足，打理兄科病科的醫護人員在
比例上是與成年病人一樣的，這實不能
照顧兄童病人的各樣額外需要，因
他們都不能像成年人一樣地照顧自己，一些雜務如餵奶及洗身等都要護士做“
此外，現時各樣的設備如X光及Drip
等，都是按成年病人的規格設計的，故
此不大適用於兒童，所以在所以很多時
應J1j這些役備，是俘不到滿意的診斷效
果，,
在談到兒科醫院時，曹醫生指出在
外國兒科已日益受到重視，在美國中，
正實行一種新的制度，即是將整間醫療
服務劃分為三個階層 老年，成年及

兒童，按著不同的需要而提供適當的服
務，而兄科則不單至是醫院內一個專科
那麼簡單。現時提出的兒科醫院，結構
與一間專為兒童而設的全科醫院無異。
這不是像政府所說的有了見科醫院，便
不需要其他醫院的兄科病房，在各地區
的兄科病房提供一些較低層次的醫療服
務，而遇上一些需特別治療的病症時，
或嚴重的傳染病時，可轉送至該區醫院
接受深切的治療。而醫院裹面亦附設實
驗室，隔離病房，哺嬰室及遊玩室等。
最後，曹醫生指出改善現時的兒科
是急不容緩的，但這有賴於社會大眾對
改善下一代的醫療設備的醒覺及各方而
人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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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Paediatric Medical Social Case

所 得 的 感 想

地點：教授樓兌什會議室
人物：一揮四年級同學，

夏教授
華錄：偉

各位，病人是這個四歲半小女孩
，在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入院，她是一
個身體有缺陷而智力正常的女孩，自兩
歲開始，她已無法支持自己起立和走動
，原因是她身體大部份肌肉除雙手外都
軟弱無力。及後，她不斷到醫院覆診。
。從過往紀錄，及檢查所得·她的腦部
沒有損壞，眼球瞳孔亦作適當反應；血
液循環系統正常，從其他檢查包括尿液
、血液和肌肉的檢驗，結果證明她的肌
肉萎縮，原因是運動神經不健全，使肌
肉無怯作適當協調。至於她的，0智發展
則完全正常，她的思考能力，聽覺和視
覺亦和其他小孩一樣。由於她的肌肉萎
縮而致殘廢，所以正柱接受物理治療。
以上是這一個病人的病歷，接養便
是有關這個病人的家庭背景和社會因素
，在作過家庭訪問之後，知道她的父母
的概況和她的家人關係等。她的姊姊現
年七歲，每天均自己上學，這個姊姊十
分愛濩她的殘廢妹妹和另一個年紀史小
的妹妹並且常常照顧她。但是病人的么
歲妹妹則時常欺負病者和對她十分憎很
；她的祖母更是非常迷信，她以為病者
可能傳染給家人，而心理上亦不容納病
者。所以病人的祖母和她的妹妹都和家
人分開住，間接形成一個家庭的問題。
雖然如此，病者在家庭中一直都能夠受
到邁當照顧，她的母親是一個樂觀的人
，心理上亦能接受病者，所以病老攏有
足夠活動和適當進食，每天的洗身都是
由她的母親為她做的。至於她的父親雖
然每天做足十二小時工作，但對病者亦
十分關心，他的心目中認為是自己的錯
而致病人殘廢的，也感到有點內咎的。

在家庭裹大致上這位小姊妹亦能夠有適
當照顧‘
她住在一個屋郵內，屋內有獨立廁
所及廚房，風扇設備和光線亦充足，所
以相信她的居住環境是合乎健康需求的
。但問題是她的住所沒有電梯，所以每
次她的母觀帶同她去覆診時便很麻煩，
而且在來回交通方面亦有困難。
最後，這種病者多會在十四歲之前
死去，在她以後日子當中，她很不幸地
將受到感染使她的身體一直虛弱下去而
致死亡，在這段時問中，她的家人心理
受盡折磨，而她本亦不好過。
以下是她一家人已遇到的難題，她
的家人因為病者而感到頹喪，在心理上
亦備受壓力；再加上她的祖母和妹妹的
錯誤觀感以致和親人分離，使她的家人
心理上很矛盾，亦做成她的妹妹缺乏父
母照顧。至於交通費（如覆診）方面亦
加多一個負怛，所以要考慮到她的家庭
經濟問題，這些可以轉達到社會福利外
有關部門，申請一些援助。在考慮到另一個問題時：如何減輕她母親的負怛（
例如1日到醫院覆診時，她的母親要抱看
她走路和跑樓梯等）主要是由醫務社會
工作者幫助，可能替她申請一些較為方
便的屋子或較近醫院的屋郵。
另外一個問題是病人所受的照顧似

乎是過份，所以她沒有自己作出選擇的
權利，更加沒有處理事情的經驗，因此
她的各方面便不及正常兒童。另一問題
是否該給予她應有的兒童教育，因為始
終她還享有未來數年的壽命，這些問題
我們都在討論中亦有爭辯，但最後還有
很多問通未能解決····一

穢記
散會後，我們找著幾位四年級同學

談談他們對做MedicalSocialCase的
感想，他們都指出通過家訪，他們更能
了解病者的情況，更拉近了他們與病人
的關係；而實際上，家訪的主要目的是
要找出那些社會因素影響看病人及病人
帶給家庭的種種負袒。或許在家訪之前
，這些因素已晷知一二，而其後卻發覺
（尤其是一些長期或慢性疾病的患者）
家庭的背景對病者康復進展的影響比想
像中更重要的，況且兒童均未能有照顧
自己的能力，所以一切都要倚賴家庭，
對低下階層而言更是一個很沉重的負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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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慮到如何幫助這些病者及其家
庭克服心理上及經濟上的問題時，四年
級的同學說：遇上很多困難。雖然想
了很多自以為行得通的法子，但實際能
夠做得到的，卻又有幾多呢？
事實上，在香港，除了小額的傷殘
津貼及公共援助之外，其他的房屋，弱
智兒童中0等等，種種的福利服務，不
是要等候多年，或因種種的資格不
合而未能申請嗎！四年級的同學說：
很多時遇上了這些問題，而做怯祇是轉
交由醫務社會工作者處理”病者離院後
，結果怎樣，那就天曉得了。
同學之間，因為平日的功課已很忙
，對SocialCa”也不很重視，忽忽趕
起交貨便算了，因此認識也不大。
很多時，同到病房後，便將這些社會，
家庭因素拋諸腦後。不過，這種能多了
解病人問題的教學方伕，是值得繼續下
去的。

香港政府醫院的兌料病房
華員會護士組

政府醫院的兒科病房，分散在港島
的瑪麗醫院，九能市中心的伊利沙伯勵
院，九龍醫院和近郊荔技角的瑪嘉烈醫
院，一共有二十多間病房，合共約七百
弓長病床o
這些兄科病房都役在床位逾千的綜

合性大玲院。其中瑪麗醫院更是港大醫
學院的教學醫院，收自出生到卜二歲的
嬰兄技病童偶frlj，超過f一二歲的，甚
至十八歲大的兄中也收過·山於歲
數相差大，彼此要求又不I司，往住不容
易照顯好，例如歲數大一他的病童糾常
囚嬰兄的哭喊聲，而不能入睡，對此，
護士無法可想。
這久的病騰，作為教導醫學生的

實開室，照道理應該設備齊全，床位
充摻，處處樹．立撈樣才是。然而，事與
願違。這森的病床，同其他成人的病房
比較，擠迫悄形不近多讓。也許兄童床
f占地不多，一些醫院，如伊利吵伯胄院

的兄童病房，在同時收治百多個病童，
出現破記錄的情形，也是並不少見

在這種情形下，加以缺乏空氣調節，護士人手短缺”如果傳染病再發生一
下·因為隔離設備不足和不完善，交又
傳染的危險性相當高，事實上也不是沒
有發生過，擭理服務水準要想怎樣提高
就難了。
根據現代新的概念，為看避免傷害
病童的弱小心靈和使他們更容易適應病
嚼的環境，病房嬰佈置群不像一問病房
。橋壁要殺鮮艷的顏色，配有有趣的圖
案，圍畫，要有足夠的玩具和遊戲的地
方，最好附有一r[U花園，可以大走動走
動。探病的時問沒有太大的限制，必要
時，家長可以留下陪同。
環顫本港，兒塵病房擴上也仃一些
岡案，場內也有一些有限的玩具·榆子，椅子也是特製的一一矮小的。但榆壁

的類色，病房的問隔‘和其他成人的病
房沒有分別。因為床位擠迫，病重的孩
子和病輕的孩子灑在一間房內，如果病
重得要用氧氣帳，吊靜豚流液，X是i
天線，又是地線，醫生，護士們
緊張，忙碌，往往令其他孩子心理十分
不安。
不知怎樣，劉市住院的衣服也常出
現問題，不是不稱身，就是如三四歲的
孩子怎樣曉得處理袖子練帶的問題？冬
天，那一個家長郎會為他的子女穿上准
子，唯獨兒i病必的嬰兒，病童要光腳
板，院方也沒有織子供應。年紀大一些
的柄童，要溢習功課嗎？可找紅十字會
派往的女教師。但全院只有一位，要想
她多些照馴那些止不了學的病電也不可

