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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uceus 2

這個年代的人總愛用某某已死
來表示他們對某事物的絕望、鄙視或抗
議，所以政治狂熱者呼喊革命已死，無
神論者宣告上帝巳死，支持艇戶者拉訴
民主已死。
有人卻不止三番四次大喊中運已

死，其中有根本否定中運，認為它祇
是一軍知識份子在實踐改艮主義；不難
看出他們還未認清中運的本質及意義，
無疑中運的結果必然走上改良主義的道
路，但要知道目下吞港的社會制度一天
未變，任何覃眾運動客觀上必然是改良
的，關鍵在於這個改夏是否需要，也在
乎我們能否主觀地在運動中教育單眾。
中運的目標針對我們下一代教育的問題
，希望使千萬的學子脫離舊式教育的卡
壓，這顯然是迫不容緩的；而更重要的
是在社會經濟矛盾逐漸磨平的今天，中
運是文化戰線上的一場戰爭，意識形態
的反塑造，民族自尋的再甦。
也有人懷疑社會的支持與同學的積
極性有多少，我相信這些祇是技術問題
，也可能是過慮；首要是清晰中運的意
義和方向”
要清晰中運的意義，必須同顧歷史

由開埠以來至第二次大戰結束，香
港政府的教育語文政策有著兩個基本特
徽：第一、把有限的教育經費集中在提
供與少數富有華人子弟的教育上；忽視
普及可L教育；培養一個少數的優秀份子
階層，而把普遍居民的教育程度維持於
最低水平；這是殖民地教育的一個基本
特微。
第二、在本港的教育制度中，當局

片面地強調英語訓練及以英文為教學媒
介，同時壓抑及忽視母語訓練及教學。
此政策的目的，在於使接受較高教育程
度之華人子弟，與自己的語言文化產生
隔膜，從而壓抑他們的民族感情及民族
自尊。與此I司時，政府又迫使他們接受
以英文作為教學媒介的教育，令他們投
人殖民者的語言及文化中薰陶，逼使
同化。正如在印度推行英語教育最力
的麥考萊助爵（L·ordMacaulay) o他
有一句名言，可說是這政策的最佳寫照
: r 我們目前必須盡力培養一個
特殊階級，使之成為我們（英國政
府）及治下廣大子民的傳譯者。遺
個階級，有印度人的血統，印度
人的膚色，但有英國人的嗜好，
英國人的看法及思想。

本港百多年的殖民地教育，多少的
高等華人 有中國人的血統。
中國人的膚色，但有英國人的
嗜好，英國人的看法，道德及思
想 ，這倒是發人深省！
直至四十年代後期，上述兩方面的
政策，本身並無任何矛盾。事實上，兩
者顯而有相輔相成的作用。但在戰後以
來，隨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及國際關
係新局面的出現，這過時的、陳舊的殖
民地教育政策也逐漸發生動搖。
首先，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
，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逼使當局放棄
以往全面忽視初等教育的政策。為了使
本港的居民能獲得基本的初等教育以滿
足工商業發展的需要，當局在此期間大
量興辦小學，初步推行小學普及化。七
十年代初期，普及初等中學教育又提到
議程上來，在連續多年強大的社會輿論
壓力下，當局終在一九七八年開始實施
九年免費教育，可是普及五年中學教育
仍遙遙無期。可以看出，戰後的發展已
使百年來的優份教育政策根本動搖
。但從最近發表的高中及專上教育白
皮書來看，當局仍刻意限制高等教育
的發展，並將專上教育分等分級，繼續
維持少數大學畢業生之優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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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當局仍舊一意孤行地推
行其重英輕中的語文政策。此政策之維
持，已與中學教育的逐步普及產生尖銳
矛盾。數以十萬計的學生被迫採用一種
他們未能充份掌握的語文來接受教育，
這樣造成的教育辰費實難以估計。
由此可兌，推行中文運動的意義不

單只在切實幫助千萬的莘莘學子脫離無
邊苦海，使他們能用自己的母語學習思
考，更且在揭露探刻的殖民主義，喚醒
市民對民族意識的覺醒。第一次的中運
迫使政府確定中文為伕定語文，得到了
少許的成績，但是當局其後並沒有積極
貫徹這個既定的政策，中文的社會地位
仍然受到低貶，而教育上，百分之八十
五的中學不以母語作教育媒介，違反世
界公認的教育原則。因此中文運動的再
生是必然的事實。
大專學生必須義不容辭地役入中文

運動的行列，他們是這個教育制度下的
既得利益者，也是這個制度的過來人，
他們了解制度的流弊，卻需要拋開既得
利益者的心態，用深刻的感情在中運中
站在廣大市民的一方，履行社會的責任
，將他們了解的揭示出來，從而使社會
大眾認識問題的本質及其解決方怯。而
中學生是現時的受害者，一般市民對中
文運動和母語教育也未必了解，中運便
是將他們團結過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二個團體
成立了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在舊曆年
舉辦了籌歎，可謂兵甲已足，在農
曆新年前又以揮春的形式海報上街，引
起了社會人仕的關注；中大港大兩個學
生會又成立了中學生組。
這幾個月來，中運顯然靜了下來；
可是大家要相信運動是有起有伏的，這
幾個月可以說是醞釀期，卜月以後將會
有一連串的活動。
首先在十月將是中運的另一次高潮
，學聯與八問院校將聯合舉辦一個大型
展覽，目的在較細緻地提出爭取的目標
，並與社會廣大的市民交流看怯，宣傳
中運；展覽期間會有配合的行動，例如
公開論壇，派發傳單等等。
十二月中運聯合委員會亦計劃有大

型的活動。港大中大合辦的中學生組亦
將逐漸擴大組織，這是一股不容低估的
力量，而中運的洪流必然越來越壯大。
今天的中連，可說是第一次

中運的延續，它肩負承先啟後的
重袒，它抱著時代的使命，它需
要你的耕紜，方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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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的凝聚

啟思老編：
每年一度的M· B·試，終於過去
了。但每當同想起這兩個多月來的經歷
，卻又令我心中猶有餘悸，對於未來三
年的遭遇，更覺暗淡。記得剛踏入第三
個學期，期待著的惡夢終於開始了。首
先，在時間表的安排上，跟往年一樣，
可是我們的考試是在六月，而舊制的卻
是二月，因此做成第一個學期，十分輕
鬆而堂數最多卿是第三個學期，加上課
程延至五月尾才完終，這對於同學們來
說，真有點無所適從的感覺，新的東西
滾滾而來，舊的又要重溫，以時間而言，兩者實難兼顧，新的東西根本不及消
化領會，惟有將心中認為不重要的省去，其實在現時的課程，那有不重要之理
，但為時間所迫，只好孤注一擲，搏一
搏，或者考考自己的眼光如何，要是幸
運之神不降臨的話，只好等待著口試這
個難關。
走堂亦成為一個普遍現象，Phar-

ma因不用考試的關係，上堂的人最少
，其次是行為科學和實驗課，雖然大家
都明白到上堂的重要性，但若果讀至通
宵達旦，那來精神聽書，或抄筆記呢？
上完實驗課後，已疲憊不堪，又怎能提
得起勁溫習呢？
談到Prcclin．的科目，更令人氣憤
！原先擬定只考生理，生化及解剖三科
，不知基於何種理由，硬要我們多考一
科1傳學，使綜合卷（Combinedpa併r
）合共四部份，因此每卷只得四十五分
鐘，而題目也不少，生化及遺傳學各八
題，悉數全答，（這是我們在試前所不
知道的），解剖學亦兩大題，每題三部
份。在溫習而言，要兼顧四個科目，又
加上其他三科，實不容易，這可又要考
考你的運氣，及講師們是否開恩出一些
校為屯要而大的題目。但結果

卻大失我們所望，有好幾科都是從精細
處考驗我們的能力（可參考各卷內容），試問這對學生而言，是否公平，我真
懷疑這張卷的可靠性，及是否能真正評
審我們所學的東西呢？但這一切切都不
是我們所能違抗的，反正生死權是操在
別人的手中．，任人宰割。
此外，這張所謂綜合卷，除了在卷
前的釘把四張不同顏色的試卷釘裝在一
起外，也不見得有何綜合之處，在三句
鍾內應考這樣多的題目，時間安排是十
分困難的，作答也很講技巧。稍有差錯
，則後果堪虞。還有，令人費解的是這
張卷有所謂內在補償（Inter立alCom-
pensat泌n）的辦怯，至於怎樣補償，
有沒有補償，則沒有公佈：但是若果任
何人在某卷裹不合格的話，則在補考中
，將重考四科（因這張是綜合卷），要
是某人在補考中，以前那部份合格了，
但在另一部份卻不合格，又是否雖然重
考呢？這樣到何時才了結呢？若不，又
為什麼這樣來為難我們呢？
其實，第二年內所教的都是以上五
年遺下的一小部份，（換句話說）各科
主要部份已在第一年完成，是否有必要
在測驗外，再另加一次短的而不公平的

考試來評定我們的知識呢？尤以生化岌
遺傳學而言，因為講課時間增多了，而
內容卻沒有多大變化，因而出現了教一
些純研究的實驗，或是將內容重覆又重
覆。難道在大學裹，講師所講不論恰當
與否，為著考試，我們硬要吞下去呢？
在醫學院的一些考試裹，我學會了一個
簡單定理，就是講師的筆記是最重要
的，就算在醫學上一點也扯不上關係
的，也要受落，理由很簡單，因重要的
標準是由這些講師訂定，因此在考試前
，我們要將這些東西背下去，以防萬一
。但是我們這樣花去的時間，為了迎合
講師的口硃，又是否值得呢？這與奴隸
主義又有何分別。其實這樣的教學注，
在中學及小學我們亦有類似的經驗，想
不到進了大學也是這樣，難道這是為了
我們這軍鴨子而設的教學注？
草此文時，大榜還未擬曉，希望有
幸的同學能繼續努力，為看捱過這
兩年而高興，至於不幸的同學，可不要
喪氣，若果你真付出了努力，出錯可能
是別人不是你呢？你只是犧牲品而已”
敬祝編安！

