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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思 二

獨 胄
。

洗 腎
。
狸 胄

捐腎（K !dney Donation ）明白確出蛐腎，是可臘活“,
病的人。

在八零年的暑假期問，醫學院發起一個捐腎運動，目的是教育市民，有關
腎病的普通常識與及預防方往，最主要
還是喚起廣大市民，使他們明瞭若死後
捐出腎臟，可以救活很多患上腎病的人，根據醫務衛生處八零 八一年度週
年報告，每年因腎病而導致死亡的，有
j 百多人，成為香港第六殺手。
此運動在八一年時搞得如火如荼，

各報章廣為宣傳，吞港電台亦參與此運
動，不但呼籲市民捐腎，在電台節口與
鏗鏘集中，亦介紹各類腎病及其基木療
訣；腎科學會也舉辦了一個有關展覽，
吸引無數市民。但踏入八二年時，卻沉
寂下來，或者這是時候讓我們評估一下
這運動的成績吧。
香港腎科學會收到大約三萬張捐腎

p吉，這些願意在死後捐出自己的腎挽救
腎病患者的人仕，年齡主要是十八至四
十歲，多數是社會中下階層，這可以說
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因為這些年齡的人
仕，身體多屬健康，不像老年人的腎，
功能已退化，就算死後可以捐出來，對
病人也沒有多大幫助。雖然願意捐腎的
市民數目不算少，但每年祇有很少宗換
瞥手術，惟一的原因便是缺乏捐腎者，
捐腎者在死後必須經父母或親屬同意下
，醫生才能取出腎臟，由於中國人傳統
觀念，家屬多不願死者死後不得全屍，
所以真正能捐出腎臟的人少之又少，在
瑪麗醫院，舊年全年祇有四宗換腎手術
而已。
因此，捐腎運動應該隔一段時間便

發起一次，使市民瞭解捐腎的意義，最
重要還是對捐腎者的家屬教育，令他們

洗腎（Haem d !alysis)
每年有不少人死於腎病，雖然換腎

馳供一個徹底的醫治方按，但正如上述
，太少捐腎者死後能捐出其腎臟，對於
那些後期腎病患者或者是換腎手術失敗
的，洗腎便成為唯一可以維持生命的方
法，而且沒有什麼顯著的壞影晌，通常
病者要接受一段很長時間的洗腎，多數

病情大致穩定。它們收取病人時，需
經過一個assessmentPanel評定，
Panel城員有醫生和社會工作者，收人
的標準有：一、沒有其它併發症，二、
心理上穩定，三、十五至五十五歲神優
先權，收費方面，是根據病者家庭環境

·而定，由社會工作者評佔，每吹免費到
三百元不等，雖然如此，最高的收費亦
未能抵償每次的成木，綜數由基金會津
貼。

是六
植。
、七年，才能劉一合，的腎”移換腎（Renal Transplant )
在政府醫院裹，祇有瑪麗和瑪嘉烈
醫院才有洗腎設備，山於經費不足、設
施不敷應用，祇有很少數的病人能夠接
受此種服務，洗腎的病人基木上不大於
五十五歲，需要有工作。就以瑪麗醫院
為例，每一次Programme祇能替三
十人洗腎。比外洗腎需要一段頗長的時
間，五至六小時不等，而且每星期需要
二次洗腎，所以相信對病人的工作，會
產生很大的影響。另外還有一些病人，
他們自備家庭式的洗腎機，性能與醫院
的差不多，而且可隨自己空閒時問應用
，但每台洗腎機價值四萬多元，並非一
般家庭听能負袒，對於）]0些未能接受洗
腎的病人，醫院亦會盡其所能幫助病人
，例如：介紹病人到其它洗腎機構等。
除政府醫院外，香港腎臟基金會（

HongKongKidneyFoundation)
亦開役一洗腎中心，內裹設有九部洗腎
機，平常只開衍匕寫“，其它留為緊急：時
應用。每兀可以蓄卜八個病人占仁醫，病
人多數是經政府或私家醫q三介紹而來，

基木上，腎臟的來源有兩方而，死
人的（cadaveric）和生人的（living
) ，前者比較普遍，後者多是從直系親
屬處獲得，在吞港非常罕見，究其原因
，可能是。
一、中國人傳統的自私0理
二、中國傳統家庭中長者的反對
三、捐腎者住院期間，可能出現經濟困
難等。
雖然移植是用直系親屬的腎，成功

機會很高，而且較少排斥作用出現，但
有些問題還是需要考慮。一、于昌腎者在捐腎手術中可能有其它併
發症（Complication)

二、所捐出的腎可能一樣破排斥
三、吞港位於世界L的stonebel叫
，港人患上腎f的機會較高，若果‘捐腎者刺下的醫出了毛病，'1三命便
非常危險。
周此，此種捐腎者都會接受詳細的

健康和心理檢查，確保他們對這收有足
夠的了解和準備。

從死人方面獲得腎臟亦非常困難，
捐腎者多是年青一輩，他們在汽車或其
它意矯中”禺部受到劇烈震動’經醫務
人員努力搶救後，發覺亦不能避免腦死
亡（braindeath）的。主診醫生便會
在死者臨死前接觸其家屬，解釋清楚情
況，希望獲得他們的批準，能死後可以
立即取出腎臟。當捐腎者心臟停止跳動
時，還須山另一位懼浴日在場證實病人已
經死亡，然後對死者進行心臟按摩，腎
臟取出後，必須立即低溫保藏，溫度通
常是鑷氏四度，而且不斷以Ringer
lactatesolution充洗，這種方怯亦只
能保存腎臟卜六至二十四小時，所以腎
臟移植手術必須立即進行。
手術後，病人很容易受感染，所以
會被隔離一段時間，通常是兩個月左右，然後便可出院，但必須定期回醫院作
檢查，在香港，手術的成功率很高，可
比美於其它先進國家。
腎臟移植手術雖提供最徹底的解

決腎病方怯，但病人可能一生要接受
immuno一supPressivetherapy，若
排斥一旦發生，嚴重的話，便要移去在
體內新移植的腎，再次依靠洗腎來維持
生命，心理打擊便非常之大，雖然換腎
可能有以上不良的地方，但對於較年青
的腎病患者，此終是一個比洗腎更理想
的方注，病者可以重過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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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不要為一些挫折而感到失
望和悲觀；應該為你擁有的健康而高興
！我坐在公共汽車上，正為神賜給我
的生命感到驕傲，然而腦海上仍浮現著
志偉叔叔的臉孔 飽歷腎病煎熬的痛
苦。
志偉叔是父親的舊同事，他們同在

酒樓廚房中工作。五年前，他還是廿五
、六歲年輕小伙子時，充滿朝氣。每次
見到他的時候，口裹總是哼著流行曲調
子，嘴角帶著微笑，冒失地從廚房走出
來，旋即又回到工作崗位上，有時偶然一瞥，發現了我和爸爸坐在一起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聊天。下班後志偉叔是個
典型的青年人，愛好與朋友踢足球，燒
烤、野火會、游泳、看電影⋯⋯雖然工
作辛苦，也生活得自由自在。
直到有一天，惡夢關始了。突發性

的痛楚，將他折磨得死去活來，他被送
到醫院，後來證實患上腎病，因缺乏腎
臟而不能施行移植手術，洗腎便成為唯
一醫治方伕，但對他而言，似乎死亡才
是唯一的解脫，另一方面，死亡的恐懼
令他終日喘喘不安，也許這是他生命中
第一次察覺到健康的寶貴。
出院後，我曾探訪過他，他比以前

瘦了很多，整個性格都變了，變得蒼老
，驟然發覺他額上添了不少皺紋 飽
歷滄桑的象徵；咀角的微笑再也不見了
；流行曲調子再沒有聽見了，代之的是
一片死一般的寂靜；昔日的年輕小伙子

不兌了，只lJF一個對前途感到黑暗；
對生命感到沒有保障的人。前些時候，
我們和他一同到鄰外遊玩，但見他眼中
發出異樣的光芒，似乎在訴說心中的喜
悅。從他的表情中，可知道他與我們一
起的時候，心情較為興奮。
因為他要每星期到醫院洗腎二次，

以維持他的生命，原來的職業被迫放棄
，改跟其母親在街市任小皈以維生；可
能因為自卑感作崇，令他不敢再與舊朋
友見而，平日回家後倒頭便唾付方彿與
世隔絕。
就在舊年春天，移植腎臟手術帶紹

他新的希望，心想從此可脫離苦f每，再
過正常的生活”他帶看驚籐但充滿希望
地在文件上簽署。手術後他昏迷了一段
時間，醒後的第一件事，就覺得傷口作
痛，也不知是吉是凶，後來醫生說，是
次手術失敗，須要再動手術將新移值在
體內的腎臟取出，雖然後來志偉叔對狀
說對此次手術失敗只感到失望及無可奈
何，實際上他付出的代價、期望以及失
敗後約感覺，並不是正常人可以預料的

今天下午，偶然在瑪麗醫院附近碰
見他，大家都有要事在身，忽妝一別，
臨別時，他向栽揮手，口光下，那雙手
充滿了長期與病寶枓纏的有力證據，我
想，究竟他的痛苦到何時才會告一段落
呢？

X XX

專題版

目



啟思 3

獨 編 奐 屈 個 紛 他

十對夫婦之中，便可能有一對在生
寶方而有問題，而其巾三分之一是在於
丈夾一方的，這些火婦如果希望生孩子
酌活，採用人工授精去（ARTIFICI-
Al' INS臨啊NATfONBYDON-
DR）可能是其中一修可行的途徑。
人工授精始）j} 1·九計紀來年，直到
次久，已開始普遍f。在美國，萬至不
中彆生的鬍助，都可以私自拖行人下授
中一乙‘再港，這個名詞卻比較陌’兀，但
上攔’,，在三年前，便已仃俘精庫（SP-
工R入IBANK）了，1州卜L 仁》，家庭
實劃才折導會也有存精庫的：；邊、化。
人I．授桔的草本過程誤簡單，人致
丈待結液用注射器注入陰道沐，精虫如
乍甘jj達子宮，可到輸j 管，與卵子相遇
，也成受孕。以L常然假役接受人n投
朮昀女性一切’兀育器官正常，不然的．活
·嵯叢乞1要未坐醫！日治療妥化邸的。
在吞港，接受人巨授精的大婦J乓有
一’! IL辭對左右（包括私家臀’-：及家計
翁的鈔字），妻子已成功受7J“或已L卜
; J兀的f:!!f ‘!’數，必佔‘;-{f 一I叮！占l嬰孩
州’- ; ljl右俗家州會在去年年！己才f江式施
才很卜授精鳥故听時未仃嬰孩出‘L，但
夕子1一細覽功個案、。
人It.受桔的對仲弋致包才瓜尤夫不育

舛，例女IJ半尚f }-，九乏（AZOOSI)LRkllA
少、嚴中的結J兀過少（SE\/rERE01'-
G() SPERMIA）、陽簍妒IMPOT-
FNCE）等；丈夫患有遺陣病，而缺）j'.\
必·餐的觀緊！, ( EUGENICRE、S-
一）N）計了、狀‘l育折，例如嚴平節候病患
州，!I-Rh-INCOk,IPATIBILTY等