擭士難以了解兄童的心理和愛好，不能
和孩子建立起友誼；對家長，亦沒有足
夠的時間給予他們對孩子病情的詳盡指
導和安慰，豎立他們的信心，因而限碼
了對病童的治療·

州個瀆
•川

問題看來還有許多許多。•么二口口顫r

擭士人．T不足，連一般常規護理工
作往fl：也窮於應付，更說不上對病童給
予足夠的，必書的愛護和照顯了。這樣

我們擭士就在這種工作環境下，肩
負起教死扶傷的職責。本港兄科之有一
些成績，擭理人員也有一份辛勞，汗水
l
今年是國際兒童年，許多社t人士
部討論起兒童的問題”有人呼籲政府應
波開設兄科醫院，有人持反對意見。這
富然各有各好。兒科．院的開役，並非
易事，能夠趁這兄童年，先切實檢討一
下存在政府醫院的兄童病房內一些問題，盡叮能，盡快地來一個改善，則我們
的下代虻得益多了·

江震醒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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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未來世界的主人翁
lJ

猶記得這旬話，是小學三年級時的
班主任 一位曾給我留下刻骨銘b的
印象的女教師 時常給我們訓勉訓勉
的。曾幾何時，她已經遠走他方了，而
我們一班曾在同一瓦頂下研讀的，也都
各散東西，每人有著自己的前程去了。
現在，每當我看到病房裹的孩童 一
華新一代的主人翁 的時候，多少總
令我回想起那該是天真斕漫，無牽無掛
的日子：我好像失去過甚麼東西似的；
而且經驗令我能夠再三舔清這旬話的含
義，更深地體會它的真意。原來一籠的
鴨子，在未拿上墟鎮的時候，大家都有
著同等的價值及潛質；但是經過秤盤的
考驗之後，就自然分得出誰是高等的品
種，誰是低劣的渣滓，換言之，誰才是
真命的主人翁⋯⋯
一談到醫院，總易挑起人性中悲憐

問：見童怯庭的權力範圍是怎樣的？
平日處理的是那種案件？

譚：在香港，十四歲以下的稱為兒童
，而十四至十六歲的則稱為少年
，而少年伕庭（JuvenileCourt
）除謀殺案不受理外，凡被告在
十六歲以下皆可以審訊，假如在一件案中，兩個被告之中，其一
是十六歲以上，而另外一個是兄
童的話，亦會改由成人怯庭處理

現時兒童犯的罪主要是高賣，打
架，三合會會員，遊蕩及倫竊等
罪；其實，十四歲以下的童犯是
很少的，不過十四至十六歲的則
有增加。

問：少年怯庭與成年人怯庭有甚麼分
別？

諱：裁判司署設有特別的房間處理童
犯案件，而庭內氣氛亦沒有成人
怯庭般的緊張及拘束；對於新聞
界除特別理山外是不可列席旁聽
的。此外，跋官亦會盡量用一些
有利於該童犯的問題，給予幫助
；至於其他審訊程序則與成人伕
庭沒有分別。

問：在刑鵑方面”有那幾種？

諱：一般童犯在等待審訊前，可以袒
保出外，只在極跋重的情形下，
才會受社會福利處監管，而刑罰
方面，嚴重的少年犯會被判入奴
役中心，或監守行為，罪名較輕 問：
的會被判感化。 譚：

問：從現時的案件中看，少年犯罪者
與家庭的背景是否有體？

譚：這卻不大清楚，但在我處理的案
件中，大多是在學的，犯案主要
原因是好奇，而一般家長在子女
犯罪後，仍抱著一種不承認事實
的態度或找其他借口如家境貧困

便有六十多宗的案件，假如父母
被刊不適宜親續管教該童時，可
由社會工作者，甚至社會福利司
照顧。
吞港的童工情況是否嚴重？
在法例上，几未滿十四歲，都不
可在有機械的地方工作，但至於
其他行業，如酒樓則不在此限，
這是怯律上的誦洞，英國的童工
怯例與香港差不多，但英國在普
及教育方面很成功，當童工亦很
少。而香港，每年有數百宗之多

等。
問：在香港的虐待見童情形是怎
樣的呢？

譚：在外國，虐兒的案件主要是
三歲以下的幼童；而香港則多是
三歲至六歲間，這可能與入學有
關，或父母對子女要求過高所致
，在怯律上，任何十六歲以上的
人，不論是父母兄姐，几令該童
在身心上受到不必要的摧殘，(
如毆打，疏忽，拋棄，不給食物
或居處），都會被控，通常這些
案件是由教師或鄰居發現而報警
的，在七八年，由三月至十月間

問：對於不良的暴力及色情刊物，是
否有限制？

譚：香港管制不良刊物怯案只有一條，適用於成年人及兒童，几是覺
得有惡感的刊物，都可報告警方，由警方處理。但這扶例似乎沒
有多大效用，一般人覺得害處不
很顯著及與犯案有直接關係，而
這些不艮的出版在被罷後，又可
以用別的名義出版，有如死灰復
燃，很難收拾，這對心智未成熟
的兒童來說是十分危險。
譚惠珠大律師是女律師公，

副主席，今年市政局選舉中當選
為民選非官守議員。

的品格出來；醫院就是一個不好去，不
好受的地方。不過，有一件事不為眾人
所知道的，就是醫院內也可以傳出笑聲
：它不特只存在於職員休憩間，飯堂中
或者醫學生，醫生間互相彼此的交談，
而且還可以在兒童病房內捕捉得到。這
的的確確一點也沒有花假，兄童病房好
容易地就成為很多同學留連忘返的地方
當然這是有著學習及歡欣雙重的目
的 。它同樣地是一個病房，但是我
既找不到如外科病房一張張都是痛苦抽
描的面容，更受不到如內科病房內那種
死氣沉沉氣氛的存在；聰不見老年人對
著年輕的醫生們及隔鄰的病人談著自己
的際遇，疾病及對不平提出控訴，也看
不見人們冷淡的反應，一切都似乎是那
麼自然，那麼純真，不獨是歡樂的聲音
，還有哭聲，叫喊聲，更有吵罵，小小
磨擦，又或是互助互愛，就猶如任何一
個大家族的小孩軍一樣。這是多麼的討
人喜愛，而且是多麼的遠離了整間醫院

的確，有很多人初步接觸過兒科之
後，就被它所吸引著，好像立下志願非
兒科醫生不做。我得要承認，我自己也
有過同樣的想怯。小孩們個個都是朝氣
勃勃，比早上八九點的太陽還要來得燦
爛，能夠醫治好他們的病，對自己而言，定可以產生無上的滿足感，這比起醫
治那些百病纏身，久延殘喘的老年人來
得更有挑戰性，更具自豪感。而且，與
孩童相處得多，更可補償自己未曾嘗過
的美滿生活，甚至重溫舊夢，重拾那失
去了的天真，脫離一切几塵俗世的苦惱
，這是何樂而不為呢？當然，這個論調
是無懈可擊的，因為有些人天生就是喜

歡小孩，那麼兄科就是一條最恰當不過
的道路了；況且，現代的人天天談甚麼
JobSatisfaction，所以我們焉能期待
人人都有這個肌量，去踏進一個自己不
願意接受的無底探潭裹去呢？本來，我
不打算在這裹褒貶任何一門的專科，因
為他們都有著類似的長短處，就如內科一樣，雖然已經是這樣的發達，但是所
能給予病人的，不外就是症狀（不是疾
病本身）的醫治，與及多幾年可能是久
延殘喘的性命，而不是疾病本身的治愈
及防治；我只想指出單憑一些表面的喜
樂去選擇兒科，會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這幾星期的經歷告訴我，就和其它專
科一樣，它也有看它不如意，難以處理
的地方。
生與死就是一個時常碰見的問題，
尤其在醫院裹。其次就是對父母所應負
的責任，這還牽涉到一些社會因素，設
施等等；這幾個問題經常混在一起，不
能逐一分開闡述。兒科與內科有一點很
大的分別，就是我們不單要醫治孩童的
症狀，還要顧及父母的反應；尤其在一
些不能醫治的疾病，家長是極需要得到
醫生們的幫助的，很多病都不易為父母
所接受，原因有很多，例如罪惡感，無
知，害怕別人的嘲弄。就猶如Leukemia
一樣，父母經常要花數個月的時間才一能
面對現實，面對這個疾病，並去接受它
；其它如智力遲鈍，CerebralPalsy,
Werdnig一Hoffmann等，既不為一般
人所接受，又何況是父母呢？記得曾經
有一次，一位賢良的媽媽在兒子床邊（
患了某種癌症）守候了三天，但是孩子
仍然是離去了”這位悲傷的媽媽只有在
低聲飲泣，但是就是這低聲的飲泣令人

