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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援四 · 十示威被才空責年
本月卡日，剛在美國發表了一份表示準備把釣魚台P1l島移

交口本的聲明之第二天，本港有為數約三十餘的青年，就為了
釣魚台問題示威，接著與警方起了衝突，引至二十一人被拘
控。
有關當口示成事件的經過情形，各派系報章有著不同立傷

的搬導。但根據新聞圖片，及製日由幾份大專學生報刊（包括
港大的學苑、學風及號flJ在內）所聯合出版的號舛所載圖片一
大家叮以看flJ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就是警察曾經以如臨友敵
的準備，及近乎暴力的手段，去對付幾卡個手無才鐵，以拿著
標語，喊著口號的青年。
我們以為在民主社會裹，）、民都應拿有和平集會的權kl} ,
得以去表達他們意見。況且是次所涉及的釣魚台歹lJ島L權問題，毫無疑問地是錯在日本政府。這數十位青年，只不過為抗議一項國際陰謀，為伸張正義，而舉行示威。巡一項了r動，實台
理之極。但警方實無理於拒絕批准示威於前，而又以高壓手段
彈壓於後·這種行為，實在令人失望，更使人感到香港這個
民主櫥窗實空有其名！
在是次示成之前，本港各大專學生組織對釣魚台問題

·多抱有觀望的態度。但在四·十事件之後，香港專上學生聯
會終於站了出來，全力支持保衛釣魚台的行動。
我們希望學聯負責人能多所努力，協助因示威被控青年，
更為保衛釣魚台有所行動，讓世人也知道，在這一小小的殖民
地上，也有著一韋熱愛祖國的中國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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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YOF 1STM.B.RESULT

Duetotechnicalmatters,theresultof 1stM.B.examination
hasbeenunduelylate.Duringthetermholidays,some2ndyear
studentsweretooeagertoknowtheresultorperhapssomelatest
news.TheywereseenwanderingaroundthevariousDepartments.

Becalm!Luckiswithyouall!Congratulation!

LESSONSTRIKEAFFECTEDMEDICCENTRE

ThelessonstrikeoftheTeachersTrainingCollegesseveralweeks
agoaffectedMediccentreaswell.Largegroupsofstudentsfrom
NCEmarchedupto theMedicCanteensothatthemedical
studentshadtopayrespecttothe‘not-too’frequentersbydining
aftertheirdeparture.

F.R.S.E. for DEAN

TheUniversityof HongKongispleasedto announcethat
ProfessorA.J.S.McFadzean,ProfessorofMedicineandDeanof
theFacultyofMedicine,hasbeenelectedaFellowoftheRoyal
SocietyofEdinburgh.

TheRoyalSocietyof Edinburghwasincorporatedbyroyal
charterIn 1783,fortheencouragementofphilosophicalinquiry
andscientificresearch.Itsextremelibraryandothercollections
areaccomndatedintheapartmentoccupiedbyit IntheRoyal
InstitutionBuilding;anditsproceedingsandtransactionarevoluminous
voluminousandembodymanyimportantscientificpapers.

ANOTHER BATCH OF CLINICAL STUDENTS

Aftermuchdelay(andunderstandablyanxiety),theresultofthe1stMB.examinationfinallycome
outon7thApril.Hereisananalysisoftheresult:

No.ofdistinctions
No.ofpasses
No.offailures
Total
%passes

PHYSIOLOGY
0

109
16
125
87.2

BIOCHEMISTRY
3

123
2

125
96

No.ofstudentsfailingin3subjects 2
No.ofstudentsfailingin2subjects 2
No.ofstudentsfailingin1subject 18
Distinctionsinbiochemistry HarpaulKaur;YanTuneWing;ChinKinFal.

BRIEF INTRODUCTION TO ARMSA

ThefollowingisjustabriefintroductiontotheAsianRegionalMedicalStudentAssociation
(ARMSA)hopingto givesomeknowledgeof thestructureandfunctionofAssociationtothe
juniormedicalstudentsandtothosewhoarenotveryfamiliarwithit.

HISTORICALBACKGROUND
ARMSAwasderivedfrom

the InternationalFederation
of MedicalStudentAssociation
Association(IFMSA),themembership
membershipof whichwasoriginated
mainlyfromthe medical
associationswithinEurope,
thuswith Europeas the
centreof activities.This
causedgreatgeographicalbarrier
barrieranddifficultyfor the
AsianandAustralianmedical
associationsto participatein
its functions.Asa result,a
regionalsub-groupbranched
fromIFMSA.Aftermuch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ARMSAcameinto
beinginMarch1966,withits
inauguralconferencein Singapore,
Singapore,thefoundercountries
beingHongKong,Singapore,
Ma1aya,andAustralia.

