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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高矮肥瘦，太高或太矮，
太肥或太瘦，都是不正常的，弱
能人士只是身體某一部份不能正
常地工作，其他的一切和常人是
沒有分別的，他們亦同你或我一
樣，需要別人的關懷，愛心及照
顧，要他們能平等地投入社會，
最重要的是給他們機會 。國
際康復會主席方心讓醫生t 指出
：希望在盡快的未來，社會能
提供全面的服務，發掘每位傷殘
人士的潛能，並善加運用，消除
實質及社會性的障碼令所有極需
協助的人都能人盡其才·這樣才
是一個成熟而健康的社會。
我們常常都用傷殘，弱能等

的詞彙，但是有沒有真正了解它
的意義呢？弱能包括身體弱能，
失明，弱聽，弱智，精神病患及
學習遲緩，由此可見，弱能人士
其實是泛指社會上一華因生理或
,O理上的問題而未能完全發揮其
體力，智力或社交能力的人，根
據香港政府的估計，目前全港大
約有四十多萬的弱能人士，佔全
港人口八至十分之一。
當你找到一份富有挑戰性而

你又能勝任愉快的工作，正對自
己的未來充滿信心時，卻聽到別
人說：

對不起，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本公司一向都沒有請弱
能人士的傳統，而且又沒有幫助
你上落的設施⋯⋯希望你不會介
意⋯⋯
或者是
我聘請你，是因為我同情

你的遭遇，現在你難得有這樣的
機會，就要安份地，專心地工作，
不要和別人爭執生是非····一要
有自知之明嘛！那時內心的難
過及不忿，又有誰真正了解呢？
這些心理上的創傷再加上原

本生理上的缺陷，造成了種種無
形的壓力，抑壓著他們的自我發
展，往往就因此而埋沒了他們其
他方面的能力。
雖然本港在百多年前已經有

為弱能人士而設的康復服務，但
是直至七十年代後期，政府還未
能對弱能人士的康復有明確、完
善的計劃及協調的服務。到了七
十年代初期，無論政府及其他志
願團體均視康復服務為救濟性質
的社會福利，弱能人士本身的能
力及其潛能均未受到正視。除了
在醫療服務，教育方面及庇護工
塌的設立外，政府及其他機構均
沒有在把弱能人士帶入社會上有
積極的行動，而一般市民對弱能

人士亦缺乏正確的認識。弱能人
士往往被視為社會的寄生蟲，他
們的弱能常被誤解為完全
失去工作及獨立能力
在一九七六年，政府發表了

名為果策華力協助弱能人士更
生J的康復計劃白皮，，但五年
後的今日，很多弱能人士還未能
得到平等參與社會及經濟的權利”在今天，很多弱能人士還是被
拒諸於社會門外，他們要面臨不
單是教育、失業等問題，而且是
整個（健全人）社會對他們所抱
的不當問題”
在世界各地的人士呼籲下，

聯合國將今年訂為國際傷殘年，
目的是要鼓吹平等的觀念，令弱
人士能夠享有一些平等地參予社
會，經濟及社交的權利。
當然，要達到上述的目標，

必定要有社會人士，政府及弱能
人士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成功的一
天”在目前來看，我們還距目標
有一段不少的路。
我們現在試從教育、就業、

住屋、交通及康復這幾方面去glj
析弱能人士在社會上遭遇到的問
題。

學而後知不 廢

教育是令弱能人士在充實自己後織
而服務社會的第一步。
在教育方面，香港政府的目標是向
所有弱能兒童提供九年免費普及教育，
部份兄童並可以接受為期更長的補助教
育。此後，並會根據高中教育的發展而
向有能力接受該等教育的弱能兒童提供
所需的設施。為了消除弱能人士和健全
人士之間人造的隔膜，更盡量鼓勁弱能
兒童在普通學校接受教育。對於因為弱
能而不能接受普通學校教育的兒童，則
會為他們設立特殊學校及特殊班。I
為失明及失聰兒竟而設的特殊學校
學額，按一九八一年統計，共有二六五
及七六個，基木滿足此等過齡兒童初
等普通教育的需求，身體弱能兄童部份
能就讀普通學校，其餘約千多名都能獲
得特殊學額。但為各程度弱智兒童而設
的特殊學額，短缺則較為顯著，只達需
求之百份之二十五至六十七不等。
雖然弱能兒童學位基本上得到滿足，但他們面對的困難還是不少。在特殊
學校內接受教育的學童，在隔離的氣氛
下成長，對以後投入社會的過程會否有
影響？在普通學校內接受教育的，比較
容易縮短傷吐間的距離，可以鼓勵互相

人
數（
每
十歲
計）

為了解各種不同類型的弱能士對復
康服務的不同要求，啟思特另！J根據各方
面弱能人士數目的估計，得出右面的圖
表：

這是聯合國選定為一九八一國際弱
能人士年所用的正式標誌，象徵看傷健
者兩人擭手，以平等的地位團結一致，
互相扶持。
聯合國弱能人士年的主題為盡量
參與和完全平等。盡力參與的意
思，是弱能人士既是社會的一份子，亦
應參與社交活動及社會發展。完全平
等是指弱能人士的生活水平，應與其
他市民相同，並能分享任何日趨完善的
生活。
本港的主題則為傷健一家。本港
康復發展協調委員會主席方心讓醫
生指出：表面看來，本港的主題與聯
合國所採用的總主題，完全參與和平
等有些分別，但是我們堅信，要傷殘
人士能夠成功地投入社會，達成傷健一家的目標，傷殘人士必須參與社會
的一切活動。在傷殘和健全人士間建立
恆久、互惠的合作關係，終而產生一個
更平等的社會。

註：O弱智人士及精神病患者，未包括
在右圖內。
圖表顯示，身體弱能者數目隨年
紀減少。此乃因香港人口兒童及
青年比數較高，而身體弱能者比
例在任何年齡保持差不多。
反觀，失聰者和失明者比例隨年
紀增大而增加，因而總數目亦有
．增加。

O從上圖可看出，不同類型的弱能
者在年齡上的分佈有很大的差別，他們對教育，就業，交通，房屋
等服務的要求亦有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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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學習，消除誤解。但普通學校的投
備，往往不便於弱能者出入上落，加上
來往學校的交通問題，為他們帶來不少
困難。
九年普及教育後升學及就業的情形，亦是一個問題。以失明人士為例，為
他們而設的學校並沒有高中課程，而初
中劉lJ注重實）lI科目，以，O光盲人學校為
例，失明學童中三後如想升學、，只有數
名能轉到一般學校就讀，轉校要補學很
多科目，困難很大。除了這少數的學生
外，大多數的畢業生只能在夜校攻讀高
中課程。這樣無疑扼殺了很多失明人士
繼續進修的機會，與全面平等這崇
高的目標有違。

f旦是所謂全面平等是要提供給

他們各項服務及設施，務求盡量減低他
們的困艱，使得和健全者有同樣的學習
進度。我們要針對的是現在他們有沒有
學習上的設施和服務？是否充足？並不
是在因為這方面的不足而給他們優先權
作為彌補。
這樣做不是完全平等，只是手
法上自欺飲人的平衡。

綜觀以上情記，政府是必要注重提
供弱能人士在康樂方面的各種需要，務
要實事求是，再不要辦一些調子唱看傷
健一家親，實際上弱能人士是無伕參與
的門面活動了。

寺砍學校
響二六五
磚兒童初
社童部份
名邵能獲
霆童而設
，只達需

康 樂
環顧香港弱能人士的活動，大部份
都放工在康樂，體育及娛樂這三方面，
必然（J它所在的精神。
在傷殘人士體育方而（機構有傷殘

f 七j '“必、，”一中一州：”才才

導到滿足
。在特殊
誰的氣氛
呈會否有

誰
9

7古你在街遇到一個坐輪椅的傷殘
人仕或拿椅拐杖的失明者，你有沒J向
f山們投以奇異的Li光，你的濟意識有沒
有覺得他們是可憐的一畢，有趣的一幫，或是低能沒有木9Ij的一軍？若一們傷
殘者能夠州．1(上班或結婚生兄育女，你
又會否覺得很奇怪呢？一般人對弱能人仕郁缺乏認識，覺
得他們是特別和神秘的一草，或者他們
多比較沈默，或自卑感較強，但對一們
失意n寺多、得意n響少的傷殘者來說，這
吹表現根本是很下常的，正如我們學業
、工作L不如理想或疾病森身時，不一
樣也有憔悴的一刻嗎？
我們若要幫助弱能人士返回il：會，
就必先解除這些錯誤的襯念，我們．必須
知通舞個弱能人士部是社會的一份子，
與常．人並波有多大分別，他個所需便的
，是平等的機會和對待，而非同情fTl憐
憫。他們希望社會能幫助他們做到獨立
和自助，不太多亦不太少。只要我們對
他們的能力有正確的涊識，盡啞爭取機
會與他們接觸，枕能做到傷健一家，而弱能人士亦能對社會有一定的參與
和貢獻”
弱能人仕的困擾；其實不難理解。
他們在行動上比常人不便，直接問接影
響到他們的教育，康樂和與別人的交菅t

r，在職業L．他們時常遇到僱主和同事
的拒絕，即使在街上亦被人投以奇異的

光，試問一個，g,’人如果受到如此際遇
又怎能（J’積極上進的衝勁？
弱能人士其實在很多方而都與常人
無異，他們的思想、感受和需要郃與我
們一樣，他們亦和常人一樣有各種不同
的啊L格，.(j’枕默的、活躍的；有動力的、懶惰的；有肥明的、愚蠢的，而且他
們人都沒有因身體的傷殘而影響到智力
和工作能力，只要他的工作是適當地配
合他們J限度的能力，他們做事時
可能更專心lJ有耐性呢！
事實L，我們對弱能人士大多存有
錯誤的觀念，這些部份是歸黔於教育取計
傳播媒介的影響。例如，tl.: 411一個失明
朋友指出，書木上i'！人模象的成語，雖然它的嗆意足教人對事物要有全而
的認識才可下結．淪，但這個故事很容易
使人誤解了失明者的智力和能力，胄人
亦會慢慢模索整隻大象的外形，而不會
愚念到以為大象是一條柱（大腿）或一
條繩（尾巴）一樣。
萬a視及電影亦時a’對弱能人士的型
象作出錯誤的池染和誇張。弱能人士，
常被頰造出無助、無能的型象，驟在家
中，無所事事，只增加家人沈電的負擔，是社會多餘的負累。不然的話，、、就
在閑劇中拿弱能人士作為取笑或醜化的
對象，使觀眾容易把弱能人士和可笑、
滑褚、奇異、恐怖，這些型象聯繫起來