C在外國某”月旦方，對東亦笆于再一收
中斗女州：和。，七樣占，了l4' F再．佳，他類
久的巾，青亦f會被接納。）

究竟捐精者在香港有多少？據佔計
，大約有四、五百人，但符合標準而其
精液已可被應用的只有百多人，約乙分
之一左右。捐精者卹齡以二十九至二-
五歲的未婚男：居多，但未婚男上是較
難估計其生育力的。
為了更能保證出生嬰孩的健康，及
提高成孕的百分率，才涌精者要其備的條
件大致如下：（私家醫生的要求一般較
家計會為高）
捐情折年齡在四計四歲或以下，有
不7討職業。外貌方而，優l: ’六端；l兀，行
動自如，無不良嗜好。健康方而，捐精
者要丰旱化卜家庭妒丙甲，還要接受贈生的儉
驕f，例如梅奇血津，，式驗，淋球菌GO-
NOCOCCUS) f之B于；肝炎主左！凡；可（HE-
PATITISBAN'rIGEN）探測等，
驗明沒仃遺勿隨疾病。血壓及一切器官
正常的萬八，！更符合這方而的！良州。精液
方而，除r要有中常發外，結虫的數目
、活動能勾徒形態，無論在冷藏前後，
都要符合柑：州。州頻過冷藏後，很多不工
常的精虫已死去，故此既淤輿嬰孩出三的
可能性比！F常受孕的化低。不過f彥此精
液是紹！啊．迆冷藏的，故此亦六採用才：經
冷截的桔成。
為弩液是鯀！向叮l羅NlASTURB八

TION）過程耳祈尋的，、1即！合凍，f寺其
凝J、後，l！于L六整‘友‘方n，內TANkl ,
賦1'．一此‘烽養份的斤年，胤縱斤劇（CRY-
OPRESER\’入Tl \'E入IEDIL不Nl ,
川，夜矓’州乏冷藏，可以儲一A
丰寧，!，折他）‘州一看允；擠，!；二（CON-

SENrrFORkl，朋叫了、能追、，一發桔
彼的授概居名單，哎方士以波的·’;']：讓了、f江
-任何．_，、律l巾A汗一州。！·謀二’，二‘。黠
密，兀，上轟一壯抑兀縱且勾的枕編斤劍外·

捐精者每次可得一向元的舟巾昔，
作為補償了註去的n磬開及金錢。
接受人工投精手術的弄：婦，事，！首一

定要占楚自己壯舌很。州也翁流了f抑乙夕，關
又付考盧J過必、巨援結後對婚姻可能帶來
的彬餌，例如‘，丁能會破壞大婦州的感驕
。每對夫婦每！固目).；約‘要接雙三青一；啊次
的，、工授木綺，配合排齋田切。人六‘份成功
受為b的例予然匕連續接受了二至兀個，
的丁術。家州會海次人五授桔的收費迅
二百斤元，亦即是抑對夫彭召珍個月大
約要付出一千夕匕的費J-J。（私家矯：'l：的
收費，跟家計會的差不多）做手術時，
彆j江會、叢量採用血到吱身，鳥與沙名丈夫
差不多的捐精者的鵑！波。難然在理論巨
，醫且日能夠拉制那對火婦將來；折l送’弓
還巡女，讓他們如願馴，償，！目秀港惜川，寺
不會白此服務。一巳成功受孕，該劉友
婦飾工繫’1二或家，}會再沒有子干何關係，即
使讀婦人；待來流產或生了個不I兀常的孩
子，也馴q醫’L或家汁會J購關，因他們在
事前已簽灣f允．若書，更何：兄流產或不
化州奮小孩禹且：的機曾，比正常受孕的為
低：
在‘ {t -:，當孩了出世浚，必匕仕：。潑
明。發：〈親娥名一欄應甲候，而祝
婦要於兩年門辦理禎妥這孩子的手續，

在家計會的允諾書L，亦清楚地寫明了
火婦遜需要這樣做的，雖然肖部份夫婦
，為了是孩子的身份保持祕密而違反了
曆；洌，付孩子領取了一張普通的出世紙
。實際L，有收磐’L認為頷養這措施，
無淪對小孩或是父母，都有害無益“
接受人巨授精的夫婦渴望有子女，
但又不去領產被人遺棄的孩子，可能原
刈了J二個。第一是領養同來的孩子與他
們江全沒有一血綠，而且孩子親生父母的
健嘆背境沒有保陣。第二是現在領養孩
子一分困難，在經濟或其他方面都要符
合標準，而且自從墮胎往例放寬後，被
人遺棄的孩子也逐步喊少。第三是因為
戴會壓力的存在，如果做人工授精的話
，州人便不會知道將來出生的孩子的來
歷了。
其實，人工投精這技術，對婚姻或
夫婦問的感情影響是好是壞，尚未分曉
，因為目鉤沒有人做善後的工作，對成
功受孕浚夫婦的婚姻狀侃作出調查。但
從捐精者文接受此項手術夫婦的人數看
來，便知道人工授精尚未被一般香港人
所接受，至於口後，人工授精是否會變
得普遍這問題，相信非短時間內能知道
答條了。

計’了、
二丸乏才' ‘
啼

虜

我 守 為 什 蜜 甲

M 日甲 WH 丫 M 日甲
打l血救人
，消踴躍向寸來打】血
施比受史，J’ 福
要一命礦危的人因你的血而
看簪救

h三再港，梅隔一分鐘，某
處某人魷要接受翰血
這此椰是香港糸口一’莽印l'f籲人們才淌
血的標語，f叫如叮付被紅一’f會在傳播
媒介L所作的努）J影嚮呢？

,a’ 每晚在電視機的新聞報叮’，長練
篇申U集中看到一個一例血淋淋的鏡頭，
受傷者倒地呻吟，是否了f人會想到迎遢一種對紅t一字會呼籲的反古傳呢？一主馮
血是沒有痛楚的，失去分之一的血騰
人無損？
當現在的電視都在鼓吹自我t.：義、

享樂主義時，紅卜r莽會的呼籲在k們的
心目中還f占什慶地位呢？施比受史3'
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報章上看到f各式各樣的中藥廣

告，中．專欄，而當中醫又是鼓勵人們
保俘自己的血時，人們會去捐血嗎？卜
分之一血液真是可以失去嗎？
在小學的健康教育、社會課本中，

對公民的責；L和義珞兀是伸’劉d狗口
而J組文足與貧血、’、騙疾等趣血也；對
慈牌！護溝的介州，竟狀沒向方1_ 計：諱。
刀j座一個小學’-：會否想到將來此捐叮11。，它

••1．留．．•，•••暱

•，．，可，••邑口，

在‘-，學的公共事絡課叔山，長務、
捐血、紅’莽會等，只在‘l！一與！,二的
課木出現·常他們珠：更高斑計達劉捐
血的年齡時（- k歲、，f也！斗還詛得多
少呢？
常然我們在電視、報章蘊能石到剎

·字會的積極寶傳，我們司．以有幼描罵
友愛、助人為快樂二乙木等的劇集，找們
可以從占休雙傑等鵝集巾知道愁院壯否
樣的需要血故。但相比之下，蘊衣是少
了一點嗎？
捐血不會對身體造成損害，川血
是不痛的。
口血．是寶貴的，流血巡和痛若、慫
怖連在一起的。
我的血能救他人。
口各家自掃尸’自方界·休管f也人瓦上
霜。
口西醫可靠嗎？
那麼，還有人捐血嗎？
慢善，我們不是叮以從收育機中，

聽到越反都f代中公認’f織緘：'!1馮計。倆接
近儿成捐m人L進lp國人。這送狗波斤
盾嗎？

捐血的原因有很多。在一次調查中
f．廈髡？，才局血者和未仃捐血的人士比較
，都為一些共通黠，他們大都相信紅十'：一會的．不侖，二g為捐血對身體無損，這一刈乍化一般三捐血者听不能接受的。
但對啡應盡市民義務，服務他人等，則
華、者觀、芝角一人大的差歧。
，斤波問文于馮血的康因待，利他主義
“八ltr[lism）則被放在乙位，而因為
變朋父也鼓勵或影響、或受L司的壓力
如在外伏、願啡等Tl．破玫在較次要的位
亡，因．鳥有流勁娟血，亦是很多人捐血
：于化”跑。j。
：亡．舊汙）折峙，只f二成左右的捐
他折匹一個k前上捐血的，換句話說，
、頸濟．:‘吧fJ' SocialPrcssure）是發
揮斤h勿諍訕。為一點值得留念的是，超
必一汰攤，。折白家人反對他們捐血，而
喪近一艾多，、，古家喘，，有化成約反對來
口〈一主，卹送視·；巨鬼體咫力應不包括
呂暱巾'：·祝響L要是來自朋友、同
萬、弓喪。捐血一抖沒有將團體的影響
伐人一：計優，可能進其他約如可力池主義等，返化華輩；l東支汙開注會贊！司文Social
必‘P[)ro、’al 。
州偶當‘才也于颺．江；！寺，。青找你的明友一越·人；化你的、響才造皎上要的，傳

盪媒今卹州牧約，枕口能騵：強‘乎的影響力
莽徑J一。
註：‘之烯挺、水j祖：B100dDolla::0！、in

HO濾9 ko”絨以9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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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思 5

一
奮面醫 學 工 作 者 的 歷 史

王 源 美 教 授 訪 問 記 要 啟思記者

六月三f日，天王下若大雨，三號
風球正在高掛，啟思氾者卻胃養風雨趕
L教授樓，因為明天便是外科系王源美
教授（ProfessorG. B. Ong）退休
的日子····一總算能準時到達他的辦公
室門夕禾，敲門人內，只見王教授，F在埋
作工作，他見了我們，便和我們坐在梳
化L，細，O傾淡，接受我們的訪n月。
王教授首先以他熟練的英．涊、誠懇
用取J．靄的語調，向我們訴說他在港大的一段日子。他記得他是在一九四9年進
人港大醫學院一年級的，f翁時的醫學院
跪長是ProfessonGo兀donKing,
第一年共有一百二辭名同學，主要供讀
臨床前課程，包括物理，化學、動物及
植物學。第二年的課程才包括生理、生
化學、有機化學、解剖學等。由於當時
大學的經費不足，只能容許四十人升上
匹年級。
可惜在四一年卜二月，-七界大戰爆
發，港大被j自傳學，王教授木已訂好了
船業往麥爾缽，予！t單卑辭延遲了辦仰切，他
以好留在香港。直至四二年二月，王教
授跟隨一打t為數三卜多人的港大各院系
學‘-：離開香港，乘一艘j乙卜九噸重的船
隻飾往堪江，再由湛往徒步向西南方進
發，到達中國的大波方。司年五月六口
低j韭重慶，然後轉往桂林，在這裘遇L
r醫學院院長ProfessorGordon
Killg”他為他們向莢國領事館安排車
船，沿看金成江到達桂陽，在桂陽參加
了巾國的糸下t一字會。
四二年八月，王教授和另外六十位

港大同學到達：海，進入了L海醫學院

。打從四二年至四四年這三年內，他們
從沒間歇地繼續他們的醫學教育。這所
上海醫學院設備非常簡陋，環境也不好
，所有的教學、生活和膳食的地方都座
落在一幢小小的建築物內，地方約有現
在外科系的一半左右。教學的設施更是
十分稀罕，整個解劉學系除了一面d小童
的屍體作示範外便空無一物，想當然是
沒有解剖實習可做。在讀骨科時，了也們
曾為了要取得一記q骨頭，掘開了荒棄的
墓穴，把埋葬f的骨頭取出，沖洗及哂
乾。

f畫段艱苦的口子到了四四年底，王
教授的五年級h學期便告一段牌。緊隨
的卻是另一節今他難以忠懷的，更艱苦
的口子，蓋他們被徵調到軍隊作令職的
實習醫生。在刁“裹每人要照顧卜二張病
床，所有的病暱、檢驗、抽血、消辟、
清洗傷口等均由他們包辦。一切的化驗
工作如驗眾、驗糞便等也不例外。‘浩時
暘胃傳染病斗卜常浩遍，驗聳便更是家常
便飯，用的不是什庭精密儀器，而是用
筷子把糞便鴒斕，然後州數書！虫或虫
卵的數目，一切檢驗的紛、果便山高級臀
舛兀鈴習口作斗斤全斷。在；亙樣。兀很向勺L作
量嘆F，他們可以說址沒ff一叩，鈴叨或
消遣，更沒角一什嘆假’明·政！侖．你u,’仁目也一收惡方的哄食外，旦計！乏付汗！、！J的
丁資。
至！l了一jL尸畸州、辦兀，工教斗變了忽七參至叫
了I-海，f也付彼聘在1,．鳥作翳他州，-也
卻）it槃f這分瞭事，返司再醬。辭！，主f的
Gelleralklcd!calCo:11:cil；也：並J'一個緊急怯案，’蘆沛承記在；卜國。’地六