AIMS

TheaimsofARMSAareto
studyandpromotetheinterest
interestof medicalstudentcooperation
cooperationand to promote
activitiesinstudenthealthand
toencouragemedicalstudents
tohelpwhenevertheycanbe
of assistance.It is nonpolitical
nonpoliticalandwillnotinterfere
withtheinternalpolicyofthe
membermedicalassociations.
Contactis tobemaintained
by correspondenceandexchange
exchangeof thoughtsthrough
publicationexchange,professionalprofessionalexchange,Academic
Conferences,AcademicVocation
VocationMedicalCourses,andthe
annualgeneralAssembly.Liaison
Liaisonwiththeothermedical
Associationsthroughoutthe
worldisalsomaintained.

STRUCTURE

1. TheGeneralAssembleis
thehighestandgoverning
bodyofARMSAwhichis
goingtoholdannually.It
reviewstheworkof the
pastsession,decidesthe
workingthemeandprogrammes
programmesfor the next
sessionandfinallyelects
anexecutiveboard.

2. The ExecutiveBoard
consistsof thepresident,
vice-president,generalsecretarial
secretarial-treasury, immediate
immediatepastpresident,and
thedirectorsof thefour
standingcommittees,
whichareresponsiblefor
thefourmainfieldsofactivities
activitiesofARMSA.

fourstandingcorn-3. The
mitteesare:
(a)Standing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Exchange
Exchange(SCOPE),the
SCOPEOfficer in
HongKongbeingthe
ExternalAffairsSecretary
Secretaryof theMedical
Society.

(b)StandingCommittee
onMedicalEducation
(SCOME),theSCOME
OfficerinHongKong,whois alsothedirector,
director,isMr.Laurence
Chan.

(c)StandingCommittee
onHealth(SCOH),is
representedby the
HealthOfficerof our
Society.

(d)StandingCommittee
onPublication(SCOP),
theOfficerin theColony
ColonyistheEditorin
ChiefofElixir.

MEMBERSHIP

Therearethreecategories
ofmembership:
1. Fullmembership,oncountry

countrybasis,i.e.,if twoor
morefull memberassociat
associationsfromthe same
countryarerepresentedat
the GeneralAssembly,
theyshallbeconsideredas
one delegatewith one
vote. HONG KONG,
SiNGAPORE,MALAYSIA,
MALAYSIA,AUSTRALIA,
INDIA,ANDINDONESIA
arefullmembers.

2. Associatemembership:
Israelisholdingtheassociate
associatemembership.

3. HonoraryLifeCounsellors
are grantedto personswhohavegreatlycontributed
contributedtoARMSA.

it isagreedthatthepro.
fessionofMedicineisinternations!
internations!withnobarrierofraces,
religionandpolitics.ARMSA
is an organizationthrough
whichinternationalcontact,
exchangeofthoughtsandcooperation
cooperationcanbeachieved.

ANATOMY
0

114
11
125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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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 TO THE EDITOR

Complaints again The starved growls

DearSir,

It is perhapsmostdelightful
delightfulto e thatprevious
conditionswereimprovedor
werebeingreshaped,afterthe
newoffice-bearershadpicked
uptheirduties.Indeedthey
havefulfilledmostof their
promisesmadebeforethe
election.I writenottocriticize
criticizeanyoneof them,butI
justcan’ttolerate.

The MedicCanteenis
alwaysundercriticismandthe
casesI quoteherearenot
specialones.

Thepriceperdishhasincreased,
increased,butthequalityofthe
foodhasstillnotyet improved.
improved.I won’tsaythisas
cheatingthecustomersbutI
thinkit israthermean.

Whatconcernsmemostis
thatserviceistooslowincase
ofcopingwithacrowdedcon-

dition.I myselfhaveexperienced
experiencedseveralsuchcircumstances.
circumstances.Ontheseoccasions,I
couldnotgetaspoonofrice
to mystomachbecausethe
crowdhadcreateda mixup
intheorder.Somecallswere
evennotputdownin the
orderbookandnaturallythe
dishwon’tturnup.In some
cases,freshricehadto be
cookedsimplybecausethere
wai’t enough.I hadnoalternatives
alternativesbuttostarvemyself
to attendtheafternoonlectures.
lectures.Stillworsewasthatthe
waitersdidn’tinformthecustomers
customersof theirunavailable
ordersuntilthat customer
calledforasecondtime.