人士體育協會），是希望藉著參加訓練
和比賽，培養個人上進和自信心，因為
通過訓練的成果及比賽的成績，能夠給
予弱能人士一個概念，他們本身祇是在
身體上某部份不健全，仍可在其它方面
發揮潛能‘，例如盲人仍可以聲音作引導
來賽跑，失聰人士亦可游泳，行動不便
的人仍可作射擊等運動”而且事實證明
其中個別傑出的弱能人士在個別的項目
上可做到比普通人更好，香港歷年來在
國際弱能人士奧運會中的斐然成績，實
在給與他們很大的鼓舞，明白到自己是
殘而不廢。
弱能人士在娛樂方面，並不汎於平
常人。而通過這一連串的社交生活，他
們更加可以了解到自己的生命是充滿了
希望和生氣。
，些時候，當一大夥的朋友一同

享受到踢球，獨木舟及策疆縱橫的樂趣
時，我們都感到生命的可貴。一位充
滿了信心和誠懇的失明人說。
通過弱能和健全人士一同參與的活
動，是可以達到互相了解的（所謂傷健一家親）：一方面令弱能人士有機會接
觸健全人士，消除自卑心理，另一方面
亦提供健全人士一個機會去接觸弱能人
士，使他們明白到大家之間相同或不同
之處，以便改變弱能人士需要別人憐憫
，施捨的形象。
當然，推行弱能人士活動並不是沒
有困難的。由於目前大鄒份組織活動的
團體都是自願的，經費，設施、場地不
足已多時為人所詬病，加上教練、義工
等必須有特別的知識，這方面的人手亦
十分缺乏，對組織活動做成許多障礙。
再加上交通上的諸多制U士，故此，令他
們不能人展所艮，令生活趨於枯燥乏味

弱能看 有其屋
?

對一般香港人來說，居住已經是一
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但對弱能人士來說，這個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根據統計
顯示，五十歲以上的身體弱能及失明人
士佔去人口總數目的大部份（其中五十
歲以上的失明人士更佔總人數的七成），而對這些年老的身體弱能者及失明者，一個容身之所是最起碼的要求了。
目前香港祇有很少的宿位提供予單

身的身體弱能及失明的老人。據失明人
協進會的發言人說：失明老人的居住
情況極須改善，現時全港祇有一間安老
院提供單身的失明或弱視老人宿位，而
其他的老人祇能在木屋或舊式樓宇中居
住。由於這些地方的居住環境很差及沒
有特別設施供他們出入，故此這類單身
的失明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很大的困
難，他們J泜能靠一些熱心的降居幫助才
能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雖然房屋署聲稱他們會對弱能人士
給予優先處理，但是仍有不少的年老弱
能人士繼續在惡劣的環境下生活。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積極去解決這個
嚴重的問題，以下是幾點對解決這個問
題的建議．o一、增建老人宿舍及安老院給予失明及
身體弱能的老人，此類宿舍應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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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設施及護理人員提供各種服務。二、為了達成傷健一家及在短期內解決這類老人的居住問題，新建成的安
老院應撥出若干宿位給予弱能的老
人。
三、加速分派公屋單位予失明及身體弱
能人士，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弱能
人士，另外在新落成的公共屋村提
供適當的設施以方便弱能人士的進
出。
四、提供社康服務予單身的年老弱能人
士及失明人士。例如安排社康護士
定期探訪及安排義工替這類老人作

·定期服務，以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生
活上所遇到的困難。
以上的建議，最終目的是要令每一
位弱能人士都有一個安居之所，亦是令
弱能人士踏入社會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當地利用及發揮，絕不遜於常人，例如
盲人在黑房工作，聾人在嘈吵的情況作
業，很可能比健全人士更出色，為何他
們在職業上又遭遇這般大的困難呢？理
由有很多：
一、僱主的錯誤觀念：僱主持有傷殘
就是殘廢的偏見，以為身體某一
方面的缺憾會影響他們的工作能力

寸步難移

量才而用
弱能人士在就業上所面對的困難比一般人大，這是否顯示出他們的工作能

力低呢？正如方心讓議員說：傷殘人
士的工業技能，如果熊夠得到適當的訓練，是有非常大的發展潛能的。
政府有見及此，亦有開辦弱能人士

職業訓練班，使他們能進入普通工業學
院及參加學徒訓練或其他訓練計劃，對
於嚴重弱能人士，則提供特別職業訓練
中0。政府六位勞工主任亦曾前往歐洲
參加訓練課程，學習為弱能人士安排職
業的各種程序，希望能對弱能人士量材
而用。此外，勞工處亦設有一個展能
就業組，為肢體傷殘、失明、失聰等
人士提供職業介紹。此外政府亦為嚴重
弱能及弱智人士設立庇護工場。另外一
些志願團體如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亦為
他們開辦工場和提供有限度的就業機會
。政府更以身作則，僱用各類傷殘人士
為行政官、接線生等等，希望僱主對他
們的能力有正確的認識和信心。
從以上的討論，政府似乎在各方面
都作過一定程度上的努力，然而這些又
是否足夠和適合呢？反觀現時香港傷殘
人士的職業問題並非如此理想，很多傷
殘者都在面對失業的徬徨砍也們在訓練
中所學得的，例如汽車修理、社工，根
本沒有機會學以致用，勞工處的職業展
能組亦只能對百分之十至二十的申請者
提供幫助。他們所等候的時間比常人為
久，而受解僱的機會亦比常人大。至於
庇護工場的設立，亦未能為他們提供合
理的工資。
其實傷殘人仕的工作能力，只要適

二、缺乏適當的工作環境及設施 侃
主往往在經濟及短期利害的角度F
不願意為傷殘者提供特別設施。
三、傷殘者的交通問題做成上班下班的
困難。
四、庇護工場或類似職業空缺不足。
要改善目前的傷殘人士就業問題，
其實是非常複雜的，而且與教育問題、
交通問題等都有極大的關係。要他們服
務於社會，首先要給予他們工作的機會，而一般人對他們的能力低估是第一個
障礙，我們必需教育一般人（尤其是僱
主）對傷殘人士有正確的觀念，盡量給
他們公平的機會取得工作。在另一方而，我們亦需要改善傷殘人士的教育程度
和職業技能，使他們有能力與常人競爭
及取得較高的職位。交通的困難亦需顧
及。當然為傷殘人士而設的工場亦有增
加的需要。

交通是康復過程裹面一個重要因素，直接影晌到弱能人士的教育，就業及
社交生活。一般來說他們的選擇有乘搭
公共汽車，私家車或所謂復康巴士。
今天香港公共巴士所提供的服務似
乎間接強迫弱能人士改乘其他交通工具，另外為弱能人士設特別座位的建
議多年來亦未能實行。部分弱能人士便
需以的士或私家車代步。前者的費
用昂貴，對於後者，政府亦未有給予一
些幫助例如減低牌費、津孵，等。
就這個問題，香港復康會提供了
復康巴士的計劃，可惜全再港只有十
二部復康小巴，遠遠不能達到需求。實
際上許多弱能人士是寧願乘坐公共汽車，和健全人仕一起往來的。
除交通問題之外，弱能人士要面對
另一個困難 建築物的設計。他們往
往發現自己在目的地裹寸步難移。
工務司署竹發出一份名為利便弱
能人士進出建築物的樓宇設計工作守則，指定梯級，路邊鑲邊石，斜坡，標
誌及洗手間．沒備的標準。政府所但任的
角色是作為榜樣及鼓勵私人機構採用這
些標準，但卻沒有立例規定。
事實上許多已有學校，工商業樓宇

一位弱能朋友對家 的親 身體會和期者望 · • • • •

家，好比一所舒適的監獄，父母兄
弟好比獄長獄吏；困在這小天地裹，生
活得到庇護和供養。殘障可算是一種罪
過嗎？我們失去的不是獨立自主的權利，而是獨立自主的能力。
家庭無可奈何地承袒了照顧傷殘成
員的責任，天倫樂需靠愛心和責任感去
維繫。
大多數父母對於傷殘子女，不是因
嫌棄而故意忽視就是過份溺愛和保護。
但，我們需要的是諒解和尊重，不是輕
視和憐憫。其實，家庭可以幫助傷殘者
培養堅強的性格，使能增強獨立能力·
在可能情況下，不再倚賴家人過活。獨
立自主才是我們的理想目標。
家，可與你分但憂愁，失意的

時刻，也是與你分享你的快樂時光，你

努力耕耘下的成果，家也是你可以
獲得倚賴，獲得了解的地方，同時家
，是傾訴心聲的對象。
用一個正常身體健康的人來與一個
身體有缺陷的人來比較，後者更需要一
個家，不是因為傷殘者需要別人的
照護，所以家對他們很重要；而是傷殘
者的遭遇往往是失意時多，得意時少，
那麼，家此時扮演的角色是給予他們關
懷、鼓勵，（雖然，這點別人都可以做
得到，但是怎比得上骨肉情深至親的家
呢！)一些家因沒有怯子可以減少那
些歧視傷殘者的言行，而又不能將此種
壓抑、隱藏之怨恨的傷害表達出來，好
像鐵釘打進0坎裹，痛苦不堪。最後，
忍無可忍，有的家把那一位傷殘者

收藏起來，不許他外出見人，過著不見
天日的生活，使別人不知道他們有如此
的骨肉，有的r家鐵石心腸一點的話
，更把他拋棄，使他比人皆有父，予
我獨無，人皆有母，予我獨無的孤兄
更苦命，有的絲毫不考慮傷殘者內心的
感受如何，家，只給他溫飽，不加
理會他的起居，又常以暴力對不能反抗
抵禦的他來發拽那種怨恨。

如果家不受社會的通俗意識牽
著鼻子走的話，家雖有一位傷殘者
成員存在，但家不理會人家，仍然
愛護那位傷殘者，仍然不視他是社會上
的廢物，耐心引導和栽培他，希望他能
像家中正常的成員一樣，雖不能出
人頭地·，但仍能自力更生。

事實上，我們同樣需要平常
人所需要的一切，
無疑，我們大多是被照顧多

過去照顧別人，
然而，如果我們能受到公平

待遇，會令我們更加鼓舞，並充
滿信心地邁進貢獻社會的行列，
願澎湃的鬥志為我們搖旗，
讓無比的團結力量帶引我們

衛破人際的隔膜！

摘自傷青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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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眾場所等都在設計上疏忽了弱能
人士的需要。即使新近落成的建築物和
公共場所，有顧及守則標準、方便
傷殘人士的，實在絕無僅有。一個有
名的壞例子，便是去年才通車的地下
鐵路。儘管各弱能人士康復協會多次呼
籲，希望地下鐵路各通道和設施能方便
弱能人士出入，地F鐵路公司無動於衷，乾脆拒絕作任何考慮。此外港大興建
中的新體育中心，圾近被發覺設計上並
未顧友傷殘人士的出人問題，但校方以
更改設計花費昂大的理山，不予理會。
其實只要最4jJ設計時，稍為留意遵守工
務司著的工作守則，額外的花費是
敵乎I黠敵（