聰後覺得更加的心酸。誰人能夠上前去
勸解她呢？這不過說明對父母的支持是
不容忽視的，她已經是一個很堅強的母
親了，難道人人都能夠嗎？在課程內大
部份的Medico一SocialCase裹，都提
tlJ了對父母精神上支持，甚或心理治療
的重要性，但是，誰人去做呢？兒科醫
生或許可以兼任兒童心理醫生，但是對
父母長時期的精神上支持，委實是他能
力之外的。在英國，她們有所謂心理科
社會工作者去肩負這個重任；在香港，
精神科服務既是那樣矜貴，那只有讓我
們的醫務社會工作者百上加斤了，無怪
她們常常都說工作量重。
還有，現今的兒科訓練是不足夠的
。上了十星期的課堂後，我仍覺得自己
對兄科認識仍少，也缺少真正實踐的機
會，假如實習期間又沒有再做兄科的機
會的話，我不能想像那些人出去執業之
後，對兒科的認識還剩下多少。難怪有一個Cretin十年以來都未能被診斷得到
，而誤了這孩子（她的智力將會遲鈍）
。須知，兒童是一個發育增長的階段，
任何的阻延都可能會引致抱憾終身，為
人醫生者不但要對孩童，父母負責，還
要對社會負責任。但是，以僅有的十星
期兄科知識，我們能應付得來嗎？我不
知道何時會推行一個可以接受的在職訓
練計劃，我熱切地希望這不是一個海市
蜃樓。
我喜歡兒童，尤其在他們只領受過
愛，而字典裹未出現愛，恨
等之前。我更喜歡兒科。也許我們要
愛護所有的兄童，也許他們都是
未來世界的主人翁！二九七九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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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兼談劉心武的三為作品

請水四郎

勻痲,l州．究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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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口口口啊指繙”
”
"

班主任
劉，0武在國內中學曾任教十五年之
久，在發表班主任之前，也曾寫過
中篇小說睜大你的眼睛和一些短篇
小說，如：琉璃的晶晶 母校留念
等，都是一些兒童讀物；所以班主
任可以說是他創作生命中的一個突破

傷痕
七八年上海復旦大學一年級學生盧
新華以壁報形式發表了傷痕，後經
同年八月的上海文匯報登載，．在國內引
起了紛紛的討論和激烈的爭辯。對於這
篇作品主要有兩種評價：一些人認為王
曉華的描寫是啞其真實的，是四人幫

州心此華著

前言
我相信比較關心中國問題的同學，

都會發覺在這兩年中，國內的文藝界湧
現了一個縫篇小說創作的新辰潮，這些
作品不單在國內起著沖擊的作用，引起
了不少的爭論；對於海外也引起了一些
關注，有些報刊甚至轉載了個別作品。
香港的三聯書店編輯也就收集了十五篇
作品和於無聲處的劇本，以傷痕
為書目，出版了一本集子。
正如該書的前言所說，這些作品大
都是從實際生活出發；其中描寫家庭關
係的有傷痕J、高潔的青松J、
獻身、不稱心的姐夫、靈魂的
搏鬥J等幾篇；談愛情關係的有愛情
的位置、姻線、抱玉岩、
解瑛瑤；而j切也的有描述戰友關係、
師生關係和個人生活遭遇的。從接觸面
來看，無疑是比四人幫倒台以前擴
潤一r；但是，綜觀這卜多攔作品，都是
描納四人幫所造成的暴行，而以下
列的兩純情況錢為普遍地被選用：
（一）老幹部或科教人員被迫害，
（二）在唯成份論壓力下犧牲

的有志青年。
在一方而，道反映了以上的情又是
普遍地存在，而在四人幫當政時，
人們足敢怒不敢計的，在四人幫倒
台後，作家們一旦在文藝框枇中獲得了
解放，就一窩蜂的把這一十多年積壓在心
中的怨憤表迷出來。但從另一個角度去
看，這也反映出國內文藝界創作題材的
狹窄，以效tll搜累贅者玆多。
同時，編者也指出這1·多瀉作品

的思想性足極其鮮明的，然而文學技巧’
是參差的，個slJ作r行的寫作水平還是惟
瞰。在這會·五鏽作品中，鼓引起爭繪
和海外關注的要算傷痕-；然而，文
筆比較老練盤泜的效算，lJ心武的班主
任J、酬來吧，弟弟J、和愛情的
位置；所以，我小佻在下面到這幾為
題材不同的作品作較深人的討論。

班主任是以小流氓宋寶琦轉到
憎張老師的班上課為題材，在面對這樣的
題材，很多作者也許很容易就會側重於
描繪老師同學們如何如何改造他，教育
他；但是，NlJ心武卻聰明地放棄了這個
吃力不討好的做怯，而著重描寫宋寶琦
到來以前各人的反應和態度；首先是那
位埋首教育工作的尹老的責問：r．··⋯
全年級面臨的形勢是狠抓教學質量，你
弄個小流氓來，陷到作他個別工作的泥
坑中去，哪還有精力抓教學質量？．··⋯
加上班團支部書記謝惠效與張老師間
的矛盾，還有刀B個在農厚文藝氣息中長
大的石紅，就構成了這個故事。
根據文學評論七八年第五期中

指出，作者所刻劃的主要人物既不是
宋寶琦，和謝惠敏，也不是石紅，而是
張俊石老師；但是，從作品中，給我
印象最深xl1的卻是謝惠敏。有些人把這
位在四人幫流毒卜長成的女學生，
看成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她動不動就談
鬥爭，看見石紅穿碎花的短袖觀衫，就
說成沾染f資產階級作風，除了中
央報刊惟荐的讀物·其他的一律看成壞
事；也就是四人幫的衛道者”
但是我卻只把她看成一個有缺點的正面
人物，也是一個受古者；l司時，從班
主任中看到的謝惠敏的不單以是一個
封f中的幹部，而是一個仃社會意義的典
型，這種人物在農4.t中仃，工廠中有，
在幹部中也有：遞也就是這側形眾成功
的地方。反過來看，文中的．E而人物石
紅和作各所想lJ劃的張老師，卻來得有
點單薄，缺乏細緻感人的養南jJ選，也
反不1：謝惠敏的躍然紙上。
文中有不少抆篇累h的道理，但是
其嚇，的一個情節祝又令人劉’1案佳斗絕。）jl斗

醒來吧，弟弟
弟弟不是沒有姓名的。雖然在

不同的背境下，我還是能夠看到他，摸
到他的弟弟本來的一雙眼睛像兩
朵五月的雛菊，滿蓄著稚氣與歡樂⋯⋯
我記得在初入大學時也曾見過這樣的
眼神，他的衝勁就像開動了的引擎，他
的，0比燒紅的火炭還要熱。啊，是從
哪一天起，弟弟雙眼裹開始呈現了這麼一種冷漠的光？啊！他也是從某一天
起，呈現了這應一種冷漢的光；他在房
中彈結他，喝啤酒，聰唱片J！眼中
看到的也只是r假、假典型、假產值⋯
⋯對甚麼也不太認真；但是偶爾也
迸現過認真的火花，f但是，幾個月
過去，他竟又復歸於冷漠；他和弟
弟一樣，也是在那紅塵邊沿打滾。我
不禁也想喊一聲，醒來吧，朋友。
這篇作品，成功的地方也就是能夠讓讀
者把日常接觸的人物代人到文中的主角
去。這是非靠生動活潑的描寫，精簡深
刻的對白，不能做到的；但是，最重要
的還是那個形象的真實性和感染力“
弟弟曾經l縐盧書記你為甚麼

還幹得這麼起勁7究竟是甚麼東西支撐
著你？蘿麼！ 他默默的望看遠方，
許久許久，才用並不高吭的聲音，深沉
地回答說 我愛咱們中國。我要她繁
榮富強，我相信咱們的黨”我也相信
，起碼有兩句是道出了不少活躍於認中
活動的：祖學的心聲。

愛情的位且
這篇作品不單有它的獨特性，也有它的普遍性，盂小羽面對的問題，也同

樣是一般年青人所要面對的問題。孟小羽和亞梅是兩個對立的人物．；在亞梅O
目中對象，愛人，結婚，登記“·⋯這些語匯是合伕的，而愛情這樣的字眼，即便不一定宣判為很氓語睛，
至少總含有幾分落後、i,1恥的色彩 ·
亞梅是在搞對象，不是在談戀愛，他要嫁的是幾百元存欺，大立拒，沙發，照相機⋯⋯而孟小羽的愛人
沒有這些，他只是一個炊事員，還有一
個遭了的母親，但是，她深愛的是他的
為人”在四人幫文藝封鎖下，孟小
羽得不到適當的指導，她感到迷湖，於
是，就得加揮了馮姨，一個獨身的革命
者，原來也是有一段愛情在支持著她的

勵
劉
劉
引
州q

就在於對長縐小說牛虻的看挂，團
支部書記和小流氓的看詼竟然不謀而合，鄒惑為這足一本黃書，而其實兩
個鄒沒有看過這本書的，一個浚該狠
批，一個腫不該看J。這，lJ劃了
四人幫之害，不單製造了來會琦這樣
的小流氓，更毒害了正直純伐的謝息敏