Theseconditionssimply
cannothappenin theMedic
Canteen.

DearSir,

Firstyearstudentsoften
haveshortagewiththeirlunch
hoursduringthedaysthey
havelaboratoryperiods.The
troubleis thatseveraltime
-consumingexperimentsareto
bedonein onepracticalpepartments

pepartmentsconcerned
intothismatter.

Thankyou.

Yoursfaithfully,
BENEVOLENCE

relieves skin problems-usuallywithin one week
Propadermhasbeenshownto berapidly
effectiveinthetreatmentofsteroid-responsive
skinconditions—evenincaseswhichhave
failedtorespondtoothertopicalsteroids.What
ismore,thewiderangeof Propadermpreparations
preparationsenablesyoutochooseatreatmentto
suiteachindividualcase.
Inarecenttrial94%of252patientswitheczema
orpsoriasisshowedsignificantimprovement
aftertreatmentwithPropaderm.Mostpatients

(92.8%)respondedinthefirstweekoftreatment.
PREPARATIONSAVAILABLE
PropadermOintmentandCream.Propaderm-AOintmentandCream(with3%aureomycinBP).
Propaderm-COintmentandCream(with3%
clioquinol).Propaderm-NOintmentandCream
(with0.5%neomycinsulphateBP).AllPropadermpreparationscontainbeclomethasone
beclomethasonedipropionate0.025%.
Fullinformationisavailableonrequest.

Agents:DANBY&HANCELTD.,B-901,Watson’sEstate,WatsonRoad,
NorthPoint,HongKong.

nod.

I hope that the Dewill
Dewilllook

Yourstruly,
A.N.S.

TheEditorialBoardwishes

to thankthe specialsupport
of the GlaxoLab.Ltd.

A week ago

his problem was

contact dermatitis

Propaderm

GLAXOHONGKONGLTD.(PropadermisaTradeMarkofAllen&HanburvsLtd.LondonE.2)

S1’(S. ....

Tongilianushabetnasum,scio,nonnego.Sediam

NilpraeternasumTongilianushabet.
- Martial.

Behold! What act of benevolence

cometh from a chivalrous knight !
2000gallonsofwaterfreeof charge!Takeit andreceiveit
withhumilityandbethankful!

WhatapartinggesturefromSirJohnCowperthwaite!First,
it wasariseofwaterchargesby50%fromtwodollarsperunit
tothreedollars.Then,itwasagiftof2000gallons(1Unit)for
everyhouseholdeveryseason.TheHongKonggovernment
wouldlookthemostbenevolentgovernmentintheworldby
thiscriterion.I tookthetroubletodigoutouroldwaterbills
fromthebottomof thedrawer.Theyshowedthatwehave
beenusingonanaveragesomeovertwentyunitsperquarter-year,
quarter-year,whichmeansthatwehadtopaysomefourtydollars
perseasonin thepast.At thenewratesthatwateristobe
chargedwewillhavetopayfifty-sevendollarsperquarter-year—evenacceptingthethreedollars’giftfromourphilanthropic
government.It surelydoesn’tneedaFinancialSecretarytosee
thedifferencebetweenthetwofigures!AndyetSirJohn
insistedthatwewouldn’tbepayingverymuchmore.The
examplehequotedto supporthisclaimwasquiteconvincing
though.ButI doubthowmanyofhistypicalhouseholdsexist
in HongKong.I’mnotthatagainsta riseofwatercharges
personally,butthata topgovernmentofficialshouldresortto
suchcontrivanceinordertoconvincethepeoplethatariseof
waterchargesisnotariseatallreallyshakesmyfaithinthe
governmenttotheverycore.Andtheriseofwaterchargesis
totallyunjustified,consideringtheannualsurplus.. - andthe
reserveintheBankofEngland.

If I wereEdwardHeathI wouldmakeSirJohnKeeperof
thePrivyPurse—justtomakesurethatthehardearnedpound
willnotbeinordinatelyspentandthatsomebluebloodwill
complainofnothavingenoughtospendorgobeggingabroad
again.