康復工作

現時再港的康復工作是flf一個名為
康復發展協凋委上I會統籌：它的1兀
要作用是提供政府fJ’關康復工作的意L也
及協調政府及志願團體在康復方而的t
作，這個委只會包括政府添門代表、巾L
會上的知名人1亡及對康復r作了J’經驗的
人士等。但美中不足的是，贓雙（J弱能人
士參與。”一向以來，，占噸團體負起f打窮行康
復計劃人紹份的實際工作，‘已們無．侖在
弱能人士的教育、輔導、職業．Jfl練、就
業及爭取被利等L作．L郃有很大的貢獻
。衍在這些志駟團肥巾，(J’維份是山弱
能人士自行411織的，它們卜要是為弱能
人士的自力更新及爭取平等的徽益及機
會而努力，常然，這些團體需要克服很
多困難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再港失Iln人
協進會及再港傷殘青年協會枕是兩個好
例子。它們大都需要而對財政及人力物
力上的種種困難，目的只為爭取更多社
會上的支待及使弱能人士有更大的機會
去參與有關的統籌工作，正如再港失明
人協進會的一位代表所說：r若要令牯
個康復計劃推行得更完俘及真王把弱能
人士帶入社會，政府應予以弱能人士更
多的機會參與康復計劃的訂定。
舉例來說，一位失明人士在返回社
會生活及工作前，通常都經過一些康復
計劃。現在常川的復康計劃有兩大類：
機械式復康紋，及然復康怯”機械式
復康跋是山一些專家J推fJ'的復康課
程。他們首先檢定參加者傷殘的程度，
然後按其程度，機械化地向f也灌輸有關
之知識和技能，正如一位失明朋友說：

務要將他們塑造成該機構心目中的
理想的失明人。另一種是自然復康
伕，又稱為互助復康怯，主要是失
明人士互相幫助，使那些剛失去視力或
是剛踏進社會失明朋友，有機會與其他
失明朋友在一起，互相鼓勵，一同克服
因眼睛失去自由J而遭遇到困難；透
過生活實踐的體驗，並參與覃體社交活
動，使之在身心各方面都獲得均衡發展。我們會發覺那些通過自然復康的人比
較堅強和自信，原因是他們曾真正面對
困難，並親身體會到別人的經驗。在經
濟方面，機械式復康跋需要大量經費維
持專業工作人員的薪金，而他們所能顧
及的人數亦（j' 浪。自然復康訣則不
然，它無須聘用特別受all的人員，所需
人數亦岐少。
失明人在自然復康按中，既是受益
者，也是輔導員；在哼嚴、自信方而，
必然有不rdJ的表現。自然復康怯令他們
增加獨立自主的能力，更由此成為社會
的一份子。下如一隻和同伴在樹林裹一
起學飛的小烏，會比jJIl些困在專家指示
下學飛的飛得更高更快。

行其政而得其法···⋯⋯
雖然現在在這方面工作的行政決策
者，不乏有崇高的理想和工作的熱誠，
但是要弱能人士真正參與社會，先要他
們能夠有機會在自己這方面的工作範疇
內參與決策。反觀現今香港亦有不少有
能力和熱忱的弱能人士，但他們往往只
能在一些見木不見林J的行動上作出
決策，而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上，他
們只能作旁觀者。
大家都希望弱能人士能與社會成為一整體，但是我們對他們生活上和工作
上的資料又能掌握多少呢2就以人口統
計而言，一向都沒有明確的數字，進行
上遇到困難是必然的，應當去改變工作
步驟和手怯，或參照其他各國的可行方
扶，而不是半途而廢。
學額缺乏是弱能人仕教育的基本問
題，但並不是給他們足夠學位便可解決
問題，所謂完全平等是要看我們有
否提供如其他人一樣的學習機會。近期
新建的政府學校有沒有適當的設施給弱
能學生來往？課程的編排又有沒有機會
給有能力者去接受中，大學的教育才

總 結 ：
’編遝以上所說，我們只是在幾個電點
的社會問題L作出介紹和分折。但另一
方而，我們不容忽視的是人際關係：
弱能人士對自己及健全者所抱的心
態，家庭、il：交，和婚姻的問題，感情
上的困擾常會影仰到他們自己的信心，
工作上的積極性和處事的態度。
政府的政茉 堝牛式的
雄進
再港政府一向對弱能人士漠視的態
度，使我們覺得各方面部百廢待舉，正如七匕年的康復白皮書中，亦提出
很多建設性的工作大綱和意見，並聲明
會將其內所提的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
但是現在看來是否言行一致呢？如果香
港政府要在這方面做到領導，帶動和實
踐的工作，而不只是審聲大，雨點小
的廣泛宣傳和一些華而不實的行動，
就必要多花點工夫，時問和金錢不可，
而對一向著實地行動耕耘的志願服務團
體不應再是勸論和鼓勵，而是實際上的
支持和參與。

世有百樂，而後有千里馬
弱能人士本身，雖然是存有著一些
缺憾，可是，他們的能力並不遜於普通
人。吞港政府應以最大僱主的身份，以
身作則僱用適量的弱能人士工作。為使
他們對自己找尋職業增加信必、，政府更
可以調查及公開他們在各政府機關及私
人機構的就業情況及數字。如果認為在
現時的情況下不宜立例強迫僱主聘用弱
能人士，那便應該說明怎樣才是成熟的
情況，使大家可朝者它工作。

秀才子出門，肯乞知天下事
矣！
香然兩巴曾答應安裝標誌，劃定兩
個座位，以供弱能乘客專用，但並沒有
積極地推行，所以並沒有多大效用。地
下鐵路的設施更令人失望，簡直把弱能
人士置諸於這龐大，現代化的交通系統
的門外。
如果各公共交通服務都能如九廣鐵
路一樣稍為為他們設想，便可減少
交通往來對弱能人士接觸社會的阻力。
香港更可效法其他國家，通過小冊子或
報章為媒介，告訴弱能人士去各地方的
方伕。又為甚麼政府只提供建築物的工
作守則而不立例管制呢？立例並不會使
到建築的過程或進度受到限制，只是強
迫性地要建築師在設計上考慮到弱能人
士進出的需要。不要忘記這對香港政府
只是一小步，但卻是弱能人士進入社會
的一大步。
領防勝矜治療
預防弱能方面的工作是復雜而又常
被忽視的，工業意外的頻生，藥物的誤
用而引致畸型嬰孩的誕生，出生後缺乏
過當的身智mlJ驗，往往就造成更大的不
幸，加強預防的工作是必須的，它的作
用是必然的。
弱能年
不少人士，尤其弱能人士，對今年
的國際弱能人士年都抱著很大的信心和
理想，但是直到現在，它給大家的感覺
是今年其實應稱為是國際弱能人士表演
年，它提供了很多弱能人士出風頭和
和上電視的機會。對於一些傑出弱
能人士的成就加以宣傳，只會造成一種
錯覺’鷓他們已有了平等的機會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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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大量的金錢在這方面是值得嗎？
有否本末倒置呢？
實際的改進比空泛的宣傳不是更有
意義嗎？
打破傳統的升建思想
我們心目中弱能人士的形象，常夾
雜著很多錯覺和偏見，這樣的觀念逐漸
的增加和建立起來便會做成隱形的檣將
大家分隔起來。
政府應盡量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去教
育社會大眾對弱能人士正當的意識，尤
其是他們的父母和家人，而各傳播媒介
更應合作地去接受和推動這責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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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先進國家比較，香港政府所
作的只是一些表面工夫，但是起碼她知
道要起步追，而且亦積極地行了第一步
和制訂了的明確的目標。
如果能在適當的工作方向上加倍努
力，喚醒市民的支持，這方面的工作亦
不難推廣和生效。
要弱能人士與社會合一，弱能人士
自己亦要付出努力，首先更應和健全者一樣明白和接受自己的優點和弱點，要
求自己能夠自立，不作社會的寄生蟲，
開放自己，對其他人抱適當的態度，盡
量利用和發展自己的所長來貢獻社會，
積極地去接受任何挑戰。要明白，fJ社會
的各種不健全的制度，他們亦要和其他
人一樣去面對，由於種種弱能，他們是
需要別人的幫助，幫助的目標是要他們
能像其他人一樣自立生活，並不是過份
的保護。他們亦不願意白白分取別人努
力的成果。
他們要的是機會
弱能人士是社會的一草，任何一位
都是社會的一份子，有權利亦有義務，
完全平等亦包括在可能範圍下為社會服
務，如果我們只當他們是受惠者，撥少
量金錢來幫助他們的衣食住行，這樣長
年累月下去，便會成為一惡性循環，使
他退縮，繼而更需要幫忙，成為社會的
寄生蟲。
只要政府能夠多花些金錢在各復康
設施和使他們能夠完全投入社會，這樣
他們便有機會向前邁進，做到自主和自
立，為社會服務，由受惠人變成納稅人，這樣做無論對弱能人士或社會都有好
處，也是整個康復過程的最終目標。
我們要明白一棵折了枝的樹，在園
丁的適度料理和照顧下，是可以和其他
樹一樣，倚靠陽光，空氣和水份繼續生
存，甚至和其他樹去爭取陽光，結出甜
美的果子。
就讓我們在這社會的花園裹，作一

個有為的園丁罷！

編者按：
很多人都喜歡閉上眼睛，怡然自得
地欣賞音樂，可是如果要在永遠看不見
東西的情況下去追求音樂藝術的完美，
又有誰能體驗到個中的困難和苦楚呢？
在本文中，作者描述自己在尋找音樂的
理想中，面對的種種歧視和不平，並向
社會提出悲憤的抗議。

4

可是，我卻得不到校方給予我機會加以
栽培。我只好重演歷史，每天都站在緊
閉著的音樂室門前聆聽同學們的練習。
我渴望、羨慕、妒忌、憤怒！難道我的
音樂天份真的比不上他們？難道他們愛
音樂比我愛得更深嗎？不然的話，我又
有甚麼比他們遜色呢？答案總是找不看。或許是我的個子矮小，貌不驚人罷！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裹，由同學手
中借得一份結他和弦指按及一個品
質粗劣的國產結他，使我得以鑽研箇中
奧秘。我的耳朵細聽收音機的指導，加
上勤操苦練，總算有點成績；其後又參
加了一個中心的西樂組，並且學會了打
鼓。四週的人都開始注意我了。一片美
麗的景色彷彿呈現眼前 那裹有山、
有水、還有一個美麗的岸灘。也就是那
音樂的岸灘。
我和六位朋友組織了一隊西樂組，
名為香蕉。經過一輪苦練，我們得
以踏入正軌，從此經常往各處去表演，
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鼓勵。經過長久
的操練，加上累積的經驗、整體合作日
趨成熟，大家一致決定參加公開比賽，
希望能發出一點兒的亮光。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電視台舉辦
的經常性歌唱比賽。參加者要經過試音
，初賽和復賽才可以進入決賽。當收到
試音的通知後‘大家都非常興奮，並且
立刻集訓。由於是第一次，各人都異常
·緊張，一點也不鬆懈，務求要做到最好

