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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人•第五十四期•烏托邦

r6wot

U t o p i a (ywUTo'pia). I 5 5 “
[njod.L., f.
Greek oi not +
place ； see -lA i . ]
i . An
imaginary island, depicted by Sir Thomas More
as enjoying a perfect social, legal, and political
system.
Any imaginary or indefinitelyremote region, country, or locality 1610. a. A.
place, state, or condition ideally perfect in
spect of politics, Jaiws, customs
1613. b. An impossibly
social improvement 1734.
•

1, b . Ignorant where this River rises,,.whether in
A.nixi, in Ahiqa, or in U. 1684. a. b. Averse to all
enthusiasm； mysticism, Utopias, and superititlon
LFCKY.

Utopianus

U t o p i a n (7ut^« pian), a, and sd, 1 5 5 1 . [ad.
； see prec, and -AN,]
A.
a d j , X. Of or belonging to the imaginary island
of Utopia or its p e o p l e . 十 b . Nowhere existing
-1689.
9. Impracticably ideal ； of Impossible
and visionary perfection, esp. in rcspcct o£
politics, social organisation, etc. 16x3. 3. Indulging in impracticably-ideal projects for social
welfare, etc- ； believing in or aiming ！it the perfecting of polity or social conditions 1507.

mod.L.

I. b. in certain intermundane spaces and U. regions
without tbo world 1678. a. When he was laying oat
so ma^ificent, cbaxitabte, and philosophic an U. vtUa
H. Waltoi.*. An U. sketch of a perfect government
:79艮 3 You are..ft Theoretical Common-wealths*
man, a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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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CCOUNTANT

A HIGHWAY TO BE A USA CPA & CMA
H e l p t o Qualify f o r A m e r i c a n E m p l o y m e n t I m m i g r a n t Visa
J o b Opportunities

in U.S.A

Ivive Instruction in Hong Kong
Experienced CPA / CMA as L e c t u r e r f r o m
Unlimited Free R e p e a t if E x a m i n a t i o n n o t

C P A

REVIEW COURSE

Become an American

CPA

C M A

U.S.A
Passed

REVIEW COURSE

Become an American C M A

42 Class /168 hour Program in H.K.

Book & Video for Self-Study Programe

Course Completed within 3 months

Live 2 Day Cram Course

Class sessions are held on Weekend

Practice the “ Solution Approach “

Includes 4 day Cram Course in U.S.

Nationally known U.S. Course

Collegiate Classroom Teaching Style

Material approved by National I C M A

Class will be started in Mid Feburary，1993

Cram Course held on Saturday & Sunday

Arrangement to write Exam in U.S.

Write

Exam in Hong Kong

High posing rate of 80% in Hong Kong. The Following 4 students passed
all parts on May, 1992 CPA exam at one sitting ：Mr. Lam Tnk
Mr. L o h
Cheoug

RIGQ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ROGRAMS, LTD.

L o C h i Lam
Wu Cho Tfai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ontact :•

SMnrisc Professional AccomiUng & Taxation Company

Mr. Morris W. Y. Mak
1706，Tung Chun Commercial Centre,
438 -- 4 U Shanghai Street, Kowloon.
Tel： 770 7801, 770 7933 Fax： 783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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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充滿危險性……

Si"天新地

專翻燕青
探訪

若果你在舊曰問我的「理想世界」是什麽？我會想你在說笑，什麽理想世界，似
乎是很進遠的事。在以前，我認爲只要一切逮力，人人傲好自己的本份便是最理想，
但後来卻發覺亚非如此。好像有一年我普一冊廣告公网工作’當時的工作壓力很大,
•辛苦’甚至眞的熬不住了。上司看見我道個梯子便對我說：「胡燕靑，你去盡了
的確’甚麽是盡自己的最大能力’道可能要你當試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也未
到’或根本就沒有盡頭、目標》以往我又認爲人只要不職傲，彼此和睦地生活便
是最理想的世界°可是’自己內心裡面道德的敗壊、疾妒、爭級、對人的冷漠，卻是
自己最淸楚的。
可以說，我的際遇一直也不錯，讚書成縝亦不差，後來進入大學，結婚、生孩子
到教書，一切也很顧利。然而’內心裡面的思物卻是愈積愈多。
遼記得在六四時期’有一次從朋友口中得知在西安一處地方，有一位曾參與學運
的靑年被他的胞姊指証了出來°我聽到後眞的禁不住哭起來，但我並非只爲同情那弟
弟而哭，我卻知道我一定便是那個姊姊。

現在

在今天，若你們再問什麽是我的理想世界？我會肯定的答「以馬內利
戶度。「以馬內利」即上帝與我們同在，而上帝是一切光明、美善

默，^爱的全能者》
一位福音派神學家J.I.PACKER曾將神的全能解釋「WHAT HE WILL」，即祐

的意志想甚樣’那東西便得以成就》亦可以這樣說，神是從天上來找我的人，R有與
神同在，一切黑暗才得以消除。
我們不妨放眼現今的世界，到處都是飢荒 地震 戰爭及不同的自然災害。再留
意我們身邊的事物，報播裡大都是一些色情，彳 条力、相命、占卜的書。因爲’魔鬼是
的王，而基督教則是一個地下組織。我想 當人陷入現世的紛乱困局，感情的困
主便是最後的出路。
：聖經〉裡曾就人犯的罪作出解釋，並稱爲「原罪」。希伯萊文中說：「當你射出
一箭’不能中«心，這便是罪。」即指人偏雕正道，這並不是指行爲，思想，而是指
一種狀況。
而奥古斯丁在千多年前已將罪說是完美的《損，來人也犯了罪’斯損了神的榮
耀，離開了與神正確的闻係。
現在，我們便要將福音傅遢世界（福音是好的消息），因爲主耶穌《走時說過：
「你們要兩個兩出去，從耶路徹冷撤瑪亞，直到地極。」
對我來說，基督教並非一個單純的宗教，雜是生活的全部》我並不相信命運，因

希

爲我深信神與我們是有一個約(CONFIDENT )，因此，我認爲任何一樣東西都不是
彻然的。
^而我正正期待着if天新地的來®，到那天

胡燕靑，詩人兼散文作家，現任浸會學院語文中
年，但卻是二個非常度誠及投入的基督徒。r

到邪惡勢力的侵摄了

楊嘉俊
安德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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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新世界

對一個馬克思主義信徒來

除了唱片.、鍾射唱片外，這

說，烏托邦可能是一個沒有政府

裏澴有大量有關搖擺音樂的害籍
和外國雜誌，例如：「Q」、

和階級的國度。
對一個基督信徒來說，烏托
邦可能是在天上的國土。
對一個音樂信徒來說，烏托
邦可能是•
音 樂
UNIC^
館整知識的泉源，知

「ROLLING

專題版

t

「MA-U-MA-U-HUNG」
— S O U N D

FACTORY

所推出

的第一張雜錦唱片的,稱，內裏
的樂手和樂隊每舌有i劉以達、

STONE」、

「THE FACE」、「I.D」……

ADAM

ft

ME

1

KARL、

!