“Brighter Grammar” for the Union Sec!
I brokemynailtheotherdayinatooenthusiasticattempt—that’sa lessonagainstenthusiasm—to removethestaple

fromthebunchofpapersfromtheStduents’Union.It didn’t
matter,however.But,I wasalittledisturbedafterreadingthe
firstparagraph.Thesecondsentencereads:‘Withoutyour
participation,theUnionwouldonlystruggledandtoiledin
vain.’Noprintingmistakesof ours,myreaders,butmodel
modernEnglishfromtheUnionSecretary.Thenextsentence
goes:‘I hopeandI presumeyouwillnotfindboringtoread
thefollowing,whichtomybelief,isofyourconcern.’I didn’t
finditboring,ofcourse.I foundit ratheramusingthataUnion
Secretarywascapableofwritingsuchclumsy,ungrammatical
English. But,I didn’treadanyfurtherallthesame.Andthe
paperslandedwhereI thoughttheyproperlybelonged—the
waste-paperbasket.

It isn’tgoingtomattermuchif I writesomethinglikethat.
But,it’sanaltogetherdifferentthingwhenaUnionexecutive
writesinsuchanungrammaticalway.If ourUnionSecretary
continuestowritein themannerheiswritingnow,soonthe
UnionCouncilwillbeappointingaCommission—forthatis
thefashionthesedays—toevaluatethedamagedonetothe
UnionimageandtheUniversityreputation.TosavetheUnion
Councilthistrouble,theUnionSecmaymoreprofitably
occupyhisfreehoursby studying‘BrighterGrammar’—
startingwithBook1,ofcourse—thangoingoutwithgirls,
perhaps.And,havemyword:if I everwroteanythingwith
suchobviousgrammaticalmistakesasarefoundinourUnion
Secretary’sletterI wouldthrowawaymypenandfindmyselfamoreprofitablepastimethanwritinginthiscolumn.

DiALOGUE
Wife:‘I’mreadynow,I thoughtyouweredressedandwaiting?’
Husband:‘SoI was,butyou’llhavetowaitwhileI shaveagain.’

* * *

Employer:‘I wantanalertlad;areyouquicktotakenotice?’
Applicant:‘Yes,sir,I’vehadit twiceinafortnight.’

* * *
Motorist:I havekilledyourcat,butI havecometoreplaceit.
Lady:Verywell,butdoyouthinkyoucancatchmice?

* * *
Youngmanto recruitingboard:‘Butyoucan’tturnme
down-—I’veproposedtothreegirls,toldmybosswhatI thought
ofhim,andsoldmycar!’

PRINTEDBYHONGKONGSTANDARDCOMMERCIALPR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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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AND -N6 MED -C CENTRE

Theincrea貿in fteshjmen
n榭mberfrom120to150has
露憑deit洫perativethataddi·
tionalfaciljties, esPec謐llycli·
他calreddences, mustbepro·
vided. Planfortheexpansion
of existingse州ceablespace
wereaccordinglydrawnup.
TheUGCbrisldyapprov記of
themandprov遞edthene·
闐細叮飯anc這1support. Con·
structionbeganallnostin》
聯diatelytoadd衍standse·
condfloorstothepresentli-
brary, thelowertwolevelsof
whichw上thenbeeXtended
to compri騖anentirelynew
two一storeyblock.

Thecomplexwilihousea
my血d of studentfacilities,
includingthe lockerrooms
andthefacultyoffices. The
oldPrerni"5ofthelatterwill
be牌novatedforu鷥ascli·
nicalredden儲5. Thevacated
n"n,5 lockersin thelower
絀velof theLi ShuFanpre·
cliJ醒calblockwillprobablyre·
vertbacktoaPhydologyand
Pharlnacology跡．Thebuild·
圳妒arecontractedforco外
pletionby theco沅ngNo·
vember. However, a further
mon止or50willberequired
beforetheinteriorcanbepro-
perlyfurnlshedandutilizable.

T抽groundlevelwillcon·
滋ste鸚ntiallyofstudyspace:
thelibr叮ha血g叩lit over
fromitsPresentPrecinctinto

the newblock. A reading
room will be set aPart
spec這lly fortheuseof the
staff.