苦水君上
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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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半年沒收到你的信，也有半年沒寫

信給你了，我想大家都是那麼忙吧！
我剛剛考完試，總算鬆了一口氣。
不由你不信，在考試之前，真的找不出
室閒時間出來寫信。可能你會笑我太緊
張了，但不只是我一個人，全班的同學
也為了這次考試死了不少腦細胞，分必
盡了腎上腺素。大戰之前的那種嚴肅和
緊張氣氛，在會考或大學入學試時從沒
有見過。同學們平常見面時也只是往來
幾旬，說笑的話已很久沒有聰過了。鋤
書之搏命，神色之倉惶，心情之憔悴，
實有令人喘氣不過的壓力感。
我們亦曾經寫信給院長，伸訴我們
做實驗老鼠之痛苦，責斥這新制度
的弊端。雖然樣樣已經定實了，不能再
有改變，但我們也希望能夠為下一班著
想，要院系慣電考慮和認真檢討這新制
度的利與弊，予以修改，避免學生們受
苦，
今年之所以特別辛苦，是我們要兼
顧I仕eclinical和Paraclinical的課
程，而PARAClinical的課程，我們
又沒有時間消化，考試前幾天還用上堂，教新的toPics，這樣邇不止，我們要
在三天之內，考舉7科，Preclinical的
四科，更在三小時內考完，試問：這樣
的考試是真的能夠mlJ驗我們所學到的知
識，抑或是考驗學生的讀書速度？這就
所謂新的課程嗎7學生會得益嗎？
我確t 憤怒，雖然考完了這

不知所謂的試，心頭之火還沒有
熄滅，班內同學紛紛對1次考試
表示不滿。我們，團結起來，檢
討對這一年來dePar:meot的r所
作所為 ，為下一代謀點幸

親愛的老師：
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你好嗎？
想你最近一定是忙著做心臟藥的實
驗和研究了。
時間過得真快，Zud. M. B．考
試巳經是個多月前的事。將是四年級間
！近來我也忙看爭取點娛樂和休息時樣

西營盤

我的牢騷實在很多，再寫也寫不完，不知你也有沒有那慶多的牢騷呢7不
妨向我發洩發洩。

，寫於大榜未放前

：這是作者寄給澳洲一位讀．的同學
，訴說一共片次。

早兩日一位低班同學問我應該怎一
去準備讀你的科目和要買些共庭書絡。
我只斗他多儲備些單行紙，在堂上抄。
筆記，同家唸熟便夠了。他支吾以對一
輪，好像我說謊話；其實，上堂抄好了
筆記，不只對老師你的作品表示尋電，
而且多購買和消費紙張是有助於物質和
賣金在這社會的運行，有助於吞港社脅
的繁榮和安定的。你的苦心是應該作為
其他學系和全港市民的學習對家。
現在，經過了你十多個月的Dll練，
我的筆記速度已比以前大為改進，必要
時可以連到只有眼到和手到的地步，可
以在臨床課程裹發揮，也可以以後執業
時有一手好字嬤。想亦不負你的期望吧
勰我想，若果我能夠上課坐前些和多審
r點軸，進度一定不只現在；說來我也
有點慚愧；算了吧，總之冬謝你給我一
個及格·
是呀！說起來真是要感謝你，老師
！經你的盡心教誨和諄諄善誘，我的確
得益不少。除了在藥理上得到一個全面
的資料激曦外，我更學到一些科學的行
理；出得頂好嗎！你令我明白到這個世
界是偎讓的，是波有甚麼道理可言的，
只有事實，硬鸛嶺的事實，一二、二二、四、五、六的事實為我越元全贊曦坏
的做怯的·但我肯定有不少人足不t明
白你底用意的，他們（包括一些臨床老
師和抆班同學只求實際在他床的用途。他們不懂人間哲學，太市．了；根不
不懂純科學在人類思想進化過程中的重
要性，以以、．學只要有他們就能獨立存

在，好好的發展；l'ta們太蔑視你的科目
。怪不知你講心臟藥物時，他們總後一
竅不通。其實，只要他們上課時有做到
讀書兩到《眼到、手到），回家背熟，
便能夠弄通你的講課了。
唉！這世界常常是少數人堅持真理
的。我支持多教點純藥理，多些戲本藥
理知識，和以後多出這類考試題目。．
另一方面，你的課程表現了腦力勞
動和體力勞動的結合。一個好例子就是
在上實驗課時，我這個平時四肢不動，
五殺不分的憫悄鬼也要改變過來。我
學會了七手八腳、手急眼快
、一招了和那搬字過紙
的絕招。還有，你一開始便給我的那件
寶貴的傳家之寶一一那美觀耐用的實驗
報告文件夾；使我能陶醉在瞞大過癮
J的高于召裹。
有人說：在這個高度技術化的社

t裹，一切都講速度，人類就缺乏了忍
耐的美德。在上過你的課程後，我想
這說注並不盡對。那一次，全班一起在
課室訂看實驗的進行；我們有電視機轉
播，有幾位老師的指導，但我們們要靜
靜等待一、兩小時的過去，‘食驗的結果
才降電的出現。雖然實釀結果並不經常
那麼理想，《旦我花在等候的時間，的確
是抗拒催眠和忍耐力的最佳級鍊；使我
終生受益，沒齒離忘·一秒也沒荒廢呀
雩
你曾讚我廢話太多，他多收口·但
我想，寫這封信支持你的做注是有用的
；亦表示表對你教科目的懷念。
方有空哽寫信給我，談談你的現配
和州雖吧。我會洗耳恭總的”
祝身體鐘康：
你的學生
西管盤上一九七九年
五月十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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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這可能是一篇毫右吸弓人的文章一個醫療職業喪J：興趣的醫學‘{賓
自白。在這個大之驕子的學院裹，會對
這個誘人的社會地位喪失興趣的人只會
是極少數，而且會是一個受譏笑的少數

此，總之他是向著這個社會制度來開火
，而不是向著技術的難關來開火！
我，怎樣：

我既感到自己是一個例外，但又感
到自己是一個常規。這是完全合乎邏輯
的。試想想，在那應多醫學生於第一年
選科中，又有多少人真的很明白自己為
甚麼要選擇這一個職業呢？我，也許只
是百多個考生其中之一，覺得成績好的
應該進入醫科，然後再找到如醫療的確
可以為社會服務、醫生的前途地位很好
等理由來支持自己，使自己的抉擇合理
化，從這一點來看，我又何嘗不是常規
之一。
所例外者，也許就是經過進入大學

這幾年，我看到，接觸到，參與到很多
中學時期沒有想象的事物，從而便我清
醒地考慮一生的前途，從而明白到自己
根本缺乏讀醫科的興趣和動力，從而帶
出了極大的煩惱和困擾！
．運的烈火：
我同意；興往其實是可以培養的。
但是，幾年來的大學生活，恰好與醫療
興趣背道而馳。課堂、書本、講師似乎
完全成了陌生的東西、百分之九十九的
時間不是放在功課上！吸引了我的是甚
麼呢？就是那學運的熊熊烈火！縱使這
把烈火到今天似乎越趨於熄滅。但當年
又有多少有理想的青年在它的感染下成
長起來啊！他們拋開了不少個人的利益
，為了服務人覃的理想而作出了自我犧
牲！無論你說這是盲目也好，極左也好
，沒有基礎也好，又有誰敢說為人民服
務的精神不是崇高的，又有誰敢說爭取
人類的平等、民主和自由是無聊的呢？
那巨大的熱情，縱使甚麼也沒有換fe來
，或甚至換來了錯誤的觀念、僵化的思
想方怯，但只要換同了一個為人民服務
的心，又有誰能說不值得呢？難道一個
好的醫生不需要這樣的心腸嗎？
我是毫不抱怨這幾年來走過的路的
！縱使是那麼的迂迥曲折，縱使我以往
優良的成績化為烏有，縱使博得很多人
的攻擊和疏遠，縱使我脫離了家庭的呵
護。但我明白到，學運為我做一個有用
的人鋪了路，而且我也只有沿看這條路

走卜去，才能徹徹底底地為川於社會，
右用勞）×類l
學生運動就是這樣去孕育新青年的
。’色應容許青年人犯的錯誤，但它不能
容忍青年人毫無朝氣，坐而不起，起而
不行！為了爭取鍛沫，我把幾年來大部
份的時間投到了活動，投到了學生會的
工作上去！時間很快的J且去，沒想到，
在我還在這個圈子裹感到興奮，躍躍教
試的時候，時間已經把我帶到醫院，帶
到臨床的課程 我已經開始要踏進醫
療服務這個職業的大門了。
臨床了：
我也不知道第一個學位試是如何
滾過的！f旦，無可否認的，第一二年
還是和醫療服務脫離的時候，對於醫生
其實是怎慶一個模樣，還摸不著甚麼邊
際。那時還可以T恤一度，牛仔褲一條
，掛看一個布袋跑進李樹芬樓。天！就
只隔了那條薄扶林道，那邊要求你三十
多度的天氣也要掛條領帶；恤衫，西褲
，皮鞋都要換了！學術掛看名牌，而又
手拿聽筒走過醫院的走廊時，又有多少
人艷羨的眼光！當你走近病人床邊，他
叫你一聲醫生而後又喋喋不休，那又是一種多麼不同的滋味！當你熱天要同沙
宣道與瑪麗醫院拱間，與同學交談只是
醫學的問題，因為明天的WardRound
又或今日的講課聽不明而要回家看書時
你又有多少時間不被醫學所壟斷而剩下
來呢？在這樣的一個氣氛下，你已經不
單是一個醫學生，而是一個準醫生！
矛盾在這樣的時刻是尖銳的。早兩
年的實踐脫離了醫學，忘記了醫學，在
那時是可能的，當你踏上臨床課程時，
這還可能嗎？這只能要求你正視這個問
題，我看你放棄了早兩年的志向，或許
你做好自己的本份。
矛盾：
也許有人說：這兩者其實並不矛盾
。你既然想為人民服務，想改造這個社
會，醫生不也是一個迷徑嗎？不錯，我
正看看不少昔日在學運上積極投入的人
，今天結合了社會的現實來理解自己的
理想 做好醫生就是政治，就是為人
民服務！但，這是把自己向現實認同的
合理化呢？還是真的從理想的高度來理
解自己的職業呢？當你眼睜睜地看看社
會上的種種不平不單是搞好一個職業可
以解抉時，你日間滿懷熱情地醫好了一