橫行下的受害者，道出了不少人的心
聲和事蹟，也就可以說是文藝創作中的一個突破；但有人卻認為這是暴露文
學，醜化了社會主義現實，同時也認
為王曉華這個人物不真實，特別是表
現在九年中，對自己的態度始終沒有變
化（見文藝報七八年第四期）。
在我個人看來，一篇好的作品，除
了要有優美的文筆外，最重要的是要有
真責感，要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王曉
華本來有一個美好的家庭，但是，自
從媽媽定為叛徒後，她開始失去了最要
好的同學和朋友，她的紅衛兵也被
撇了，而且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歧視和冷
遇，而且還是張舂橋親自定案的。以
張春橋當時在上海的聲望和地位，這位
十六歲的小姑娘，對她的叛徒媽媽所產
生的懷疑和憤很是可以理解的；加上不
斷的壓力，她要與這位媽媽劃清界線和
在未畢業前就報名上山下鄉去也是可以
予以接受的表現。但是作者卻未能在文
中細緻地描窩她那理性與感情間的矛盾，再加上她在農村中對母親的來信原封
退回的次絕行動，很多海外讀者對於曉
華這個人物性格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因
而缺乏了應有的感染力。
在剪裁方而，作者是下過一番功夫
的；他以曉華除夕夜趕回上海去看們別
了九年的母親作開始，在那紛亂的心緒
中，火車上一個女孩子夢中的一聲媽
媽，勾經了這段痛芳的回憶。而最特
出的可以算是當曉華接到她母視平反的
信後，常晚夢見她回到家中，但恍惚之
中卻兌到母觀正在書桌上，寫各叛徒交
代而驚敔，頗能，lJ劃出她那怖吟信將賢
的心情，和把那種長期以來受到的挺鉤
表露出來。直到她看完娥去世的母視的
遺害· 她在心中低低的，紜權地，一
字一句地說道：媽媽，視愛的瞧媽，你
放心吧，女兒永遠也不會忘記您和我心
上的幾疲．撾誰髡卜的“：我一定不忘華主
席的恩情，緊跟以筆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為黨的事業直敝自己畢生的力緘！1曉華便覺得渾身的熱血一下子都往上沸湧，朝看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一 。友明顯地，竹者韃謝意的
為這個悲劇加上一條美織的尼巴，裂也一個遠大光明的前景。這種毛劉不犖在本文出現，在其他的作品中更覺明頃；近也反映到很多作者煙抱茗戒心，木能完全拋東以往的框權

，馮姨最後一邊思考著一邊對我說：我認為，愛情應當建築在共同的革命
志向和紛趣上，應當經得起鬥爭生活的
考驗，並且應富隨肴生活的發展而不斷
豐富、提高⋯⋯當然，性格上的投合、
容貌、風度的相互怕躲，也是不可以缺
少的人桌。⋯⋯當一佔人覺得愛情促使
他更加熱悄地投人工作，那便是把愛情
放到恰常的了立證b·一j
遛一段雖然寫來比較到板，也跟全

文活潑靈括的風格不大冷調，但是它卻很他得我們年青人去綴思的啊。
盧吉語
必多為作品，大部份在技巧和內容上都表視得不大成熟，但是，作為這價被潮中的一些叔花，我是極其希望它們能狗茁壯成投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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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聲削，日色催，宜
玖沈醉水一枕 只願切流
狂歌之清淚，何思奢求之
諒哉！咸情情，久成堆；
弱如水，幾時培？林花謝
，等塵埃二案枝墜，化飛
灰。蒼天真無眼，罪人不
遭雷。愧曾教君心意玲，
但問吞珞寄望誰！?

鬼魅，雖生猶死⋯⋯
，橘和火紅君就如中。自古的。g
知識分子一樣，他們看不過天下的不平等，為此建立了自己的理想，忠實於自己的理想，不懈的奮鬥著’最後總是達不到自己的理想，以致含很而歿。仲們從不明白為什麼，他們卻從素南牛么露. 一，。，，二，' IIJ即北不潤天過信心0
楚橘走到火紅君的墳前，慘開叢著火紅君的泥土’一並埋上了他們火紅的年代，自己的鮮血’與一顆破碎的心。
那一代的人，就只餘下一位又木君了，
可惜也沒有人再聰見他的消息。

× × ×

老編前幾日在天涯海角遇見我，問
候起我的近況來，因為已經很久沒有見
過我的作品了，並且帶給我一個路邊人
的消息：火紅君已經病故了。
我沒有寫東西，是因為身體不好，

新害的心臟病老是時好時壞。火紅君的
死訊卻並不突然。楚橘，火紅，青斯，
又木都是雷聲晌朝代的人，我們由神交
到認識，也近三年了。打從認識那天起
，火紅君就是身體虛弱，面帶病容，慢
性的肺炎一直沒有好過。
不錯，他的確曾在生活的初鎖下好

好掙扎過一陣，我和火紅君都是楚國的
後裔，都有屈原傳下來的不妥協性格，
與受排擠的命運。

要打破現狀，必須先學學在現狀下
生存，這不容易，道路上關卡林立，我
們是一路打過去的，我曾經不幸倒下去，旁邊的人，有嗤我以鼻的，有繞道而
過的，有加踩一腳的，有站在一旁冷冷
看著的，這些都是赤裸課的。也有為我
念佛超度的，亦是欺騙我，也欺騙自己
的。天下雖大，只有三個人加我援手’
火紅君是其中得力的一個。就這樣，我
們以筆桿子對抗槍桿子，殺出一條血路
來。
關於一個憧憬中的理想世界的訊息
，大約在八年前傳來這一個孤島，初時
以地下刊物的形式流傳看，往後則越傳
越遠，越來越公開，震撼著古老的堡壘
，沸騰看海水和血液，很多人就率先把
頭觸在孤島山下的支柱上，腦肝塗地而
死。然而槍桿子不單是槍桿子，它也有
個大腦袋，轉一轉，又想出了新怯子，
再新的洗子和更新的怯子。雖然萬變不
離其宗：就是自古的寬猛相濟，不
過卻自古都奏妙。
很多人被喚醒了，終於演成一幕一

幕轟轟烈烈，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
。可惜，可惜憧憬中的理想世界一夜之
間改變了形式，加上原本就有的聽明槍
桿子，人心又不齊，於是一團團的烈火
頓然沒有柴薪，燒完了自己的身體之後
就只好化作一縷縷的輕姻升到上天去無

憂無慮了。我和火紅君出生早，剛趕得
上那最後的一閃火花。即此一閃，就足
以攝住我們的靈魂，驅使我們為他奮鬥
，為他犧牲。
火紅君於是抱著病軀以驚人的毅力

掙扎著，但時不我與，火紅君熬不住了，他慢慢地躺下去。有人拍手稱興，也
有人槌胸嘆息。他病重的時候，曾經對
我說：橘兄，我平生可以信賴的人，
只有你一個，希望你能夠接續下去，完
成我的遺志。火紅君！火紅君！我令
你失望我很慚愧，不過我已經盡了最
大的努力了，敵我力量對比實在太懸殊
了，我的心臟病又發作，甚至逼使我放
下唯一的武器：筆桿子。如今我也快死
了，我還可以把遺志託給誰呢？
我們並肩掙扎的時候，也和自古的
英雄豪傑一樣，鐵腿而柔情，因此我們
堅強，也痛苦。我們各自為了年青人的
感情衝動，去追尋過，但失落了。這使
楚橘的心留下了不治的創傷。算了，一
個已死，一個將亡，遺志如夢，往事如
姻。一個錯誤接看一個錯誤，究竟那一
個是第一個的錯誤呢？
臥看牽牛織女，追思往事前人，鵲
橋不永，流光飛逝，剩下的日子我還可
以做些什麼呢？
火紅君，你死去，或許見看前輩先
烈，雖死猶生；我還活看，卻見看幽幽

畫皮庶面冒才賢
東責會歡語成為
任是情深難下恕
豈應名裂謂曾題．
問•。有·塊羞尋會
對己無頗怕甩天
清露晞時花也萎
風如笑罵笑如鞭

寫於有心可碎之日
無地自容之時

× × ×

（按：當這篇文章輾轉交到編輯
手上的時候，楚橘巳經失綜
多時，後來有人找來兩張字
條，都染著血跡和淚痕，分
別寫著：贏得生前死後名j
。火紅君，我們在新世
界繼續奮鬥。字體秀麗而剛
勁，一看就知是楚橘的。也
許楚橘也死了。）

尸，, , , 魚 包 柴

一：- 一二一二一C不二二取二文。，,哺“h斗一。
醬

六十七歲的飽先生在年十二早上洗
澡的時候一不留神蹟在地上，因此現在
他加人了廣大的半身不遂患者的行列。
在醫院病房入白見到了高大的鮑先
生，正在另一個病人的床沿站立看談話

編惜計
!j徊，

了
冰
轉．,斗，神州. 祕。

認一化一
去編
、夕認
'l.’一C．，弓于．:' ,l;:.

然得，他和他的女兒打招呼，
幾個圈才看到我們幾兄妹站在那裹
冷的手，但是充滿了感激之情。

一一 中、

綺巒
斤

鮑先生的咀歪在一邊，眼睛也因面
部的扭曲而弄側了，疲倦的眼神，無可
奈何的表情，含糊不清的說話。
但這個老人家有他堅強的步伐，所
以扶持著他走路的那位可愛的物理治療
員小姐說：我們是不簡單的嚎，看看
我們復原得多快。
我真是由衷地對這位姑娘佩服得五

體投地。
老飽的妻子去世之後，留下了五個

嗷嗷待哺的小孩子，憑著他一份文員的
工作，他終終於像魔術師一樣，把小孩
子變作成年人。 ‘鳥
然後當最小的華頭出來做事的時候，公司對鮑先生說：老頭兒，你要退
休了，回家去安心地享受你的退休金吧
0J

於是苦悶的鮑先生人天坐在公圍的
長椅上，看完一份又一份的報紙，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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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日記，也是火紅消
失之前的一篇自白書。

一路邊人一
一個無名的下午，我獨個兒在海邊
散步。一輸鮮紅的火球慢慢地西沉乍去了
。幾朵浮雲，透過夕陽的餘暉，反映出
鮮艷的顏色來，把整個天空都襯托得很
美麗。海面上遠見孤帆，顯著輕風航行
，把那一道的金光都截成兩斷；再加上一二隻離軍的雀烏，低低地，吱吱地，
互相追逐，在水面上掠過。·····一般渴
望的熾熱燃燒著我的心頭，這是多庭的
自由幸福，又是這麼如畫如詩呢！只不
過是近黃昏而矣。
海很擊在岩石上，發出隆然巨晌，