Immediatefyabovethe
existinglibrarywill be the
brandn州MedicalSociety
office, lockerrooms, women,s
loungeandstudy, sanitary
facilities, andthecentralof-
ficeof themedicalfaculty.
Therestofthefacultyoffices,
includingasentinarroomand
a meetingroomwilloccupy也ecorresPOndinglevelofthe
newblock-

TheseGOndfloorofthe
libra叮blockprovidesample
SPaceforrecreationandre·
laxation, togetherwithseveral
residentialfacilities. The
pantry, equippedwith re·
fr響rator, stoveandkettle, 15
expectedtobeeSPec訕y fte·
quentedduringtryingcanteen
after一hours. The adjacent
roomcomPletewithwashing
rnachjhe, tumbledrierand
ironswiliPresumablyprovide
the nccessarylaund叮faci·
lities. Thoughdefinlteplans
for purcha騖havenot yet
comethiough, thegrantfor
fu而ture15regardedaspretty
good. Thushopehiliy, there
maybea decenthi一fi "t,
andpethapsataperecorderor
evena televisionsetin the
MusicRoo爪The Quiet
Roomwill havecouches

whichwillbeusefulto the
wea羅．In addition, therewill
bea men,sloungeandstudy,
ProperServantsquarters, anda
largeconlmonroomwhich
opensontotheflatroofof
the newblock. Thisopen
deckwillbesuppliedwitha
fewlightsouly, butit isho計
edthatthespacemayprove
suitablefor gatheringsor
dancesorotherevents.

Thenewblockcanstili
supportanotherfloortoreach
amax加umofthreestoreysas
in theca" of thelibrary
block. The presenthallway
counectinglibra邢tocanteen
wilibethesoleistllmusbe-
tweenthelibraryblockand
也e residentialblock. Thear·
chitecthadvetoedaproposal
toconstructbridges, onejoin·
ingthetwoblocksonthe
upperfloorsandanotherlink·
ingthelibraryblockto the
preclinicalblock. Thear·
gumentWasthattheproject
wouldbetoodifficult.

Theparkingproblemwili
remainjustasacuteafterco許
Pletingthebuildings. Thefew
SPaCesallotedto VIPswill
hardlybeofanyhelptothe
averagemedicmember. How·
ever, whentheconstructionat
QueenMaryHospital15over,
thecongestionmaybesome-
whatalleviated, hopefullyto
thereliefofall.