百數個個人後，晚上就能夠安枕J’嗎
？當你走到瑪麗醫院的大房，】結至病歷
上的職業欄，而病人答稱小販、苦力、
工廠1人時，你以為單憑你的同答妙手
就可以解央他的困難嗎？當你看到中國
被封建傳統壓得透不過氣時，你以為上
山下鄉，拼盡了自己的青春就可解次問
題了嗎？當你看到非洲今天還是全世界
最貧窮落後的國度時，難道你覺得史懷
德的努力可以拯教這黑色的大陸嗎？
當你曾經參與過那高度政治化的學
生運動，而又當你面對終生的職業時，
這些問題就會催迫著你去思考。我就是
在這個心情交戰的狀態下渡過了幾個月
！一方面，我想起孫中山、魯迅，他們
何嘗不是拋棄了醫科嗎？他們不是為社
會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嗎？但反問自己一
旬：現在的時勢又是否當時的可比？那
應，我便想起了白求恩，他不正是用自
己的醫療技術貢獻給了人類的革命事業
？但當我看到他只不過是在成了胸外科
專家後才改變了自己的志願時，又感到
這不是貼切的例子！也許，根本就不必
去找這些偉大的人物來比較，隨波逐流
不是極其簡單嗎？

理想、事業、職業：

其實，大几一個人面對社會時，總
是有三個層次 理想、事業、職業。
理想是他對社會和個人的要求與希望，
有人可以是金錢地位，有人可以是社會
制度的改革。事業是這個透過甚麼途徑
來實現自己的理想，有些是把政治作為
自己的事業，有些是透過如文學、科學
等等。職業則無非是你糊口的途徑。一
個醫生可以有著改革社會的理想、醫療
這門職業，而用工餘的時間去搞政治
這是他的事業。一個醫生也可以理
想是一個好醫生、事業是搞好醫療服務
，職業是一個醫生，這是三者完全統一
起來。
當然，作為後者是最舒暢的，因為
社會現實和他本身沒有矛盾，也可以說
他接近著社會現實。但是一個理想超乎
於單做一個好醫生的醫生（請恕這
裹言詞累贅），縱使他的職業是醫生，
他的事業也不會只是醫療服務，或者他
以工餘的時間搞其他方面的活動，或者
他組織醫生起來的改革這個社會如此如

我不會強求他人有相似寫自己的理
想和事業，但我肯定目前這個社會的改
善只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制度才可能
徹底。因此我個人的事業一定是與此有
關聯的。故此，我的職業是甚慶，已經
不成為重要了，當然，事業與職業結合
起來是最好的，例如你準備用文學或輿
論來挑戰這個社會而你走去搞刊物；但
社會的現實往往不是如斯理想，往往要
我們花更大的精力來進行自己的事業，
就如要在日間精疲力竭的工作完了後才
來開展自己覺得有意義的活動。所以，
如果有辦法我還是準備跳離醫療這個職
業，但今天我無法預言，只有當我面對
社會時才能知曉。目前我又不敢作即刻
離開醫科到社會上摸索這個險，因此，
我就只能同社會的現實暫時妥協 先
讀完醫科再算。
也許有人會說我這樣讀醫是不負責
任，那磨，我就任由這些指責存在吧；
只有當你也經過我的思想活動，才可能
了解我的抉擇。無論將來選擇甚麼職業
，甚麼事業也好，我會堅持自己的理想
。目前只是過渡的時期！只有理智才能
指引我去上課，我去讀書，其實是毫無一點興趣的！但只要你明白一生人不單
是那麼短暫時，等候又怕甚磨呢？感謝
學運，它沒有帶給我甚麼技能，但它帶
給我一生的理想，從而在任何環境下我
卻明白自己為甚麼這樣做，而不是那樣
做！
後記：
自己考慮了很久是否需要寫這樣的一篇文，因為它完全是我個人的思想活

動，但是，我希望這能對和我相似的少
數考慮這個問題時有點幫助，又或者對
其餘的多數有些微沖擊 如果他們肯
丟下一會讀書時間來看這三千多字”
這裹，我完全相信啟思編委倉有辦
報道德、會把作者名字守秘密才冒這個
險，否則醫學院方大可大興問罪，踢走
這個醫科的叛徒。在此，謹向啟思編委
會致萬二分謝意I
脫稿於一九七九年五月二祺
凌晨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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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義

音樂被譽為國際共通語言，可能比
語言更超越，起碼用音樂來吵架絕不會
太痛快，反之，唱一首歌比說我愛你
更羅曼蒂克。
音樂既然是被人類發現，就不能擺

脫人的主觀。一九一三年俄國的史塔溫
斯基作了一齣名叫春之聖祭的舞劇
，並於當年在巴黎首次公演。據坦任指
揮的蒙都憶述說：在開始兩分鐘內，
觀眾總算平靜，不久之後，樓上的大堂
中的聽眾便發出貓叫的厭惡聲。他們向
左右鄰開玩笑，還拋擲糖果和一切可能
找到的東西。最後，甚至連座椅也被拋
起來，大隊警察不得已衝入場內鎮壓。一年後，這作品再以純音樂出現，卻
收獲了無L的讀揚與熱烈的喝釆。

歡節中幾段，還讓我們猜所形容的是甚
麼動物。結果是獅子的我以為是象，描
述母鵝和公鵝的我根本想像不到。又一
次收聽近代香港西方音樂作品，有一首
三重奏是要表達夫妻間感情的，旁述說
它如何感情真擊、撼人心弦，可是我這
鐵石，0腸的卻是心如止水。

屆口口居口口屆口屆居
口口日口口

唱口面面你口口審，屆r

由r.，，

縱使弟弟抗議我彈鋼琴時是將自己
的喜好建在別人的痛苦上，但當我覺得
無聊煩悶之際，只要手指觸及琴鍵，心
靈便飛到九霄雲外去了。每晚差不多時
候，樓下便傳來悅耳的鋼琴聲，每一次
都是那麼新鮮，一連串的音符把整天勞
碌侵蝕的身心重新振作起來。不少時候
，二胡聲、小提琴聲和歌聲也乘風送上
，它們不是隨意高四分一度，便是低三
分一度。於是怪誕的是，收音機播送悅
耳的音樂時，我都將音量放大，同敬樓
下的鋼琴英雌，也寄望其餘的幾位有改
進的一天。

經過再三考慮，在七五年十月我下
了一個嚴重的決定，便是寫信告訴鋼琴
老師我要輟學了。七天之後，他在
電話裹罵得我無言以對。直到現在，我
還是有點留戀，無奈功課逼人。史教授
脾氣頗怪，以致我上課提心吊膽，冷不
提防，一連串的西方助語詞可真叫人招
架不住。去年一個早上，他向我訴苦說
修現大廈工程所發出的噪音極不仁道，
關上窗開冷氣又皮費太重。目睹八十二
歲的異鄉人過這生活，心裹有說不出的
味兒。我最怕人問：你考第×級鋼琴試
沒有？也許他們不都是懷著同一意念
，我倒是怕有些人無意地將音樂貶低了
。甚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文憑、三一學
院文憑、低一級、高一級，根本就不能
將一個人的音樂修養表達出來就好像
醫學院畢業生不一定是好醫生一樣道理

木結他可玩電結他，不彈鋼琴便彈電子
琴。這好比古時大家閨秀做刺誘打發時
間，也不失有錢人家的身份。更可怕的
是愈來愈多人玩樂器是要為將來打開一
條謀生之路：港幣伍千多換來日本鋼琴一座，學得上三四年便可執業，難保闖
不出點名堂來。
最近常看到香港管弦樂團在螢光幕
裹的廣告影片，莫非是場面冷淡之
故？有些人批評他們奏的音樂不大眾化
，太高級，連表演的人、地點和票價亦
不例外。也許真的有人認為大會堂音樂
廳上演的粵劇總比在元朗空地的好看，
也許有些音樂表演者不單是表演音樂，
我們亦不能否認不少人慷概地花五十、一百塊去聽一個流行音樂會。大眾化
應該一個過程，不應是個目的，讓市
民有平等機會去接觸和選擇便是了。
音樂教育和推廣的效果無從估計，
但相信用貝多芝第五交晌曲配在譚蘭卿
和鄧寄塵的追逐戲裹這樣的事不應再出
現。

.j遲。，.