不停地將我從美夢中喚醒過來。我一向
最愛在海邊，無論在岩石上，或者臥在
沙灘上，去聰那驚濤駭辰相擊撞的聲音
，看那濺起的很花及白沬，緩漫地散去
。海，一向就是那樣的動蕩，那樣的富
風險，充滿陷阱，就猶如一張血盤利齒
的虎口，隨時要把你吞噬下去似的；但
是，有些時候，她卻是那樣的溫馴，那
樣的柔順，好像一塊鏡一樣，是一張生
命的倒影，但也作用著造物者的戲弄。
而我，就只會貯立在這岩石上作壁上觀
，問接地去感受生命的苦楚；這不是一
件悲慘，殘酷的事實嗎。⋯⋯我抉定了
，我抉定了要眺下去，跳進這個濺起波
花白沬的漩渦之中。讓我也在漩渦中，

他醒個煙鳥觀鳥
、、•

個馴夏惜夏1也IJ輪h口。

鰓萬山付．
激斗A

•• ••• •他，. , 膩二 必名必一
我跳下去，啊！我不能跳得更遠了

嗎？這是我的極限，不能一跳就跨越過
漩渦區。海水很快淹沒了我的頭頂，這
多少令我感到沮喪；但是，當我從另一
個點重現的時候，我重新看到遠遠的孤
帆，逆風而行；天上的小烏，也向我展
示雙翅，現出迷人的笑容，向我招手。
我再次鼓足了勇氣，要去找尋我自己的
目的地，去伐尋一個新大陸，一個造物
者的魔掌不能按制的桃源。
我快成功了，我不是巳到達漩渦的

邊綠了嗎！噢，這不是太殘忍了嗎，為
些要我帶回漩渦的中心去呢？這冰冷，
無底的中心，沒頂之後，就可能永不翻
身。不過，不用怕，你看不到還有這磨
多人在與漩渦料纏嗎？我再竭力地扒，
扒著，扒著，⋯⋯也許是暈厥去了⋯⋯

斗斗 ：邊雜
我耳邊忽地搖起了一陣聲晌，這不
是牠的聲音，而是一些我曾經熟悉過的
聲音：算了吧！難道你仍不明白甚庭
叫成長嗎？你不願意成長嗎？你的世外
桃源，就讓它保留一個世外的美名。你
要成長，就得讓風很引領看你。跟隨大
夥兒有甚麼不好呢？算了吧！算了吧！

我對看前面波濤洶湧的海！
生命就是這樣的可怖嗎？這樣的悲
慘嗎？
也許我應該再跳下去的！
也許我更應該乘上那條船，在海面
上等待風平很靜的日子吧！
我算是活過了嗎？也許我根本就未
存在過？

•⋯也•．••．••唱•．
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已被海辰拋棄
在岸邊。畸！我的同伴呢？他們不是和
我一起地扒著的嗎？這不只是一瞬間之
前的事情嗎？我聲嘶力竭地叫喊看，叫
喚著他們的名字，但是⋯⋯為甚麼一點
聲晌都沒有呢？
喂！你們究竟去了那裹？喂⋯⋯⋯
依然是寂靜得令人顫慄。
啊！這裹有一張紙條，已經濕了，

卜··⋯對不起，當這船將我們打救
起來的時候，你離我們太鐘了，而且，
很也太大了，沒法靠近你。這艘船會將
我們帶同原地，但是我們或許會在離開
漩渦區之後，改乘別一條船隻，又或者
再跳下海中，找尋我們失去的新大陸。
我們沒其它的話可說了，只有祝福你，
希望你遇上下一條船隻！.，·⋯J
這竟是多磨的無情。看‘他們的船
不是已經遠離漩渦區了嗎？怎麼他們還
不跳下去呢？也許他們仍在等待機會吧
！但是，機會可能不再來呢，那處的風
仍然大著。
我怎麼辦好呢？
我忽然間想起海面上好像缺乏了甚

麼似的。不錯，那只孤帆不見了。
不過，不去想它還好，一看之下，
原來⋯⋯原來已經覆沉了。這個巨人卒
之也倒下來了！面對看這冷酷無情的現
實，我怎樣去抉擇才對呢！倒下去嗎？
我轉向造物者，一個曾經受我鄙棄
的造物者。我要問牠我的現況究竟與地
獄相差多遠？這是否我背棄牠的懲許？
我在天堂裹伐到我的新大陸。但是，造
物者卻偏偏不給我甚麼的答覆，也不同
答我的問題，只給我一張船票，一張他

j口j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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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已去·黑幕又垂下來！
夜色蒼茫，時候不早了，我唯有盼
望暴風雨不要再來。
但是暴風雨真的不會再在海上興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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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狀態。大學生造學問，學海無庭，惟動是岸。古聖先賢著書立說，希
冀黃帝子孫繼承優艮文化傳統，飽學經
論：齊家、冶國、以致平天下。華陀扁
閣窮生之年，鑽研醫術，以致妙手回春。今口我雖無孔盂之賢、墨很之智，亦
不幻想能醫百病；只為未來醫術奠立根
基，達到學以致用，便滿足了。因此，
我今口的使命，也是父母、師長及社會
對我的Jgj望，就是：讀書、讀書、努力
瀆書。
我是勝利者。我高舉現代實川精神，高舉科學的f言心和謙遜。然而，世界
充滿暴力和渥亂，社會有不平和醜惡。
人盲目地運用某陳意識形態，貪財、自
私，不惜批人利己。惟有在公正和忍讓
之下，社會才有更新的希望。所以我願
意行動起來，關心社會，愛我的鄰人；
我要抉助那受痛苦，被欺座的一幫。如
果人人都能愛鄰人，這社台使是天窒了。知識份子在迅求人轍公平上，是，lJ不
容軾的。因此，我的時代使命是喚馭同
學·紛波書外”仍贊孜伐以役於人。
我是勝利者。人生在世有幾何？現
實足殺玉要的。考試升級，是現代化的
運動，足科學時代的產物。任你面汰豪
放，．式場仍是必經之路。可憐時光一去
不復，闈惟難覓：青春飄逝不還，歡樂
難再得。學位頒下”斗，已是奔白么鬢，

間，及時玩樂”他朝便耿耿於懷了。因
此，我的時代使命是讀書時讀書，遊戲
時遊戲；書要讀，樂也要享‘
我是勝利者。機械的考試生涯，緊

密的升級制度，今人都活在一們規範中，失去了自我。我需要確實自我。擺脫
別人思想的羈隸。要抵抗、反叛，更要
有決定性的行動，追求經驗，確立自己
的理想。友誼是無意義的名詞，朋
友只是互相滿足或互相虐待。參予任何
團體或紐織活勁，無異於自甘接受別人
的栓桔。因此，我不相信別人工作的效
果，也不認同slJ人的理想；我要打倒一
切，追求自我。
我是勝利者。我以為自己心智成熟
，我以為我可確立自己大學生的地步；
但在風雨為搖中，在主觀思想很潮中，
抆是茫然的。我只有一連串的歎問：我
曾仰望星空，數那閃閃明屋，觀那密集
星雲，宇宙這樣運才i？我付跨山越海，
拜滌與凶膩悄”進遊湖江山色，世界這
樣平靜？我柑察臘迎進，驚計豪門夜宴，悲憐窮愁濟倒，枇悄這樣無常？我曾
慷保有威，期望嗎崗，深恐挂虹，標竿
這樣遙遮？我古劍躂街頭，看那忽匆約
色，觀那木嫵韻忠，人生這樣乏味？我
依舊在愛．帝、愛鄰人的道路L擭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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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木的書。他一點兄也不能像普通的
香港人一樣，用六合彩，搓嫣將，跑狗，跳的士高舞，四重彩，或者看電視來
滿足自己。
所以他級大的嗜好，是肴蒼孫兒們

玩要，用各種利誘來吸引小孩子們的依
攏。
過了農啊新年之後，命運之神‘說．:
對不起，老太爺，我要廢你右邊身體
。魚包先生連考盧的機會都沒有，就要
給乖乖的送還發院裹去了。
於是又開始一連串比他年青的時候
更難忍受的考驗，好像照愛克斯光，抽脊
髓，按際，運勁，放以到尿森事的事。
飽先生的身體雖然是一天比一天好
起來了，可足f也的蟀嚴卻慢慢地褪去了
; f也開始發覺，他現在要倚賴MlJ人去生
存了·但這因為這一切又來得這麼快，
不可抗拒，所以他只好坐在輝椅上，搖
精頭，帶禮苦笑么嗓下這一切。
在聞聊的當兒，我拿越r掛在床前
的病取么晚表·隨意地翻f幾頁，然恢
我米住r ·
在）尖‘p的一良紙織面，有一個顫抖
的筆劃所繪出來的臉孔，上而有大的咀
吧和眼睛，掛祈一倘開心的笑客。
那是胞先生川他尚可活動的左手續
離出來的；孔不雌不偽訴你，它是我所
兌過的般美麗的瞼徊‘。

個個盧彎涌個涌煙個口用j口口口口口口口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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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口亂馴口口口口朋日••唱