PR哎LINIcL̂Bl.OCK
llBRARYBl工（膩 I訂。臘，

NEW8L0K

R王SIDEN·TIAL
81刀CX

SA發如ONROAD

A SKETCHOFTHEEXPANDEDMEDICCENTRE

嚇一勾

引引引引劉
L劊引L引r

成
烈

攤 娥 雜 翼 籐 娌 驪 瞇 裊 要
最後消息：本月十七日，近千港大同學於荷花池畔舉行大示，重伸保衛釣魚台及和平示威之權利。下圖為當日示威時之熱
情況。

音

樂

節

有

感

本文
音樂節
乃指
第廿三屆校際音樂節及朋誦節

。
現在這個盛大的音樂節已開到荼薇，
將屆尾聲；
筆者從報

章上所記載的情形，
自己在賽會上所耳聞目睹的賽況，
及從

朋友口
中所道出的見聞，
對今屆的一（曰樂節，
進展過程，
晷知

一
二；今筆者試寫出對今屆音樂節的感言。

就參加人數而言，
音樂節確屬盛舉；就所得的成績而言

，
音樂節亦是美不
勝收。
然而，
其中亦有些許瑕疵；筆者私

下以為除掉這些缺點後，
音樂節方可趨達善美的境界·

音樂節最大的缺點是將音樂和朗誦混在同一
期間內舉行

，
根本上音樂和朗誦是沒有關係的；
喜愛音樂的未必喜愛朗

誦，
喜愛朗誦的未必喜愛音樂，
硬將音樂和朗誦排在一
起只

有剝奪了記者先生們專心報導其中一
方面的時間，
結果是其

中一
方面或甚至兩方面的報導不完全及不正確。
在優勝者表

演音樂會的那數晚，
有一
部份的觀眾是可能對其中一
樣（
朗

誦或音樂）
不愛好，
這樣無形中他們要被強逼坐在音樂廳中

聆聽一
半或以上他們不喜歡的節目。
除朗誦外，
戲劇表演亦

是與音樂無關的，（
歌劇則例外，
因為歌劇是戲劇和音樂的

混合品）；
所以筆者建議將音樂節獨立為一
·
將朗誦節及戲

劇節劃開，
而最好將音樂節朗誦節排在不同期間內舉行。

歷屆的音樂節都犯有一
毛病，
就是過於注重比賽及名次

積分方面，
報章上亦過份渲染這一
點·
致使參與比賽的學校

和演奏者們亦持有同一
觀點，
視勝負為大前提，
而忘記音樂

是藝術；
著重於迎合技術上的需要而忽異了個人的演釋·
因

為藝術是個人的表現，
演釋一
件作品和批評一
件作品是同樣

的須要主觀的見解，
所以，
比賽員所表現的未必能等於評判

所喜好的，
名列前茅的未必便是最好的，（
如果從另一
個人

的眼光來看的話；當然，
在評判的審度水準來看，
這是最好

的）。
反過來說，
落第的比賽員中，
亦可能有遺珠。
本港除

少數報章外，
其他等只是抄錄評判員的評語，
而缺乏由樂評

們所作的評語。
這並不表示不尊重大會上評判的意見；他們

的意見是最好的最中肯和最有建設性的，
但，
音樂節是屬於

大多數人的，
為何報章上不刊登其他懂得音樂的人的見解，

而使讀者們只能知道有限的資料，
比賽員們只能得到大會評

判對他們的評語，一
隊樂隊或一
個比賽員的成績好壤全由一

人抉定呢？
音樂節的特色是在於包羅萬有，
項目中包括古典樂曲·

爵士音樂，
民歌，
中國音樂，
唱遊等等。
而其缺點亦在於範

圍太廣，
不能兼顧·
當然，
大會方面是有理由集中主力於西

•
漢
然•

方嚴肅音樂的，
因為其中藝術家人才輩出，
每個人都有其深

遠的影響力，
有其登岑造極的成就，
有其獨到的思維方汰，

有其超凡絕聖的幻想力；其中作品數量繁多，
題材廣泛，
每

一
件作品都有其深度處，
每一
件都是藝術家思維的結晶品；

同時，
西方音樂作專門研究的人數眾多，
對侮一
藝術家的生

平，
成勢經過，
奮鬥過程，
作品的特色，
處理方式等都瞭如

指掌；對每一
曲體的創作，
發展，
體制及演變都有研究·。
對

對每一
樂器的發明，
發展，
特色，
演變都了解．
但因此音樂

節便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現象，
爵士音樂。
民歌和中國音樂

等項目特別少，
故然，
參加人數欣賞人數不多是其中原因。

然而當前大會所訂下的制度亦有責任。
大會將如此種類繁多

的各項不同音樂堆在同一
音樂節舉行，
才有頭此失彼的情形

發生。
同時，
評判員們對西方嚴肅音樂有深切的認識，
而且

中國和西方音樂的基本結構及理論方面是有別的，
所以評判

員們作評判時可能會遇到困難。《
按：
歷來數屆中國樂器均

未由外國評判作評。
中國歌曲今年則已邀請一
名對中國音樂

有深切認識的音樂家列席幫助評判，
年前商業電台獎學金中

西樂器一
齊比賽，．
評判們亦認為該項評判十分困難。）
為了

提高中國音樂和爵士音樂在香港的水準·
大會宜將中國音樂

，
爵士音樂等與西方傳統音樂分開·
另外舉辦個別的音樂節

，
多聘音樂評判，
增設項目，
鼓勵參加，
相信其時或會有更

多人參如及注意·

在西方嚴肅音樂中，
亦有同樣的不均現象·
鋼琴項目多

於一
切，
而參加人數亦比其他項目多。
反觀其他絃管樂器除

小提琴外，
參加人數寥寥可數，
或許是家庭只注重鋼琴。
或

許是個人喜好問題，
或許是香港師資缺乏，
無論如何，
太注

重某一
樣樂器而忽馨其他是畸形的現象·

除這些問題外；
大會所訂下的規則亦付使參賽隊伍感到

煩惱的。
其中的規則大部份都清楚明晰。
但有一
兩條或是模

稜兩可，
或是未有清楚說明。
如大會能將各規則及條件明確

列出·
則比賽者當會感到更方便。

雖然今屆一音樂節仍然未全部完滿，
從報章上所載得知，

整體上來說成績不錯，
而會評判的評語亦對各比賽表示頗為

滿意·
以上筆者所說數點只是其中些少瑕疵。
亦只是筆者個

人的感覺，
言詞或有偏激，
亦只表．小筆各熱愛音樂。
希望音

樂節能俗精益求精；最後筆者在此向音樂節的籌備人士，
評

判、
參加者及各工作人員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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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
AK四七步槍咆吼著，
沉重的一
五臼炮