悅耳的音樂我便喜歡，那管是西藏
音樂、國語時代曲。曾經參加一個HIFi
音樂會，主持人播出怯國聖桑的動物狂

一直以來，富家子弟們其中一種玩
意便是學學彈琴、跳一下芭蕾舞，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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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半小時將拾來的樹枝變成一
堆火，阿細走過來問我為什麼要起這堆
火。我說我不喜歡燒烤，但我喜歡火。
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一個清靜的沙
灘L，我想起一堆火。阿細沒作聲，他
和我靜靜地坐在火堆邊看看火蛇在跳動

去屆代襄：

林大慶．生
何汝祥
劉少懷 胡兆雲
斤國維
單宗佑
張桂杰
關男I樂
雷聲晌

不久便有十來個人圍在水堆邊，他
們都足我中學時的同學。今次露營的搞
手大B手裹抱著一個結他問我喜歡些什
麼歌。大B是眾所週知的結他高手，所
以我便說：
蘇爾的B調練啊曲
又或者柏格尼尼的C大調小奏鳴曲
又或者⋯⋯

為什麼我們不唱一些中文歌
沉默了很久的阿細終於開口了。
又得
不記得是那一個人作了這個簡單而
又爽快的答案。這個答案之後，便是：

小李飛刀
前程錦繡
每當變幻時
春雨彎刀
雙星情歌

我不是指香港的中文啄，我是指中
國的中文歌，如天倫，本事，繡荷包，
小河淌水，三套車，又或者保衛黃河⋯

新聞及專題組：
黃偉忠容振滷謝喜兒單宗佑森責榮
黃洗照張樣杰郭天輻周永信林紹良‘梁潤森郭寶賢廖慶榮何柱礫張錦流
顏繼昌方平正唐濩軍葉麗嬋以維層

我看到各同學的表情時，才知道自
己說話不經大腦。阿強說了一句話為我
解圍”他說：

美衛組：
袁銘強關鼎樂孫偉盛麥國怕程啟泉
余國照

我們一齊唱幾首歌罷
文．組：
郵沃林黃就明鄭明銓丘國維饞偉爍
吳鴻深易綠慶

這么J話之後，我總到各人說
唱帶我回家吧鄉村路
再見黃磚路
今天
加州酒店
乘噴射機離去
法蘭度

我見各人的表情都不同，但阿細在
這個年代這個地方這種場合和這軍年青
人說這些話而希望有同好者實在要求過
高了。她使到空氣突然停止流動。但阿
強是醒目仔一名，他拋出一本歌集，然
後說：
我只有這一本英文歌書，只好唱些
英文歌罷。
於是大家便過了三十分鐘的快樂時
刻，直至火堆熄了，各人便同到營裹休
息。我正想走近海邊看很花時，阿細對
我說：
我想起一堆火，你教我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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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uceus

THE REALISTIC CODE OF MEDICAL ETHCS
(RevisedHO:nTiIIOnZ979)

The emergenceof hypocritic
realismonthepartoftheprofession
sincethe“Declarationof Aveneg’
andtheperpetrationof idealistic
hypocrisyinthenameoftheHypocrities’
Hypocrities’Oathforthelastfewdecades,
especiallyamongmedicalstudents
andtheirrespectiveeducators,have
showntheneedforanewreinstatement
reinstatementof theOath,whichhopesto
copewiththerapidlychangingattitudes
attitudesInpolicy-makingonthepartof
thegovernmentandmedicalpractice
onthepartofthemedicaldoctor.

Accordingly,I havepainfullyendeavoured
endeavouredtosetout,incompletely
newperspectiveandperccptive,a
revisededitionoftheOathwiththe
hopethat

1.Thegovernment,throughmore
vigroussavinof moneyin implementing
implementingmedicalpolicies,canmanage
toexertthebesteffortstosaveour
othermemberoftheUnitedKingdom;

2.Themedicaldoctorcanprofit
morefromhispracticethrougha
clearerexpositionofthemajorgoals
ofhistrade;

3.The patientcanbe better
exploitedwithouthimselfknowingit.

Thisworkwasfinishedon26th
May 1979anticipatingits fitness
tothepresentsituation.I amacutely
awareof thevulnerabilityof the
exposedandhonesthereticinthese
daysofreawakeningofthesenseof
highcallingandprotectedsingle
brotherhoodamongmembersofthe
profession.I am,however,confident
thatwithhypocrisyonmy side,
thisrevisededitionwill continue
to provideenlightenmentin the
understandingofhumanexistence.

However,inconsideringthemisery
thatlengthypropositionsmaycause
onthepartof thereader.I have
decidedtopropoundmystatements
inbriefandawaitfortherichwarmth
ut responsesfromfellowcolleagues
beforedetailingmyboringlyinteresting
interestingdiscussions.

TheRealisticCodeof Medical
Ethics(RevisedHongKongEdition.
1979)states;
At thetimeofbeingadmittedasa
memberoftheMedicalProfession

I solemnlypledgemyselftoconsecrate
mylifetotheserviceof
HerMajestytheQueen
andhersubordinatesso
thatI canlivehappily
andpeacefully.

I willrespectmyteachersespecially
myseniorssothatI can
getbetterandfaster
trainingandtheywill
feel euphoricabout
theirpowerandglory;
andgratifythemwhen
I passmyexaminations.

I willpractisemyprofessionwithhypocrisy
hypocrisyforthesakeof
societysothatthere
will alwaysbe sick
persons,
HerMajestysoshewin
notfeellonely,
myselfsoI willnot
commitsuicide,
patientssothatthey
willthinkI amworking

Allhypocritescanbemybrothers.
butI willnottolerate
theexistenceofsisters
becausetheydo not
knowthetradeaswell
aswedo.

I willprotect,maintainandstrengthen
byallmeansthetight
circleandhypocrisy
of theprofession,to
preventintrusionsinto
ourprivilegesby all
outsiders,andtoensure
thatourexploitationof
all othercirclesand
classeswillbeguaranteed
guaranteedforever.

I proclaimthatwhitesaresuperior
becausewearefollowing
followingtheirmedicineduring
duringallourtraining;likewise
likewiseallChinese,Asians
andAfricansarebeasts
ofburdenandtherefore
shouldbecondemned.

I willrespectthesecretswhichare
confidedinmeinorder
thatnoonecancome
andsubstitutemefor
myjob.

I willnotlearnnortouchonpolitics
becauseHer Majesty
doesnotlikemetodo

I willalwaysserverichpeoplefire
foronlytheycanmake
bigmoneyfromthe
poorandgivemesome
oftheirshare.

I willmaintaintheutmostrespect
for medicalreseah
whichis thehighest
toolof mytradeand
whichwillcontinuously
enlightenmypractice.

I willnotusemymedicalknowledge
contrarytothelawsof
hypocrisy,colonialism
andcapitalism.

I makethesepromisessolemnly,
havingpaidmynecessary
necessaryfeesandpaedmy
examinations.;1]

byNon-Buhl-shit;0]

- a new look at the HypocriteS’ Oath
-

trulyfortheirgoodand so
cometo mybai stayneutral,
counts. thatrightisrightam]

Moneywillbemyfirstconsideration, leftis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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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
的
變
奏

這
原
是一
張
少
女
的
臉，

少
女
的
臉
孕
育
著
春
暖
意，

那
上
面
映
照
著日
出
底
紅
光。

這
原
是一
張
武
士
的
臉，

將
軍
的
臉
敬
發
著
夏
之
熱
力，

那
上
面
閃
燦
看
生
命
底光
輝。

這
原
是一
張
寡
婦
的
臉，

寡
婦
的
臉
隱
含
著
秋
之
落
寞，

那
上面
掩
映
著
黑
夜
底
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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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原是一
張
獨
裁
者的
臉，

獨
裁
者的臉
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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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蕭
殺，

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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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
蓋死
亡
底
陰
影。

少
女
的
臉經不
起
時
間
的
轉
遞，

在日
落
的
餘
暉
裹，

瘦
權起
來。

武士
的
臉經
不
起
戰
火
的
洗
釗，

在
炮
火
的
紅
光下，

暗淡
起
來。

寡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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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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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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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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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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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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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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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力量
與公正。蘇

婉
容

以上的一
章鬥
臉的變奏
是刊登在

一
報章上的，
但卻激發起某君的思潮，

興之所至，
也來描寫一
張臉：

這
原
是
張
醫
生
的
臉，

醫
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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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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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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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

我
看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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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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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力，

卻
看
不
見
醫
生應
有
的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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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頭都娣不盡，心急得險

文藝版口口口口開口口口口口自
些要跳了出來

，喇 叭 褲 釁奇文共賞
之

華 日言已二 貝lJ

、。
霽
么胤
幹

北京之春來臨，西單民主牆風起雲
哺，大字報風潮舉世矚目。本以為全是
申冤訴苦，議論民主的嚴肅之作，殊不
知也有fussy佳品。本港一份刊物便轉
載了一篇甚為精釆的大字報。茲節錄如
下：
時裝廣告
為了晌應領導號召，配合報

才氏宣傳，堅決衹制外來喇，褲，
本店廣泛徹拿社會上各方人士的
意見，新述精心設計了一種中國
式的下身月艮裝，暫取名改追型
緬檔褲，尺名反喇，褲，產品
有以下優點：
不分男女，不分肥度，不分