JUNO'S

等。你大可以一面欣賞音樂，一

TERRACON、J

面翻閱雜誌和書刊，這又是另一

INFANT、

種的享受。
在一般常規活動以外，那裏

" H U H … … ！ ? " 、 N JL1 P L E X E THE M A R T Y R

還有不少有關音樂的定期活動，

十分之鼎盛。不阁_和樂隊各

列如：MUSIC V I D E O 欣 賞 會 、

有着自己的獨特fl^。例如：劉

音樂圍書館同樣也是音樂6$、;
泉源和裔庫。
赞

^

• 如 可 說 是

以 達 的 ！ | (

•拍賣及售賣會，音樂講座等

PNF、

PAGE

THE

音樂®^盟會——香港開掉以

支的慈望外，也能對外國

電子色彩外，寅

有濃厚的
二t三弦琴和

來的第一卩B、樂圖害館，終於在

L入和認識0,裤

京劇的.女聲唱腔

幽曲調渗滿

[過這些活動，樂迷除了能

ANTAGONISM

了化不開的東方t^i、

入會費三個f

半年前於尖沙TS^P成立。創辦人
劉緯民乃華納國際部門的市場經

元.，但(yii^sic

理，在籌備這個圖書館期間，他

迷心目中1勺烏

SOUND FACTOBY 除 了 出
版

仍本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

野Y-,,

行」的精神去開設這個音樂圖書
他仍要堅持獨力承擔主要的開
支，他的雄心眞是可見一斑。

，聽聞”HUH^jl?”的唱片已

^、.

「I®为

—個選擇給一 1 » 1 _ ( « 東 歌 的 樂
迷，那裏有接近¥不同類型的
鐳射唱片供會員lEi
買回家試聽的，
到、借得到，大

f

壇 的 ‘ 巧 -細
釋建
^ 丨 — ‘ .

可以交流心得的
大舒適的空間、
備，在鬧市中可
享受不同而且美€
對所有的樂迷來
個音樂烏托邦。

推廣到海外，如英倫和歐洲便是

、

’

們的目標。事實上，香港的獨
I

，I、. 一

賣tf^i都被

去

.音樂當然不應只是在香港才能

o

，

版 自 己 的 錄 菅 帶 . 、

；丨除出版唱片以外，他們也有

― “ ‘ 丄 力 减 A 動 : 勃 ？ ^ 演 唱 會 以 推 動 不 同 類 型
\.

的音放。、陣子盼作E
工 Nsisn-t 樂

二‘义.

W

接觸面和視野。

第二、當然I

會爲有潛質的樂隊個別的唱

：审塌早已jlf^ / . 在 _ 備 當 中 ， 早 B 能 聽 到
；,
吧！在他們的推略方面，不
雜 舞 大 _
1
單注重香港的推廣，而且還致力

館，縱然租金昂貴，資金缺'乏，

要的目的，义&叙是提供多

1" m a | _ i - m a - l i -

張

HUNG」的雜錦喝gf，另外也

不知已給人撥了多少冷水，但他

這個圖書•立有兩大主

這

—個好例

良演唱�t—連兩f免在
cliJB舉行’书米的前

成立
^
獨 立 音 , O U N.D
自然是
出版的也

i

邀到來i艮劉以
^

曲演唱fc的香港，平

些「工業嘆音」作

姿彩°所以SOUND

、R也正是其中的表

FACTORY可說是不析不扣的音

樂烏托邦。

象 慧 蘭

91 —92年度綠色會社主摩

前言
g從六十年代初一位女科學家在其著作《沉靜的
春天》裡帶出農藥與生態災難後，人們開始正視自己
的居所正逐漸受到破壞。當時很多學者、專家、科
學家提出種種如何挽救生態危機的方法，但到底還

因此，如要挽救一場導致全人類以及整個地球的浩
劫，建立一個理想的人類樂土的話，必需從人類文
明的每一個層面入手，包括物質文明與精明_大層
面0

不成功。因爲生態圏，只不過是一個互相聯繁、影
响的「文明」裡的一員。以爲只解決生態危機、保
護環境，忽略了其他相互影響的因素如政治、經
濟、科技、社會、文化、靈性生活，是注定失敗。

危機
事實上，我們目前的生存處境正面臨嚴属的考
驗•
1.戰爭威脅，各國之間及社會各階層間爲爭奪地球
日益匿乏的資源而發動戰爭。
2.資源隨人類採用非常逼費的生活方式不斷大量消
耗，導致面臨短缺危機。
3.大衆對科技的無知與迷信，反被它控制，主宰人
的生活甚至思想，又因人的疏忽、自滿、自私而
造成全球性的災難。
4.環汚染使生態系統遭受嚴重破壞，再加上戰爭的
禍害，令地球生態圏更進一步步向滅亡的邊緣。
5.由於高科技的工業生產食物違反自然規律，直接
間接造成了可耕地面積親減，更帶來蟲災、環境
汚染、食物含毒等問題。
6.現代化社會令人處處違反人類本性，從而產生日
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7.以美國爲首的西方文化正無孔不入、無堅不摧地
征服全球，把各地本來多彩多姿的傳統本土文化
消滅破壞，把個別具特色的文化掉進大溶爐，
「統一」成千篇一筆的可樂、漢堡包、牛仔褲文
化。
8.人類長時間與大自然隔絕，又在喧嘩、繁忙、充
滿物慈、把人物化、量化、商品化的社會環境下
過活，失去了生命的目標。
人類只能在兩條路中選擇一條:接受滅種的命
運，或學習「天下一家」的生存之道。

湯恩比(Arnold

Toynbee )

<6><0>

fHi眾礙

專題版

綠色理想_
人類如何渡過滅種的危機、或_
土，都有賴人類本身對問題的認知
作出改變的智慧與決心！而筆者與衆
人任一樣，對人類未來還滿懷希望C
高貴情燥的一面，一定會把人類灰1