震撼山谷；幾名龜縮在壕溝裹的陸戰隊；
幾具肉血模

糊的殘肢敗軀。

毫不驚恐，
漠不關心；
黝黑的膚色掩蓋著黑人中

士木無表情的修長臉孔．
唯有那雙眼，
閃爍著仇很，

孤單與悲涼。
那孩子臉的年青中尉，
突然歇斯底理地爬出戰壕

,
M十六步槍噴著盲目的火舌，
跟膾的身軀往敵陣衝

去。一
個健碩的黑色身影自壕中拔起·
緊躡在中尉後

面。一
枝炮彈落在中尉身旁，
百多磅的身軀，
稚氣未

脫的孩子臉，
像剁碎的西瓜往四下片片飛揚。
山崩地

裂，
地轉天旋；
鹿大的黑色身影往下飛墜。

×

×

×

一
柄四五曲尺，一
隻黃哲的手；一
張
查理
的

臉！我本能地摸索身旁的步槍。
怎磨我的右臂竟完全

麻木！滿染血污的繃帶凌亂地蓋看傷口，
那
查理

竟然歡意地點頭一
笑。
哼，
向我探情報的鬼域技倆。

他那條左腿不見了！創口生著疽·
又是一
個脆計？

他老是友善地望著我；
從來沒有一
個
查理
那

麼友善；
從來沒有一
個人那麼友善的望看我·
除了瑪

莉亞。我掏出姻包；
遞上了一
枝。
他突然變得疑惑好奇

。
笨
查理
，
這又不是大麻；
只有那些頹廢愚蠢的

童子軍
才用鳩看它，
我雖無成就，
卻非頹廢·
雖

非聰慧；
卻不愚憲，
尤其當我殺人的時候。

子彈在坑口呼嘯著，
只有等待黑夜的降臨。
深深

地吸上了一
口姻。
我為什麼會奮不顧身去救中尉，
絕

不
t是同情心，
我只是不想見乳昊未乾的孩子那麼早

死掉，一
個職業殺手絕不會有同情心。

那查理噴看姻霧·
不發一
語；
似在沉思。
我很同

憶；
不過這似乎是同憶的好時候。

十七歲，
第一
次殺人。
我能啞忍那白色豬鑼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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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卻不能忍受他對歇斯底理的瑪莉亞那淫邪的微笑