明德格物，胡吃地接受了這句
Jlld，遼來不及研究它的要義，便投人
醫學院的緊張學啊”彼功課壓力弄得仔
暈。在父母話循培育及老師不倦的教海
卜’，加上內在的一股動力，踏若被淘汰
者的來階，這勿草轉利者步入般高學府
之門。戰勝了一役，仍有遠方的線，需
雙努力不懈地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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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人 隨 筆
一群法律 學院 同學

對

艇戶 事件 的聲 明

編者的話：
r艇戶事件J，在校內掀起的討論

很熱烈，但相信有不少同學對此事中所
涉及的法律問題，頗為疑惑，有甚者更
往往以非法律界為詞，對同學把此事中
公安條例的非法集會一項拒絕置評，或
希望其他同學與他們採取相應之客觀
態度，現希望把這張由一群法律院同學
的聲明大字報轉載，以使大家參考這群
準法律界人士的看法。

p。意 識 形 態 還 是 社 會 現 實

小路
編者按：本文摘錄自中大學

生報（1978年八月）

群

淪於官能滿足的低級享樂，進一步加強
資本主義社會和殖民地統治政策配合下
的享樂意識。

三、 叻仔 主義
r．··⋯成功是我應得的、成功

的人士都吸×牌香姻的廣告，以及最
受歡迎的電視劇（如大亨、鱷魚
淚）正反映了香港人心目中的叻仔
主義。許氏兄弟那種不擇手段慍錢
哲學（如求望發達一味靠媼丁、
有吭但（錢）就算包公都由你叫冤枉
）之所以能夠這樣流行，也可以說是
基於香港人對它產生一種認同感。
至於許冠文 一個在數年之間成為數
百萬大導演、大演員的成功人士
之被選為十大青年之一，不知
是否當局要作一個叻仔的界定呢？
資本主義社會講求的是效率，忽視
的是人性和達到目的之手段。祇要你得
到成功，就會受到別人的尊重和看得起
，無人會過問你採取甚麼手段（當然那
需要合怯），因為錢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方面，由於社會變遷。導至傳
統道德觀念受到極大的衝擊。香港人缺
乏一套足以抵禦功利主義的社會道德，
一切祇以當前現實利益為考慮中心。同
時，教育制度宣揚看一套精英主義，填
鴨制度使青年自幼即渴望日後成為精英
份子，以致缺乏對社會事物的分析能力
。電視人侵到每個家庭，剝削了不少父
母與子女溝通的機會、減少健康的家庭
道德的灌輸，反而使他們漸漸地認同於
叻仔形象。

鑑於某些人士批評艇戶事件的主審
法官，謂他們知法律的不合理而照
運用如儀，我們必須指出，法官的
職權僅限於施法，而不是立法，故
對於一些不合理的法例，法官亦無
權修改
一個民主社會的立法原則，就是要
適當地平衡基本人權和維護公眾安
寧，但香港法律第二佰四十五章的
公安條例（PublicOrdinance)
其中有關集會的部份卻違反了這基
本的法律原則，例如：r公眾地方J
和公眾集會的定義太過廣泛；
又例如條文中規定所有公眾集會必
須申請牌照等，均大大限制了市民
的民主權利及反映出政府對此等權
利加以控制的意圖。
、就以上所提的不合理條文，我們建
議有關當局就平衡基本人權及維護
公眾安寧，這個原則下作出適當的
修改，例如將公眾地方及r公眾集
會的定義收窄，或者將集會的性質
局限於討論有關公眾事務，又或以
知會警方以代替申請牌照等，或更
將非法集會規限於公安條例中等十
八節內所列出的條件 （註）
、和平請願是基本的人權，是聯合國
所公認的是英國政府在簽署歐洲人
權宣言（EuropeanConvention
on HumanRightS, And Fund·
amental Freedoms）時所承諾
的。基於以上的原則與事實，對於
本年一月七日七十六名艇戶及其支
持者在前往和平請願途中被控非法
集會一事，我們感到大惑不解在
此我們堅決要求當局重視人權。、最後，我們急切呼籲法律界和立法
局關注以上的問題，並採取適當的
改善行動，以保障廣大市民的民主
權利

27名法律系同學

口

四

五
四、．、結

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享樂主義的
、叻仔主義的意識形態，普遍存在
一般香港人當中”這三種意義都不是偶
然產生的，而是在現今的資本主義形態
、殖民地政策及香港處於特殊地位形成
的社會條件所產生。除非這些決定因素
有所改變，否則，香港社會的本質及香
港人的意識形態均難突破目前的範疇；
但尋求一個健康的社會意義，是需要有
心人去作一番長期奮鬥的！

（註
Unlaw和1Assem以y 5 16 l ):-When3orMorePersonsasse油Iedtogether,
conductthemselveS1na ) 50州edy. inti而dating
insultingorProvocativemannerIntendedor
1ikelytocauseanyperSOnreasonablytofear
thatthepersons50assemblebw.IIcon州瀾t
aBreachofpee鉑，orwillbysuchconduct
provokeotherperSOnStoco闈Itebreach
ofthepeace. theyareanunlawfulasse面ly.

．、瓖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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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campus—

BernardLiu.LeeShuiShan.
RaymondLeung

In orderto knowmoreabout
andalsotointroducetoourreaders
the recentlyarrivedlecturer,Mr
Anderson,we Caduceusreporters
decidedto arrangea meetingwith
him.

Theinterviewwasarrangedon
19thFeb.at aboutoneo’clock,
in Mr.Anderson’soffice.Wewere
warmlywelcomed.

Theonehourinterviewwasvery
fruitfulin whichwehadchatteda
lot andhadexchangedidea.Mr
Andersonisaveryeasy-goingperson,
soif youhavetimejustgoandhave
achatwithhim.
COMINGTOHONGKONG

Mr JohnLeedsAndersonis a
sociologist.Heobtainedhismaster
degreeattheUniversityofAberdeen
andhasspecialisedinmedicalsociology.
sociology.Mostoftheresearchworkhedid
inEnglandwasrelatedtothemedical
field,forexample,carebeforedeath,
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s,etc.in
thesummerof lastyear,hecame
to theDepartmentof community
medicineto setuptheBehavioural
SciencesCoursewhichisa partof
thenewcurriculumforthemedical
students.

Whatare his motivationsfor
comingtoKongKong?MrAnderson
saidthathehadthreemainreasons:
(1) hispreviousinterestin drug
addictionandHongKongisaplace
goodforstudyingtheproblem.(2)
theromanticappealoftheeastwhich
he wouldliketo explore(3) his
likingforChinesefood(hehasagood
appetite!).Apartfromthesethe
jobsisonewhichhewasattracted
to becauseof hiscommittmentto
thesubject.Sothiswashowhe
madehisdecision.

At present,MrAndersoniskept
busywiththeadministrationof the
newcourseandtheteaching.Heis
alsowritingupreportsfortheresearch
workhehasdoneinU.K.Heisnot
ableto takeupanyresearchproject
in personyet,becauseof lackof
timeandthenecessitytoovercome
thçlanguageproblem,hehastolearn
Cantonese.Buthehasalreadysome
ideas.Hehopedthathecouldstudy
the differencesbetweenattitudes

of theoldandtheyoungtowards
thetreatmentofillness.
BehaviouralSciences& Medical
Students

‘Beh4viouralSciencesisnotimportant
importantatall:if youthinkthath’imans
aremachines.”saidMrAndersonwhen
hewasaskedabouttheimportanceof
studyingBehaviouralSciences.He
explainedfurtherthatif medical
students,wantedto be successful
in theirfutureprofessionstheyhad
totreatthepatientasawholebeing
3ndshouldnotfocustheirattentions
justonthedisease.Knowledgeof
thesocialfactorsbehindadiseasewill
makethetreatmentmoreeffective.

TheBehaviouralSciencescourseis
nowgiventothesecondyearstudents
andlastsfora year.It cnsistsof
sociologyandpsychology.Thestructure
structureof thecoursesis asfollow.
Thefirsttermincludesa seriesof
introductorylecturesin medicalsociology
sociologyandpsychology,andsmall
groupdiscussionduringtutorials.
Thesecondtermisdevotedtoproject
for studentswith guidancefrom
tutors,thethirdtermwilldealwith
specifictopics.

Thestructureof thecourseis
verysimilarto onehe taughtin
U.K.exceptthatourprojectscovera
greatervarityoftopicswhilestudents
inU.K.workononlyonetopic.Different
Differenttopicsarearrangedsothat
theycoverwhathasbeentaught
inthefirstterm.Theaimoforganising
suchprojectsistoletthestudentsgain
someexperienceof doingresearch,
to learngroupco-operation,andto
applythemethodsof investigation
(e.g.interviewtechnique,designing
questionaire,collectingrawdata),
intheirwork.

“Areall the projectssmooth-
goingsofar?”askedoneofus.

“No,”answeredMrAnderson,“it
wouldbecontradictoryif wemeet
no difficultiesin theseprojects.
Thereisn’tanyproblemduringsetting
thequestionaire,butwhenyouput
it to practicaluse,problemsarise.
Theprojectsarethepracticalsfor
thestudents.It iseasytoreadother’s
researchworkbutit isdifferentwhen
youdoityourselves.”