的。所謂正軌，是一個可持續下去的
足人類物質與精神上的需要，而且是多元化、尊重
個人創意、反齊一化，反權威、及按各地歷史社會
背景而構思另一套價値觀、宗敎觀、社會態度、政

7.社會發展以人類•的眞正需要爲本，包括生存需要

1.眼光遠大無私，以全球性福利（安危）爲歸。_

；社會需要（如提倡社區精神及聯繁、建立有效

切決策與計劃不是以當前的經齊效益及個別團體

解決紛爭及共識的機制等），文化及心理需要

的私利出發，要考慮其他生物的生存權利，綠色

(如提供個人自由及私隱樣、平等發展自己專長

思想强調「天下一家」的無分張界的觀念，關心

的機會等），福利需要（如照顧殘疾人土等）進

世上其他地區（特別南方國家）的情况。

步需要（包栝提高發展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科技

自然溝通，關心唯一賴以生存的生態網，不要把
她當傲剥削對象及企圖加以控制。
3.反對暴力，包括各層面各種形式的暴力。在國際
義者操縱政府。在國家層面，減少高壓手段，包
括迫害反對者，壓迫某些階層團體等。在社會層
面，減少有'tfe勢者使用高壓手段，令被控制者生
活好過。在家庭層面，減少各式各樣暴力意識。
4.

「發展」的定義要重雙定:(1)以滿足人類基本需
要爲準(li)一種建基於人們自己的知識、經驗：文
化的發展，而不是由外界加諸其上(iii)一個以i土
資源去滿足本土需要的自給自足的發展(IV)對生態
無害（V)—種持績性的發展（SustainalDle
Development)

5.提倡基層民主，讓各社區可以對本身福利有關事
宜作決策。而政府先要用開明態度，在制度裏容
許不同主張的人有資源、有條件實現自己的理
想，過g己的生活。並把資源分給各種民間團
體，使它們自己決定怎樣進行服務。

8.按照人物及生能智慧來安排規模，不盲目追求

大。

一

9.明智選揮「合適科技」，不盲目追求高、複雜、

J-:

層面，全球應盡快裁軍，減少軍人工業與軍事主

研究的發展等）°

{-..*..-略•.一

2.尋回生態智慧，把地球的生存放在第一位。與大

--

(如衣、食、住、行、就業、生命財產受到保護

变霄風雷

治觀、世界觀……

新，選取最含適程序的科技去做每一件事°
10.建立兩性平等的世界，恢復男女貢獻的平衡，讓
大家共同參予及領導社會，而社會一切計劃安排
結含兩性的智慧而設計°
11.維持多元化，尊重少數派’反對文化侵略°挽救
各地土著文化及瀬臨絕種生物°
12.整全價値觀，凡事看全局°衆生皆有內在價値，
不是由人陚予。大自然是複雜而多姿多彩的°各
單位互相依賴支持，大自然才能維持下去°而人
是大g然的一部份，基於我們的潛能比地球上其
他生物爲大，所以對大自然的責任也比任何物種
爲大。「發展」這槪念要重新董定°經濟方面，
了解並滿足人與其他生物的眞正需要；社會及政
治.方面，發展社區性、基層、大衆參與自力更生
爲本的社會；文化方面，尊重各地不同文化°
以上十數點，都是一些前膽的政治家科學家，

6.發展以人類眞正需要爲本的經濟，把軍事經濟復

地區領袖對綠色理想國的共識，皆因大家都已意識

原爲民生經濟。分散社區，並採取持繽性的小規

到大家同住在一條地球村，唇齒相依；對地球的命

模社區經濟來生產與生活，如g然永衡法

運、人類的命運，我們每一個人手上都有一張票，

(Permaculture )，恢復人與糧食生產的關係。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作自身命運的扶擇一一接受滅種

此外，工作的定義要重新界定，經濟範疇以外的

的命蓮，還是學習「天下一家」的生存之道。選擇

工作也要受承認，如養兒育女、家務、園藝、志

權不是落在政府、大企業或科學家/專家手上，而

願工作等，與及不以性別來劃分工作性質。

是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上。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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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版

設想沒有天堂，沒有國象
也沒有私人財物
下沒有地獄，
上只有天空，
設想全人類在和平中生活
分享這個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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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Utopia ) 一詞源於
0U

( not)

摩亞的《烏托邦》一書分成二

topos

部份。第一部份批評當時英國的

(place ) 二字，可以翻譯爲No

經濟及社會環境，特別是戰爭，

where，不存在的地方。柏拉圖

對窮人的剥削，荀稅，不公平的

的著作《共和國》（Republic ) 可

法律等。而另一部份强調一個理

以說是後來其他著作的藍本，如

想社會的宗敎：政府.、敎育、經

希月崇文

十五世紀英國人文主義學者譚馬

濟、戰爭、法律及習俗均應由理

士摩亞的《烏托邦》早在公元前三

性管治。在《烏托邦》一書出現

百多年流傳有關Enhemems的

後，常被引用來反對當時的腐敗

神聖歷史也有描述一個烏托邦的

社會，表達出基督敎人文主義者

島嶼，另外在談論以Lycurgus

心目中的天堂，及給予共產主義

等人的財閥統治集團生活時，也

—個借鏡。其後，當其他人引用

曾描寫一個烏托邦的斯巴達。這
些神話式的傳說對社會沒有產生

「烏托邦」與基督敎天國的

很大的’影濯。直到十五世紀期
間，譚馬士摩亞給予烏托邦一個
更實在及更豐富的內容。摩亞以
拉丁文於1516年寫成的《烏托
邦》一書，於1551年翻譯成英
文。這書主要是勾劃一個理想的
社羣。g是個由一羣異敎徒所組
成的共產市鎭，裡面的一切制度
及政策完全是用理性去制定的。
摩亞介紹此市鎮的目的，是希望
比較歐洲當時的基督敎國家政府
的無理運作完全以私利及封權力
財勢的貪慈爲出發點。對「烏托
邦」的寄望主要是指出「共產主
義」是解救個人主義在私人及公
共生活中的問題之唯一途徑。由
於摩亞認爲人性是軟弱及可犯錯
的，故此，他描糟烏托邦的理
想，亜非嘗試去醫治社會上的種
種罪惡，而是設法滅少罪惡的出
現°