。
我奪過槍；
朝他嘴理，
扳動機掣，
直至彈盡。

巧妙地洗脫罪證；
我開始以殺人為業。
黑社會頭

子，
名賈巨公·
鄉紳政要，
都曾是我的主顧！
對一
個

生在哈林區，
整天赤足在貧民窟裹鑽的黑孩子，
鈔票

最能顯示它的效力。

我收到了徵兵卡，
我苦笑、
大笑、
狂笑。
我次定

接受這個諷刺，
參加合伕的人命狩獵，
因為我雖然目

不識丁；
卻挺愛下棋·
尤其是和命運對奕的時候。

萊美村，
我第一
次流淚。
平日稚氣的童子軍在如

狼似虎地大開殺戒，
在捱炮時蒼白戰抖的臉龐變得那

末猙獰，
婦孺的哀號，
無情的槍聲，
我忽然變得馴良

輕弱。一
顆子彈撕裂了一
個剛會步行的嬰孩底胸膛；

天·一
個連槍咀與奶咀都分不清的黃口小兒會是查理

的從犯？我躲在暗處痛哭流涕，
嘔吐狼藉。

那查理始終不發一
語，
深邃的眼睛包含著友善與

同情；
蘊藏著滿懷的心事；
在向我訴說。
那些政要潑

婦罵街地嚷看徹兵，
不滿現實的知識分子在街頭囂叫

，
畢竟懂得用眼睛傳達心訊的人太少了。
我開始有點

喜歡那查理。
我一
定要帶走那查理，
因為黎明的飽和轟炸將會

填平整過山谷。
燒焦每片泥土。
這絕不是同情，
只是

因為·
因為他是我第二個朋友。

查理朋友；
你在想些什麼？

×

×

×

那年青的黑兵，
怎麼總是不說話？負著重創也不

哼一
聲；
端是一
名鐵漢。
烏黑的大眼睛閃爍不定，
我

看到敵意，
友善·
同情和冷漠，
多複雜的美國人。

他遞上一
根香姻，
會不會是那撈什子的大麻？聰

說他們底年青人喜歡用來逃避現實，
多天真的美國人

被赤足軍醫砍去左腿後·
在土坑裹總耽上了兩三

天了；
想不到來了不速之客。
我本可一
槍把他結果！

畢竟我不喜歡殺人，
尤其是沒有抵抗能力的人。
我喜

歡朋友。我只是一
個安份守紀的農夫，
賢慧的妻子；
嬌慈

的女兒，
幾畝瘦田，
沒有政見，
遑論野心，
我的要求

似乎並不過份！
和平與仁愛是我唯一
的禱告內容。
我

不願傷害別人一
根毛髮，
卻被迫去殺人。

游擊隊把我強拉入伍，
多年來徘徊兩軍火網間，

充過政府軍的火伕！
游擊隊的炮灰·
我從未殺過一
個

人。
古都王城，
第一
次殺人．
殺許多人．
許多四肢被

縛毫無反抗能力的同胞。
那兇狠的游擊隊長在虎視耽

耽，
我閉著眼放槍，一
聲聲妻厲的慘叫，一
陣陣唸心

的血腥；一
幕幕難志的慘象，
就在那古廟神像的眼前

我只是一
個平几的人，
希望過平凡的生活！
可是

縱使是平几的夢，
也被幾個狂人的野心戳破了．
願神

賜你們死罪！嘿，
我怎會變得那末天真。

古道、
夕陽、
小橋、
流水！
何處是吾鄉。

那黑兵朋友比著手勢·
似乎要帶我離開土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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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雖然表現得冷漠無情·
我卻看透了你那熾熱的心，
因

為我懂得看人的眼睛。

×

×

×

夜。
黑兵背看
查理
，
爬出土坑，
蹣跚地走看

。
第一
聲槍響，
黑兵右腿血流如注。
第二聲槍
：
樹

後的狙擊手緩緩倒下，
r查理
手中的四五曲尺在冒

姻。
黑兵與查理相視一
笑·
繼續往前爬。
如雨般的迫

擊炮彈落在四週；
炮兵軍官一
聰到槍聲總不會放過立

功的機會。
黑兵在苦笑·
大笑；
狂笑，
哼看斷續的海

軍進行曲。
歌聲混和著炮聲，
直至後者掩沒了前者。

×

×

×

積·
尊臣；
中士；
廿三歲；
海軍陸戰隊，
紐約黑

人。
單槍拒敵！
英勇殉職；
追發紫心勳章。

×

×

×

阮平·
籍貫不詳。
第一
游擊支隊成員。

負創肉搏帝國侵暑主義者，
壯烈成仁，
為人民與

黨的好榜樣。

（
筆者按：
本文人物地點全為虛構·
如有巧合處

·
尚祈見諒。）

P. Tang.
鬧鐘又響了，看看已經是七點，急急的走入洗手間洗
了面換了衣服便跑到車站等車。因我是住在九龍的，所以
每天都要在七時半前離家，否則又要遲到了。在車站等了
差不多十五分鐘才能搭到巴士，渡海時又是一樣的那麼多
人，最後才到達統一碼頭·照例又是要等車。

× × ×
下午放學時，偉過來問我參不參加他們的舞會，我沒
有答應他們，當他們離開時我好像聰他們說了一句話：
假正經。我沒有感到憤怒，自己同憶入了港大的日子已
經不短，但自己十分慶幸自己還沒有學懂講港大的
官方言語三字經，想到這裹不禁笑了一笑。

× × ×
C的來信說她已經有了意中人，不知為什嫉妒起

來，連續寫了三封信諷刺她，事後感覺到十分不安，因恐
怕我們多年的友誼就這樣完了。

× × ×一連串的測驗令我透不過氣來。星期五那天下午在圖
，館讀書時竟然睡起來，晚上感覺到有點不舒服，但是書
檯上還有三四本書及筆記未讀，還有明天的測驗，只有提
起精神讀下去。× × ×
路過尖沙咀碼頭時，一位大專學生要求我在中文成為
法定語文的簽名冊上簽名，我簽了後她同報一句多謝。轉身後在報攤上買了一份南華早報，可憐的中國人。× × ×
星期六早上還是有點不舒服，吃了二片止痛藥後趕到
巴士站等車，跟著······⋯⋯千篇一律，每天都是如此。晚
上同家時，降家的女孩子哼看wecan,t return, wecan
oulylookbehindfromwherewe came. And90

roundandrouDdinthecirclegame，心裹有看無限的
感慨。 ×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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