年制秀科畢業；的資格，但他們化項在
香港實習一年以！：。；物此，編也便河生
入港大作臨時夾習醫’{，在鸚壁鉉！灣院L
作。四匕年州二趙r人考後，工一教授化另
外的八了徊司學便匯式從港大舉業f 里
業後王教授繼丰臼在瑪竟黔院l伯J"jd同
多月的賓驕才下式成么居一附灣’ 。
五一。！三，徊教授離離狗秀港到莫國進

修，規年獲得院士資吃，丫間月在吃國
的L喲二彼，也便工返秀港，在廣啊醫院
工作。五’×年，王教授彼擢丁為廣物黠
院外科郃的顧問騰生，、生誰在L龍靨院
作嚐’L。一九六二年千一月，王教投彼
委限到新落成的伊前莎伯瓣院作九龍！為
的高級顧問醫l三。不到一年，他便進入
了港大外科系，從六四年五）卡兀口起
至八二年六月三卡口止，也一直領導了
外科系達卜八年之久。
談到外科系的發盛，也還氾得六四

年時的外科系是役在為麗升院九縷，即
現時的SA紛留房。除了九十二張J戶床和
一個藏有六木書絡的書架外，外科系便
空無一物了。每年的財政頂算也不j西是
數千元，聘用門教職員只有一個高圾講
師和向倘游臼啊。對f斤浚，外科系的規使
逐斯發展，在一九六亡年移入了教授樓
，至：在I利寺•絕始飽：頁驗研究工作，在
Digb各，SChOOIOfS,lrgcry之、上f一奸動物e鄴驗室，其！田自儀器’造成，都
遝-外不牛系親手負責安鰓為經過r匕
一f卜f化的絡力‘斤取庇下，大學仁，不終必
給予外不系大力的支持作研究卜作。王
教！受叮經跑二必外科實驗室！亡性個外不斗系
的。祈听在，打p叮’}規斤他知道了蔥賺再

去推進外科系時，他已經是時候退休了
!”、vhen1 seethelightthesun
15setting"!{！乏他相信外科系會一直繼
續發展F去，因為沒有任何一人是不可
或缺的。
土教授相信在這世界上，除了游泳

外，，徒有一樣事情不是由底層做起的，
貝角這漾我們才一能努力虛0學習，長期
的擭益。而且年青人都是比較不成熟，
所以他土張不可給予太大的自主權，應
該稍化嚴峻的對待，使他們不致胡亂做
事。王教授更奉勸我們要盡力提高英語
的水平，因為畢業後英語的效用更加顯
答。我們也要多點從實踐中取得經驗和
知識，蓋最佳的教科書就是你要冶理的
病人。最後謹以王教授的一句話送給同
學們，作為座右銘："A g00dPhys-
ician15onewhoIoveshisfellow
h,lmanbeings!”讓王教授這句話留
在每一位醫學生的心裹！

重••，•．口口個口口口用jj•

，．月．•．月，,,．••

Toallmedlcalstudentsandspecially
dedicatedtofreshmenofthisyear,騙hata litdebitofconclusionl
haveaboutmedicalstudiesaflerZ
yearsofexperience15dlatitdealswith
almost, ifnotabsolutelyoniyspecific
medicalknowledge．湖latareleftover
toourownhandsareotheraspectsof
huxnandevelopment一orifyouwon't
mind; the誡rtuous, theintellectual,
bodilyheaith, thesocialside, andthe
aesthetical.

Fortunately, we studentshave
pro誠dedourselveswithaconsiderable
amountof if nottoomanyextra·
cu中cularacti誡ties一opportunitiesto祖uteabitm叩notonousifnotboring,

not completeourdevelopmelltas
adulthumanbeings.

Insuchdirection, amedicchoir15
meaningfulinZ waysand1 th:nk
theseareactuallytheoriginali,,cen-
tivesof puttingit up: togetusto
knoweachotherthro,.ghsingingto-
getherandothervarioussocialcvents;
toenjoysinging一toappreciatenlusic
andtoloveit.

Lastyear、inspiteofthotremen,
dousproblemof lowentllu訌asm
fromthetwofirstyears, ourmini
choirdidmanagetofulflllitsfunction
inthetwobigoccasion一themedic
festival(Performance) andtheunion
festival(competitionbetweenfaculties)

However, themostmemorable
出加9 beingthatin thelatterevent,

thoughattheendwewerejustbeaten
bySn、arksbeh亡ld the'Uw各ers,, we
(asconductor, planistandsingers) dld
enjoyn、uchthemusicwesang（一the
quiet, melodical, a bit sen亡nlent往l'Turdedove' of ,hemodernEn卹：sh
composerV. Williai,15 and the
energetic, rhylhlnlc' but tuneful'Rollingtheboat' ' ；叔·卜二配’).Agree州th meof not, notroulldrlch-
poli止edenoughtonequalityTnainly
dueto toosnlalla cho!r andtoo
difflcultasong(the tu:tlodove) we
havecllosenarel廈lai廈1reasonsofour
defeatbutwhatwehaveachievedmay
beevenmoreimportant一colour兔l
andvariedinterpretationandpt,tting
ourselvesintothemusic!

Then, whatweshouldalllook

forwardto15morenewson郃，more
enjoyableandmeaningfulpracticesand
wllat'5 more一morenewfaces一
that'5a biggerchoir11avinga bigger
and muchfullertone（一dontyou
knowjustbecausethat15ourcentrai
problem)!

Ustly, 1mustexpressmythanks
toallthosewhohavebeensupporting
the choir一physicallyand/or
collceptuallyandnewfacewhomust
havebeenalittlebittiredbyotismen一，neetyouthereintheorientation
can,p!

butsurelys醜ssfulstudies
impor皺Uy, tocarryabit

andmost
fartherif

TheConductor
MichaelCheung.

morn中g，祝）dl,July

仗園版

口口口口口
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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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不不不
鬱辭一

開•閑
'，細己•，. j,''.，才，‘••牌，?,．鰓•，、一任喊，，鬥瞭門，網面，，•，•，彎‘么化一二？, ‘一不j'啊認胡占騙乎

‘
贊

我 去 魚 蛋

罐妝‘亂
十二月某日，陳蕉琴樓的student

Lounge。
我們幾個同學正在開會，這是醫學

會外務委員會的一次會議，就香港往
何處去J這個計劃我們正討論用何種方
式探討它的第一個主題 香港人的心
態。最後我們決定了用書本和親身體驗
兩個方式。書本上是學習香港社會階層
結構和轉變；親身體驗是透過一些社訪
去瞭解社會中的一些狀記，包括上波樓
，去社區中心，與社會工作者接觸和去
廟街、魚蛋檔等實地體驗。自己很有興
趣去瞭解香港色情業的問題，為了想比
在鏗鏘集有更進一步的親身體驗，
便毅然決定去魚蛋檔看看。

' •二••目口口”口口個勵口口口口口口口圈口口口口口開。‘，
先生，貴姓呀？放工上嘩疏乎

呀？我做佐個多月，乞都唔識噪。
她一坐下來便七嘴八舌的講個不停，連
吟甚麼名字我也聽不到，可是老行尊？
聽說一般魚蛋檔的經營手法是第一位
總是派一個比較新和嫩的小姐陪客，如
果客人不滿意便派另一比較開放的小姐
來。
突然，她的手放在我大腿上移動著

× × ×

× × ×

平時有七嚼做？
放工番屋企娣電視囉，娣歡樂

今宵，幾好笑丫，得閒買叮衫，娣叮
戲。你娣過最佳拍檔未呀？好好笑
。
未娣，不過麥嘉是幾過癮呶。
係囉，我同班FAN笑到肚痛！

如此Fussy下去，不可能問到甚麼，
還是單刀直入的好。
我其實唔係嗎雜誌做呶，我讀緊

書，現在做個調查，研究一下香港人嘰
心態。弊，用錯調查這個敏感的字
眼。
咐你係第一次上嘩嘰啦？
係呀，妳們有有細過十八歲的在

這裹做ZJ
有，就算有都係好少，會捉去女

童院噪。我可唔可以食姻？是有點不
自然罷！或者是知道我是做調查的

一月二十日，旺角某康樂中心
還記得一小時前離開沙宣道時的

騰鵝心情，身為先頭部隊，甚至極可
能是第一個上魚蛋檔的醫學生，心裹不
禁有種佛祖下地獄的感覺。
這是一間比較高級的魚蛋檔，（我

們是揀了招牌最大的一間才敢上來）,
地方很大，場內一片漆黑，播著流行音
樂，高背的廂座整齊的排列著。在帶位
的電筒帶領下，我已經實實在在的坐在
魚蛋檔的卡位中了。
先生，貴姓呀？我叫小翠。腦

袋中想著的社工教的觀察指標：年紀、
衣著、打扮、談吐、態度⋯⋯太黑了，
根本看不見。
剛剛放工？嗎邊度辦事呀？
在雜誌社寫稿，有用嘰，兩餐都

只係緊緊夠。初時不要表露計份，嘗
試以顧客的身份做ParticiPantobs·
eryatlon、
妳幾歲呀，做吭幾耐？
十八幾多D，做噓幾個月。聽

聲音，倒是很年輕，不過女孩子的聲音
不是個個一樣的嗎？
住嗎邊呀？屋企有幾多人？
住囌沙田，有三個妹，四個弟弟

，亞爸有同我地住，亞媽做工廠。怎
麼這樣老套的？粵語片對白。
屋企知唔知妳做？
唔知噪，我只做日場，放工便番

屋企，但地以為我番學忝。喂，Double
鐘牡。
七呀叫做Double呀？一於扮

懵。
試叮你咪知囉。
唔好喇，我嘆傾叮喝睹。社工

教落千萬不可Double，不可買花園鐘
，總之要守身如玉。

r最近忙唔忙呀7日場多人還是夜
場多人？J
唉，時近歲晚，淡到死，一日坐

得廿幾票，好慘！

當她點姻之時，就像驚鴻一瞥，我
看到她的樣子了。頭髮及肩，似乎很少
施脂粉，看來可能真的有十八歲，頭髮
也沒有燙曲，如果不是口咬香姻，真的
想不到這是魚蛋妹。
妳是怎樣開始做的？
初初有做開的同學介紹我做囉。

J
通常乞嗎客人多？
甚麼人都有，三行、文員、學生，甚至C. 1. D．都有。’
他們有甚麼特別要求嗎？J
有D買Double，或者三計，亦

有買街鐘。
七呀叫街糧？
出去街囉，有D去食呀、飲酒，

有D去開房，不過唔係個個都出街鐘嘰
0J
妨；呢？
我唔去。大概是初入行，還有

點矜持吧？不過又可以維持多久？耳濡
月染之下，相信不需多久，甚麼也沒有
所謂了。
突然地，她問：你會唔會覺得我

地做呢行嘰好差、好壞？J問得聲調怪
怪的，聽她說來總有一點自卑心理，我
們來做社訪的，也似乎不應該問得太過
份。
我們這次的調查就是想真實一點

瞭解叮妳們的情況，沒有甚麼是一定好
，一定壞的。
她沉默了一會，我也不想再問甚麼

了。時間寶貴，這兒一分一秒都要錢的

好啦，唔該晒，可以幫我CUT
鐘，我想同第二位小姐傾坏。

黑暗中，侍者電筒的光柱帶了第二
位小姐。

咦，西褲喝？唔係牛仔褲，D質
地好韻添。
嘩，乖乖不得了，此女手段高朋

，近身肉搏，不行，非出絕招應付不可
，以保名節。
我係學生嘆嘰暗，嘩這裹係做訪

問嘰。擺明車馬，我不是上來疏乎，她會知難而退吧？
哦，原來做PROJECT的！J

煞那間，她的熱情亦冷卻下來，手亦移
開了。我亦暗裹呼了一口氣。
妳有甚麼想告訴我嗎？例如幾歲、家庭狀況等。
老實講，我已經二十二歲的了，

住在葵涌，有三個妹和一個弟弟，大妹
在中大讀書，其他讀緊中學、小學都有。我亞爸很爛賭，也不知他是從那裹知
道我在這兒做，不過只要每個月俾番多
少但，但就唔會週圍講嘰。亞媽都唔知
。怎麼又是這些粵語片橋段？總是居
住在新區，家中很多兄弟姊妹，父母親
又不顧家。難道她們早已作好同一個故
事告訴客人？
妳初時又話做吭幾個月。究竟妳