灣

槪念非常相似。特別是「天國」
「烏托邦」一字時，便具有理想

的槪念，從聖奧斯定開始，已被

社會的意念。在這樣的社會裡一

理解爲天國在現世臨在。基督徒

切對人民有害的政治，經濟、苦

對來世的期待由摩亞的「烏托

痛，罪行均被創除，國家最主要

邦」開始已被俗化社會性的烏托

的任務是爲大衆的美善及快樂而

邦蓮動，後再演變成爲一套未來

努力。

學。18世紀的基督徒如德國路德

摩亞受人文主義如Erasmus

會及虔信派更嘗試將對天國的寄

的影徵非常大，因此，在《烏托

望轉變成爲一個社會及政治上的

邦》這書裡面也不難發現人本的

要求，如解放政府，取消產權，

理想。摩亞强調對德性的培養，

消除階級的分別等等。這思想更

更主張人類可以有限度的享受快

直接影濯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及社

樂，因爲他相信享樂的生命是符

會綱要。19世紀的社會改革者聖

含自然要求的。他認爲適中的俗

西蒙於1825年所寫的《新基督

世快樂應與宗敎的虔誠沒有抵

敎》，也帶有相同的論調。社會

觸°他更認爲政治的基礎應該是

烏托邦主義者談及準備天國的來

仁慈的，因政治主要是以人性爲

臨及建立烏托邦社香時，對人的

基礎及以人類的快樂爲依歸。摩

社會責任有更强烈的肯定。在此

亞的《烏托邦》在當時引起很大的

思想下而產生的另一個基本態度

迴濯。此槪念更被後期的社會思

是人應有系統及有計劃地預備我

想家及懷有遠大目光的人士繼繽

們將來的完美社會。這思想帶動

發揚°雖然烏托邦式的小說大多

未來學的出現，未來學正是企圖

對創造一個美的社會並沒有實際

藉計劃操縱將來，取代基督徒對

的幫肋，但它們確實能指出社會

末世的盼望及等待。

不義的情况及提供另一種生活方

事實上，一些宗敎團體及政

法的理想。因此在思想史上也有

治改革者在1663年開始已嘗試

一席位。

在美國建立「烏托邦式」的團

14

嶺南學院通識教育部高級講師

1

這些團體大多均由一個被信

f,

丄

體始以這理想生活。社會改革者

徒接受爲有天賦知慧及先知使命

也嘗試仿效烏托邦的理想成立互

的領袖所創立。當代一個比較顯

助性的團體。這些實驗性的團體

著的例子是以加州爲基地•於拉

也直接影徵馬克思去構思他的社

丁美洲的圭亞那（Guyana ) 成

會主義理論。雖然在烏托邦槪念

立的「人民敎會」（People's

的發展期間也曾被一些激進及武

Temple ) ° 這 敎 會 的 領 袖 占 美

力的分子拿來發展他們的無政府

鍾士牧師於1978年向信徒提出

.主義，甚至被宗敎狂熱者如「人

集體自殺，導至913喪命。

專題版

STEPHEN LAU

民敎會」等用來麻醉敎徒。但這
些只是比較偏激及少數的例子。

體，如荷蘭的"Hennonites"在美

如「烏托邦」主義能夠重視摩亞

國成立了第一個此類的組織。其

所强調的「人本思想」，一個比

後從1663至1858年間相繼有

較美好的社會應該不難出現。實

138個相同的羣體出現。比較著

在，馬克思强調人性發展及社會

名是的由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羅拔

理想可以說是在摩亞之後的一個

士奧雲於年成立的"New

重要人物，而馬克思的思想也由

Harmony"及查理士科爾於1841

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學者，宗敎

至1847年間建設的"B「ook

學者如田立克，心理分析學派如

Farm"。大部份此類團體是互助

弗洛姆等人繼承，發展成爲一套

式多於共產的。聖西蒙，査理士

新馬克思主義。這些學者都是比

科爾，羅拔奧雲等人雖然在某些

較注重對人性的强調及人與社會

觀點上不一致，但基本上他們相

應有的和諧關係，可以說是「烏

信如果小型的互相體是成功的

托邦」對現世一個正面的貢獻。

試驗性的團體於1848至1881年

當代人認爲烏托邦思想是些

間在歐美出現，但生存的時間非

幼稚不切實際的提議。但無論如

常短暫，最長的一個是位於紐約

何，當烏托邦色彩的文字繼繽以

的"Oreida”團體。馬克思及恩格

這形式掲示世間的罪惡。現代很
多反烏托邦的作品出現，主要人

了這些團體的理型發展他們的社

物爲A.Huxley的《勇敢新世界》

會主義理論。在美國內戰完結

(Brave New Word ) 及 G.Or-

後，此類的組織開始減少。其

well 的《一九八四》。一方面它們

後，羅偏斯II倫於1884年出版

是現世的批評，另方面更批判烏

"Cooperative

托邦理想强行於世所衍生之更大

了

他

的

Community"，不久畢拿美
(Bellamy)

罪惡。

"Looking

回顧烏托邦的思想由摩亞提

Backward"亦吿面世後，影徵所

出後，宗敎團體將此槪念融入

及，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社會主

「天國」的槪念上而有不少的羣

的

義羣體及烏托邦式的宗敎團體再
次紛紛出現，直至20世紀，但大
部份均很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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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在硏究共產主義思想時也採用

藝文軒^�

話，理想的社會應該不難產生。

黃國林乏博士
厂故人西辭黃鶴樓
見 長 江 天 際
憐九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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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办波

.翻開唐詩、宋詞、元曲，我
們都會同意，造物主給人類的禮
物，不可謂不豐厚。這一禮物，
除了李白、白居易、范仲淹、張
可久外，謝靈運、王維、杜甫、
柳永、喬吉和中外無數詩人、詞
人，都享用過了。
我晚生千百年，但仍算幸
運，來得及接受造物主的厚禮。
我的童年在農村度過。春天
來時，我的世界也是「綠遍山原
白滿川，子規聲裡雨如煙」。我
的世界，也有白麓飛過漠漠的水
田，有爛漫的山花，紅勝日出如
火的江花。打白蘭花或雞蛋花下
走過，幽香和清香會勒落我的衣
襟，渗進我的肺葉。在這樣的春
天，我曾經盡情吐納大自然淸新
的氣息。
春去夏來，我聽過黃_在陰
陰的古木中囀鳴，聽過蜂聲在長
長的下午伴我入睡。午睡醒來，
我會到溪中或河裡游、;7Tr、捕魚。
渴了就俯飲溪水、•河水，不會受
坦特羅斯的酷刑。故鄕的溪水自
深山溢出，帶着松花的香味，入
•比城市的自來水、蒸飽水都甘