我們相信只要有鬥志和信心，我們必能
跨過一切困難。
所有預備功夫都做好了，總是接不
到同音。到了比賽前兩天才收到報館的
信。誰也想不到，這原來是個可怕的徵
兆呢！我們鬥志昂揚，直奔往北角大會
堂參加試音。經過多番激烈的賽事，我
們終於從幾千人當中，被棟選出來，進
入複賽。刀乃真是一個大喜訊；卻也是一
個令人RlJ骨銘O的回憶。第二次大戰終
於爆發，賽會司儀高聲唱出吞蕉的
名字，我們飛快上台。鐘聲一晌，耳邊
突然傳來一片然惕悅耳的歌聲，我幾乎
不敢相信，那就是我們的歌聲，甚磨驚
嫉和恐懼紀不存在，瀰漫看的只是一片
和諧、美麗的音符。我越唱越興奮，越
唱越起勁，簡直忘了自己正在比賽，直
到歌曲唱完了，才被一片熱烈的掌聲所
驚醒。‘拿聲沒有停止，而且變得更晌更
多，直至我們步出會場才逐漸消失。大
家都以為這次一定可以分享到勝利的光
彩1於是懷看興奮的心情，各自圓家等
候佳音。當晚，我接到由比賽主辦常局一個職員的電．活 一個令我悲痛欲絕，義憤填胸的電：；舌他為我們遭受到
的極度無理和不公平的對侍報訊云他怒
火中燒，要對我．澆出始末。一一嘛來當
天比賽結束後，常局曾會同評判員退席
丙議達一小時之久，主要是爭論應否讓
吞蕉進入決賽。評刊對我們的表現

I漪不絕口，但當局卻以避免外間輿論批
I淨他們給予我們特別看待或施予同情分
、可憐分等為理由，把我們逐出決賽！
)J0位朋友還勸我們以後最好避免再參加
，因為在比賽的規章內，列明身體健
東者才可參加。我們是不受歡迎者，
因為當局認為我們身體不健康，,
就算再參加也肯定會被否決！聽到這裹
，我實在再不能擰制內心激動的情緒，
我連忙把電話丟低，放聲大哭，一切美
夢和理想都紛碎了！帝下來的，是可怕
的回憶 一個殘酷的教訓，一個創傷
的疤痕；還有一個莫大的恥辱！這次失
敗沈重的打擊了我們的士氣。可是橫強
的意志驅使我們仍要繼續力爭上游，希
望了也日能有戰勝之期！
惡運始終開步翌趨，一連吊大同小
異的失敗經驗，盡郃如此親身體嘗了！
幾個小伙子的頑強意志始終敵不過社會
人士的錯誤觀念！結果，香蕉j樂隊
於一九七七年終正式解散！從此，我積
極脫離那個容不下我們的圈子；不再嚮
往，也不再迷戀那個令人神往的岸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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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麥炳文先生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謝俊謙先生

我生於一個極為貧窮的家庭，三
歲的時候，不幸遭遇一場翻天覆地的大
病。與病魔搏鬥了整整一年，結果，它
給我趕走了；但，我的視力也隨它走了
！我雙目失明，從此甚麼幸福、快樂、
前途，一切屬於美好的也彷彿從我身邊
溜走了，永遠不再復返，也不留一點痕
蹟。
幸好我並沒有遭受父母的拋棄，經
過無數的艱難辛酸的日子，我終於能夠
自立，可以直接的參與社會。現在，袒
任某政府部門的電話接線生。也許很多
人都認為能夠從事這個行業的失明人真
可算是天之驕子；可惜，我對這工作卻
無絲毫興趣，因為它不是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要從事有創作性，又能
充份表現及發揮潛能的工作。我為要實
現理想，在過去八年中，曾經無數次不
怕艱難和失敗地鼓起勇氣去爭取。最令
我痛心的是，每一次都遭受到社會人士
對我的迎頭痛擊！我自問已經用盡九牛
二虎之力去掙扎；但到頭來也是徒然，
留下來給我的，只是一連串的失敗經驗
。當年那種屢敗屢戰的精神也隨之逐漸
消失；我疲乏的精神和肉體實在已經到
了極限！
在這裹，我願意將自己的痛苦經驗
與大家分享：
哥哥和我的感情自小就很好，他喜
飲唱歌，也啟發了我對音樂的興趣。有
時我偷愉地站在附近人家的門前，像賊一般偷聽他們的收音機，有時更加情不
自禁的跟看唱，可是那些可惡的磷居一
見我站在門前，就把門關上，他們討厭
看見我！為甚麼？只因為我是一個盲眼
的小孩！而我並沒有因此就放棄對歌唱
的興趣；相反的，變得更加狂熱”我立
志將來要做一個歌星，讓萬人一同分享
我內心的快樂。
我不但對歌唱有濃厚興趣，對於那
些能發晌的樂器，更感YlJ一份莫明的好
奇心。我渴望有機會學習演奏樂器。
本來學校也有開設一些樂器訓練班
樂器包括鋼琴、喇叭，單簧管等。

經過一連串的追逐和苦戰，我們終
於勇挫三關，進入決賽。日子到了，一
切都準備就緒‘我們放下恐懼，撇開得
失，充滿信心地揮軍直闖。比賽結束
，最緊張的時刻即將到來，不少的觀眾
對我們的表演大為讚嘆，就是節目主持
人也要提早向我們道賀‘怎料，香蕉
的名字並沒有寫在評判的評分紙上！
我們戰敗了！得同來的，只是一句力
不從心的評語！我感到十分遺憾！本
來，勝敗乃兵家常事，但自問我們並不
是技不如人而被擊倒；卻是社會對失明
人的那套錯誤觀念埋沒了我們！失明人
被視為次等的人，時常受到種種歧視和
不平的看待。
經過好些日子，我們心靈的創傷漸
被時間治愈了，士氣再度高昂，大
家要起來接受新的挑戰。我們參加一間
規模龐大、歷史悠久的報館舉辦每年一
次的歌唱比賽”這個比賽看來更加艱巨
，所遭遇的對手也許會更高、更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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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 FOR PATIENTS- RISKY?
Anasthmapatient,aged28,die

whilebeingX-rayedfora broncho
grainatanX-rayandMedicalLabora
torylastApril.Herdeathtouchedof
exchangesbetweentheSecretaryo
theRadiationBoardandtheRadiolo
gistandRadiographerSocieties.

AConsultantradiologistatQM
toldaninquestthatbronchogramsar
notonlydangeroustoasthmaticsbut
alsotonormalpeopleandshouldbe
carriedoutbyradiologistmedical
doctorstrainedintheapplicationof
X-rayforthediagnosisandtreatment
ofdiseases.

Yetevidencehadbeengiventhat
theradiographerwhotookthebronchngram
bronchngramforthevictimwasnotqualitied
qualitiedinHongKongandthattherewas
no resuscitatingequipmentin the
Lahoratorywhentheasthmapatient
receivedtheoperation(accordingto
theCoroner’sReport).

TheConsultanttestifiedthatrisk
existsevenif theoperationiscarried
outundersupervisionofqualifiedstaff
andwhenalltheresuscitatingequipment
equipmentanddrugsareathand.

ThetroublewithallowingUntiained
UntiainedX-raytechniciantoworkthe
machineswasthattheycannotproduce
produceclearenoughradiographsfor
accuratediagnosisandtherewa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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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ofradiationhazardtoheconsidered,
considered,sosaidbytheChairmanofthe
Associationof GovernmentRadiographe
Radiographers.

“Itisimportantforthepublicto
bemadeawareofthepotentialdangers
ofX-raytakenwithoutproperprocedure
procedureandcontrol,”saidonedoctor.

GOVERNMENTCONTROL
A Governmentinspectionunit

undertheRadiationBoard,setupin
1957,hasbynowthreeinspectorsto
checkontheoperationoftheapproximately
approximatelysixhundredlicensedX-ray
machinesin theprivatelaboratories
throughoutHongKong.Theseprivate
X-raylaboratoriesareusuallyrunby
non-medicalpersonnels.(Accordingto
law,anypersoncanapplyforlicenses
topossessXraymachines,hutonly
medicalpractitionersareallowedto
holdthelicenceto operateX-ray
machines.)Theirextentofservicein
termsofnumberoffilmstakenper
annumisdifficulttoassess.Anyway,
theseprivatelaboratoriesprovideservices
servicesforthemajorityofpatientsseeking
seekingconsultationsfromprivatepractitioners.
practitioners.Sourcesindicatethatthese
laboratoriesusuallyoffersimpleprocedures.
procedures.Butmorecomplicatedprocedures
procedures(suchasbronchograms)haveundoubtedly
undoubtedlybeencarriedout.Therrare
alsosomeclinics,usuallythoseof
coupprivatepractice,whichisequipped
equippedwithX-raymachines.Patientsconsulting
consultingtheseclinicsareusuallyXrayed
Xrayedthere,if necessary.Contributions
Contributionsof theseclinicstothegeneral
radiologyserviceisstillsmallinterms
ofquantity.It isnorclearifaradiologist
radiologistisalwayspresentintheseclinics.
Bytheway,anymedicalpractitioner
isentitledtooperateanyradiological
procedures.

Consideringthehugenumberof
laboratories,thesecretaryoftheRadiation
RadiationBoard,Mr.Combesindicated
thathedidnotthinkit waspossibleforthethree-memberedinspectionunit
tocheckatrandomwhetherlaho;atories
laho;atoriescompliedwiththeRadiation
ordinance.Besides,theinspectorshave
alotofotherdutiesincludingtheexamination
examinationof X-rayequipmentand
howitisbeinginstalled,andcheckson
radioactivesubstancesusedinlocal
industries.Buthealsoexplainedthat
expertsoncommitteesworkingforthe

Boardwereavailabletohelptoinspect
theoperationofX-rayClinics.

“IftheBoardhadseriouslywanted
wantedtoenforcethelaw,it wouldhave
employedmoreinspectorstocarryout
randomchecksinthepast3 years,”
questionedadoctor.

Butapartfromtheproblemof
controllingthequalityof services,
therearealsotheproblemofavailability
availabilityofup-to-standardservices.

TRAININGFORRADIOLOGISTS
ANDRADIOGRAPHERS

Inthepastyears,hospitals,especially
especiallygovernmenthospitals,havebeen
theplaceofthemostguaranteedservices.
services.Thebasisofguaranteedservices
in hospitalsincludesbothmodern
equipmentandstandardizedpersonnel.