是怎樣開始做這行的？J
其實我做吭幾年囉！初時我本來

在紡織廠做女工，不過都慍唔夠自己用
，於是便去了做光廳，做魚蛋檔就
做噓年幾。倒是一番歷盡蒼桑。
咐你地現在一個月慍到幾錢？J
以前在工廠慍千多元一個月，而

家七、八千都有，娣你同唔同人客出街
啦。J
妳呢？
我有所謂。畢竟是老行尊，有

甚麼事比賺更重要？但這和妓女又有甚
麼分別？
究竟妳有有論過以後點樣打算？

J
我個妹都叫我唔好做，其實我都

做到厭咯，有邊個想一路做落去喫？我
已經嗎一間私校報噓名，重讀中四。我
本來都中學畢業嘰，不過會考考得好差
，想再考過。來個反撲歸真！我真有
點懷疑，會有多少魚蛋妹會返同學校。
妳做吭幾年，而家又番去讀書，

會唔會覺得”徒吠D時間？
f唔會，一D都唔會，我做吭幾年

，見過好多人，學吭好多嗎，讀書又點
會學到？單單為了見多些人，學多些
事物而白費了一個少女最寶貴的青春，·
值得嗎？或者這幾句說話背後是包含了
很多辛酸，我又那能知道。

講出嘆，你唔好笑我，以前中大
不是有個甚麼青年文藝獎嗎？我那時好
傻，為了寫一篇關於漁人生活的文章，
特意去D漁村娣叮漁民的起居，娣噓一
日，真係好得意。真的這麼天真、純
情？為了寫篇文章而去實地體驗？這和
我現在坐在這兄又有何分別？我發覺我
念來愈不能相信她的說話了。
好了，我想走了，可否和我Cut

鐘？和妳傾得幾開心，唔該晒。
好啦，我都幾開心，ByeBye。J
如此這般，我的魚蛋檔之行便結束

了。坐了大概四十分鐘，埋單時是四十
四元。

X XX

× × ×

一月六日，在灣仔某酒店大堂中和一位警察幫辦的一席話。
首先他認為現在香港的魚蛋妹大部

份都是自願的，被迫出來做的差不多是
絕無僅有，她們自動出來做的心態主要
是想追求物質上的享受而賺錢，一部份
的魚蛋婊脅肥賺到的錢帶同家裹，藉以
顯示她們亦有賺錢能力和提高她們在家
中的地位。最令人悲歎的是不知道這批
少女將來會變成甚麼，她們初初入行時
會以為只是和人客傾談，客人有甚磨過
份的要求又可以置之不理，以為選擇權
始終操縱在自己手裹，誰不知在那些環
境的耳濡目染之下，漸漸地自己的原則
已隨著較佳的經濟收入而蕩然無存，可
以預見多是從魚蛋妹會做了舞女，或者
淪為吧女’，最後甚至去做一樓一鳳。最
令人沮喪的是她們一開始了魚蛋妹這個
行業便很難脫離，只會愈陷愈深。
當被問及警察能對魚蛋檔有甚麼辦

按時，他答稱能做到的只是很少。因為
怯律上他們沒有犯怯，所以警方只能作
些騷擾性的突擊檢查，例如查身份誇，
走火通道等細微的事件，希望可以妨磚
到他們的營業，如此而已。就算伕律上
熊有甚麼修改以管制這個行業，不伕之徒亦能在伕律中找尋漏洞苟而殘喘，就
算伕律真的能夠杜絕這個行業，他們亦
能以別些形式繼續存在於社會之中，正
如今天的魚蛋檔不是幾年前酒帘，三溫
暖的變身？這就是供與求的蒼理，只要
有這樣的需求就定會有一樣的供應的了

後記：從這次魚蛋檔之行中，我不
能說自己能對這個問題有甚麼深刻的體
會，親身體驗的訪問其實真實性如何，
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不過總算是自己對
社會作追一步瞭解的一項嘗試。在此不
是在鼓勵各醫學生去魚蛋檔觀光觀光，
而是誠心希望各位同學能步出象牙塔，
多些關心社會和週圍的事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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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乎theredfrom

APriltoearlyJune·
there15aisoalengthy
fromfeedbacksf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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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junction,
reviewcompiled
yari0US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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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曄pts.Theproject15designedto
beapieceofphilosophicaicontempla·
tionratherthanasociologicaisurvey.
然mary informationwasmaiuly
elicitedfromelaboratediscourseswith
solnefishballgirls.

(Accordingtothecommandsof
theeditors), byattemp血9tobeterse
torestricttopublicablelength,1regret
thatthismeagrearticlehasdesecrated
,nuchofthemeticulousauthenticity,
thescrutinizingsubtieties, theheinous
obno巡ousnessbutalsotheenticing
flamloyancy, andaboveall, the
supportingevidencesthatitsancestors
possess; norcan1delineatemyown
motivation, methodology, pragnlatic
constraintsetc. I計lopeit wouldstill
appearmorethana listofcryp鯀cal
a他oms, butthereadershouldnotbe
obli近ousofitslimitations.

Firstiy, 1wishtopointoutthe
f()11owing：一
i) The透erms為如斗一andFBGarenot

interchan, ble. Some為見夕未s
despiseFBGs, andFBGsarenot
necessarily肖覓夕未5.

11) Contrarytooommonbeliefthat
tlienornlsof thecliqueareto
exploitthepresentbydestroying
thefoture, 1nlaintainthatalso
theyseldomdoanythingforthe
sakeofthefuture, theyaremore
inclinedtopreservethandestroy
1t. Thus, theydreadgorystreet
nghts, acriminalrecord, orhard
drugaddictionasmuchasyou
and1do.

111）湖，江etheuseofvulgarlanguage15
abanalityforthemsuchdel，、ean·
our15(usually) notmalicious,but
onlyapro(,f

' oftheirconf()rllllty
to theirsubculttlralIlornls,
demonstrationofthoirattemptto
entrancetheirowllfeelings()f
inferiority, toenllancethei[ self
conndenceandsenseofarrogance.
Thus, 1seenoreasoneitheffor
revulsionorvehement, inveighing
a胛nsttheuseofinvective. n、15
point 15crucial, foronlywhenwe
understandtheirlanguagecanwe
starttopinaninklingoftheiflife
philosophier.

iv) Basedonmy行ndin邵，1discovera
colltinuumintheattitudesofthe
publ產ctowardstl,eseFBG. Atone
eXtremearethesewhocondemn
thegroup, belie綱ngthatthegirls
haveincurredtheirdeplorable
plightuponthemselvesbecauseof
thdrowndefiantandrebellious
nature, becauseof theirown
intrinsicfoibles. At theother
extremearethosewhoexpressan
aitrusticsympathytowardsthem,
Padyduetothebeliefthatthe
drlsareincapableof relieving
thdro”plight, andPardydue
tothdr喊f．而ageasresponsibl。
citizenswhoshoddpro誡defor
出．塒5wd off. However, when
變卹叫encoun抽rs takePlac。

bcgrudgethegidstheirmeretric-
iouscoquette; butat thesame
tline, haveanabherreneefortheir
lewd, wantonways,. A卹n, this
issue15vital, forourawarenessof
ourownstereoyPe、ofFBGmay
helpusresolveemotionalrevulsion
ormaudlinfondnesswhenweare
interactingwiththem, andthu:
paththewayforabetterunder-
standingoftheirgenuinenature,
1herepickoutthreecontroversies
frommylonglistforelaboration：一

A. Segre爹tionofLOveandSex一I
askedsome(non FB) girls
whethertheywouldenjoysex
withoutloveandtheyallsaidno
withouthesitation. 1inquisitively
askedwhethertheywouldaccept
lovewithoutsex(eg. marryinga
permanentimpotent) and they
gavemehell. Mysubjects, how-
ever, repliedaffirmativelytoboth
questions, eg. onecommented
thatherboyfrienddidnotmind
her beingahooker, forhisneed
forherwasverymuchspiritual
thanphysical. 1infer, thus, that
whilewetendtoconsidef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loveasessen-
ticallyconcurrent, wllilewe
includethemonopolyto the
sexualfunctionoftheotherparty

Thus, whilethe publiccasts
perditiononthegirlsfortheir
love for extravagance, and
attributesa monetarycauseto
theirprostitution, 1 havethe
disturbingfeelingthatwhatthe
publicprojectsontothese中rlsare
itsownanticipations, whichasa
self- fulfillingprophesy, thegirls
naivelyacceptastheirgenuine
character一hence, thediscrepan·
ciesbetweenwhatthegirlssay
theywantandwllattheyare
reallylookingfororneed,

C. JustifiableversesUnjustifiable.
Inthepast,manatetorelieve

hunger, butcontemporarily, food
becomesmorea commodityto
providepleasurablesensationsof
eatiny, hencethemanyprofess,
ionalgourmetsandconnoisseur.
In thepast, weneeda chance
en認ronmentor ourownwill
powertoelicithappiness,nowwe
canproduceelationandeuplloria
with psycho·active dru邵．
Similarlyreproductionandsex,
formerlymergedasasingleentity,
now becomesseparateand
separable.Thtls,canthesexactbe
strippedof its symbolicand
spiritualloadandberegardedasa
mereaphrodisiactool, a mere
sensualgenerator?Andif50,do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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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or employment(as
theseSystems, astheystandnow,
onlyperpetuatesovermaterial·
ism), but by alteringthein·
stitutionalizedgoalsof contem-
pora取societyandsubsequentiy,
thenorrnsandmeansforachiev-
ingthesegoals.Afteranassiduous
analysis, 1concludethatourown
goalsareasthoroughlypermea·
ted, orevenmoreheavilycon-
taminated, by materialismas
theFBGs', thatthekindoffuture
weareaspiringto15nomorea
futurewithmorallyvalidteleolog-
icalanddeontologicalgoalthan
theFBG'5. Thepursuit, using
existentialisticvocalulary, isa
deterministic, meaninglessone,
fallingshortbothincontentand
scopeofthetruemeaningoflife
itself. Thefishballgirls, philo-
soPhy15preciselyareflectionof
thistragicexistentialisticsenseof
meaninglessnesstowardsthe
single, butveryprecariousand
vulnerablegoal that society
acceptsasviableanddesirable.