到了收割的月份，我也像別
的孩子一樣，起勁地幫母親收
割，把濕稻傾落曙榖場；然後攀
到山岡的蒸枝樹，一邊居高臨
下，看守曜穀場的濕稻，一邊把
蒸枝葉捲成笛子，在總蜂的鳴叫
中，對着村前的魚塘亂吹，看潔
淨的太陽透過葉隙，把光影薛樹
腳的蕨草，然後欣然讓涼風吹進
我的衣襟。.
到了瓜果成熟、蜜蜂釀蜜的
醇秋，鄕下的人又會進入另一個
收穫季。清爽的西風中，我會嗅
到滿田的稻香，看見水稻的金浪
向遠方起伏。這時，農夫打榖、
稻粒落入打穀桶的聲音會在無際
的稻田響起。當鎌刀霍霍揮動，
我會看見一績兩縷靑煙，在遠處
冉冉上升。那是農夫在焚燒稻
m，爲祖先下的耕地施肥。
在這些日子裡，我會像濟慈
一樣，享盡秋天之樂。金風中，
我會無忌地走進暖和的秋陽，無
憂無慮地挖甘墓，拾落穗。在秋
風特別爽利的日子裡，我會放放
風箏，條然升入藍空，在幾千尺
之上飄往水雲外遨遊。.
秋天過後，大自然又會以另
一面貌悅目娱心。這時候，、；寮水
16

和寒潭會更加清激明淨。看見健
髓怒展鋼翼，衝入無際的藍空去
擊打鏗I將的冷玻璃，我也會兩脅
生風，興奮地衝入萬里空曠，在
一萬尺之上把巨翅暗景入天風，
以膽隼的鋭目追踪地上的田鼠和
野免。
來港後，我的大自然仍然美
麗如昔。哈小學時，春秋兩季都
有修學旅行，目的地往往是签灣
的三疊潭、沙田的紅萄谷或大埔
的林村°那時，三曼潭的潤水清
澄如鏡。在紅莓谷出_的，是陶
淵明所見的白雲。至於大埔的林
村，更是未鑿的仙境，可以容納
森林中最羞怯的麋鹿。
一九七四年，進中文大學工
作時，吐露港更帶着天地初開的
激灘，照進我怒放的心瓣，此後
入詩成文。
—九七七和一九七九年，我
有幸深入尹古甫、屈原、謝靈
運、謝眺、李白、杜甫的原陽、
湖泊、山川。昔聞洞庭水’今上
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
浮。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
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
已過萬山。在兩次北遊中，造物
主對人類的慷慨、眷寵，都一一

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之上向我
展現。

專題版

可是，有誰想得到，一向認
爲理所當然、理所必然的現實世
界，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會
變成我的烏托邦？有誰想得到，
唐詩、宋詞、元曲的境界，轉瞬
就要在我的眼前消失？

大自然經過幾十億年的經
營，讓那個從太陽飛射出來的小
火球冷却，讓蒸汽凝結成兩，下
、；寫好幾萬年，匯成浩满的海洋’
植物才開始苗長，地球才有水
族、走獸、飛禽，暖流的光影中
才有嫩紅的珊湖凝聚°地球的動
物和植物-，一直與大自然和諧共
存，想不到有一天，「萬物之
靈」會把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氟氣碳化物源源不絕
地倒入天空，把千千萬萬噸有毒
化學品、；寫入河海，把幅射物在海
洋、大地、天空散播，並且拼命
砍伐、焚燒雨林，把棘魚、大
象、库牛等動物趕盡殺絕。於
是，有人預言：世界會被地球上
最成功的生物摧毁°美國影星康
蒂絲、寶瑾也大聲疾呼：「我們
把大自然摧殘到這個地步，我們
美國人都是緒玀！」
D矣，何止美國人是緒玀！全
世界的人都是緒玀。——不，我
們比緒玀還要可憎、可怕。緒玀
充其量到處撒尿拉尿，但II尿畢
竟是有機廢物，可以匯入大自然
的循環而無損於大g然；我們製
造的許多廢物、毒物、輯射物，
却千年萬載都不會消散溶化°光
說區區的一個多倫多吧，每年由
汽車排入大氣層的二氧化碳就多
達二百八十萬D頓。五十年代，全
球每年噴入大氣層的二氧化碳是
十多億_，現在已在已增至五十

多億噸。如此驚人的體積，小小
的大氣層如何承受得了？於是，
我們有了溫室效應，北極的冰山
溶解，海水開始上漲，世界許多
低桂地區（如孟加拉），已經有
被、;奄之虞。據專家說，意大利威
尼斯的聖馬可廣塌屡遭水流，就
是拜溫室效應之賜。環保專家
說，溫室效應如果不加制止，_
傲自信如美國的首都，有一天也
會隨別的大城市沒入汪洋。

這些預測也許只是遠慮，但
近躉早已困擾着世界各國。以加
拿大爲例，由於溫室效應的影
響，多倫多的冬天已經越來越
暖，下雪的日子越來越少；一向
不需要電扇的多倫多人，現在沒
有了冷氣機就難以卒夏。以前，
到了七八月，該城最高氣溫不過
是三十度上下，現在却常'常攀升
到三十七、八度。幾年前，《時
代》週刊有一篇文章發出過這樣
的警告：溫室效應如果不加制
止，到了二十一世紀，多倫多就
會變成熱帶。照目前的趨勢看’
這一預言似乎大有党現可能°至
於香港’這幾年的溫度上升了多
少，盛夏在鬧市的車陣中被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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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炎又是怎樣的一種感覺，相信
許多市民已經「如人遭烤，冷暖
自知」了。
同樣的效應，最近兩年也在
別的地方施展了驚人的「大
能」。據專家研究，歐洲暴雨成
災，澳洲和東非大旱，都與溫效
應有關°天啊，在短短的十多年
間，大氣層幾十億年賴以井然運

作的規律，已經被我們破壞得所
餘無幾了。
與溫室效應同嚴重的，是臭
氧層的破裂°不久之前，我們還
可以在海灘曬大陽，嘴完了太陽
就跳進海游泳，全無後顧之憂°
現在，我們賴以生存的太陽，已
因臭氣層的破裂變成了我們的融
人。混纯初開，上帝爲了保護我
們，創造了臭氧層，檔住陽光中
有毒的紫外線；我們現在却把上
帝的保護傘戳穿，讓有毒的紫外
線直射而下，在我們的身上播植
皮膚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我們再也不能躺在海灘上，無忌
地讓太陽輕吻了。今日，許多城