Afteroneterm’steaching,Mr
Andersonthoughtthatweweredoing
quitewellbutonethingthat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himwasthatwewereNOT
thinking.HestressedthatBehavioural
Sciencesdifferedfromothersubjects
in theformertriestoshowthestudents
studentswhichquestionsareappropriate
toaskineachcaseratherthantrying
toprovidesimpleanswers.

“It requiresthinkingandnotjust
repeatingwhathavebeentoldto
you.”commentedMrAndersonwith
referencetoouressays.

Regardingthetimeof teaching,
MrAndersonthoughtthatwemight
notreadilyrealisetheclinicalaspect
of whatwehadlearnedasweare
stillinthepre-dincalstage.
EXTRACURRICULARACTIVITIES

Mr Andersonremarkedthatour
extracurricularactivitiesareexcellent.
Hewasveryimpressedbytheprojectswe initiated,suchas the Mental
Retards,andHealthExhibition.He
alsopraisedthosewhoparticipated
insocialwelfareservices.MrAnderson
hadjoinedinsomeofourfunctions
andenjoyedcompanionshipwithour
students.Hehasbeeninvitedtothe
FratemNiteandtheMedic82cross-
countryrun.Hecomparedthestudent
activitiesin U.K.universitieswith
thosein H.K.U.,bysayingthatwe
havebothintellectualaswellassocial
activities,andthatisverygood.

Finallywechangedourtopicto
boatpeoplefromYaumatiandtheir
arrestdueto unlawfulassembly,
MrAndersonknewnotmuchofit,
but he showedsympathytowards
themandtheir11supporters.Hesaid
thatit wasusuallytheintellectuals
whowerepunishedastheleadersin
politics.Hefurtheraddedthatit was
usuallyintellectualswhoareleaders
in radicalsocialchanges,students
couldbepioneersinsocialmovement
becausetheyhadnothingtoworry,
nothingto lose,butoftenlosetheir
enthusiasmwhenestablishedincomfortable
comfortablejobs.

Astimewasrunningout,wehad
toendtheinterviewhere.

WewereverygratefulthatMr
Andersonhadspentan hourand
madetheinterviewasucessfulone.

學 生 節 一 勝利是屬鈴 醫學院的 康樂秘書
一年一度的學生節又過去了。醫學
院就在rM一E一D, D•l一C, MEDIC
klEDIC係醒D 的呼叫聲中奪得院
際總冠軍。
這樣優異的成績是各參加同學努力

耕耘的成果，並不是澆倖得來的。各項
比賽，大至大合唱及辯論，小至攝影棋
藝，同學都以認真的態度，各展所長，
為Medic出力。
合唱團雖只得季軍，但已唱出水準
，多星期的心血，總沒白費，各團員都
很欣慰。辯論代表隊lllJ輕易進人決賽，
與扶律學院再次碰頭，我方無論在台上
或台下的表現，都比往年進步，加上有
六七十位I6J學到場打氣，結果我們只以
十數分之差屈居次席”藝術歌曲獨唱和
合唱冠軍，都成我們囊中物，至於民歌
方面，同學參賽比較冷淡，但對比賽者
卻十分支持和關心。

遊戲日以有四個阮曾舐代表寥加，
我們憑看高度的合作，在數個遊戲中遙
病領先，得到當日的冠軍。在橋牌和象
棋比賽中，大部分參加者都是klcdic
同學，結果我們成為院際橋牌冠軍。此
外Medic囊括繪畫的冠亞軍、季軍及
攝影二、三名，康樂棋比賽因在午間舉
行，雖有很多同學報名，但都因時間上
的衝突而迫得棄權。值得一提的，便是
醫學院和理學院在UtrionNite合作的一個節目 梁祝之化蝶，因為演出情
釆音樂、服裝和道具各方面都很認真，
所以獲得熱烈的掌聲。
我不敢誇口Mcdic人才濟濟，但
可以肯定，比起其他院會，我們有多些
同學關心學生節。須知，學生節以往是
港大學生每年的盛事，但是現在各屬會
紛紛恤脹，致力於發肢自己的會傷，甚

至有自己的學生節，對UnionFestival
的反應已大不如前。雖然Unio錢Fes-
tival以院際及舍際比賽形式舉行，並
以總冠軍來吸引，但代表學院參加比賽
的畢竟還是小部份，在好幾個比賽中，
因其他院會並未認真參賽，MEDIC都
在毫無對手下勝出。
還有，很多參賽的單位，都只是為

著自己的勝利而努力，（有時還把錦標
看得太重，使UnionFestival失去了
原來的意義）並沒有支持Union活動
的，正如陳耀南老師在一次辯論評刊時
說：這次辯論雙方台上台下都有非常
精釆和優異的表現，我想，要是今天的
情形發生在明天就好了！．··⋯J（次日
是大學辯論比賽，港大與中大對壘。）
要知道，代表港大八千同學的就只有一

個香港大學學生會，我們要向外爭取甚
麼福利和改革，也要依賴學生會，雖然
各自發展會務是必要的，但支持學生會
活動也不容忽視。
對學生節的反應冷淡，各院會和籌
委都要負責，但基本的主宰還是在各同
學的身上，校內大部份同學都是無動於
衷的。今次醫學院參加過學生節各項活
動的同學，屈指一算也有百多個。比超
其他院會，我們可算是遙遙領先，但是
身為康樂秘書的，除了要求多些同學參
與外，還希望忙看讀書，攪活動、做自
己的事的同學關心和重視這次活動”

Try a littlekindn州
Showa 1ittleconcern.
（謹在此多謝所有曾參加和關心這

項活動的同學。）



11 啟 思 校聞版

、二j亂么

八二雙週最後的一個活動是座談會

這次座談會主要是希望討論有關個
寮制度對醫務工作者服務病人的影晌，
及．生跟其它醫療工作人員的合作的間
題。邀得講者有：一位醫務社會工作老一瀋小姐，一位護理人員 劉先生
，及兩位醫生一一吳醫生和梁醫生。
首先是瀋小姐簡略地介紹一下
她的工作。醫務社會工作始自1933年
，初時限於給予實質的、類似救濟
方式的援助，但這樣不能替病人解決基
本問題，而現時工作的最終目的是幫助
病人自力更生重回社會，故此首先是和
病人及其家人建立關係，了解他的社會
背境和因病引起的困難而給予適當的援
助。啊l織方面，全港有約超過一百名醫
務IiJ二會工作者（McdicalSocialWo-
rkcr, M. s. w.)，大致可分為四個等級
”一般醫務社會工作者（M.sW.U）是
在M.SW. 直接管理之下，後者並會
處理較困難複雜的事例，M.s•W.I之
上是SeniorM.s. W．全港有六名，按
照再港的分區情況：港島，九龍和新界
各一名，此外，精神病，美砂酬及胸肺科
等專科各有一名，而在SeniorM.s. W.
之上的便是PrincpalM.S.W．了。
病例的來源主要是彆生或護理人負

的介紹，或巡房時發覺的，亦有部份是
外問團體引入或病人親自到來要求幫助
的，但由於整個醫療隊伍的聯繫不夠緊
密，需要幫助的病人較遲才介紹給醫務
社會工作者，加上醫院內病人更換頻頻
，在未接觸了解病人前，病人經已離院
。故此要幫助病人康復，便要有好的醫
徐隊伍的工作，要有好的隊伍工作，有
賴好的交流方伕，整個翳療隊伍有好幾
個交流的方怯，如開會，尤其是當病人
家庭背境有問題；亦有非正式的日常接
觸時的討論，如一起巡房或電話聯絡。
此外，再港在社會服務方面的資諒

不足也是一個困難，所以，社會保障居
住問題，勞工就業等做得好才能基本解
決n翱題。
第二位講者是護理人員，lJ先

生談論有關病者對醫生的觀感和

護理人員與醫生的關係。病者對醫
生的看扶，從入院至出院都是在轉變的
過程中，大部份是信任的。在目前香港
的醫療制度下，醫治病人是以整個醫療
隊伍的方式而醫生由於他的專業知識，
便是整個醫療隊伍的領導者。日常工作
中，護理人員和醫生的接觸最多，由於
兩者專業知識有所距離，護理人員便常
常向醫生詢問專業知識方面的問題。

吳醫生主要是將英國推行的醫
療計劃（Nation-al HcalthScrvice)
跟香港的作一比較，從而對香港
整個醫療制度，作一概括的評價。
在英國醫療制度下，每區有數名私家醫
生，病人可選擇其中一位作為固定的家
庭醫生，每有特別情況時，便會被病人
介紹往專科醫生，如糖尿病人，當病情
惡化，便送入醫院治理，情祝轉好，離
院後，該名病人的私家醫生會收到有關
病情的通知，使他清楚病人的情況，從
而以後能作出適當的配合治療。反觀香
港的情形，政府的專科診所每日用三小
時來應付三百至四百名病人。
在吞港公立診所中，病人得不到固

定的醫生的照顧，這是制度的問題，可
能是恐怕由於醫生和病人建立了關係，
作為日後自行執業的途徑之一。
但是在英國的制度下，私家醫生的

收入並不是靠看病症的多寡，而是視乎
每人擁有固定的病人的數目。
此外，還有一些細則，他們要換上
院方的制服，及往往被人以號數稱呼，
如病人入院後常感到失去個人身份，又

如探病時間在香港是下午二時至三時，
但在英國，探病時間是下班後。在香港
，醫生和病人比例跟英國的是一樣的，
但香港出現醫生不足的現象，是因為彼
此制度不相同，而且，目前香港的制度
會做成很費人材的弊病，例如在醫院內
資歷深而又專長於某專科的醫生毅然自
行執業，但他在醫務所所醫治的大多數
是傷風感冒等病，故此是很大的浪費。
有關英國的醫療制度在香港推行的