Thefollowingarepethapsthe
mostfrequentiyattributedcauses
ofteenageprostitution：一
i) Materialisticinequallty
il) Moraldegradationand

prohibitionofanyemphasis
onsensualpleasures

111) Deviancelabellingandits
secondaryeffects.

iv) Contemptanddisdaindueto
one'5instrumentalworth.

v Recalcitranceagainstexisten-
tialisticmeaninglessness
Myargument15thatwhenwe

realizethatmaterialism15groSSly;nsufficientto be胡efltire
descriptionoftheworid,allofthe
abovecanbeel面inated. Mater-
ialisticequality/ inequalitywould
loseitssignificanceif weswitch
ourgoalstometaphysicalentities.
Physicalpleasures, socialdeviance
and instrumentalinferiority
wouldmelt-ikebutteroncewe
segregaterulesforthePhysical
andthoseforthemetaphysical,
oncewedistinguishmoralworth
frominstrumentalworth, and
01,ceweappreciatethehierarchy
ofbody, brain, mind, self, spirit,
soulandtheimplicationsofa
collectlvee必stenceofbein郃each
ofwhol、1beanngthis址erarchy.
Ex,stentialisticmeaninglessness15
al50waivedifwedefeatthethreat
（、f industrializationandmaterial-
isnlton,an'5 indlvidualityand
pllenomenalworldbyreco卹Zing
andutilizingman'5metaphysical
flatLlrc、1115umqueness. to
:,lakejudgements, andto bear
totalresponsibdityofeachactwe
pe：句ml, eachdecisionwemake.
Thus、tl,eonus15onusourselves,
tl,eoovertcarriers, thesourceof
tl:,5epidemjofatherthanonthe
FBG, inwl、onlthediseaseis
exacerbated.
湖1ile1cannotrepu二。tethe

possibilitythatmyow,: recalci-
trance. iconoclasmandre;.ograda·
to方naturema）· be direcdy
collduolveton;ytheories, neither
can1 prova,iated，。sc beliefs
which15:;bjectlvelyhold.1leave
thereadertol,ondor.

刀b、朴O評

as an essentialcomponentot
n、arriage, thegirlsarel,abiet(,
thinkotllerwise．羽lus. wllileone
。anarguethatadultel》nl江y}iave
lepercusslonsond,e 、piritual
relationshipsofacouple, l！、avea
5trongperclianttosa》，tha廈s,Icll
parallelislllbetweellpll》、！caland
Inc廈aphysicalexistonl》aswe
expectit to. ld() n(), illtendt。
j:.sti勿pro,11iscuity, b,It 1would
contendtllatlovealldsexsllould
begovernedbytwoi,ldlvidualse常s
o愛’ ru!es, a11d dlecolll兀l啞011ot-
tllesenlerelyresultsIn1llowklsll
lovestorie、，awryet'fete1llar，·iages
andtragicgrislydivorces.

B. A Self. Ful化Iing Prophesy
Evidencesareabundant, b,ltl
havesPaceto quoteonlydle
tbllowing: Mys，。bjectinfornlod
mcthatwllen計lertittllerrcbtlted
計lera yearago、sayingttlat愛le
couldl、ot90州thotltnlaterlalis-
tic luxuries, dlehadobjected
resentt'ullytlien, butnow,shefelt
theremightbeagrainoftruthin
theoldman'5words. Utel、she
evencolltradictedherselfwllell
sheadnlittedthatnlarriage.night
be manupulatedtowardsthe
gainingof八nancialassets(whic登1
sheclaimed15herflrstprlurlly),
butatthesametime, alsodiVUI合
ed her contentionwldl hel
present,Penniless, boyfriend.

1t followthatprostitutioncanbe
Justifled, botllonmoralandlegal
gro,11,ds’才Just05 theclassical
[easonsof'poverty' ()r 'palldefer
In祖lupulatiollandnlisuse' canno
longelexplainallcontemporary
poostitutlo,；、50the.classicalsex/
love/reproductio,1 ad.nlxture
approach15noIonge, stlfficientt()
condenlnlt.

Formostpeopl。、eg. dlep:ess
or tlle寫eneration& parel,ts,
FBG15as')clalproblen, tobe
trea寬ed111sec!uslollflollltherest
。f soclet》，. 11、、15tl:eyf()cus(,nly、，11ou: spec,110Illtoloctiollswlttl
[i、155:;bcult、lre09．廈去，。’) yca,（、，,111)ulsofyeducatl。。115各，stelnl,or
pl(,d,jcing sc-i()01 dropouts
u11responslblepare,ltsfo: genofa-
tings 一lack(,!'pl.)pe, reorea-
t，。llal lhcilitics，。r()tic :11．vle。、'unllealthy' TVpr()gra[llnl。、‘:,cl
w111。，gu。：hattlleotlology、，fd:e
problel,1:estsnoto,It！、e、e11,tel·
actlons. hutlather、011soclet、a、a
whole, orleachalldever、。11e01
usou!sldetheclique一andl[ i、，
n壯1:el》，, materialis,11, th。。，、：1
telllpo:ary illdustrlal、zed 11、往，1’、
totality.

nlus, whatweshouldand
cando15toattempttocorre。·1the
prevalentovel一materialistic11斤
philosophierthatmostpeople
hold, notby pro緘ding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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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GO

I havealongwaytogo,
untillamold.

I oncewantedgold.NowI ratherhave
agoal.

But,isitbetterif I haveboth?
I won’tknow,untilI amold.

Inpeople’smouths,I servethemusing
gold.

Alongthisroad,howfarcanI go?
I won’tknow,untilI amold.

Thepeople:men,women,youngor
old,withorwithoutgold,I liketo
servethem,

evenI getold.

Onmyshoulders,I feeltheload.

YOUNGSEEKER

Thoughit isheavy,I ampleasedto
hold,

evenI getold.

Infrontofmeisapuzzle.
Howheavyshouldbetheload?
Howeasyistheroad?
“Tired,youcertainlyshow.”I am

told.
Hopeit’snotwrongwhatI chose.
I willkeepthego,
untilyouseemyeyesclose,whenI am

old.

What’syourgoal?
The40 billion,the10billion,the6

million,
JackorJoe,orthepeoplewithgold?
I wantagoal.
So,I cangetset,GO.

韭 皂 訟

木港市民的一般健康狀況雖在年來
都有進步，我們還是不能忽視大眾健康
教育。為什麼呢？一是其無J憂的屯要性
，二是我們不得不參與。
健教的重要在於其其有頂防性，直

接影嚮市民的生活；對）j？社會的整體健
康，自然遠勝於治療。有些社會學家認
為健康的定義乃某文化的產物，．爾
強化教育只會引致生活醫學化（
Medicalisationof Life）。但是事
．實上我們現在有理由相信健康生活f1教
育是有直接關係的。（參看Schoenborn
& Danchik啊EducationalDiffer·
entialsin HealthPractices" 19-

81戶可遢全港！兀有一個寫開勺C或機溝）
進行有系統的建教，就是那獨一的醫務
衛’！三署健教紐。更何況其人力薄弱，可
成枕的實在不多。因此騰學會在這事二
的負袒，可謂義不容辭，不得不參與鞏
眾教育。
醫學會h辦的一年一度的健康展覽
山是應運而生，歷屆。充叉的翅目包括
性與健康，姻與酒J，病向撾巾
醫等。今年的靦覽將於九月卜三至-
斤_j在人會堂及九月十jL至t一口在他
越人會堂舉行，1三題瞇乙卜之謎，旨
在探討懷孕、產後及幼兒階段：p所遇jlJ
的各種問趙，徒而提倡頂防健康受損的
力怯。山於此活動寵人，我們除了急需
大量熱心同學積極投入工作外，還希望
各同學能在各方面給予健展八二鼎力的
支持！

健 展籌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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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魚：香地丈奮皇 蓬垮大會堂
時間，釦月于丰一于丰日 角月 九一廿 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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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RMAMENT MEANS

‘HEALTH FOR ALL’
MR.DEAN

TheFalkiandshavecaughtthe
world’sattention.Apartfromthe
politicalprincipality,onereasonof
thisbeingfollowedcloselyisthatitis
the firstlargescalelife-experiment
employingthe most advanced
weaponryof thepowerblocs.And
with style,it surelyshowsthe
tremendousdevastationachievedby
thosecomputer-guidemissiles,ultronic
jetsandnuclearsubs.Thesheer
thoughtof thismaysendonshiver
withapprehension,particularlywhen
weknowthatthepowersarestill
buildinguptheiralreadyfatalarsenals
in the pursuitof the seemingly
paradoxicalconceptofdeterrence.

Asamedic,I alwayshaveastrong
feelingofinadequacywhenwetryto
tacklevarioushealthproblems.As
HalfdanMahier,W.H.O.’sDirector-
General,pointedoutin hisspeech
entitled‘Healthforallbytheyear
2000’:Therearefour-fifthsofworld’s
populationhaveno accessto any
permanentformof healthcareand
onlyoneinthreepersonsindeveloping
developingcountrieshasreasonableaccessto
safewaterandadequatesanitation
Overfivemillionchildrenannually
defaecatethemselvesto death.All
thesedeathsareunnecessaryandit is
povertythatisholdingback.. How-

ever,thereisnothingmuchwecando
withoutknowingwhyhumanbeings
canneglecttheverybasicrightto
healthandatthesametimethreatening
threateningtokilloneanotherforthesakeof
mankind’swelfare.Onlyif wecanreorintate
reorintateourselvesandre-allocatethe
astronomicalsumofwealthnowused
formilitaryexpansiontotheacceleration
accelerationof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
development,of whichhealthcareis an
essentialpart,wehavenowaytofight
povertyandattain‘healthforall’.

Thisawarenessisalsosharedby
otherhealthworkers,asevidencedby
the Declarationof Alma-Ata:A
genuinepolicyofindependence,peace
anddisarmamentcouldandshould
releaseadditionalresourcesthatcould
wellbe devotedto peacefulaims.
(StatementX) Probablywhatwecan
donowisto fIghtfordisarmament
throughsocialpressureandtostressin
healthprogrammestheimportanceof
PeaceEducation.Oneverygood
opportunityto dothisansedasthis
year’sUnitedNationsS.S.DII. in
whichweaddressedthefullAssembly
andhenceensuringthe issueof
disarmamentif discussedwithasound
basisinJuneandJuly.Hopefully,we
willbeabletowitnesscertainpositive
resultsofourefforts.

歐 旅 遊 助 餐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閑口口戶
口口口口口口

三五知己、結伴同遊、自由自在、樂在行中旅遊自助餐是一個全新概念，使旅行者熟識一切需要
安排的事項，而按照自己的興趣及經濟能力自編行程，自選
旅遊項目。時間可以靈活調動而價錢貝lJ豐儉由人。

鷗 鹹血學聯 放趁部待網祕“細戲以細耐細間州魚騰“"

麩 痲）必

矯‘中一'1,雙r 。．斗

憐

．香港飾細這中130一13劉臘大生，九總．光行】020宜電論。邊擊行大驪一，初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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靨 元 手 記

見 工

晤

講

你
，
吾

知

駱元 啟思記者
這年，不知為什麼，竟然有七百三
十天！真長，長得吟大家差一點把口子
忘記。幸好我們的中央醫務衛生處提醒
，及時寄來一封信，內附求職表格。大
家都不禁鬆一口氣，一年的實習終於要
完。填表是例行公事，七月以後，就真
工要分道揚鑣了。

見的時候，討價還價，最後更可能不歡
而散。甚麼原因就不大清楚。之前會經
問過一位同學，他的理由跟秦檜殺岳飛
那個一樣：莫須有。另一位則說：不
明白精神科邏輯！

記憶力增進器
近年來，日本研製一種記憶力增進
器，其結構主要由一副耳機，收音器和
音頻放大器組成。其原理是在最短時問
內，一再聽到自己要記憶的資料。使
用時，你將要記億的資料對著收音器讀一遍，聲音經放大器後便通過耳機返同
你的耳中。當又一次聽到自己的聲音時
，就容易將所讀的內容儲人大腦，增進
了記憶。特別在學神外語時，使用這種
學器，既容易記著單詞，又可矯正自己
發音的音調和韻律，

當在雲中噴撒溴化銀時，大約在一soC
方開始生成冰結品，而採用在柑拓樹葉
上發現的J畫種細菌，只要在一ZoC就能
開始生成冰結品，人工降雨的效率高，
且對人奇無害。
這種細菌是當手料叔樹受霜凍時，在
樹獎上分離分來的。

表格填好、寄出，跟看就要見工，
這倒新鮮，我們大多數都沒有什慶見工
經驗。但從前輩口中，我們早聽聞過見
工時的那些公式問答，負責接見的是甚
歷人了；所以沒甚由要緊張的。見工在
辦公時間內進行，正好給大家一個半天
假期的機會，離開醫院，出外走走，輕
輕鬆鬆一番。