市的居民聽天氣預報時，最關心

陽光不可信，水分不可信，

「偉大理想」。高高在上的當政

的已不是風速、雲霧、視程等天

比陽光、水分重要的空氣又如

者都這樣對待可憐的地球，南美

氣狀況，而是紫外線的指數。遇

何？你在街上走，吸進肺裡的，

洲亞馬遜河流域中低低在下的蛋

到晴天，播音員會苦•婆心，勸

是工廠和汽車不斷噴出來的錯

蛋者t民，自然有大條道理，繼繽

市民外出時戴上墨鏡和帽子，並

毒、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以及

態頭錄腦地砍燒即將消失的雨林

且穿上白色的長袖糖衫，避免讓

許多腐肝、_肺、致癌的化學成

了。遇到「不識時務」的環保人

紫外線照射，不然就會患白內

分。這時候，你是眞正無所逃遁

士阻撓，他們還會大義凌然，羣

障、靑光眼、皮膚癌。

於天地間了。

起而攻之呢。

你即使不畏紫外線，也得畏

的確是無所逃遁於天地間！

有毒的海水。據環保專家說，一

洛杉磯的居民，爲了避免吸入汽

少。去年，由於天氣長期乾旱，

向充滿詩意的大海，現在已經像

車有毒的廢氣，已經不敢在市內

河水泛濫着有毒的紅潮，澳洲人

個馬桶，一不，比馬桶還可

綵跑；最勇猛的足球隊，也要等

要把千千萬萬的綿羊人道毁滅。

怕。今日，從大海捕來的魚、

太陽下山、汽車的數量減少後才

在歐洲，核子輻射.已經在蘇聯舊

暇、蠔、往往奇形怪狀，中毒的

敢集訓。在墨西哥，鳥兒飛過首

疆，在羅馬尼亞屠殺了不少百

中毒，含11的含鎮，帶肝炎菌的

都墨西城的上空，常會在工廠和

姓，並且繼續叫成千上萬的人患

帶肝炎菌，患腫瘤的患腫瘤，能

汽車的廢氣中墜落街上暴_。在

上血癌、骨癌，要他們痛苦地等
待死祌降臨。

夠當食物吃的已經越來越少。這

羅馬，空氣的汚染太嚴重了，單

樣的大海’即使沒有專家警吿，

數和雙數號碼的汽車要在不同的

你也不敢貿然跳進去了。

日子裡行駛。

澳洲和歐洲命運也好不了多

在整個地球上，由南極到北
極，從大西洋到太平洋，臭氧層

即使一向和平的沙灘，此刻

在繼績破裂，樹林和耕地每天以

也充滿了殺機。你仗着匹夬之
無所逃遁於天地之間的不僅

萬頃萬頃的速度消失，轉眼間成

臥一整個下午，視紫外線指數如

是你，不僅是洛杉磯的居民和墨

爲光秀秀的沙漠。自上帝創世以

無物。但無論如何，你是不敢在

西哥城的飛鳥。亞馬過河熱帶雨

來，一直在碧海、大地、藍天無

沙灘上胡亂走動的了，因爲一不

林的走默魚蟲，以至北美洲的飛

忌地游泳、奔跑、翱翔的水族、

小心，你會採到沾滿愛滋病毒的

藥，也變成了困獸、困魚、困

走獸、飛禽，每天有百多種滅

注射器。

蟲、困鳥。以北美洲爲例，那裡

絕。至於破壞地球的罪魁禍首，

你遠離沙灘，遠離烈日，以

的秀躲由於農藥的毒害，生下的

我們這些自封爲「萬物之靈」的

爲可以逃遁於天地之間了嗎？你

蛋都患了軟穀病，孵不出幼離。

萬物之愚，也以騖人的速度患上

錯了。你在街上漫步，滴落你身

不久之後，襄王和神女的夢境

離奋古怪的絕症。

上的酸雨，足以把千百萬頃樹林

——那壯麗誘人的長江三峽，也

腐註，足以染汚你的水源。你要

會隨獨裁者的一聲命令成爲歷

時間，才把地球的氣候、生態調

喝水，扭開龍頭，會有人警吿

史，幾十萬平方公里的生態，轉

整得恰到好處，讓萬物欣然生

你’大如北美洲的五湖，也全是

眼間會與幾千年的名勝古跡一起

長；想不到自封爲「萬物之靈」

有毒的化學物，旣不能供人浮

遭劫。

的人類會比你「偉大」得多，把

愚，也許有勇氣在沙灘上憎然裸

上帝啊，你花了幾十億年的

游’也不能供人飲用。爲了安全

對於這一切，南美、北美、

「大能」施展了幾十年，就把地

起見，你得在家裡的龍頭裝上遽

亞洲的人都無動於衷。美國華盛

球的氣候和生態搞得面目全非。

水器°回到香港，遠離了尼加拉

頓的布殊說，美國人不能因環保

上帝啊，由你親手賞賜、一

瓜河和安大略湖的毒水，你以爲

而犧牲固有的生活方式。北京的

度供我和唐詩、宋詞、元曲作者

罝身安全地帶了，却發覺許多許

老人，也愕然壓倒了一切反對的

共享的厚禮，已經滿爲我的烏托

人上班時要自備蒸籠水。於是，

聲音，堅持要三峽的水壩「上

邦了 °

你對香港水務局的信心開始動

馬」，以追尋「高峽出平湖」的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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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被用來寊現一種你自己認爲偉大的目的；生命在你被拋進垃圾堆之前，已
經消耗殆盡了：這就是人生的底正歡樂。
《蕭伯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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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上二年級，功課比上年意外地多得
很。準備出版的時候，正有兩個報吿纏身，
緊緊的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多麼希望自己
能夠分身呢！「不退、不解、不回頭」是我
完成它的信念。還有，我熱切地期待着品嘗
苦盡甘來的滋味！

21

戲劇性的人物
任
葛量洪敎育學院証書。
美國University of Wisconsin理科碩士。
美國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傳意與
戯劇專業文憑。
美國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敎育傳
播博士。
1973—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敎育傳悬與科技中心講師
兼主管。
1978 — 79年任美國University of Pittsburg敎育學院
客座敎授。
1979 —81 年任美國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多元
文化學系副系主任兼國際敎育研究中心主任。
1981 — 92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敎育學院講師兼敎育傳意
與科技中心主管及高級講師。
1982 — 92年任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文憑管理課程兼任講
師。