Untilnow,thereisnodepartment
ofRadiologyintheFacultyofMedicine
MedicineinHKU.AdepartmentofRadiology
Radiologyissaidto heinstitutedinthe
newlyformedMedicalSchoolinCU.

Althoughnoonecanclaimhimself
himselfa radiologistpublicly,anyone
doingsowillheaccusedof self
advertising)therearcpost-graduate
trainingofradiologyintheRadiology
unitsinvariousgovernmenthospitals.
Thetraining,likethatofanyother
specialties,issomeSortofapprenticeship.
apprenticeship.Thecandidatesshouldheidical
officershavingatleastcoieyearof
clinicalexperienceinhospitalservice.
Afterthreeyears’trainingin the
Radiologyunit,hecansitforthe
FRCRexamInation.

Accrdingtosomedoctorsinthis
field,peopleirenotS interestedto
join.Everyyear5 tot. iocinrsare
goingtotillupthetotatotabout40
postsinthegovernmentiicsi1taR.This
meansthattheoutflowratetotheprivate
privatesectorsalso5tot perannum,it
nooneieasrngHongKongisassumed.

Ontheotherhand,thereis
1-ligherDiplomacoiIreinDi,.igncstic
Radiographywhichi offeredinthe
Polr’techniss,Ihewill-he-1adlograt)hers
attendingthiscoursethe1rsigroup
willgraduateinmid-19S ar:taught
thetheoriesot GeneralRadrology,
contraststudy,nuclearmedicine,and
ultrasoundstudy.andthemostimportant
importantof all, theoperationof ihe
machines.Aftergraduation,these
radiographerswillheresponsiblefor

technicalmanagementof theX-ray
machines.complicatedproceduresand
analysisoffilmsaredonebydoctors.

Inordertoestablishthevar1ous
paramedicalprofessions,aParamedical
Billispassedseveralyearsago.This
moveoftheGovernmentisasteptowards
towardsstandardizationof radiographers.
radiographers.Yetmuchhastobedoneinimplementing
implementingthepassedlawsandbills.

PRESSINGFORCONTROL
TheSecretaryof HongKong

SocietyofDiagnosticRadiologistssaid
theyhadbeenpressingformoreeffective
effectivecontrolofprivateX-rayclinicsfor
severalyears.TheSocietyhadurged
theGovernmenttoensurethataregistered
registeredmedicalpractitionerbepresent
duringspecialradiologicalexamination.
examination.Specialexaminations,beexplained,
explained,arereferringto fluroscopy,
useofcontrastmedia,say,theinjection
injectionofdyessuchasinBariumstudies,
contrastexaminationofthekidney,
bileductandothers.Andthelawis
somewhatambiguousaboutthispoint.

DOYOUAGREE?

“Peoplewhogotosuchlaboratories
laboratoriesdosoattheirownrisk.”

“AnX-raymachineisapotentially
potentiallydangerouspieceofapparatusandif
it isnothandledproperly,it would
justbeagun.”

“AsmuchastheGovernmentis
concernedthatgunsshouldnotget
intothehandsofthewrongpeople,it
shouldnotbetoocomplacentabout
thepeoplewhooperatetheseX-ray
machines.”

Asfarasthepatients’safetyis
concerned,thedemandforamoreexplicit
explicitlawanditsproperenforcement
andmoreorganizedandstandardized
trainingofradiologistsandradiographers
radiographersaremostdesi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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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靨
沙宣道挑戰眉
沙宣道挑戰后是聲學會與我們的降居 羅富國教育學院 一系列體育
比賽總冠軍的獎品。今年第一屆舉行，
總成績為二對二，平分春色，共同擁有
該盾牌。於是以抽簽方式，決定上半年
由醫學院保存，下半年則交羅師保管。
現在該盾牌擺放在醫學會辦事處，供各
同學參觀。
三月六日 籌欽日
為晌應學生會籌欺幫助大砌村火災
災民，醫學會首先透過班會，在各班上
課時募捐，又在中午時，在通往陳蕉琴
樓的天橋上設置捐歎箱，方便同學捐欺。有些熱心同學，先後在上堂時及吃飯
時均慷慨捐輸，加L不少教授及講師經
過捐歎站時，亦樂意捐助，使善欺數字
直線上升，經統計後，共籌得善欽約一
千五百元。我們在這裹謹代表災民向各
教授，講師及同學致謝意。
三月三日 學生節之夜
學生節之夜在當晚於陸佑堂舉行，
各優勝隊伍，’小組均有表演。醫學院則
表演其奪得冠軍之唱白攬，在場觀眾均

被表演者逗得捧腹大笑。今年學生節，醫學院奪得院際總季軍，雖比往年成績署為遜色，但參加同學均能在比賽中與別系同學交流認識，這實非成績所能衡量。
三月七日 班際陸運會
今屆班際陸運會在黃竹坑運動場舉行，是日天氣微涼，但會場更為冷落，
舉目四望，觀眾寥寥可數，這反映甚磨呢？莫非近年來醫學生對體育感到沒有興趣，抑或是同學吝告那半口讀書的光
陰，不肯前去為班打氣？雖然捧場客不
多，但各運動健兄仍然十分落力，希望能勇奪錦標。比賽結果，全場總冠軍為八五奪得，誠為初生之犢，不可輕視也

三月九日 添置新康樂設施
近日來，醫學會之康樂室別有一不
新貌，這是由於幹事會向校方要求增置
之新康樂棋及乒乓球抬均先後運到，吸
引了很多同學於空閒時流連康樂室鬆弛
神經。但希望各同學於玩耍之餘，小心
愛護各項設備，做到培養公德，
發揚民主精神。

得 了 甚 麼 、給 了 甚 麼 中正言已者
我們在港大，年祇不過花數千元
在學費和生活費上，但大家知否在我們
簾價地享受這數年大學生活的同時，香港的納稅人卻為我們付出了多少代
價，流了多少的血汗呢？相信大家也曾
聽過平均一個大學生每年在大學裹的開
支在三萬元左右，而一個醫學生更要花
上五萬元之鉅，究竟這筆龐大的欺項的
來源是怎樣的？而這筆錢又用在甚麼用
途上呢？醫學生為甚廉比其他院系的同
學支出更多呢？要了解這些問題，我們
首先看看大學的財政收支情又。

大學收入及用途
從統計數字看來，大學生所繳付的
學費僅佔大學財政收入的一小部份（約
6,l彩），其餘大部份來自政府的資助
（約77.7弼）亦即是納稅人的金錢。
收入的用途，主要有下列各方面：一、行政 包括校長和各學院辦事處
的日常開支，職員薪金等

八、電弓編服務。
那應為甚麼醫學生會較1藝他學系同
學花費更多呢？
在分析大學各方面的支出之後，我
們發現醫學生比其他人用錢多的主要原
因在於學系支出方面。
在大學八個院系及非學院單位（如

HoTungWorkshop）之中，醫學院
的支出比例很大。其中原因可以歸納為
下列兩點：

二、學系 包括教職員薪金，實驗室
設備和傢愀，圖書館，研
究費用。

三、校園管理 包括薪金，保養費用，水電費，清潔費等
五、學生福利 大學保健服務，體育

中心和臨床期醫學生
宿舍費用等。

六、維項 制服，交通及房屋津貼等
七、大學發展 如擴建費用等。

一、醫學院比其他學院有更多學系（十
三個），比次席的社會科學院（七
個）多出六個，而每個學系都需要一定的支出來維持，再加上動物實
驗室等的費用，所以醫學院的總支
出比較大。而醫學院中，以內科和
外科的支出最龐大，每系每年支出
三百多萬港元。
二、師生比率較一般院系高，平均為一
比七，而臨床課程的師生比例更為一比五。
二五萬元培養一個醫生一個不小的投資。有人會懷疑 是
否太多了？
況且，在香港攻讀醫科，其所能進
修的科目根本不足（例如沒有眼科）,
倘若要設立這些專科，其花費則更鉅大
了。要培養一個專業人材，支出是不可
免的，但話得說同來，花錢總要花得有
價值。啟思記者財曾笑說：香港納稅
人要以廿五萬元栽培一個醫生將來剝削自己？你聽了這句話，有何感想？

月

個口 ． 個，個r 卻去OLj一二讓
你知道PPDH代表甚麼？它就是

PrincePhilipDentalHospital, J辭
臘親王牙科醫院的英文縮寫。這所世界
最現代化的牙科醫院坐落西營盤第二街
交界，贊育醫院側。四週環境不算優美
，外貌也不討好（有人說它像一座新型
街市），幸而它擁有．內在美，沒有
機會參觀過的人當然不會欣賞啦；!
整座建築物樓高十層，其中三層是
地庫，作為寫字樓和動物實驗室；除了一般牙科醫院的設備外，還有演講室，實驗室等。J.2後我們上Pathology,
Microbiolog夕等科目時，毋須．像
MedicStudents那樣東奔西跑了。
三月廿四日菲臘親王親臨此地，為
這所以他命名的牙科醫院作非正式褐幕
。該日各人都需換上白色制服一套。直
身企領白色上衣，直吊腳白褲一條，女
仕們穿起來，霎時像多了一班洗碗，婦
地，抹窗女工，其狀其乖然。
白衣、白褲、白鞋本乃順理成章的

。但一班tutors們卻穿起前進牌
白膠鞋，神氣非常，這大概是中西文化
．交流之果吧、l

2:00Pm⋯⋯？:1SPm,，·⋯2:30Pm，時間一分一秒的逝去，我們還是在等。當人們還在猜想發生了甚麼事情的時
候，剎那間嘩然的一聲劃破了寂靜沉悶
的氣氛，各人瘋狂地擁到窗前，虎視耽
隨地望肴停車場人口，希望以第一時間
目睹王夫愛丁堡公爵的風彩。可是驚聞
人語晌，不見有人來··，⋯
終於電話晌了，演習馬上開始，於
是各人抱上戰袍，各就各位去了。穿上
綠色的手術袍，足踏皮靴，戴上醫生用
的手術手套和口罩，雖然有點很不自然！，但倒像個神氣十足的外科醫生。
昂首擱步向前走，感受到生平以來
第一次的自豪，同時亦為自己的未來感
到驕做，但同心一想，不禁百感交集，1
發覺自己不過是剛踏上艱苦奮鬥的起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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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還需我們拭目以待。
、鳥鈴