前技，適合各種年驚，各種體型
，顏色深況，在重大方，付髒，
呀李通用，全家合用。
因栽首方便，制作簡旱，不

用量體，故價錢甚低，符合在工
資低制度·批迎購買！對下令藥
售喇，褲，幫助我們打開爛路的
領導，一次表示萬分威謝！

北京復興門復古大街
國粹胡同七十九號
民族服裝店
一九必．年三月

誰說中國人沒有幽默感？能夠在民
主繙貼L這樣的大字報，可不簡單呢。
似乎人們對於任何改變都抱有很大

的戒心。國內的人面臨看喇叭褲的挑戰
，吞港的人則面臨看油脂裝的挑戰，大
家都為看這芝薦綠豆的小事爭個不亦樂

乎。實在無聊得很。每個時代都有他們
的服式，清朝有長衫為褂，民國有中山
裝，我自己這個時代有喇叭褲，不見得
有什麼不對勁。
十多年前在香港，社會大力指責長
髮和喇叭褲，可是不久人人也穿起喇叭
褲和留起長頭髮。現在穿喇叭褲的卻反
過來指責人家穿窄腳褲了，你說是否荒
謬得很？當初孫中山先生剪去辮子，穿
起中山裝的時候又何嘗不是受盡指責？
現在國內的人忘記了他們現在所穿的服
裝也曾經新潮過了，於是又反過來
指責喇叭褲，冤冤相報何時了？
衣服最初的作用只是為了禦寒，可
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建立，
衣服的作用已擴展到包括了遮蔽身體，
美觀和表示身份等等，於是才產生了服
裝這個名詞。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物質
的追求更加速了服裝的發展。為了要刺
激消費，資本家便費盡心血泡製了所謂
潮流，服裝成了潮流的象徵，因此又有
了時裝這個名詞。所以你說資本家投機
也好，乖巧也好，他們的確掌握了服裝
的發展規律並引渡了它的加速。
看透了時裝的本質，便覺得潮流根
本不是什麼的一同事。那些穿了所謂新
歎時裝便以為自己有形有欺，有氣質，
有品味的人只是犧牲在資本家利潤下的
可憐虫。其實衣服這同事，喜歡穿什麼
便穿什應，喜歡更換便更換，不值得大
吵大嚷的。一種衣服穿了十多廿年，總
有厭倦的一天，換一種新的，談不上新
潮不新潮，堅持不換的也談不上什麼的
正氣或頑固，總之隨遇而安好了。奉勸
國內的人不要對喇叭褲這個問題看得太
電，免得妨碼四個現代化的進行，

F

絮

接仔成
六月二十二日
天晴，無雨，路上熱鬧的氣氛告訴
我暑期近了。一到MEDIC就覺得戰雲密佈，
是試雖然考完，但VIVALlsT未出
，是生是死還是未卜之數，又怎有HO·
LIDAYM00D呢？
我B科考得不大好，服粗粗條條亂

爆。其實有時很氣結，上堂晷提過的東
西卻被拿來打爛沙盆，難怪我亂爆，昨
我才發夢金榜名提，震到腳軟，今早醒
來猶有餘悸。
放榜日期眾說紛紜，但肯定不出今

朋兩天，大家都緊張地等待著，緊張過
癢姐競選。
時間是下午五時，地點是B科衙門

門前，萬眾期待的VIVALlsT終於
面世了，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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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矚煙衛唱，切戶併望戶神
h望鰓r馴觀露醒 h甲，.L‘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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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15notpa螂bleto凶sta
finaloralexam. t三me恤blebutthe
followingshouldholdthemselves
inreadinessforexam, beginn徑ngat
2卜rn. , on 25th., Jun吧，79. , and
whichmaybedeferredor迅ay比
中ntin以他onsubsequentdays.

_We h闖治，, to以吃t adefinitive
t亂中拙tableon叭ondaymorning·

Asupplementary115鳥including
thoseforpricesdistincLion, maybe
postedla比r.

，很不容易才看它一片，很奇怪，我榜
上無名！r唔通我爆中哂？心中不覺
這樣想or抑或衰到VIVA‘都有份？
心中不覺又震起來。
講開又講，這份VIVALisT唔
簡單，人雌其他衙門老爺例牌暗示諸君
應考的是PULL·UPVIVA抑或Dis
TINCTIONV以夕A，雖然很曖昧，
總算有個交代，這份LlsT卻不同，被
提名者不知是龍是蛇，可能弱即是強，
強即是弱，只知榜中高低手雲集，然各
人命運就不得而知了。
榜上無名者不要開心，此乃衙門老
爺的叮囑，VIVA LisT陸績有來頭，還有下集，衙門這一招奇鋒特出，不
無原委，聽說為保擭其任何更改的決定
云云。不過第二批幸運兒J就殊不幸
運，可有的預備時間比第一批還要少，這對他們公平麼？
不過，榜雖模糊，亦算有嚼梯，好
過我喲班師兄等了整日只得說話幾句，
吩咐蘊拜一再來，然而安慰品一份，亦
聊勝於無。
六月二十三日
今早名單又添四位，雖然逃過大難
，仍惶恐星期一再開殺界，唯有懷著極
度矛盾心情再上書山”雖云事倍功半，
也要誓死堅持，況且和和我同一命運者
·在本班大有人在。衙門之謂公平，令
你無話可說，簡直五體役地！
后記：想最後仍逃過劃數者，必會
對非洲來客衷心鞠躬，三呼萬歲，因過
得意曲折，之後也定會加添一份莫名的
喜悅，快感云。
最新衢門文告叮
奉天承運，衙門告日：因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現本衙門僅給十二人口試
時間，其餘十迅人仍須守株待兔，望穿
秋水然。
（七九年六月廿五日早上十一時三

十分） .

lt
煙

抬

hlia

劍

一卜 C.ndida一maynofaJ“悶功e
a比enaefr恤出日ord ela工Q.
m6a朋a poas巡出•。萬un.

正是人矮有藥．，名單又長

磚

．
•獸r
關口
nn州川州州

馴口亂． 汗遝
邊 憂 梁 痲 公

邊望 g仕江．一 喝雙劉持鳥,,．••，目”.．• “．閑開•自鬨開胄，織自劇計中、’'.，戶．'.‘一實鳥馴一
??'，斗“必.，一 '，戶。••口

楚一矯

胤
甽
州
劉
。
舟緬

時
劉
父
人
坏
幫

釁
觔
養
冷
看
見
頭

貪
篙
提

裊
爭
流

d壯·
一

f磚 兀夢·

抽計弘，化一囚
一’
爭

沫斗
．
他了不 ．、不

中一
’
淤：住 亡，你

二才 斗他兀
”

么
添
。首

蘇邊

憐。纏，h神戶

？織L。

計一摔k上j州潸 ，丫么

‘ eh斗r邢，間國口，尸．
a咸必 響細開神r,

勰卜以、奮f
祕右計 ‘滷口離



日
口口口口鯽

文藝版 Caduceus 8

也 談 女 性

j'J鳥j乓

⋯ 阿木 ．•

l 今期學苑討論了一個幾千年來都有人討論的問題一女性”小弟讀後，亦
I有一些意見，不吐不快。
沒有人是出生後即成為女性。一個女性的成長是要經過很多的階段的：

- （一）染色體決定一個胎兒將t是
l女孩。
（二）胎兄的正常生長使她能成為，一個女孩。
（三）父母將她變成一個行為上，

服裝上和裝扮上等如一個女孩。
（四）在學校裹，她認識到男孩和

女孩的分別，她的心理開始轉變。
（五）賀爾蒙的變化使她的，0理起

更大的轉變而至更趨成熟。她知道自己
的使命。
（六）從社會的組織和文化傳統她

知道自己在社會裹所扮演的角色。
女性是可憐的。嬰見出生後多數由
母親照顧的。男孫子可以到處玩耍，而
女孩子則要留在家，不准爬樹，不准打
架。母親想把女兒將來變成自己一般。
無論她將來是一個總統，一個高級行政
人員或一個媽媽，她都要保持女性的形

象。而女見們將母親作為一個模範，她
玩洋娃娃，貢飯仔，幫母親做家務。她
覺得母親在家裹有很大的權力。但後來
她會知道母親的生活圈子是很窄的，生
活是簡單呆板的。她想學男孩子一樣地
自由生活，她更想超越男孩子。
在學校裹，她開始有同性的朋友，
而且很多時有的是幾個女孩子組成一組
。她們分享彼此的祕密，她們噥笑
男孩子。男孩子的將來是充滿幻想，刺
激，及很難想象的。而女孩子是將來是
做一個母親，然後做一個祖母。她開始
討厭大人的社會，她恐怕生孩子。但有一天，月經來了。一些女孩覺得很高興，因為她們已成熟了。但一些則覺得羞
恥，不安和焦慮，尤其是她們知道男孩
子是沒有月經的。
要吸引男孩子的注意，女孩子便成
為化駐品，追上潮流的衣服，手袋，高
跟鞋下的犧牲品。初時她們男性的結交
是和性無關的，多是由是認為交男朋友
是必然的。但她漸漸懂得她是男性生活
的一部份，雖然男性將會是她生活的全
部。

叩獰鑿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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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接受了社會對女性的歧視，要
成為一個女性她必需輕弱，和藹可親，
腿小及漂亮。她是男性的獵物，她不能
主動去追求異性，她要含蓄，矜持。
她對戀愛有著很多的幻想，但她將

性和戀愛分開，因為性使她變成一件物
件（OBJECT)，她害怕性交，害怕懷
孕，害怕生孩子。她不滿社會給她安排
的角色，但她不能不接受。
反抗的辦伕是在社會上做事，如
出色的女秘書，成功的時裝設計師

。但女性最重要的事業便是結婚，她接
受了女性的使命（正如很多成功的女性
都將丈夫的姓氏放在自己的頭上），要
同時做一個女人和在社會上創一番事業
是很難做到的。希望婦女解放運動不是
將女性變成男性，不是將HISTORY
轉成HERSTORY, CHAIRMAN
轉成CHAIRPERSON，不是將男人
趕到廚房去。而且使女性放棄多餘的化
駐品，高跟鞋，水松鞋，絲襪，倥料的
衣服，圍在頸上的甚麼巾，鍊等。這是
我的願望，一個男孩子的願望。