「十七歲時’我希望當明
星。」
任博士在十四歲時已開始在
校內傲話劇，當時的他渴望做明
星。會投考自由影業公司，試鏡
的還有謝賢、林翠等。惜他與謝
賢皆考不到。50年代至60年
代，流行國語片。十七歲的他在
大華國語學校讀劇本，如《家春
秋》、《北京人》及《褪變》等，加
强了他對中華民族的觀念和熱
愛°他憤恨當時封建制度的壓迫
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行爲。
其後，他又投考昭氏，但失
敗°後來，他再哈書時，g感仍
喜做演員，再考昭氏，終於給他
考到了，並在暑假的時候拍了幾
部電影，担任第二、三線的主
角。而且他曾受過英國敎授的話
劇訓練°他不但熱愛戲劇，他更
認爲戲劇幫肋他了解人生，研究
戲劇幫肋他研究人際關係的事。

學院的總面積爲8，604米《

「我發現自己始終喜歡從事敎
育事業。J

錢，可惜仍未足夠。兩年後，一

九六七年，校長給他船費，加上

十七歲時，曾敎街童。然

夜校的學生替他_錢，終於足夠

後，他入讀葛量洪敎育學院。這

一個學期的學費及生活費。幸

一年給他在敎育哲學、敎育心理

好，第二個學期開始取得獎學

及心理學等各方面莫大的啟示。

金，已不用交學費了。當時，還

之後，他又修讀了一個敎育的課

要儲些錢給在香港的母親。另

程，增加他對敎學的濃厚興趣。

外，他被介紹到視聽敎材中心，

任博士擁有豐富及多元化的

負責放電影及搬運視聽敎材，只

敎學經驗，曾敎戲劇、英文、舞

賺得_塊錢。「又在戲院負責帶

蹈、活動敎學法及視聽敎育等。

位 ， 後 來 升 爲 H e a d doorman,

當時，他已開始利用各種視聽敎

可以早些到戲院，早幾分鐘又可

材，如錄音機、幻燈機及電影等

賺多幾毛錢的。」他說。

等，增加同學在學習的興趣。

在那個時候，一毫子可買一
杆大牛奶，對他來說，等於現在

「 在 美 國 威 新 康 斯 和

五百元對他的重要性。因此即使

Columbia是我人生中最難忘

用一毫子，他都需要前思後想。
「 我 住 在 International house

的階段。」
其後，由於他任敎之學校的

時，常會在早上吃飽些而希望可

校長給予他的支持，加上當時在

省掉午餐。但又會•渴，在十一

美國留學的朋友的鼓勵，他努力

仰或十二點飲牛奶亦需要考

從夜校補習及電影配音等途徑儲

慮。」他說。又說：「那時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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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寄六十元（美金）回港作家

「除了演話劇、演講外’辯論

集的重要性，認爲可以啟發個人

用。我替外國人補習普通話一小

亦幫助我消除自小口吃的缺

關心社羣。正所謂：「風聲、雨

時賺得五元，雖交通不便，但幸

憾。」

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

人家有晚餐提供。」

任博士認爲Speech

他在威斯康新大學修讀
Speech Education,包括戲劇、

Communication這一門學問對
人生的成長及領袖才能的培養有
積極的作用。辯能訓練個人的

那時香港尙未推行敎育電視。於

思考與組織能力，邏輯思維，推

是，他前往紐約的Columbia
University，

在

Teachers

理及應對能力，不但使我們以客

"Charity

begins at

home."

"My wife is the soLH-ce of my
happiness."
他强調凡事由家開始傲起，
開心見誠的商量，彼此的溝通及

College任技術秘書文員，需要

互相聘聽，是絕不可缺少的。

修理機器，搬機器及拍電視，頗

此外，他認爲除了父母的關

辛苦的。另外，外國人揚善隱惡

懷，照顧及敎導對個人成長有密

的特質，啟發他在日後盡量欣賞

切的關係外，夫妻間的融洽亦同

下屬的優點，藉以促進工作的效

樣重要。他認爲夫妻不能常把心

率0

事或不滿銷在心上，他同意以朋
之後，他在Columbia

友方式去討論雙方的缺點。切忌

University讀傳意及戲劇。他曾

在雞蛋裡桃骨子。最重要的是，

任 敎 於 Teachers College，後

凡事互相分擔，互相分享。此爲

被 介 紹 到 ST. John University

他的家庭觀。

任傳意系的講師及兼任副敎授。
七三年時，回港於中文大學任敎

「大專的敎育及科技發展，沒

育、傳意與科枝中心講師及主

有給我足夠的機會去發揮我的

管，主要協助敎員運用敎具及敎

才能。」

學法。
五年後，University

任博士認爲敎育學院及大學
of

未能善用他的興趣和專長爲敎員

Pittsburg與中大有交流的機

提供服務。大專的科技是頗重

會，他被欣賞而邀請到此敎育學

要，但卻被忽視。而且沒有提供

院任客席敎授。而他亦於

足夠的機會，讓他發展潛能。而

Pittsburg與未婚妻結婚。七九

這裡提供的職位及機會，正含他

年，他在三藩市大學任敎，此

意。値得一提的是，陳佐舜校長

外，他曾到中國大陸，台灣及星

曾是他的老師。

加坡等地，担任辯論比賽的評

觀的態度看一件事的兩面，而且

判。而且他更成爲第一個獲得敎

加强分析及明辨是非的能力，更

育傳意與科技獎的中國人。這些

豐富對修辭學的認識。

「你知道我戴着兩頂帽子
嗎？」

收穫都是他的事業發展，個人的

此外，他常被邀請往學院，

他現於嶺南任敎育科技中心

信心及成長等積極的回饋。總括

電視台及電台作評判。經常需要

的主任，負責設計敎材’協助敎

他幾十年來的敎學經驗：「我體

在幾分鐘，甚至幾十秒內作總

師製作他們所需的敎材及提高工

會到從學去敎，亦從敎去學，這

結，對於急才及敏捷思考有一定

作效率。同時，亦幫助同學運用

樣，才可以敎學相長，不斷學

的銀練。他重視在辯論中資料捜

適當的視聽敎材和發揮他們在溝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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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視聽敎材及敎師敎育等。

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比海洋寛閱的是天空，比天
空寬闊的是人的胸懷。」
他認爲自己性格開朗，亦鼓
低的嫁九