對於波蘭政府來

60唱

說，她最基本的支持者 工人現在都
起來反對她，真不清楚她的統治究竟是
建築在什麼基礎上！
其實，’自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資
本主義社會都恐懼共產主義的侵蝕，這
些憂慮現在似乎已有點兒過慮。越來越
多人明白到現今社會主義國家的實況；
食物、日用品供應短缺，除了需要配給
外，有時還得花上幾個小時輸候採購；
而人民沒有言論自由，對一切不滿的事
都忍氣吞聲。蘇聯想運用武力及革命思
想把更多國家納入她的r大家庭內；
這種做怯可真不容易呢！老實說來，蘇
聯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亦不過是用軍力和
經濟利益的給予來維持，而現在波蘭局
勢最令人袒心的地方也就是蘇聯的武力
干預，捷克和匈牙利的事件還叫人記憶
猶新，可是，現在的北極熊，背上一個
中南半島的大包袱，雙腳又陷入阿富汗
的沙泥中，若果又把雙手插入波蘭這個
蜂巢中，巢中的蜜蜂可能把北極熊整得
狼狽不堪。況且美國新政權的強硬態度
和波蘭的強大軍力和人民的頑強民族性，更使她非深思熟慮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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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常常在第三世界面前指責美國
只是一隻看得打不得的紙老虎。中共在
五十和六十年代也這樣地看待美國。可
惜，時移勢易，當時美國未必是紙老虎，現在美國也不是紙老虎。八十年代能
袒當得上紙老虎的美名也只有蘇聯
了。
踏入八十年代，世界共產主義運動
由盛而蓑，蘇聯內外交困，國勢今非昔
比。社會主義經過近半世紀在地球上的
實踐，我們看到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優越
性，而是它所產生出來的各種流弊和缺
點。在號稱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國家
襄，人民的生活好不了很多，大部分還
在爭取合理的物質生活，更遑論他們的
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了！故此，蘇聯感
到要完成它的世界革命便越來越困難。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更要運用武
力來輸出革命。越南在柬埔寨駐有數以
萬計的軍隊來完成柬埔寨的共產
主義運動J；蘇聯萬大軍被邀請j
進入阿富汗羅擭該國的共產政權；
古巴又涉嫌軍援薩爾瓦多的共產游擊隊
以推翻政府。及至蘇聯陳兵它的兄弟國
波蘭邊境威脅波蘭工人自發的運動的時
候，世界開始明白蘇聯的所謂共產革命
的意思，原來只是蘇聯實行霸權主義的
美名而已。世界開始孤立蘇聯。無論在
聯合國大會上，在不結盟國鳥會議上或在其他國際會議上，蘇聯都受到指名或
不指名的指責。西方各國尤其美國和英
國都對蘇聯表現出強硬的態度，對東西
方緩和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冷淡態度。
在國內，蘇聯實行獨裁統治，全國
命運決定在政治局中的十四個老人的手
襄。蘇聯人民基本上缺乏政治權利和憲
怯中所賦與的各種人權和自由。蘇聯的
經濟又一團糟。在國家的建設中，祇有

軍事發展一枝獨秀。其他的則乏善可陳
。人民根本的生活所需也未能滿足，不
但消費品缺乏，糧食也成問題，每年都
需要由外國進口大量的糧食以滿足國內
的需要。故此，在波蘭工潮的影響下，
蘇聯工人也開始醒覺起來·為爭取他們
應有的權利而努力”除此以外，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斯拉夫民族雖是佔
多數的民族，但也成不了大多數，可是
在蘇聯的政治局中卻有大半是斯拉夫人
。這使其他民族大表不滿。還有，蘇聯
由很多共和國組成。各國的文化、種族
和歷史都有很大的分歧。他們只不過在
蘇聯紅軍的槍捍子下團結在克里姆林宮
的周圍！
假如美蘇發生戰爭，美國人必越戰
越勇。美兵雖說是少爺兵，可是在二次
世界大戰時，美軍的表現是最英勇出色
的軍隊之一。這完全是因為美國人是自
願生活在美國國旗之下。美國憲怯訂明
美國政府的結構和選舉程序。通過怯律
的保障，國家基本上是屬於人民的，人
民的意見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美國人
自然愛自己的國家，所以很多人可以在
必要時為國犧牲。反觀蘇聯，人民是生
活在蘇軍和特務的監視之下。蘇聯集團
的成員國也不例外。一旦蘇聯發生戰爭，國內矛盾必然擴大黑不可收拾的地步。蘇聯的共產集團也必然解體。到時，
蘇軍未必戰敗給自由世界，但蘇共集團
的內鬨極可能成為蘇聯的致命傷。
由此可見，最懼怕戰爭的不是美國
而是蘇聯，蘇聯只是世界上的一隻紙老
虎。我們可以看出，蘇聯在與西方世界
的鬥爭中一直採取欺善怕惡的態度，以緩和的策晷來麻痺西方，蠶食弱小
國家為目的，實行它的世界革命0
只要能夠看清蘇聯的弱點，各國團結一
致，對蘇聯採取強硬的政策，世界和平
是大有希望的。可惜，只是沒有一個國
家不恐懼因觸怒蘇聯而帶來的核子戰爭
啊！

隨若北京大審和美伊人質事件的結
來，附界之視線都轉移至波蘭的國內外
局勢上去年中，平科斯基出仟新總理糾
織新政府後，波共領袖蓋萊克因處理工
人罷工很潮不常，以至有身體健康不
佳而辭職；由伶尼亞代之而起，力求
解決下潮問題。可是波蘭的經濟危機並
沒有任何進展。且繼工人ll織了共黨國
家的第一倘獨立工會之後，農民、學生
紛紛起來要求成立不受政府管制的獨立
農會和學生會。在這期間內，工人除了
表示f對燬民的支持外，又舉行了幾次
罷工，諸如要求實施每周工作五天，撇
換貧污的地方官員等等；卒至平科斯基
於L台後半年即退位讓賢，‘由前任國防
部長雅再澤爾斯基繼任總理，但他要為
工人停止罷工三個）的請求立0I遭到拒
絕，且看他又如何收拾殘局。一連串的事件可以看到波蘭人民的
醒覺，工、、農、學生利用和平手段去和
政府討價還價，'F取自己的權益和政治
影晌力。他們的行動隔著f半個地球得
到曰應。上海、武漢等地方已有工人提
出模)j波蘭獨立工會的形式，雖然這樣
的要求必不被接納，但波蘭工人已向其
他共黨國家的人民樹立榜樣，長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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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學年節，醫學院勇奪院際白祝劇比賽冠下，並奪得最佳劇木，
獎，一時傳為佳話。當晚評語的驕語甩不一對一對衫出，幣齊而活潑
生動，更訂援代表每一年間學約縮 方式很好。，之腎次lr佳
科分明，
長，計夕I
州蘇了亦節奏緊讓：激木更能按邵沈班地寫也一個叮聲’
：當：為讓各間學郡能吹六，啟亡、記者特訪上j

，各
森勺成

輪到我地四年級，
參]l活動獲益多，
體育活動有潛質，
讀書亦都有D心得，

回想三年好多呀嗆，
認中關社相結合。
琴棋書畫都駛得，
斗亡到病人都唔駛口疾。

胎文，
刊登衣
了
卜‘ :
崙洗勾方．解嗡久齊，告、祠巷邸購Fn沁n Nigh: 神】歌彈鼕嗎在

( FlNAL同學百幾人
雖然年資係最高，

有匕曦識櫺f可地問
ffl係。居會鬼附沙塵。）

講，中有入EDIC緣講古’f

饑先聽平：斗蘇
八五j 二
黔知！淡！
有蠟斤薄！：中

計、他甲，
媒i '

一年專科磯頁習，學埋D叨鄰嗎算頸泥。
兄科D翁遞路啡喧巴閉，搞叫嗡：地又話唔制
鈴金合盡‘。方，抑出齊，終必全靠兩中化抓仔，
子下倘二點勵亡州也了h汁。

上堂NOTE’註抄到足
番去宿公盔大仙’

跟fL叉要去執仔，半夜三更一樣禮，
D媽媽用力我地打氣，搞蛄之後，唉（多謝各位！)

C喂！細路予f，咪亂矓，其實你地抄得曳
知多喲活動，用功讀書慢 慢 辟！

（喂，你夕也講匕鬼？)
重以怎功必粱了匕所漓；
食矗文的秉要當呢體，
銀慕。的’弟網；過隻蟻；
雖然唔知州溝匕鬼。
點知！戊日王鄰係廢。
。不過唔駛甘徒鷂，丰導閒參 婦科門診有匕好體，江Z斗係流血‘1:!:1,：忱係落‘J'

總之係目水多，
輪到我地二年班
稔起決戰撤他可夕
好彩界冬方杳升到班
但係都算好得！用
打波游水有時齣

NIB抓、：；邑f必：一！渠總，
刨，叮刨合啊跋d！劉：:
付一汗斗學斗几純單，
識’計女仔真係無：
第口！故醫’訕他駛叮r解。

精神不斗，一齊閑盒
!”係越來越屯要，大家唔會得J挫川J面。

內科三口一次CALL，企到嚇軟離才：了至丰收科，
讀游L、VARD于俾人動，真付f蒙料了州丰打茅波。

外不一叫、係理．侖多，
參觀手術學叫多’

斗乙中職有人心驚驚，
FING劉DP。kTIENT陀陀令：
DOCTOR州起、表瓊瓊。一下儿去廣惟潤街症，
不如去挪周公煩

!!t係名試都唔易過
7],1；如，，細；1几會切錯八三而家新上WARD,

拿起聽筒周圍FlNG,
平時自以為好醒，
上畫堂係QM,
上堂上到瞌眼化。

叮陳蕉琴．也吠問屋f子，
、變台耑’邸然吧多夠駛，
得{ilf可以頗！!1·斗，
布望做州搜f一鷺 生
我地吹FAC八百幾人，

臀科規千玩埋一齊，
：名主丫，！】一環1:‘乏州二！！鳥算曳。
人大才辭f,！黠，听不提。
學添7' 橋卜、l舟J乏濟，
齊齊歡迎偽：地嗥娣！不地嘩娣！

理
才 ： _
' CA

現 實 中 的 奢 侈 鬼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這牛跟，僕有理想確是頗啊參的；
而能夠破列為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刀仔算

的做人！他事態！艾f鉑織
承、諂妙！勾、：！追；支

。都也足共亡奉 斗，f少人機了i。Il．我希望肉己不單 去劉抓發廈勻國來，不單醫治人、安樂，j'j 足以一分，換取f也們一蚊，也r援力 們的身體，更醫治人們的心靈。
人
榮