可能性很低，目前香港的私家醫生的問
題是很難解決的，美國曾試圖推行英國
式的醫療制度，但受阻力很大，在香港
，這個困難更大，最大的困難是經濟方
面的。英國在開始推行時，已處於經濟
的低潮，依然能夠進行，反觀目前香港
的經濟狀況，比當時英國好得多。另一
個問題是市民的覺醒和教育。
梁醫生談論的是有關實習醫

生的角色問題，急症室和一般病
房之間的關係和一些人事方面的
問題。在整個醫療隊伍中，倘若是沒有
實習醫生，整個隊伍的工作便受到很大
的阻碼。但實習醫生所但任的角色卻很
不明確，而一般醫科學生畢業後都感到
模糊。由於實習期間，實習醫生只做過
兩個專科，故此知識並不全面，在急症
室工作時，遇到疑難，不敢大意，便偶
然會把毋需留醫的病人收入院，收症數
量多了，引致病房和急症室兩方面人事
上的不和。
倘若某部門的在高位者要求過份嚴

格，使各人經常都處於精神緊張的狀態
下，或合作不愉快，便會導致人材外流
；或者在高位者因能力問題，不敢隨便

作任何改善，只抱著保守的態度，·對發
展快速的部門，下級的醫生尤其不滿。
四位講者發言後，便是討論

時間，其中論及的包括行政問題
，推行英國醫療制度的困難，如
何保持自已的理想 當一個好
醫生，怎樣準備自己等等。
大部份當行政工作的醫生，較少實
際接觸病人，其中有部份從外國聘請來
港，實不易了解情形，但目前缺乏途徑
讓意見從下傳上。
社會上不好的現象，需要每人都清

楚問題的所在，故此有需要在學生時代
培養價值觀念，學會客觀地和獨立地分
析問題，才會察覺問題的存在，否則只
會逐漸接受不對的事情。要做到一點小
的改變亦需要通過各人的努力，但長遠
地來看是會逐有進展的，而問題的出現
，是制度和人兩方面的問題，人
的問題主要是由於氣氛的感染和外界
的引誘如金錢，地位和學術成就等，但
是整個醫療界的目的，當是服務病人。
討論亦深及醫療隊伍的整體合作問

題，而提及學生時代培養整體合作的概
念，無論是醫療隊中的合作，或是整個
社會的分工，最後討論談及病人本身對
現存醫療制度只懂接受，而不曉得提出
異議，不知道病人擁有的權利，但市民
對現存的醫療制度的改善的意見是十分
需要的！
雖然祇是短短的兩小時，但其中所
帶出的問題是值得同學深思的，希望以
後有機會，再有類似的座談會。最後，
希服藉此向四位講者致謝。

INTERFACULTY

SPORTS

NEWS

Cham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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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斗，, 樂

一藥 物 常
籌委會

六年了，港大．學會的健康展覽已
踏進它的第六年了。過去五屆的展覽，
均能在廣大市民0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使署假中的．學院充滿了新舊同學
工作時惟快的笑聲。每屆展覽都受到社
t各界的支持，反映著它在社會上的重
要性，另一方面，它也成了．學會每年
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六年的時間可能把很多事物沖淡了
，但健康展覽的意義卻是不可忘記的，
要知道展覽若果缺乏了其基本的方針，
就好像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一樣，他們的
存在同樣是沒有意思的·所以，我們想
在此不厭其煩地將從往年經驗啟發出來
的展覽介紹一下：
健展一向都承袒著對外和對內兩方

面的責任。我們承認，醫學生在知識上
的掌握有看它的局限，然而我們希望盡
己力以帶到一點．學的常識給市民，達
到健康教育的目的。在一個健康的
社會裹，疾病的撲誡，不應單是醫生們
的責任，其他人的普通．療常識也顯得
重要。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就是這
個道理。除此之外，展覽又提供了機會
給我們的同學接觸到廣大市民，認識我
們將來服務的對象，不至與社會隔絕脫
離。這些都是展覽對外的責任。那麼，
對內的又怎樣？同學們可以透過展覽的
籌備過程，增加互相的了解與合作，認
識與團結；尤以新同學而言，這展覽可
算是他們踏足醫學院的第一項活動，也
是他們與舊同學接觸了解的好機會，同
時，亦可使他們知道社會整體健康的重
要。此外，同學們在搜集資料、請教老
師的歷程中，既可鞏固已有的知識，又
可增添一些新的學問。展覽的對外對內
的責任，是有著同等的重要，缺一不可
，而責任的完成，則需要同學的力量和
支持。
．今年，我們籌委會的同學不免懷有
點戰戰兢兢的心情，只因為展覽責任重
大，加上以往每屆都有出色的成果。而
事實上，健展經過數年的洗鍊，已漸趨
成熟。我們既要秉承以往的努力結晶，
遼要使它更向前邁進一步，這袒子可不
輕啊l
因此我們要更認真地盡心盡力去把

它搞好。有鑑於前幾屆的健展籌備時間
並不充裕，所以早在今年的一月下旬我
們便組成了籌備委員會，希望有多一點
時間供詳細研究和討論展覽的主題，以
及藉此使資料搜集和整理上更為豐富和
完善。

一個展覽的主題就等如它的生命，
所以在挑選展覽的主題時，我們花了不
少功夫。一如以往，我們的展覽不是教
授專門知識，而是針對市民所需要的，
要實用和趣味的，但也不能遺忘健康的
重要性。以前要替展覽選擇一個具影晌
的主題已是十分困難了，今年就更加困
難。原因很多很有意義的題目都給做過
了，若重覆又不是時候，真傷透腦筋。
我們參考了數年來的主題，再詳細考慮
目前市民的問題，初步形成了一些構思
，經過一個月來向不少顧問老師請教後
，終於得出了一個理想的主題，亦即是
如今的對症下藥 藥物常識展覽

任務這麼多，可是我們抱著極大的信心，去面對任何挑戰和解決路途上的荊棘
，務求展覽盡善盡美。
今年除了正統展覽外，我們還打算
籌備小型流動展覽，計劃於正式展覽完
畢後移師到某幾個社區中心展出，以希
望真正達到健康教育的目的。我們又打
算將展覽資料拍成幻燈。到各區中學放
映，至於詳細情形，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我們選擇這個題目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不少的普通市民，甚至是有相當高
教育水平的人士，對藥物的認識很膚淺
，以至錯誤地胡亂使用藥物。例如：不
少市民自行到藥房購買成藥服用，或經
常向他人介紹藥物使用，或經常向他人
介紹藥物使用，更有不少人不遵從醫生
的吩咐去用藥（尤其是抗生素），引至
藥物中毒或頑強細菌之產生。還有對維
生素的誤解、打針的作用及····一有關
例子，簡直是不勝枚舉。有見及此，我
們希望透過這次展覽，將一些有關藥物
基本知識和正確用藥態度介紹給大家，
料正一般對藥物的誤解，闡釋自行用藥
的危險和使市民明白跟從醫生吩咐用藥
的重要性。同樣重要的是醫生們濫用藥
物的情況也很普遍。所以我們也想藉著
這個展覽的籌備使自己同學們在這一方
面有所認識和警惕。雖然展覽要達到的

目前籌委會已工作了近兩個月，各
方面正積極進行：包括籌歎、宣傳、搜
集資料等。今次我們十分榮幸，直至目
前為止，已得到了羅理基爵士、黃麗松
校長、醫務處長康家良醫生、香港醫學
會會長蔡永善醫生和醫學院院長高本恩
教授等人答允做展覽的贊助人，實在生
色不少。我們又邀得多名教授和講師做
顧問，令我們鼓舞非常。現在戰兢的雲
霧已漸騙解，我們有信心今年的展覽搞
得比往年更有聲有色、更能發揮其主要
作用。但籌委的力量始終有限決不能孤
軍作戰，還需要各位同學給予無限量的
支持，多提意見，一同參與，一同籌備

最後，僅以我們的口號作一總結：

健康知識傳大眾，

展覽同痲各有功

附：對症下藥 藥物常識展覽籌委，成員
主席：方平正（江）
外別主席：劉楚釗（二）
內劃主席：劉衛虹（二）
秘會：陳家馴（一）
紂政：單宇佑（一）
宜傳秘t ，抑永財（一）都維基（一）梁鳳嗚（一）
籌欽秘書：林明嘉（二）鍾安明（一）
總務：羅瞪安（一）林紹良（一）
公共關係：謝江（二）鄭健弦（一）
出版秘t ：何相東（一）
美街祕t ：余國照（一）
總學街祕t ：袁國勇（三）廖慶榮（二）陳仲謀（二）

七九年啟思編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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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何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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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如往年一樣，泳大醫
學會在七月中會舉舛一次
電影首映禮，這項活動主
要是籌欽作Elixir Loan
Fund 及實助醫學會的一
切活動。今年我們的目標
是江萬尼，來源主要是向
弘家醫生雄銷首映禮的劇
某，一方面為醫學會出力
，另一方面我們亦可以從
中認織香港執素醫師的情
死，所以希望各同學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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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積極參予籌欽工作。

返正啟事
啟思第十一卷第二期之我被定罪J一文中的那首英文歌應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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