徑

酈

同學，你知不知道 不要笑
I 一年前我寫了一點詩”若果你能花
九分鐘，我便說給你勝。我從來沒有寫

I過兩行詩，只是想著後，便記在腦海裹
-”當我寫好後，我也自覺有點無所適從。你將是我第一個總眾”一個作者為何
l要放過一個聰眾呢？我講給你總，好不
•好？．··⋯
日就算這也需要一個序言呢，哈
l哈，但我是做序言的拙手”你看，
我的所作所為都是在二十世紀，而在那
個時候 也許你已在學校裹學過
是習慣在詩歌裹將天上的無比神威帶到
這世界上⋯⋯
不消說到那’中學時學的達爾文
進化論，大學裹學的佛洛依德的，0理
分析怯，自學的馬克思、恩格斯階級
鬥爭都是十九世紀的新東西（剛好是
兩、三代人的過去），二十世紀的思想
方怯，分析的基礎。但，人類的前途如
何7是個大問題沉重的問題。這沉重並
不單只（或者主要）是基於估計對未來
的在挑戰。在一個很大的程度，這是由
我們估計自己應付挑戰的能力所決定的
。社會各階級的彈性，社會經濟秩序的
實力，國家之間的關係，和人性的
基本 這些就成為我們的期望的基礎

的

，無論認為對人類的前途是好是壇。而
在這些扼要的因素上，就只有很少我們
能建基的表面證據。我們根本沒有
實實在在的資料關於國家間對和平及戰
爭的趨向，或者各個階級的頑固及適應
性，或者個別人的搖擺程度。我們只有
很脆弱的概論。
從我們真實又千奇百怪的生活體驗
中 而這些都會由於我們在社會上的
位置和我們私底下的情操而有偏差。所
以，要知道人類的前途，連最重要的估
計，我們也沒有指標，只有我們自己；
而亦因此我們給拋來拋去，由於標準的
主觀基礎而不斷煩擾我們。這就是人類
最大的自由，一種痛苦的自由，要一生一世永遠摸索，永遠摸索不到的自由。
環看我們，多少人已放棄了這個人類最
大的恩賜。他們說：把自由交給
我吧：從此沒有煩惱，沒有悲傷．；能夠
好好過活，歡樂一生；只要你交出，說
你找到了便行，我會照顧你的自由，你的一切。不要多問了。世界從此
風平辰靜，世界從此寂靜一片。死了。

鈕、、、

無名氏

，我錯了。又如何？我不理，一概不
，因為我是沒有心
是
理

我又怎能安靜下來呢？我感到內裹的動力，我怎樣去形容好呢？我希望你明白我現在的感受。我從來沒有追求甚麼。你是這麼遙遠；無論如何，這是好的，我便有更多方按去表達自己；你真的將我在沉睡中叫醒。

找回我的心、我的腦
，沒有腦的。我要
。但，到那裹你會

我又怎能安靜下來呢？我不能集中精神去讀書工作，因為我的心在你處。
我不能忍受了。你令我感到太沉重了，不能入睡。不，不，只是我想看見你，
所以我不去睡覺，所以⋯⋯
下月五號便ffilj驗。誰去理會呀？我
失去自己，沒有工作了。好呀！只是不
能遮蓋內心的痛苦，一個貧窮，孤獨的
人週圍乞憐，尋找，尋找。沒有甚麼。
我在說些甚麼？你不能說這些呀！呀，

找到的。但，到在那裹呀？我聰不到，
看不到，感覺不到。
嘗試，又嘗試，但亦不能找到。瘋
了，越來越瘋了。也許一天他會冷靜下
來，但他的瘋狂不會稍減。不能等待。
若果不是我的心叫我⋯⋯若果不是我沒
有早夠的金錢⋯⋯我便會⋯⋯是，我去
媼錢，要快。你快要死亡了。又如何呀
？你有錢但你吝嗇。有腿！根本是有服
！等一會，睡看看吧，我會做更好的。
哈！哈！我，聰明？我是多麼愚蠢，我
竟不能看，不能聰；不能感覺。我竟然
失去我的心靈而不看。救命，救命呀！
我在那兒？我在那兒？

計禿煙墾豐圈口顫甲綢斤也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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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根源
現特別先從政府醫院及其門診部與
私家醫生的問題作進一步分析。政府及
私家醫生的不平均分配現象是有目共睹
的；一般市民祈感覺到的醫生荒問
題可能主要是政府醫生荒的問題吧
了。驟眼看來，設立第二所醫學院及非
英聯邦醫生考試等措施可增加醫生數目
，幫助解次問題。但這些措施並未真正
針對導致政府醫生外流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缺乏工作滿足感的問題。
其實一個完善的進修訓練系統可能
是對目前情況鼓積極的改善辦法之一。
若能實行的話，拇位實習期滿的醫生都
可以有平等機會在較熱門的職位及較
不合理想選擇的職位輪迥工作；且因有
進修及受訓機會，自然能提高他們的工
作滿足感。亦不會出現有些醫生被長期
置於他們不喜歡的職位的情形。但目前
香港竟完全欠缺一個類似的系統。最近
正式成立的香港全科醫學院（Hong
KongCollegeof GeneralPraCtlt-
ioners）的會員資格亦限於有五年私人
執業經驗之醫生。要安排一個進修訓練
系統是需要把不同單位的水準檢定及劃一的；這並非易事，但對提高各單位的
水準亦可起一定作用。
以上的討論都像是環繞看政府醫生

職位沒有被填滿的問題，但我們更進一
步考慮：若政府醫院各部門的空缺都填
滿了，是否表示醫療服務的質量就足夠
呢？換旬話說，我們更要考慮政府所訂
的可以接受的標準是否符合市民需
求。要理解這問題，讓我們先同顧影晌
醫療服務政策及計劃的一些因素。一個醫療服務計劃是針對一個地區
在一定時間的特別需要而設計的。（現
時香港正逐步執行1974年醫務發展白皮
書所訂的十年計劃）計劃的醞釀可大致
分為三步驟：
（一）決定有關醫療服務的各方面

需要吱問題，並訂下優先次序。
（一二）估計實際推行上會出現的各

種問題及限制。

（三）訂定實際目標。
第（一）步包含了一個評估過程。
政府對社會福利事務（包括醫療服務）
的政策及態度在此起看決定性的影峒。
到底怎樣的服務才是符合需要？這視乎
政府評定甚應是合理標準了。197斗
年的白皮書視每千人5.5張病床為長期
發展（至1982年）的合理標準，這比
1957年所訂的還低！相比於英國門8.8
張實在差別太大r。
從凡”italStatistics來看，各港一
般疾病的死亡率都很低。這個事實常破
用作證明香港醫療服務之質量已達到水
準。仁i每人清早在門診部外排看長長的
人龍，病人輪候的不便，私家醫生
的昂貴收費，都不斷向我們證明服務之
不理想。其實市民的心聲在這個評佔需
求的過程中根本沒有機會表示出來。
回看整個醫療制度，我們有理由相

信有限的資源已被充分利用。例如分區
制（regionalisation）的計劃就是透過
節省的方怯（把病況沒有那麼嚴重的病
人轉送到同一區的療養醫院去）去進一
步利用acutehospital的床位。若要在
不增加經費的原則下再作改善，困難及
限制是很大的。其實相比於其他國家來
說，香港政府辦的醫療服務收費確是很
低（不過在量方面非常有限吧了），若
要擴充服務，所需之額外經費將為政府
帶來很大負袒。在這情形下，各種新的
改善辦伏應被認真考慮。例如香港是否
真的不能發展一個部份的國家保鍵計
劃（或設立一個有限度的醫療保健制
度）?
政府補助醫院是否有潛力幫助解決
政府醫院的擠迫？它們的收費高於政府
醫院，但卻是很多不能享用私家醫院的
中等或中卜家庭可以負坦的。若把這些
醫院發展，可能是一個較經濟的改善整
個服務質量的辦伕。（但現時政府似乎
傾向於縮減對這些醫院的補助：聖母醫
院、佛教醫院是例子）。
社區健康二聯合醫院的官塘社康計
劃已為香港提供了一個有相當成績的（

雖仍有頗多限制）全面的健康服務的模
式，有待推廣。但政府至目前似乎還採
取觀望態度。社區健康其實包括了一些
頗祈、但很有發展潛力的概念，例如著
重市民的主動參予，利用他們的力量，
與繫生7之濩理人員分擔整個服務；並注
重服矛黝勻整體性卯包括社會工作、心
理輔導、一L康斗理等方面）以使服務更
有效地照鬍社區苦民的健康。

結語
以上的討論抓二集中於批評方面。其
實現時的香港醫療服務仃不少做得很成
功的地方；例如母嬰健康、家庭健康、
癆病的據制等，且政府門診及住院服務
收費之低亦是其他沒有醫療保險制度之
國家少有的。但從病人的觀點看來，很
多方面的服務質量都大欠理想。雖然醫
療服務（及其他福利服務）都無可避免
地受看經費的限制，但在今日這個生活
水準不斷提高的香港社會裹，仍可見到
f占人口絕大部份的低下階層得到極不理
想的醫療照顧。問題是肯定存在的。
有一點還未在上文提到的，就是個
人的態度問題。醫院裹不大協調的人事
關係、門診部工作壓力引起的問題等都
與個人工作的態度及出發點極有關連。
新的醫療服務如健康教育、社區健康及
預防的重要性等都有待現在及未來的醫
療工作者去推廣。作為今日的醫學生、
明日的醫生，我們對這許多問題有好好
思索過嗎？
編者按：
此文承接上期香港．療制度

問題初探一文。經此二期的刊登
我們希望能增加同學們對．療
制度的一點忽職，但更期望能拋
磚引玉，引發忽在此問題上有鰓
臘的人士（包括現職．生，教師
及政府方面人士）投稿使同一們
能加深忽饑。