是倒謀還是榮幸？我這鉉乏的人啊！
然也想看試試養活這個奔侈鬼？

食1藝，蘇鮮，飲酒吸牌，
所負頁夠要會，嗎虎f

馴交 叫池們哄到某一科的逐味。祝州徐J'戰一么
竹
云

九兄
(
,
？
壯必

被
同朋友說我一直都在艱苦的半工讀，

相信我會比他們有更豐寫的仲會三活體
驗；又問我這找體驗對我的習醫理想仃
袖庭影響。

礬祖你嗡，子也們多巡
單顧r己n勺‘】丰，

但負責的
考汰、升機之外，瀆，年立（J一叨：化q心刊
斗寫 ？

云；：不人兩爍；你，邊
必士i子也們是fl‘ 教，望！-

邢他相
文淡州

擊（迎也
也以足
且逐J也！也
彆。、召，髡煩 ‘不也中如古J亡一切，中！l激擠我去想，

想也禮；亡：{:夕神痲了州！想！亡州一！'一以‘，丁
能吃’f'!，驚，：艾折壯一‘’·‘,，註劉痛症均·！討．弩
？化化化‘ f ' :臼，'i貴、戶波終上外，
、規，州侈化約？為河現作安：必，中，了購？
貝一bf玲方群巡能了f ‘一望，兀州j'- j嗎？人州B斤中
跋‘抆！一；戶法：f’他C'!!！斗切叩鄴雌道一月，！月’任一l'!!：亡三訐離他‘一：不；？更和J侃
翳一的悻：活，付’公沈一J么鳥戶j互啊！

r付乍
;;i!！

我一亡
己。‘州
中州
濟瞭

}_f發嘆
亡亡布．、華的
卉乏·斗他
：飼心，:}
向向，州一

者也足如此，”祝讓乎尸’卜所出的
州之！

狀么人自爾
，亦盡

聞州穌嵯
，孜听l吊

唁！艱苦的半工瀆，好笑的一
個句子。牛工讀確是艱苦，了壯邪不過是
舟車之勞，貝反開夜攤衝書罷了。許多
願意除了讀書之外，在課外活動，}，尋伐
自己理想的人，只要不是超人，把有同
樣或更甚的觀然亡領甲。而我叩不做
f也們那樣酒股仃志，僅嗡被卞活的一口
袒子必若排：中夕迅！以計！不閑雙咨合、也仁
比朋友豐虜肩一多，不遜一點1他絀了：但
是，、r如女作家二亡；己必：不人’;：多一
兩種鰍·秀細！必發于此一亡

夕，!！嗡f .的‘汛．自
會感興盤吧？

卜；向洲朱，或許也劉
,‘望？封於貧、、丫的人
二必丫昀人f！訌fJ一豐
乎巳么‘疋多幾妒計聽

,人吃合刊折州j．、f
州叮，卹中’之勾勿升I專舟方。甘
又：午惑：哎乏；國朱向亡人

為何白：這純挫乙他：，白領導折，紹
似乎沒f刊么股純仗！；勻：！亡合．鄒j縱了州匹，也
初從事教育門熱忱？現實越人嗎！；望不
口口？就足因，么這現翁。內洪流，叫擁
有F上七！離為極奔！勻的一澗卜：。政然，要
付出中品貴討刁代價啊！

抑，在必年辦計卸心j州弓，:k：非
人人可以伺得迆’丫j，丰對．口己的能
力，上沒fJ多j、記州，川孜他貧乏的，
才、亡付斗’為迆那！弋價一；而，我對那賦予
于’江夢辟利：白，此足娜伶應許孜的夢
介成真的，我所；k：劍．韋立的那一位，fj'
令州、的！可心和把r一封f！礎既付保澄，么悲必哎真！

一年級！印心候，在找瀆頂科的夜校
散了一年，造一班打算很苛曾考或報考
倫大待趣文匹穴’尸抑丘很瀆’上。我欣賞這
州斗：敗者，也們叫乎想用一左祈一夫，就

預科兩年，自人在一測，}’牙一州干j中尖 達到！'己的可柚去月州,’友’麥狗一單！
朋友，不要繼續。矯亂編識不可能實
現的夢，卻要為那好可能實現鉤：理想對
I‘了工當公．。了I拷r芝q吧丰，艾！化了州

一以
也
騙、，．、
j騙n

i
,
州，
州卹

室助理，晚上自己的二染，J必
半工讀。雖然在一問津貼。!,
到一些人情、世態。；症共各師們他庭！
的生活，大郎份邸鰍乎跟堂L教尊學“

冬j州兀指從！不沛開：去不川我知道
妒！己他支付不！g教夜絞他玩念的
臀一不‘教夜絞，啊死狀’- 。補習的一望

人們彫似乎缺少f一，!,:，切叢，縱．狀
他們的二活他叩他×他冷f身體Ifl'.J疾
病，人們約心發，似乎’上以土州州導騰冶
。滌‘情以進濟身總向化，仰乎不能解
【；州！越向七之紹、，尼淤南巡，紋一！．；jl兩已
，胡柑不冶版。人州纏的化一活足巡‘很的此
亂，離在必越，狗向己的身體和心來，冶
好f的身體，不久叉囈’抑丙。但心中的
藥于L挪公尋得呢？還好，我已舟磋戈到j'
它一一彫穌騷督，紋人中魂狗身體的人
好訊息、。我夢想翁故為一個‘。‘f教I.醫L

必八一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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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覓．面劇司匐口口劉口初觀引釗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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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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觔曆

沙
鋼 五 矢 守 麵 斜 嗎 貶 喂

蠍

’

光仔
前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
人民唱著國際歌，手挽著手，邁著雄健
約步子，橫隊前進。中國已不是過去
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
封建社會已一去不復返了。我們信仰馬
列主義，讓那些閣割馬列主義的秀才見
鬼去吧！的確，人民已明目張膽地向
四人幫開火了。早一天的徇捕及鎮
壓行動，在聯合指揮部的命令下又再展
開。許多人被毆打及拘捕了。四月六
日晚，四人幫以中共中央名義判決
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
民受到鎮壓，人民沉默了。但是，四月
的鎮壓卻為十月的勝利提供了草眾基礎

俟

。
，
O

合
得
駛

曉
嘎
瞋

千秋功罪，也該由人民評述。七六
年十月四人幫倒台。七八年十一月
十六日，人民日報公報了中共匕京市委
的決定，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
動，為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恢復名譽

纏易過
會切結

煙一作，
萬算戈：不7叩

另一方面，縣級直接選舉人大代表，已於去年開始實行，雖然留待改進的
地方還多，但始終有些真正代表人民的．
代表選了出來”尤其是學生參與競選人
大代表，更為中國的學運發展寫下了光
輝的一頁。從各地學生參與選舉及爭取
權益的學潮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學生
的醒覺越來越高了。北大學生胡平在競
選時曾說：除非我們能及時地有力地
抓住事變中最關鍵的一環，否則我們就
失去了么次用自己力量推動歷史前進的
美好機會。看來，他們已經走出校園
，為國家政治的改革而背負起應有的責
任，去為中國尋求出路。
此外，各地學生都有反官僚、爭民
主、爭權益的學潮出現，半年之內，湖
南、貴州、四川、北京及開封等地方都
發生過學潮。尤以去年湖南長沙的罷課
事件，更是學生在維護法紀、爭取民主、反抗官僚的表現。當時筆者剛路過長
沙，因而意外地遇上了這次學潮。起因
是湖南師範學院展開競選活動，但校方
不理候選程序而增加候選人數目。師生
要求解釋遭拒，二千名憤怒學生通宵遊
行至湖南省委員會要求向校方作出調查

。後來有學生陶森等候選人退出競選以
示抗議，而不為校方理會，因此，三千
多名學生再次往省委請願，八十七名學
生舉行絕食抗議及上訪北京。
這是學生、老師自發地組織起來，
集會、遊行及絕食來維護選舉制度，他
們一邊遊行，一邊高唱國際歌，喊口號
：反對官僚主義，爭取民主自由！
要民主不要官僚！等”絕食時還高’絕食歌。黑夜怒吼，飢寒為了民主
‘們請願！我們在爭，我們在戰，為了
民主我們····一悲壯的歌聲中有各個
代表的演講，場面異常感動。可惜，當
時我沒有將這個場面錄影下來，以後可
以到國內各大學放映，為我們的民主戰
士作出一分協助。真的，我感到，中國
的新一代已經起來了，民主化需要他們
去推動，中國的將來是他們的，因為他
們選擇承但自己的使命 作為一種新
生力量去迫使黨去改造，所以中國才有
希望。今年學聯週年大會亦曾提出香港
學生該作為一種抗衡力量的討論。作為
中國學生的一員，我們也許不能再靜默
了！

你地

.
r'
,

;.？州
，
為r各·

胡漢榮一
計不單醫j合．
久們的心靈j

家，或許是國
對於貧苦的迅

從圖書館向窗外望去，綿雨下看，
春天來得有點寒意。陰暗暗的，濕潤潤
的，總是教人怪不舒服；樹下的黃葉，
也懶得隨風起舞。我在想，中國的明天
垓怎樣？民主這幼苗何時才能在新中國
的土地上發芽、成長、開花結果？
到天安門廣場去，是北京人民的
意顯I
七六年三月裹的天氣是陰暗的，
京的人民懷著沉重的心情，默默地在級
製花圈。三月十九日，人民英雄紀念砷
前出現了第一個花圈，接著是兩個、三
個·····一百、二百個，，··一花圈漸多，
紀念碑前更出現了橫幅、輓聯、詩詞、
悼文。人民胸前戴著小白花、臂上纏名
黑紗，默默地抬看花圈，來到英雄紀念
碑前，他們心如刀絞，淚如雨下地呼喚
看總理的名字：四個現代化剛剛開始
著手，您怎麼能離開人間？回來吧，回
來吧！同去國務院，在那裹把好人扶起
來，把壞人徹換。人民送花圈一直受
到阻撓，但舊的被拿，新的又見。人民
已經行動起來了，他們將心中的憤很化
作詩、詞、悼文直刺四人幫的心胸
‘他們發出了戰鬥的誓詞：熱血匯成
連天很，紅心再造我中華。紅巾已
結勝利果，碧血再鬧革命花。
人民已經站起來了
清明前夕，天下看濛濛細雨，浩浩

蕩蕩的隊伍，從四方八面湧向天安門廣
場。
四月四日清明節，北京人民早知道
四人幫會下毒手，但他們仍然懷看一腔熱血，二百萬人扶老攙幼到天安嚴
廣場，廣場邊綠放滿了自行車，四處是一行一行排列整齊的花圈，人民就在花
圈中川流不息·
黃昏，鎮壓及徇捕行動果真展開了，··⋯廣場留下來的是一片慘淡景象。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
不是愚不可及
當北京市民清早醒來，他們便明白
甚麼一回事，軍眾真的怒不可遏了，廣
場的人越來越多；十萬人在人民大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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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新希望
四五的精神，並不因為事件的

完結而衰落，相反，它在人民的推動下，中國正步向民主化。推動這歷史步伐
的有黨本身、工人、學生等。但是黨的
改革總是來得不夠快，工人、學生等只
有起來加速她的改造。貼大字報、辦
民刊是一種方怯，參與競選人大代表
是另一種方法。
民刊或者民辦刊物，是在七八