見工最大的好處，還是能夠重見同
宗一匕李小梁他們。想富年，做實驗、學
習組、出病房都被褊在一起，也算是命
運吧。畢業以後，難得兄而，一旦屯逢，不免嘻lik哈哈，彼此問肴將來的打算
。拋開忙碌的公事，盡情八卦，亦一樂也。
至於公式問答，不外乎你說想L莊

感崗位，他說要你到茫麼崗位。公一句
，婆一句，直如；彼此達成一個協議為止
。就像牛頭角順嫂到街市買菜，開大索
價，落地還錢。而無論協議達成沒有，
總依一個原則。原則是：每人都有eJ力
說出自己的志願，,-，央有自山決定每人
的去向。這大致是不錯的。

說真精神科是有點不同。我們學習
外科，病人說肚痛，立刻就有一連串問
題跟看：怎樣痛、甚庭時候痛、甚麼地
方痛、痛位置有沒有走、怎樣痛多點、
怎樣舒服點等等。病人腳腫，就問一大
堆關於心肝腎的問題。做臨床體驗，某
病人心臟有雜音，大家都聽得到。某病
人的肝大脾大了，大家都觸摸得到。考
試時教授問：月干大脾大有甚麼鑑別診斷
？於是我們逐個病數。臨床把這些資料
集起來，作診斷，整個過程，說起來倒
有點嘰絨化。像電惱燥作，一定的輸人，一定的輸出，原理商單不過。
至贊憑甚囈去觸換某人的感情，憑

甚應去看某人的性格，卻是另一回事！青。
教科游，中：仃吋、H、1tchisol:'5Clinical
Method，就這對精神不斗芝大用處。以
前聽一些同學說過：精J啊巾科珍症、鹽程
太主觀r，不科學！真是罪過、罪過。現代小！會，怎害得卜不民上、右開山、不科學這發個稱呼！
加看論如f。。工，我們缺乏翳’l三，特惡！是

精jrl抑不斗灣生。（答人的為涌醫院，醫生就
沒夫甲固。听以，見工以後，恐怕很多人
要失望r。那波不打緊，畢堯會有人目
久生情，逐漸愛L精伸科，發現桔沖科
還算科學的，）到．待，！山令遲不士f
；誰會l叮。氾么；訌1；時的執拗。

男性禿髮者佳音
近年美、英、11等國的彆學家發現，
男·吐禿髮病因與雊性激素、遺傳因素和1
年齡大小了j’問，柚以雄性激素b}：要。
雄性激素鏟兀安的刺激劑，’臼能查

成頭髮在q兀長司期‘-，的匹囊萎縮、縮小
，先是艮期練發，股後毛囊愛小肉成兀
髮c歐洲國家付用’l沒抗雄激染冶卹義刃
性禿髮，角姣祇為！’此徐之了：-，己他一
下中能抑制甲’王激梁劉毛與返編用的！化合
物，相病（抆、會結平’鰓并帶來偏占：

jn細菌進行人L降雨
基本上，對於被派往甚麼地方，很

多同學無所謂”然而，提到精神科，卻
又很多人視之如洪水猛獸了。於是，獲

一舟乏、芝向、合微，戊細巾！斤
不J西，見工真好玩。

盲人道路指示器
盲人時亥l生活在模索之中，對路面

舞一步的情況，可說是毫無把握的。以
前，能夠甦助他們走路的就祇有盲公竹一枝，但古公竹的艮度有限，最多祇能
探知前向四、五呎的情況。隨後，開始
有社會蝦利機構親自訓練r一些帶路狗
j公抑當他們，擴潤他們的視野，隨看
科技的巡步，有一種肓人指示器出現，
幫助一i,、瞭解路而情侃。
這種么人道路指示器由三藩市一位
他：理學家哥休斯陣l。發明，主要構造包
括一州f于在•人肩呵L的電視攝影機及一降山任腰問的感應帶，當盲人走在路
-_-！仔，電祕鑷衫機便會將路血的情況攝
人境頂，然听將得影像褕至fJ附屬的微型
電惱門七l以分，再發出簡單的機械式言
語，如往、九呎，來提醒使用者前
而派得物形態及距離；同時讀電腦也會
發I己很打訊號至圍在盲人腰問的感應帶，以彼打吹教的頻密稀疏來告知方人障
灣物的距離；陣碼物距離愈遠時，敲打
的次數便會少，愈近時貝lJ愈多。

j見斤寺i呈種商人道路指示器遺嫌笨重，給要進一步的改頁。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心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小令

到一儿。C打！計觔丈中紛浙古！' '; ,，女結為
重量逐漸增瞭，j淡伐州J變哎南，添卜來。
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今令今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勰

我 們 這
一

舉 華 佗 弟 子
村亡塞拼

在過去的兩個迎祈營中，看過兩個
以拷象來表達醫學！l：生活的n二占占：一
個醫學生的故市是取者第一次接觸到
有關醫學’1江的’l：活仆招，頗具沖擊性，
CI．流於適應新，-:h兀、新環境取l人際關係
等層面；一勾兀之癢史令人火望，平
淡的介紹幾類典型的秀學生，怯無！面1青
及內袖。筆者石到的第三映象f作；．詁華
佗弟子雖然是描寫口本醫學生，卻帶
來一份莫明的喜悅，因為這才這J血rJ'
肉的生活。而全！fI：界的聲學q覓部rf很大
的共通點，所以同樣可以引起！麩鳴。

山
顯

導演大森一樹是剛畢業的醫生，對
醫學生J有深，lJ的感受，真實的表現
出．院種種情況，極有誠意去探討問題
，以真摯的感情來描繪醫學生生八。影
片是半紀錄片式的通俗劇，主要介紹幾
個畢業班男女學生，其中以主角的愛倩
才離異，受壓迫以至精神分裂等逍遇作
偽主線，穿揮其中有很多真實的生活體
驗，雖然只是一鱗半爪，但這些小節都

是！,！露l心叉iJ發‘l在我們．圍，文、‘、!U充主‘I
汝豐店J’牌！’。的勺緬。
訕'：一人露J彆學院‘又瓣宇‘辟詢絨陪
，對彆學‘目向．丫，寫，人訌叫造頗，‘、縉的
, ’尊演以川默的態度上囑以化．取繁平斗制
度，〈提出f很多翅切的尚越波濟’訐才
！听能仃的尷檢丈近j也六丐排織的挪翅中透才：角
口渚一米文通意外，州f‘牙禹折方"‘亡的
煎戶其，t}J時他神！柚他草果一棵！！造在方
觀，人州L也必觀叔予伐狀助，、瞥·！琉．為、醒
覺自己，1 -的I'1他！t'iJ: .‘州’．蹴之fc辨’計
,l:I細對病人時戀壯無J升白從，，右j臀“壬
在：旁時就顯得束手！緊黃，劉祝才。舊久、離訪卹
度大有而喊之除地，更沐游各一邏嚇也戶洶
人而火去f學刃Ft'.J機會C醫’發’人那般
仃充足的的心理卑幟1、；州對k文解決他派
，一草fJ，陣、祕業的袱醫生l在省；酌嗡
發現一同學不fl’ 人事，弟一個文應瞇去
找醫生。另外，衫片叉斗及很多關鈴聲
學教育怏醫德的柑壯題，巡些鄒逆永無休
止的爭辯，導演i支仃妄卜一套價值觀，
提出來旨在肯定其應受的工視，是每個

聲犧從業主抑•他，畦但飾二理鬥！不
, ；他一，丫、．匹取辨！一州，縴久紹

角一聯特：論”以’!以、斤、中’州狗，、一州i一！;
與頃頃，, ;偶邊 股森仁；、斗布卜
，友f丐：、、一。‘規上，合瀉二一’,
玄勺中：甘，、一二，邸斗·他纏戶！一狙久：術珍，
州兀你右近洽；跑文仕訪化f一弋妝，白乙
c芳！！州仰，州玉一勿鈴’斗‘鰍化叮他人
江訪二：,,d''k }‘化二，代可邑戶祝；旦買抓
州考，圾、生！' ;’纏臼‘下亡’,，州伶，·仔，
穴k目合你必’．潑攤弓用上抓鯨斗弓’
·打仔于且之叩斗！；參他！可，切l必久舛配哥了：丰巴他
蘿犬。甘臘死甘，，主 ’ ;’乏食文年兀，次乏授要州
殺侖勺！'：運：巡：j台紛造！木號疋’nk，義白、，
文f匕才寺f立，{!！威付r！界I之久頻啄‘ <’。三升·也
弄以的合態唱？

汗·態‘上唱戶的中要州，而不是對既定的制
度，卹定的嗷呂織淤樣完全妥臨，以至流
編kk、午二b不向覺的在既定的柩框內
了州一！兀c’思了角就他匹樣的人，最後
-’煙’ 咨一，’波于古認匹以？、倘中訌珍裂，：寧女f
久桔神“院內縱悟而得祈生，影片雖然
離驕‘州待，：邢f！一‘亡礦極的一而。
舛‘才州州，T。自乎，1：斗江常出色，深
謫的總嗡，絨婉的、：煙；文：蘇十計至啊鵠的期
誠，領：’尚一’一做角迅向准力衍少了一份
醒幼古·州’、劉默感戶之之，使人不政

'：認洪 ’竺一降療制度稍有認識文能獨
亡界，一州一；領才召州j！尚題的深度；而悲歎
一州一叩巡二二然速化美無豭．之作，導

現今紛悲祖上會口趨
以！可大大昀斗閱緊，受

卉復維，現實馴很比 股
到更大的’取刻私東

；。州州’j活權、節，故事的進耍
'：支平，付！邢吹賞的之導，寅的該意，
'_'，子汰、，’方丑一授州己定的制度，意識，礬;; 淡、斗t柑柚、頗。

幼，l刈而1能縛！旬．念識凡態力州洶對抗
。導寅也承痲對’俳‘乍的制度結構無，唱咨
何，不過提醒f我們極需要體會到色識

縱伐么一滌抑劉繫整‘祝的訓他作結
：口古：們波j州代、鄴驗、勻。鍛、金錢、地泣、哎此等沐．,：州戶巡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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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這間歷史悠久的大學，距離倫
敦西北五十五千未，嘆要一個小時的火
車路程，便可到達。
第一次看這個，古城，J:‘：下椅大雪
，整個城市都被’蘇蓋r人來輛澴斤兀景
雖然好看，可惜：勿老約建皖物在陰陪的
天色下，顯得有物；薛氣瓦此，和路上祖
努趕路回家的行人就變不協調r。雖狀
如此，我也留戀首這一次看雪的鐸驗，
但是腳藏在厚雪裹的滋味是挺f好受的

後來日子久了，才一慢慢感受到那股
迫人的歷史和文化氣息。一座座矗立約
學院、教堂木來已很作氣勢，尤其是在
陽光照耀F，檣1露蚜色的砂者發出淡淡
的光芒，觀椅蔚藍的天色，像仕耀養光
輝的歷史。學院一問接一問的建在路L

，門樓都很宏偉，門口卻又小又不顯眼
，東右彿要與外界隔絕。穿J邑門口是一斤
清蔥遼潤的草地和古雅的建築，又騷另一個瞇界，踏分、幽暗合計l、教堂和飯聽，
也可咬到歷史氣味。看見一幫步過校園
的學生，心中不禁替他們高興，能在歷
史和文化中成長。
學院在牛津的地位很重，每個學生

必要依附一個學院，入大學先要向學院
中請，起居生活也以學院為基礎，學生
除了要上大學的壽！外，在學院裹還有自
己的導師甲意學習進度，和按時討論學
科上的問題，師L關係比皎密切。據說
祇有牛津和劉橋兩問人學採取學院制度
，難怪負責人給我們介州各耶應神氣了
。我分級到過一些學院進曉餐，發覺他
們還保留看數百年來的傳統，學牛進晚

tac

evolutionaryadvance
in thetreatment of pepticulcerand

other acid-aggravateddisorders

ZantacisthenewhistamineH2-antagonistfromGlaxo,
developedtoaddimportantbenefitstothetreatmentofacid
pepticdisease.
Highlyeffective

Zantac’smolecularstructureconfersimportantadvantagesintermsofspecificityanddurationofaction.
Primarilyhowever,Zantacpromotesrapid,effectiveulcer

healingwithsustainedpainrelief,bothdayandnight.
SimpledosageregimensZantacwasspeciallydevelopedforB.D.dosage.The
recommendedtreatmentcourseforduodenalulcerandbenign
gastriculcer,isone150mgtablettwicedailyforfourweeks.