香港的社康工作

觀塘社康發展計劃從七二年起
即在香港實驗社康這個觀念。以聯
合醫院和幾問社區健康中心為基地，擴
散至整個觀塘的65萬人口。現時整個
計卻J分六方面來推行：
社區發展和級織居民、義巨；
健康教育，
社康工作折訓練，
保健計劃，包括幼兄、學童、L
業、威人和老人健康；
醫療（包括牙醫）付波務；
社康．濩理。
除觀塘之外，一些社挪和區民紐織

都在推行或嘗試階段，如大坑東社康紹
、李鄭屋等。
政府方面除了資助少部份觀塘社康
計劃的經費外，都抱一倘觀望態度。不
過已經逐漸加強對這方面的重視，如在
四月後接管全港社康擭理，和設立：-,，徒
健康教育組等，但們有待發盛c
當社康J這個觀念還是這樣新的

時候，如何推廣和實踐自然遇上很多困
難。政府的政策、經費來源和社t （社

區）發展都是十分迫切的問題。醫務工
作者（主要是醫生）的傳統觀念，叫能
仍是認為健康服務是他們的專利品，尤
其香港醫療界的傳統勢力很大‘如何使
醫務人員接受和嘗試新觀念，需要政府
、醫學教育和社會意識的引動。
如何使，行民投身市1．康發喊中更嵯一

個電要但困難的課題c除f把健康教育
介紹給也們外，巡要史他們子動參與相
計十釦。工如觀媚跡t康，露卞劃確算龐尺，
但奉儷費亦足驚人，支出嚴人的壯自付明
工作人以方嗆,（叮以挽近只跑尊醫療服
務稍為擴散到。’1民織巾人
香港社康的展望
從觀塘視．康：汀劃的付父鎖與牧劇下，
可肴夢祀康！的觀念逐漸或熟。很多
社沫和居民紐織、·鄴LJ_,k織都在各地嘗
試推fJ。政府止如上面所說亦逐漸市視
社康l這個新的模式。相信熔來會陸
續有新的發展。但現時急需的是一個統
籌艇1織，協助各界L竹．，和對以佳的哎
果作檢討，政府的政策更形激要。
．學生與社康
我們的醫學教育不會對社康作

很詳細的介紹，所以我們需要自己去學
習，以前亦有同學參與觀塘社康計劃做
義工。健委會在香港仔推行的社會服務
，亦用吐康教育的形式，希望從實
踐中去學習各方面的問題，甚至在香港
仔一區內切責推行社康服務。這當然需
要同學的參與和投身。

此文乃上期r社康J一文中所遺
漏，謹致歌意）

啟事
醫療lJ度初探
，部份第二段
極為有限 應出
及其f也部份之



卜草 綱 目

李 時 珍
·

再新

健

委

李時珍（15 18- 1593 )
湖北省斬春縣人。生長於一個以醫為業
的家庭。李時珍雖然自幼體弱多病，但
是他好學，尤愛本草，常常跟父親山到
中採藥，也認識了不少藥品。後來他對
藥物學的研究感到興趣，多少與他家庭
環境有關。一f四歲那年我考取秀才，但
其後三次赴武昌鄉試都名落孫山，於是
無心科舉功名，立志跟父親學醫。後他
曾掌管良醫所，做過太醫院院利
，但他淡薄功名，不到一年就辭官歸
故里，纖續為百姓治病和專心著作。

本草綱目共載藥189？種，李氏
新增的3 74種。它是以經史證類備
用本草為藍本，仿照宋代朱熹通鑒
綱目的體例，首標正名為綱，名家注
釋為目，然後詳述藥品的性味、產地、
形態，採集方法，泡製過程，附有實物
圖譜，還收了一萬多個單位，對於藥理
研究，方劑配合都十分詳細。 藝上的轉變：對傳統道德觀念的質疑，家

庭制度的逐步瓦解，教育制度的工商業
化，和西方性解放思潮輸入，對年
經一輩（當然包括我們）影唧極深”我
想，還有一點警覺性的知識份子應該起
來在這方面為我們下一代著想。有這個
目標，就要了解清楚我們的處境和週圍
的各種因素。要有較全面，較有系統的
掌握，以便能夠摸索出一條道路來”人
類的性觀念有過不少的時代交替而
轉變。我們不能坐以待斃，給帶上歪路

次

酈

李時珍對本草（藥物學）有深刻的
鑽研。他認為古代的書籍，有很多輝煌
成就，但也有理論和觀察上的錯誤，不
恰當的分類，草木不分，魚虫互混
，未深加體審，惟據紙上猜度等。
而且在期間，新藥和外來藥增加許多，
藥物應用也有不少發現，醫學理論更有
新發展，所以他感到有全面整理以前歷
代草木書的必要。為了實現他的理想，
李時珍便於1552年（富時他三十五歲）
肴手編寫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的植物分類法與自然
分類怯（依照植物間親綠關係）不同，
於是按照產地，苗、花、驀、實、根、
氣味來鑒別植物藥品，比起歐人林奈的
植物分類早了二百多年。本草綱目
分藥物為草、谷、菜、果、木、虫、鱗
、介、禽、獸、人、水、火、土、金石
、服器十六部。每部又再分類，計共六
十二類，如此眉戶分明，，使人便利學
習和研究。

本草綱目的偉大貢獻有以下幾

李時珍的主要參考書有八百多種，
搜集了歷代醫書木草。但是他覺得單靠
萬卷書是不夠的，百聞不如一見，多見
不如實驗，必須盡可能到產區實地考察
所以他不畏艱苦走遍原野山谷採集藥
物，先後到過河南、安徽、江蘇、浙江
、江西等省。每到一地方，他都詳細調
查，虛心求教各行各業人是，收集了各
地民間藥物應用，治療法和驗方等資料
。他這種注重實際調查的治學精神，便
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

直到15 80年，歷近三十年的苦
功，其間三易其稿，本草綱目終於
初步完成。又要經過十餘年修改更正，
和畫那千多幅的精美藥物掃圖，到1590
年，才開始刻印。當時李時珍已七計三
歲了，可說是畢生精力獻給了醫藥事業
。（歐洲第一部藥典 紐倫堡藥局
方則於1600年才出版。）

（一）它總結了自漢代到明朝中國
人用藥物的經驗和理論，除了整理舊有
的藥物外，並且記載外來藥物，讓我們
清楚其諒流。
（二）更正一些前人醫藥學中錯誤

觀念和臆說，如草孑變魚。這種自生說
在歐洲十七世紀仍為人所信r而李氏卻一早指出是魚生卵孵化於草際。
（三）發現和確定許多藥物的臨床

治療效用。如益母草可以調經、大風子
治麻瘋、土服苓戶梅毒、蔓陀蘿有麻醉性，現在都證實了。
（四）促進世界藥物學的發展和植

物學的研究。1649年，波蘭人Michael
Boym用拉丁文譯成中國植物於
1656年在Vienne發表，此後日、法、
俄、德、英等多種譯本先後於十七、十
八世紀出版，可見此書在國際間的地位

一位八一同學
本草綱目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

的影晌，在藥學史上寫下燦爛的一頁；
當時的條件下，李時珍能有這樣的成就
，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偉大的藥物學家

但是，我們雖說是醫科學生，可是
我感到在我們醫學生之間對性的觀
念和態度都很不成熟，這大可追索到我
們的成長過程和所受的訓練經驗。對於
由性而產生一連串問題，或是不了
了之，或是一笑置之。我們沒有受過正
式的性教育，沒有嚴肅地公開地考慮和
討論過有關F性J的問題；我們對性的
觀念多是靠自學，和是以訛傳訛的方式
逐步形成。或許我們比其他人多懂些醫
學上的事實和資料；但對我來，資料知
識的儲藏和道德觀念的建立是沒有大關
係的。而正當我們的道德觀未有好好鞏
固起來，不少老師、長輩的舊思想和壤
作風都在不動聲色但有力地指引著我州
的潛意識影晌著我們的行為。
而我們在這些局限下，要出來輔導

人家，就必須要有充份的自我檢討的準
備。犯了點錯誤，亦可以盡快料正過來
。可是，搞小規模的性教育活動前，我們就是沒有好好做到這點。這樣下
去當然是存在著不少危險的：輔導員處
於不知己不知彼的狀態下，以為可以以
哈哈笑的方式輕輕避過問題；聰講
者的背景，思想狀態和每個人的反應也

那日’上課時傳來了一張紙。紙上卜大清楚（我想，要知道這些並不是吹是幾個歡迎同學報名參加的活動項目。毛求疵）事後也沒有一起交流看怯，總
其中一項寫著SExEDucATIoN結經驗。這樣，我們做成的壞影晌很可
TUTOR；這個題目把我吸住了。問
及原來是到一間中學作輔導員，便是拿
起筆在欄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能比好的還多。所以，希望以後的同類
活動能夠有更充份的事前準備和事後檢
討，輔導員才不致要冒太大的道德險

本

草
-

離騙一．一一

在事前，有一個準備會議：由負責 ，亦可以受到磨練一同學交代背景，作為輔導員要主要的責任和作用，和討論一些可能產生的難題
會上每人派了一本性與健康 那是健委會前幾年一次展覽出版的小冊子。當日差不多有半數人出席，其他的可能是太忙了。

誠然，這次活動不惜為一次新，試，新動向。只要可以把性的問題，坦誠
地擺在面前嚴肅討論，就已經是一點成
就了。當然，還希望能在我們班裹一些
曾經參與的同學中間泛起一陣思想的漣
漪，這亦可算是我們自．己的得益吧。

‘ • ，，，軍，戶．究f文騙，作吃州挪•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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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derationof MedicalSocieties

of Hong Kong

History

Intheearly60’stherewerevarious
societiesformedby doctorsand
medicalpractitioners.In 1966,two
of thesesocietiesjoinedtogether
andformedtheFederationofMedical
Societiesof HongKong.Theywere
thefoundersocieties:theHongKong
MedicalAssociationandtheBritish
MedicalAssociation,H.K.branch.
Sincethen,thenumberofmember
societieshasincreasedup to the
present28.Thereare,in addition,
9 moreassociatemembersocieties.
Thepresentheadquarterofficewas
acquiredin1975.