年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的一連串大字
報風潮中出現，而且分佈中國十多個大
城市；四五論壇j及北京之春J等
刊物，相信大家是有所了解的。刊物
是用最原始的油印方怯印製，不但條件
不足，而且屢次受到官方阻撓及警告。
最近，官方還聲言對非按刊物予以
取締，又指搞非伕刊物是破壤安定
團結呢！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出現了收
緊政策的傾向，甚至對辦民刊的民主人
士施以迫害。但是，在新中國的民主戰
士，因為他們了解自己有迫使黨去改革、推動社會前進的使命；因而置生死於
度外，為祖國的民主化而努力，他們實
則上已經為自己作出了最壞打算 探
深的知道自己會有被捕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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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痛之餘，特投函數思代為敬告各位，如有拾獲，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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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雜 憶
雖然現時距離中山團已經有三個月
的時問，但我仍然對這段旅程有深刻的
印象，我們每天的節目都編排得很密·
短短七日之中、已參觀過不少地方，認
識了不少朋友。從這個團當中我不但對
國內的醫療教育及．療制度加深了認識
，還能間接地了解國內的情況，以及和
國內的同學建立了友誼。
在眾多的訪問及參觀之中，比較印
象深刻的是參觀中山．的附屬醫院及廣
州重型機械廠，而參觀醫院時，又以參
觀針灸部門為最新鮮，接待我們的吳教
授特別讓我們觀看她診斷病人，同時她
又向我們解釋如何用針灸治療病人。在
那些求醫的病人中，有部份的病患是經
過其他治療方伕醫治而又未能成功的，
比如因小兒麻痺症而起的肌肉萎縮症及
青光眼，在經過吳醫生的針炙治療後，
都有明顯的改善，這次參觀令我真正地
體驗到這門中國傳統醫學的奧妙。除此
以外，在行程中有一日我是有機會跟中
山醫的醫生巡房，從觀察所得，國內的
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是很好的，醫生對病
人的態度是很友善、並沒有在病人之前
擺架子，我哉至曾經看見病人向醫生拍
膀頭打招呼，國內的醫院每張病床所佔
的空間比香港的病床大，而病人是可以
在醫院內逗留較長的時間，但這個情況
是指城市而言。醫院內護士的比例比較
少，在一般情況下醫生是需要兼做一些
護士所做的工作。由於設備比較簡陋，
衛生的標準比較低，但總括而言，國內
醫院的服務水準是不錯的。
由於我們七天都是住在中山醫內的

留學生宿舍，所以我們和中山醫的同學

陽光
有不少的接觸，而我亦有主動的和他們
交流，就交談及觀察所得，國內的學生
大多數是比較勤力和樸實，他們的生活
樸素而有規律化，他們大多數把課餘時
間都放在功課上，而比較少寥與課外活
動，他們甚至在假日都留在課室裹溫習
，但並不要以為他們都是書蟲，他們大
多數在下課後都會作個多小時的運動，
及保持午睡的習慣，所以他們的身體及
精神都很健康，在談及國家的問題時，
大多數的同學對政治沒有強烈的興趣及
保刻的認識，但他們大多抱有為國家為
人民而服務的目標，但比較不同的是那
些曾經在文革時上山下鄉的同學，他們
大多數的年紀比較大，思想比較成熟，
對國家問題亦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及有自
己的見解。國內的同學大多都對我們這
草香港的學生能夠組織這麼多的課外活
動感到驚奇，在臨離開廣州前的一天，
我們還約了一些同學在公園內閒談及唱
歌，他們對於在公園內唱歌的新嘗試感
到非常有趣，原因是他們大多數對交朋
友抱著保守的態度，而男女同學亦很少
接觸，所以對我們主動地結識朋友覺得
很特別。
至於國內的醫療教育方面，他們臨
床前課程所學的東西和我們沒有很大的
分別，雖然教學設備比起港大是落後一
點，但是國內老師教學嚴謹的態度在我
們心目中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們的態度
認真，而且不斷去尋求更佳的教學方伕
，以培養好醫生為對國家及自己的責任
，所以每講一課都務求令學生明白，而
老師和學生的關系很乏r，學生亦很尊重
老師，總括而言，我對於中！U醫同學的
未來是充滿信0的。

中 山 醫 學 院 遊 言
當四周還是漆黑的一片時，那遣遙
的燈光卻就成為我走路的目標，小巴司
機臨時的變卦，令我要自己走上好一大
段路才能到達紅磯火車站，要獨自走一
段路後才能和別人會合的情況，就成為
這次中山醫旅程的第一種滋味。
幾個鍾頭的火車將我們一行十五人
帶到了廣州火車站，那裹有旅遊車接我
們到中山醫學院。中山醫學院位於廣州
市北，佔地很大，當我們乘車進入校園
後，還要幾分鐘才可到達外國留學生宿
舍，我們住宿的地方。接待我們的人不
多，只有幾位老師和同學，情況也沒有
想像中的熱烈。大概是星期日的綠故罷
。經過一番安頓後，幾位同學帶我們四
周參觀一下校舍。這裹地方比香港大學
大得多、有足球場、籃球場等設備，當
時還有些同學在打棒球呢！
我們住的外國留學生宿舍是新近落
成的、築在一池塘上，四周都有樹木，
而中山醫學生的宿舍，也就在我們的對
面。中山醫學院有師生五千多人，學L
來自不同省份，幾乎所有學生都住在宿
舍內，學校更附有兩間醫院，其中一間
也就在校園內。現時中山醫的學制已改
為五年制（以往是三年制），學生都是
經過全國統一高中考試才取錄的，學生
年齡高班的有些近三十歲，因為他們是
受文革影晌而阻遲入學的，八班的同
學（也就是一年班）年紀最小的，只有一計七歲。
參觀中山醫的幾日旅程，節目
都很豐富，比如針灸門診參觀、中醫學’院參觀、和同學一起上實驗課、參觀中
山大學、中山紀念堂、參觀手術進行、

上白雲山旅遊，
，都安排得不錯

一 子雅
和老師同學們座談等等
。印象較深xlJ的是參觀

針灸門診部的工作，負責的吳主任讓我
們參觀她替病人電針治療，穴位埋線和
穴位注射等等，照所處理的病例來看，
針灸確是對神經部位毛病和刺激神經療
病等都有奇妙的功效，我們團友更親身
接受吳主任的電針治療呢！
和同學一塊上實驗課也是頂好的經
驗，實驗固然有趣，而由於他們不少都
能講聽廣東話我們也就很快混熟了。一
種莫名的親切感湧上合頭，畢竟自己仍
然流看中國人的血，接受過中國文化的
薰陶！
另外值得一記的是自己六七J
郃隊的晚間行動，六0七是筆者和幾位
團友的房間號碼，我們利用了晚上空閒
的時間四出活動。探訪中山醫同學
的宿舍，從傾談中，我們感覺到他們對
政治方面是較以往冷淡，雖然他們亦有
傳閱一些地下刊物，但似乎都不十分贊
同刊物的言論，有些更認為當前形勢是
需要穩定團結，而對四化卻抱著觀
望態度。不過，總括來說，他們都覺得
目前情況是較以往開放得多了。
最後，值得一提是中山醫師生給我
們的印象，從老師座談會中，某位老師
曾自承其負有教育下一代，替國家培養
人材的歷史使命，而同學亦顯得頗動力，這種師生齊努力的情況對國家來說是
個好現象，而身為海外華人知識份子也
衷心希望國內的政權能夠徹底改善其飄
忽的政策、官僚主義泛檻上等等缺點，
讓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1

論 較 腳
鋼線

自君別後，茶飯不思，每憶
君顏，潸然淚下。想當白您我拉
記相伴，共渡良宵無數。誰料雲散
高唐，水涸湘江；青燈獨照，對
景難排。俱往矣，傷心事，不堪
提”正是：“風中柳絮水中萍，
離散倆無情。”如今梧桐更兼細
雨到黃昏，點點滴滴，試問眼中
有幾許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
春流到夏？

【巔鳥州

較腳者，缺課也。念昔日孩童時，
視缺課為滔天大罪。每擬缺課一天，必
由嚴父具函一封，交塾師批准。故唯身
體不適外，皆鮮有缺課之念。及至少年
，腿量日壯，視私塾之教條不再為深山
之猛虎，故常因貪圖逸樂而有較腳之念

及至吾人有幸就讀於太學，早聞太
學之較腳風氣甚盛。初觀之，祇覺傳聞
不可信，皆因每有課堂，眾同窗皆一一
列席，無有較腳者。轉瞬數月，mlJ驗在
即，眾人無不騰鵝，以往在私塾慣
用之招數一一盡出，拉記猛鋤、深宵苦
讀等皆大派用場，至此方知傳聞之不差
矣！
珍時此地，較腳更成理直氣壯
之舉，一不用嚴父上書請准，二更無人
過問，故巴比龍之刺激不復得。

ffilJ驗過後，理應再無較腳之舉，豈
料眾人因經驗已豐，熟知個別大學士之
教學能力，故多擇肥而噬，視堂而較

Intro山ctiont。o鹹atA闖tomv莊鑒：

再想鄉試在即之年，較腳之風極盛
，同窗常以家中事故或病魔纏身等藉口
，上書塾師，實則較腳是也。觀各人較
腳之因，多為埋頭苦讀，博取功名，唯
亦偶遇有因玩樂或竹戰而較者，所
幸為數尚少。
更過二秋”眾學子皆為殿試在即而

J心緒不安，深宵夜讀不在話下，更有珍
惜寸陰者，藉病較腳、閉門苦讀”此較
腳自鋤之風吹遍。有更甚者，仿效洋劇
巴比龍之逃亡，每在塾師點名之後

·便趁機逃出教室，奔出私塾，再往
拉記拼命”或有視各塾師執教之能力
，以考慮上其課堂與否，故間有塾師面
對小貓三兩之景。至近殿試之月，巴
比龍之風有增無已”如一同窗所言，
巴比龍之舉既刺激更可多得時間鋤
書，何樂而不為也。

查眾人較腳之因甚多。有因身負數
職，公事繁忙；有因十項全能，每運動或
活動必難缺其份；有因赴女友約會；又
有因深宵夜讀，翌日．遲起，乾脆較腳。
較腳之因，林林總總有如星之難數。
觀乎較腳者，走堂也，上課者，學
習也。學習對己必有增益，能補己之短
，能得人之長，實為百利而無一害者。
吾等日後為大夫之時，懸壺之日，若能
知識淵博，必於診症下藥之際，無往而
不利。反之，若學習不足，根基不穩，
庸碌過關，危病之人不幸矣！
故小弟在此奉勸諸君，非必要時勿
較腳。應再度視較腳為醉人烈酒，稍嘗
則可，不宜沉迷其中。

劉潤華
三月二日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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