Forextendedmaintenancetherapy,thedosageisjust
onetablettakennightly.inthemanagementofrefluxoesophagitis,onetablet
twicedaily,foruptoeightweeks,isrecommended.
Highlyspecificaction

Duetoitsinnovatorymolecularstructure,Zantacdoes
notcauseproblemswithendocrineorgonadalfunction,or
adverseeffectsonthecentralnervoussystem—evenin
elderlypatients.

Similarly,asZantacdoesnotinterferewithliverenzyme
function,therearenounwantedeffectsonthemetabolismof
drugssuchasdiazepamandwarfarinwhichmaybeprescribed
concomitantly.ZantacInjectionampoulesarealsoavailable,containing
50mgranitidinein5mlforintravenousinjectionorinfusion,
foruseinacutecaseswhereoraltherapyisinappropriate.

Glaxo

餐時一定要穿上袍子，一排排的坐在長
抬兩面的長視，要揮入其中的空位，就
要考你的身手了；學院的Fellow貝U坐
在台上的椅子，即Sitat theHigh-
瞼ble，這個情形相信大家在電影烈
火戰車也看過了。
臨床醫學院設在小山上，醫院也是

新建的，設備現代化，床位不及我們多
，但環境卻是一流的，最宜養病，和我
們戰場一樣的病房有天淵之別。學生都
唸完三年的臨床前課程，算是Postgra-
duate了。臨床課程為期二年，內容跟
我們差不多，但一些科目如眼科、耳鼻
喉佔的比重較高，編排較有秩序，而普
通科亦列入教學範圍。教學方面，多以
小組形式進行，師生關係頁好。看他們
讀書領輕鬆，圖書艙常然不及我們熱閃，雖然課木讀過的痕跡並不多，但是很
多人是醫學期刊的固定讀者。我們在吞
港學醫是算幸運了，因為人口多，接觸
的病例也多；加上平時訓練嚴格，在實
習時又要捱更抵夜，大家都練出一副硬
骨頭。
英國的病人是比較幸福的，在他們

的醫療制度下，每個人都有固定的普通
科醫生，有病時先由自己的醫生治理，
有需要時就介紹到醫院，其他如例行檢
查、產前檢畫和避孕指導也由普通科醫
生負責，醫生除了在醫務所看病人外，
還會出診看一些急症或行動不便的病人
。這樣病人便不會求醫無門，也不用四
處奔走去選擇醫生，亦不會因為醫藥費
，以至漬台高築，因為病人每次祇須付一鎊的藥費，不能上班又可中請病們津
貼。醫生的收入不論診症次數多寡，是
按所負責人口而定，山政府支付，這樣

病人祇是醫生的服務對象，並不是顧
，所以亦不會出現拖症的情形。
有，在我遇到的醫生中，大部份都會
心地向病人解釋病況，另一方面，病
的教育水準也較高，所以雙方關係很

很多牛津的醫學生都打算做普通稱
醫生，相信和政府提供的普通科訓練創
很大關係。這個計劃是很吸引人的，閏
習後的兩年，受訓的醫生輪流去做內，-
外、婦、兄、精神各科和急症，得到引
方面的經驗，之後跟一組普通科醫生倒一年學徒，考取資格後便成為正式
的普通科醫生·這種醫生收入比一般，{
院醫生高，不過工作也很忙碌，但一細
約五、六個人合作（GroupPractice
)，輪流在夜間和假期當值，也是很理
想的安排。
我這次去牛津做Elective見聞很

豐富，還結交了很多新朋友，那裹的學
生都很好客，而且很喜歡下廚，所以我
也試了不少他們做的菜。感覺上我們的
醫學生是比較接近社會的，雖然參加活
動的人不多，但至少我們有每年一度
的健康展覽和貼得密麻麻的大字報，但
這祇是我短暫的經驗，不敢肯定是否準
確。
在英國生活悠閒，環境清靜，英國

人很有禮貌，又樂於助人，但可能是民
族性格和文化背景不同，所以總覺得少
了一點親切感。在我接觸的留學生中，
很多已離家多年，非常思家，無奈要繼
續訓練，還有一段路要走，縱使學成後
要同來也不容易立足。我很慶幸我能在
香港學醫，為這裹的人服務；無論如何
，這次到牛津是一個寶貴的經驗。

洛

鰓

州闖細一一．么州．•r一一‘ 一州j司。一•
j ' 考j膩了俗

取頂
計 他 欽

贈
鶯

波怏必
早在一、二年班時，便已聽聞一些

關於贊育的傳說，與及贊育的姑娘如何
善待我等師兄師姊的故事，當下便抱著
不我來也的心情，一等到產科，便飛
奔到贊育。
來到後不久，便到產房看姑娘替人

接生的情形 一片綠：綠色的牆，綠
色的布，綠色的抱，綠色的····一而且
看到姑娘又插又剪，血塗滿地，而媽媽
的汗又如豆般大，心中快怏然不快，不
免為天下女性叫苦。兩旁還站著很多人
，大家一起為媽媽打氣的情形，絕不亞
於任何國際球賽，球迷為擁護自己的球
隊而呼的喝釆；而當嬰兒的頭一露時，
那種雀躍也非英式球迷在看倒球兒入網
時之躍可比；當然，嬰兒不是球兒，沒
有那麼快，但除非你見過，否則你不可
能了解甚麼叫飛身撲出 飛仔。
贊育內的護士，有白，綠，藍，紅

之分，代表著權威，經驗和訓練程度上
的分別，藍衫姑娘多屬年青，而綠衫姑
娘可分老，中，青三班”老一班的年資
甚久，有不少在我們尚未出世時便已在
贊育工作，所以我們中有可能也直左史

她們接出來的。她們所見的多，看得透
的也多，（她們的說話，往往有三分權
威，七分玩笑，九分準繩）經驗的累積
使她們變得料事如神。例如她們站在老
遠便可看出那個病人（孕婦）有欺
即將臨產；又或者那個病人將要用

真空吸盆等。她們應付病人自有一套，
和書本不同。我以前還以為天下間的
母親都是疼愛自己的兒女，甚至犧牲自
己也不在乎是金科玉律，但現在則要
改一改：視乎個別情形，有些也視乎嬰
兒性別而定，因為有些人在自己痛得要
命時，就好像忘記了自己是母親的事實。大概我們太簡單了，也把整個世界看
成很簡單，但實際上病人卻是來自五一、湖四海。她們所說所做的都十分實際，在我們的眼光看來，有時不免有點那
個，但經她們一話，病人往往就會總話
得多，生產也順利得多。一如醫生，或其它機構一樣，她們
的階級是劃分得很清楚的，但除去階級
之外，她們多是談笑話能手，有時總她
們談笑，自己合不上嘴。當然嘛，少女
加起上來，不就是個妙字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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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
l 訪問保良局的印象是深RlJ的。
從接待、介紹至參觀，一切都是耶
庭實在，沒有感人肺腑的幻燈放映，沒
有賺人熱淚的個案陳述；即使引領我們
參觀的那位姑煩亦毫不掩飾她的無奈。
因此，我更能真實地感覺保良局的
遺土江活。

l月此，我更相信他們能腳踏實地去
玫進現在保良局的一切。一
一庇濩工場內數f一張茫然無知的而孔
l，集，p營的氣氛，無意識的動作。我除
If驚訝和感動得想哭之外，還可以怎樣
I計我不能用參觀汽水廠般indifferent
的態度去詢問他們的生活；我不能忍受
絨暫的悲天憫人式的j弄，我不應施捨
化我只有不知所拼地站在一旁，即使這一樣，我也不能消除我想像中如參觀動物
園的內覓久。
真的，若伐不到一種適當的態度，
我考慮不再去參觀這類機構。
幼兄部的小孩見到我們這草陌生人
都表現得頗為驚慌，有些躲藏在褓姆的
背後，有些擁抱看褓姆的大腿。每一種
畢動，每一樣表情都顯示出他們是多麼
需要保濩。不，他們更需要擁有，擁有
自己的玩具，自己的衣服，最重要還是
擁有自已的父母。
整個保頁局最lmPresS我的不是

方樹泉樓、！司啟年閣、李鏡全室，而是一張印滿了小朋友掌印的圖畫，旁邊寫
看：
我們用自己的手掌，

印出了愛心和希望。
那刻，我多希望在上面）]IJ上千個
加油；萬個奮鬥。
走進熱鬧的波斯富街，我完全明白
很快我便不會去想這些問題了，

× × ×
紐約戲院見。
又一次答應了偉的約會。不是興奮
，而是空白。
與偉認識了三個多月，他的態度已
是十分明顯。但我除了既來之則安之的
心情外，剩下的只是伏淡的泥足深陷的
感覺。
其實，除了和祖在一起的時候外，
醫學生的生活從未使我興奮過。有的，
都是在謝師宴，班際比賽等理所當然的
情況下去興奮一番，這些急促的興奮過
後，可堪回味的只是那一份空虛。
搞活動的阿May對我說：讀書，
搞活動部餐f，不要再逃避了。我發現
阿May在一個自覺應．沒關心我的情況
下，不Fl覺j也顯露她的Con,Petence。
阿klay，你何嘗不是逃J壁r不讀

書不搞活f)的一切，包括你臼己。J我
把這句話藏在心裹。
河工曾寡環稱幾我是個仃勇氣承認弱點
的人。其實稱潛與否姣一f重要，股要緊
是他對我的諱玉和閑心。
不可以煩訴的人大多，可以頌訴的

人是有的，但值得頌訴的人只為一幾個，
祖是其中之一。
開課後不久，祖1用我在醫院擔咸動

的是那個時KlJ。
患有重病的巾年婦人，當醫生經

過時她強振起結神想詢n跑自己的病情，
得不到秀L滿意的答覆而憂心悴仲地躺
在床且，或凝視窗外。那一刻，她不是
袒心自己，而是她的家庭，丈夫和孩子
，我答。
耐l！口應道；f吁不言下午二時經過瑪
麗灣院外往巴士站的摟梯時，都碰到一
覃單的視探病的人。從他們檢上的神情
，我完令r可以！紹田也們家人或朋友的病
況。湯還是友天的送去，病也瞪人天去
探，但家人的健康：河趙！,，物Jr奈右Jl地一天
天的差：。中打旨解絞他們計不要《’、訴我鏟
病房。卜！卑教的矯學’生日。J
常然叫主只乙禮不會內【通我；二條問題，
我亦不會那樣名不猶疑地！田其f。

{1-t上為何那度多痛苦，而愛木身

也不能與苦痛分離J是討論了整晚而未
能解決的問題。祖送我回宿舍時已接近
三日寺了，
偉，卻是個可以傾訴的人。

× × 必女孩子可以是佻皮的、害羞的、豪
放的，石個不能像MedicLibrary那
樣完全整齊，完全靜寂，完全冰冷。
能夠唧，熱你的是民族主義，去吧．o
能夠點熱你的是書木講義，恭喜你，都
去吧“
毛澤東，去了。祖，去了。Patho