Aims

1.To promotetheadvancementot
medicalandparamedicalscience.

2.To promoteandcoordinatethe
activitiesof medicalandparamedical
paramedicalsocieties.

3.Topiomotethedevelopmentand
managementofmedicalcentresfor
post-graduatestudiesandsetregulations
regulationsforthemanagementofsuch
centres.

4.Toarrangeforumsfordiscussions
amongstmembersocietieson
medicalandparamedicalmatters.

5.To setupa Secretariatto help
withtheworkofmembersocieties.

Structure

1.Members
A. Thefoundermembersocieties.
B. Ordinarymembersocieties

Theseincludemedicalsocieties
registeredin HongKongor
HongKongregisteredmedical
societieswhichisadivisionof
overseasorganizations.

C. Associatemembersocieties.

2.Council
It iscomprisedof 32 members
representingthefoundersocieties,
the membersocietiesandthe
associatemembersocieties.Itsjob
isthemanagementandcontrolof
theFederation.

3.Theexecutivecommittee
It iscomprisedof: 11executive
committeememberselectedinthe
annualgeneralmeeting.Theexecutive
executivecommitteeimplementsthe
policiesanddecisionsof the
Council.

Activities

1.Services
TheSecretariatprovidesallkinds
of secretarialserviceto helpin
the smoothrunningof every
membersociety.

2.Facilities
Therearelectureandmeeting
facilitiesaswellasalibrary.

3.Publications
a. TheHongKongMecicalDiary

Thismonthly-issuedbooklet
includesa list of on-going
programmes,futureprogrammes
programmesin themedicalfieldas
wellasotherimportantinformation
informationforalldoctors.

b. TheHongKongMedicalDirectory
DirectoryThisisalsoaninformative
informativepublication.

4. Lecturesandseminars
Fromtimetotimetherearelectures
lecturesandseminarsfordoctors.

對症下藥
藥物常識展覽

籌黍會‘

現在考試已過，擱置了好一段日子
的展覽工作也再繼續進行。同學們，你
有想過怎樣利用暑期，做點仃意義的事
嗎？

今年的展覽，比往年大型得多。前
幾年的，都是以大會堂為展覽場址，展
期不過六七天，所以有不少市民，或因
交通不便，或因時間不合而錯過了參觀
機會，這樣是未能完全達到普及大眾的
目的。有見及此，我們不怕辛苦，抱看，
全心為服務社會的熱誠，決定將展覽擴
大，希望能使展覽所要帶出的信息傳給
每位市民，使他們得以獲益。展覽現定
以流動方式推出：

九月七日至九日
做海運大廈展出

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
假荃灣社區中心展出

九月十四日至 六日
假香泳仔社區中，。展出

九月十，日至廿二日
假大會堂低座展覽廳展出

九月廿三日起
假觀糖社康中•。展出

今次是第一次嘗試以這形式展覽，
正因為展出地方之多，時間之長，極需
要各位同學鼎力支持，踴躍當講角員或
籌備人員，使展覽能以新的面孔出現。
同學們，在暑假做點有意義的事，來充
實這段時間生活吧。

Elixir — officiil journal of Medic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lixir is now offering an opportunity for subscription
of the coming issue, session 7—79.

It will be ready by earlr l9O. The subscription price
is $30.

This issle will include :
*Journals from professors and doctors.
*Departntal survey o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Gynaecology.

*Reports on health services in Hong Kong.
*Reports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edical Society.• etc.

N.B. Money will be collected upoi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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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

譴責

校方

處 理

飯堂

的態度

飯 堂 風 雲

飯堂風雲

話說香江之內，有一古剎，香火鼎
盛，有信徒數千之眾，而古剎內廟宇林
立，星羅棋佈，竟也連綿一里。其極西
之門，卻不甚古，號日勿敵寺，有
小僧侶几七百五十人，都自命救急齋主
，謂日後一朝得道，便日行百善云云。
寺內有一齋堂，卻由一程姓施主率十餘
家主持，專供應各式齋品，從中獲利。
原來大凡眾生，每天除卻一些必要

之公事之外，皆以治好肚皮大事為要，
於是寺內僧侶每年皆選一些辦事和尚
”處理日常煩鎖，一共十人，內裹有
名怯號亞輻的”便主職監察齋堂日
常運行情記。
今年亞輻上任伊始，便聽得寺內僧
侶素來對齋堂水草不滿，齋堂主持年年
換畫，而現任之程施主又與眾不和；後
更聞得寺內全僧大會上，有提出與程氏一刀兩斷者，遂惶恐，一面急出問卷徽
集眾僧意見，一面詳細調查，乃發現終
止合約手續繁覆，動輒數月內不能解決
。又收同几數百問卷中，大多主和，故
無可奈何之下，硬功不成，唯有施軟功
，此乃粵語片殘橋也，然卻能充撐一時
。程施主也以為表現得體，連任在望，
於是相安無事又一月。
豈料好景不常，亞輻之老套殘橋三
招了，第四招即第一招，遂被破。於是
齋品質素下跌，齋堂各主持又與眾不和
，遂爭吵。程施主干脆不露面，亞輻為

之吹漲，奈何周身刀無張利，拿他沒扶
，遂惆悵。乃0灰意冷之下，組好下一
年度齋堂主持遴選委員會，期待著新局

乙份呈上，卻也石沉大海

到今年七月開始，同學們就再沒有
機到醫學院飯堂吃飯，吃早餐，我們
舛住在．學院宿舍的同學感到徬徨，對
將來九月開學時將會出現恐慌，混亂感
到不知所措，我們對校方處理這件事的
態度感到齒冷。
自從一九七七年以來，校方便處心

積累地泡製其中央膳食系統，理所當然
地·校方舉出一大堆好處，在Caterin寫
Q》mmittee內向同學推鈉，但是紙要我
們看一看校方在處理．學院餐廳一事的
手怯，便可以看到校方如何地為同學，校方的工作效率是如何地高了。

此膠著狀態維持至三月中旬，卻也
牛皮偏軟，無甚大事發生。亞福曾被召
往古剎之紐老士寺，開一些齋務會
議，也聞得古剎之大和尚們欲推行中央
齋食系統，卻也聰不出什麼端倪。豈料
在某會議上，怯號田韋之大和尚突出妙
言，日勿敵齋堂將遭拆卸，遷往隔
鄰一新廟。此事本來亞輻也知，但田韋
和尚卻云新齋堂須由古果lJ直接管轄，將
聘一名齋食專家管理及選齋堂各主持。
看官注意，此計劃聰來美妙，然其壇處
卻不為外人道。亞福智商雖低，然慢三
秒後卻也記得此事從未決定過；而且舊
制雖劣，則亞輻卻仍有多少管制權，但一旦由古剎直接管轄，則山長水遠，眾
僧之意見將甚難轉達，而加價之虞也在
所難免；再說以往經驗所得，大几由古
釆lj直接聘請之主持，有若找得金飯碗，
踢也不走。亞福有見及此，當下反對，
卻被田韋駁同，謂此乃大和尚團之
旨意，執行不得有誤，會上另一助
理和尚（筆者不知此怪名何來）名陸旺
的，也盡言新制優點，如數家珍，奈何
亞輻梵（番）文不熟，張口結舌，唯有
急找辦事和尚們商量，草擬抗議書

亞福自忖，目下齋堂主持與各僧關
係惡劣，只是時屆杜鵑花開，眾僧以背
誦經文為要，未有餘暇理會而已，故再
與程氏續約必遭反對。（筆者按：寫本
文時，聞得程氏也拒絕續約）但田韋和
尚日新齋堂要於明年一月才放大龜隆重
啟用，故七月至一月之間豈非無齋可吃
，吃肉不成？嗚呼！此乃佛家大忌，故
亞福又練定梵文，找田韋和尚理論，要
大和尚團負責一切後果，誰知陸旺
早有準備，接招之下，亞福氣功不敵。
然總算使田韋明白無齋可吃之苦，又恐
眾僧再次犯上，乃答應十月左右啟
用新齋堂。

幾年以來，為了容納將來牙科學院
的成立，校方在沙宣道醫學院一帶大興
上木，在一連串的擴建、改建中，包括
了現有醫學院餐廳改建為學生設施，而
將來的餐廳就安置在新建的一座學生綜
合大樓內。在這一連串的大變革內，校
方就一直沒有徽詢同學意見，獨斷獨行
，結果帶來這個災難性的後果。
根據DeanWhyte的理解，現有
的醫學院餐廳是同學管理的，但將來被
拆掉以後，新建的醫學院餐廳就不屬於
同學管理，從此，校方便可以巧妙地，
兵不血刃便收回同學們餐廳。
到六月尾日，醫學會與現任餐廳老
闆的合約便期滿了。由於老闆對校方要
收回餐廳的消息早有所聞，眼看紙有幾
個月的生意可做（而且大部份在暑假）
，自然拒絕續約，當然更難有外人肯投
標來做虧本生意了。

至此，亞福招數已盡，看來齋堂於
七月一日收工大吉已是無可避免，幸而
炎夏時分，眾僧多下山闖蕩江湖，數月
內不會回來吃齋，可是到九月，眾僧復
上山練武，至十月新齋堂啟用之前的一
段，又會出現青黃不接矣！

後記：上述的事純屬虛構，如有雷
同，乃屬巧合。然筆者偶爾行經醫學院
飯堂門外，見有署名幹事會之大字報乙
張，謂他們正與校方商量提早啟用新飯
堂云云，筆者費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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