Practical，也去了，還有甚磨？
我不是一個基督徒。·

l黠界一不足為你而f故，卻是由你去
改。目憶起砠的．斗之話。
窗夕閑虱和口區，已中呂養哀愁。

同 胞
，
你 認 為 中 醫 可 靠 嗎 ？

口 0we閱口，we

神‘字’h
，口口開口口口尸 唱開口口

否。州
!償r中
·叫嗚
：仰不翅．'多人的亂、以。斗：l
私織三斗統，付向f一少科！一‘

懇境。必至在沙’日道L的你我，雖然仍
！化；”州瀉的：公刈二

!，淌鰓
!f艾久

叉
在學習。’力的醫術，f瞇作為一們修習醫
科的中國人，能認識、IL融會其他浴術正
好絀州醫者的精神，更何妃是祖國的醫
術州已！

ff緬於此，彆學會衣日j乙月安排了一少、汙，士付，邀．、！方f一“。奎士‘}，醫了J一心得的抆_，不今、韶抑醫的發肢，州l於各方而的付f化，頗：fl乏，!，在netlrotra,lsmitters,

r卜訐‘介
情不二亡整劍’ 為f向
兮f 訌哺令、，' 的州！也

馴
物f八姣·
斤．疋啊，’口、；'

州j州一, ’肥！’ 物日
么蒙

浴荊，必號 勾諱一年自》丁JJ
伶·

f配
l "！叩騙二
股鐵_：州此 ?( , 三

、、他 1：滷
州‘:’越三力血，因曠今次研討會的·巳圍佻，計。幾方面進行。好使抑

尖
號中

卹“他

各，巷在名義！：雖！而英國的謫民地，
但．Jb成以：的！；綺民鄒，！合卑，國人柬力傳
紐與！’編汗胡併的交流，-'然‘上也川洶
新知的！f物斗、必盡狀‘,f取，向州編的技
術也l：華卜兀江令叫棄。瞰比奉！兀的’馴匕藝
術，以跋驕，一活子7慣，州一亡排，’州
處· ’-,．勾合業的抑、．t;.!:c
手、，樓的垮療州伶務、．!安尸二上中細

文化各的特他州禿，的州，矽介J"

不中不，才芝。’？一州叩J知哉，’、，也淤痲
服作田！，中；侮一’·州r馱．娥飾一寫，月
積’較！’向’伯淤叔！一’ ·、的．乍 、中· 布，付各位政的弟戶，都能對，l，醫r不；名 》 騰f

滌、勻
U．紹哉朋

A 2—evenings’Conference
‘The Scientific tasi of Traditional Thinee ?.dic’inc’

will be held n

WITH FHE CC)MPLIMENTSaturday,1+thSeptem1er,1i2.
3unday,5th cptember, 1fl2.

at 6:30 p.m.
in

the BasementLecture Theatre, ;.uccnvary IIosita1, THE H.K. MEI)ICAL ASSQCIATIONPokfulamHd., HongKong.
Tickets: 2 ‘tudent 1O0 Non—student

(mci. proceeding.i)
All applications shouldbe c5entto

the Medicalociety,
7, SasoonRoa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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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配 嗎 ？ 華 佗 弟 子 觀 後 感
葉富強

I 每年國際電影節均有不少有水準的
電影，由於畢業在即，考試完畢才有機
會欣賞其中部份，大森一樹（日本導演
，以前是醫科生，在學時已拍實驗電影
，畢業後才當上導演）的華佗弟子
( DisciPlineof HIPPocrates）便
是其中之一。
導演藉看兩組學生（一組是SPeci-

altyClerkshiP中的小組，另一組是
同宿舍不同年級的醫學生）的生活來反
映日本醫療界及醫學教育的種種問題。
他們學制是六年制，五年級便是我們的
SPecialtyClerkshiP)，也有臨床、導修、L課、門診、急症室、手術室
、麻醉科及其他專科的訓練；由於生活
上的相似，觀看時十分投入；其中有些
老師的形像，也像我們的教授。
看畢這部電影，第一個感覺是親切
；但隨之是更多的問號；導演提出了很
多問題，而自己又不是可以清楚地一一
作答。
電影中有一慕是一班學生在走嘛和一位穿白袍的長者行禮問好，但事頁L
他們並不認識，這人是否他們的老師；
其中有人問：么b什r壅我們要鞠躬？
答案卻是蔥對你的SuPerioT鞠躬，
永遠祇會有好處。；後來卻發現這個
人是一個騙子，專門假扮醫生或病人至！
醫院倫東西（一個相當諷刺的安排。）1
己不禁要問：在我們這個嚴密的Hier-
achy裹，我們要對L斜之服從吟敬，但
當中便沒有騙子（其實不酩虜鑿生：的人
）嗎？
主角的同學拍了一套實驗電影，吳斗

中主角隻身鐫槍衝入醫院殺死很多醫生，但最後也受重傷而未能全殲敵人。
這實驗電影的片段在電影中數度出現，
導演是否在啟示：醫療制度的保守性相
當強大，隻身挑戰均結局也祇有失敗，
但成功改革的道路在耶裹？導演也沒有提供答案。
在一節導修裹，某學生正為首他能

找出正確的診斷而．寫興（胃才來，已擴散
) ，但老師卻冷靜地說：你可以高興
了，而病人呢？在一次討論中，有人
說：找尋新的疾病是最有效的成名捷
徑，遠比找尋新的配方、新的治療方仕
來得快捷；很多人會懷疑治療注，會向
你挑戰，質詢；而沒有人懷疑新的病症
的發現。這兩組片一段，卻使自己想起：我們蘊響醫生的，是為了自己，還是
為了病人；口常要應付的問題，是自己
的。另跑ctornakea diagnosis)，還是
病人的I場題（to treatthePatient
) _；我感到迷惘？
為J’減，視祐人在院內叮受的折磨，

部份灣學’七進于了為病人爭取權益的遊衍
；富中也有激烈合勺辯論；透過行勁、辯
論、導演指出；’浩我們土E呈醫學生時
，于馳們或可站在病人的立場，為他們祝
話，批汗念療釗度不完善的地方；可是
擘菁我們們畢業援，孑弋們！變造劊子手f 。
的確，在學時不叮好哈秀，認顧化人一F權益 ,；界來汙方匕成為祝寫久的創子
手，近送對兀尊，丈；！予于旨約一州森趁澤。！矓導
演更要提出；在華州-，響代，我們濫可．以
大必挺馴！也，．化‘可久考魚場濾；壯心我們
b艾化整倘灣療刊度一鄒份時，L物於制度

的不完善，我們也成為病人的sfJ子手。
這兩個觀點，卻不能不惹人深思。
主角的避孕試題得到一百分，而他
的女朋友卻懷孕，他們又不能立Rll結婚
主角卻要帶她到一家可代守秘密的診所
為她墮胎（在此之前，他們卻認為應該
介紹病人到大醫院進行手術，因為比較
安全）。這是否反映出為了利益（不讓
老師及其他同學知道），醫學生往往有
兩種標準（對別人，對自己）；這情況
是否普遍，看來並不是不普遍。
和主角同組的一位女同學，祇是為
了要戰勝男孩子而進人醫學院，她並沒
有考慮病人痛苦、生與死等問題，祇知
努力去讀書。在急症室（Casulty)
中，看見眾醫生搶救病人無效，開始反
省自己是否適宜當這一行；結果未考畢
業試便自殺。當然，我們並不是要自殺
，也未能完滿地解決生和死的哲學，但
為什庭要入醫學院？為什座要當醫生？
做一個怎樣向勺醫生？這些問題，又能否
有今自己信服的答案？
在電影中，更有涉及大仙風氣，冒
牌書生的問題；也有描寫醫學生面對精
神病者，一些較無產階級的病人時
的邋松青形；也有描寫他們對原亮的女
病人的細心，更有片段表現他們作為交
通意外目擊者的木能反應（躲在一旁，
將白袍及醫書牧超，悄悄離去。）等等
，均是對很多存在的現象提出質問。這
此馳象，我們不能不承認是很熟悉啊！

佗，弟子（Disciplinesof HIPP0cr-
ates）要學的並不單是專業知識，更有
很多社會、心理、醫療等問題；但事實
上，（正如電影中所展示），醫療制度
、醫療界、醫學教育及醫學生中均存在
著不少不符HIPPocratesoath的現
象，自稱華佗弟子的我們，能不汗
顏嗎？
看電影時，實在是一個享受。在輕

鬆、富娛樂氣氛的經營中，導演帶出了
不少問題，不但不是沉悶、說教，反而
使人隨著他的思路去反省問題，這是一
齣值得再看的電影。不禁要問：為什磨
別人能拍攝這些真正反映現實、反映問
題、有內涵、有批判的電影、而香港的
導演們祇是掛羊頭，賣狗肉，卻是
如此不濟呢？
片中主角一年級時，曾深夜到解副

實驗室伐尋失書，放眼祇是一具具待解
剖的屍體；而當主角畢業時，盤旋在腦
海中的，仍是一具一具待解剖的屍體，
這意味看什麼？經過六年教育他應該面
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病人啊！這個象徵
式的比臉，在我們身上也許會成為事實

後言己
這齣電彩的題目實在改得好；華

，能不恐怖嗎？
最後，祇能對自己許下一個願：願

我們能掌握知識，更能有批判的精神及
能力，改善我們的醫療服務；不要應驗
片中的名言當我們還是醫學生時，我
們或可站在病人的立場，為他們說話；
可是當我們畢業後，我們便是劊子手了
。我在想，若不是這樣，作為華佗
弟子，我們配嗎？

啟 思 房

，
勿人 年啟思編委會名單必、州觔
曦賽蘋周

今期啟思是給新同學的第一期。八七同學 佗弟子觀後感和 我們這一群華佗弟子
們，當你們在WELCOMEDA丫那天收到我們 。兩篇都是評述日本導演大森樹一的電影，但
這份啟思，相信也曉得它就是醫學會的刊物， 兩位作者的重點略有不同，讀者不妨作一比較
也是你們的刊物。至於啟思J的歷史和意義 和綜合。文內敘說的雖然是日本的醫學生，彈，我還是讓同學們從啟思文集J裹找一找吧 劾的是日本的醫療制度；但提出的問題卻是每一個 華佗弟子J不容忽視的。
還記得年前啟思編委會競選時，提出的口 我去魚蛋檔和 F BG 兩篇都是談

號是： 及魚蛋妹的長文，難得的是兩位作者都曾在事
啟蒙探討，建立放認雄心； 前作過親身的了解。從這兩篇文的不同態度’,
思維擴闊，燃亮校園火花； 我們也許能對社會人士對魚蛋妹的態度作一個
活潑醫學生報紙。 小縮影。

綜藝版還有蘇樂儀同學在牛津大學經過了
雖然做到的不多，我們還是要堅持這個方向。 ElectiveClerkshiP後寫的一篇散文。看過後
當然，單是一份刊物的作用是有限的，要達致 ，讀者也許會被蘇同學生動傳神的文筆吸引過
啟J和思J這兩個目標，實有乃同學自己 來，彷彿也嗅到這一股文化氣息；但轉頭清醒
本身之成長和參與。新同學不妨留意一下這一 過來，望望你的週圍，你會否覺得我們還有一
期的漫畫，揣摩一了它傳達的訊息；其中的各 段相當長的路要趕上呢？
個路口，如果不知是什麼一回事的話，可以在 真的，五年的醫學生涯是漫長的，其中的
迎新營中問問師兄。 甜酸苦辣也只有從親身體驗才可以充分了解；
這期的小型專題是講及器官捐贈和移植在 八七的小師弟們，啟思文集 是我們編委會

香港的情祝，內容主要緊焦在捐腎、捐精和捐 在歡迎你們加入醫學會之同時，向你們推薦的
血三方面。文中亦嘗試了解一下本地器官捐贈 一本讀物，在迎新營裹，不妨向高班的師兄借
吹淡風的原因所在。 ． 來一閱，相信也可概晷地遠眺日後的醫學生活
影評方面，我們刊登了我們配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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