勵我們要保持心境開朗，以減少

？m祐姊碌

煩惱及壓力。另外，他認爲心結

的汽•tti烟J

f^^f^m

"I

八坎洋的J

是需要自己去解的。當他失落
時，他會盡量找尋自己失落的原
因，由埋怨別人轉而反省自己，
從而將心頭的結解開。他認爲
「否極泰來」略爲消極，故需加
上積極的行動。要緊記一次的失
敗並不是一輩子的失敗，只是當
時自己的要求過高而已。
「勤、謹、仁、奮、忍、恒、
是我送給同學的六個字。」
「傳之以心，授之以意，爲

通技巧的潛能。他承認在敎育及

傳情達意之本。推已及人，愼敏

科技發展方面，人力資源極爲

於事，爲立身處世之道。」是任

少。幸得同事不斷的支持及鼓

博士做人處事的座右銘。最後，

勵。

他勉勵同學需要勤，不斷努力；
另外，他兼任學生事務輔導

謹，小心緊謹；仁，有仁愛之

長，協助S.A.O.替同學服務，包

心，體誘別人；奮，發奮圖强，

括獎學金及協助學院，各學系或

積極爭取；忍，理性及感性的

同學推動文娱活動，幫肋同學身

忍；恒，凡事持之以恒，貫徹始

心，思想的成長以及人生觀的發

終。他說：「這六字，希望能同

展°

學互相共勉。」
他表示加入嶺南是他事業上

的新紀元。亦直言對於行政的工
作，還是戰戰競競，感到壓力很
大。他需要同學友善而有建設性
的回應。
「一少撮人的見解，並不能代
表全體同學的意見。J
筆者問任博士有否留意大紙
報，他表示極重視大衆傳媒。同
時亦望了解大字報上的意見是屬
於個人或團體的。他强調不能以
偏蓋全。面對着學院在地方及資
源上的限制，要配含一少撮同學
理想化的要求，實在沒有可能。
但無論如何，他會關注同學的意
見。

Ir

採訪：黎秀雯協助：Carol
電腰中心可供學生使用的堪腰有122部”舆學生人数比例爲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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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往京城的路，兩旁長滿樹

令你有意外收穫。位於北京城前

木，整齊非常。我們的車子，就

門的老舍茶館，旨在培植民間藝

沿着這條綠林路，驶向海淀區。

術，每晚都有精彩表演，如相

在兩旁樹木外，是野草樹林，是

聲、含燈大鼓、（唱）雙簧、奇

農戶小屋。北京是如此荒凉？我

特樂器演奏等等，奉有名茶美

們的首都，就是如此嗎？這是我

點，值得一到。看京劇，當然要

對北京的第一個感覺。由朝陽區

到梨園劇場，舒適雅座，邊看

首都國際機場，經城區，再往西

劇，邊茗茶，一樂也。

北海淀區，歷時三刻’我們終於

日壇路和雅寶路蘇聯軍表，

到達棲身之所——莉門飯店。安

琉璃廠的圖章文物，都各具特

頓行李後，我們興高彩烈地到北

色。除外文書店和新華書店外’

京電影學院國際培訓中心參加

海淀圖書城是購書的好去處’不

「嶺南翻譯系九二北京學習團」

論是中文書，英文小說，或是中

的開學禮。

英文辭典，都非常便宜，十元幾

學習團是爲翻譯系一年級學

§

塊一本英文小説，一百十七元人

生而設，旨在提昇學生的普通話

民幣就可買到價值港幣七百元的

聽講能力。是次共有六個課程，

英語大辭典，難怪乎很多同學行

其中以「普通話的輕聲兒化」最

李超重呢！還有北京三大購物

爲特別，輕聲兒化是普通話獨特

區：東單、西單和王府井大街，

之處，從輕聲兒化的運用，便可

不能不去。

見你普通話的「功力」何在。

A

化京功形棵院®丨I中以

全聚德烤鸭，東來順測羊

除上課外，學院爲我們安排

肉，不客錯過；而地遒食品如拉

與著名翻譯家董樂山教授和劉和

麵，餃子、凉菜、冰糖萌廉，也

平女士見面，當代著名女作家堪

不妨一試。北京的麥當奴、肯德

容女士，也是我們的客人，還有

基家鄉雞和俄羅斯餐廳，也吸引

其他學術性研討會，對我們有很

不少顧客。

多繁助。美中不足的，就是無緣

在北京住了四個星期’捨不

與著名詩人艾青及名作家張抗抗

了無憂無慮的生活，捨不了我們

見面，可惜！可惜！
到北京，上長城，遊故宫、
頓和園，登天安門城樓，觀名勝
古绩，不必我多作介紹。然而，
北京有些地方，也不妨一到，會
25

的老師，還有那些好玩的名勝古
绩，與人討價還價的樂趣’捨不
了那份情懷’還有……
親愛的，我雖捨妳而去，但
我們深深地想念妳。

京學習交流團團長陳信潔

紅灰内望

京
之
旅

銀禧序幕
幹事會主席盧世明
到了一月Term Bmak的時
今年是嶺南學院和學生會廿

候，我們外務部將組團前往外地

五週年銀禱的大日子，無論是學

考察，目的地將是南韓或者日

院的職員們，又或是學生會的同

本，希望藉此能夠更了解其他亞

學們，也都正在密鑼緊鼓地籌備

洲發達國家的文化和社會狀兄。

着各類型的慶祝活動；尤其是學

經過喜氣洋洋的農曆新年之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廿五

生會的工作計劃，更是前所未有

後，我們的「廿五週年學生節」

年來，從未有『嶺南開放日』舉辦

的大胆嘗試，再加上原有的大型

亦隨之而展開，今年的學生節除

過？」這是我上莊時的其中一個

活動，簡直要令每位嶺南人在未

了原有的歌唱比賽、嶺南之夜和

疑問，到了今天，我當然對於以

來半年裏，玩過不亦樂乎！我們

外務月外，還會舉行我們廿五年

上的問題找到了多少的答案。擧

的目的，當然是要讓所有同學都

來所未舉行過的——「嶺開放

辦開放日的先決條件有以下三

能全情投入校園生活、活得更加

曰」Open Weekend。讓我們先

項：第一，要有値得開放予訪客

精彩！

談談今年的歌唱比賽，由於得到

參觀的地方；第二，要有足夠的

了音樂會社Music Society的協

入力資源（這包括了組織工作的

助，相信在各項器材及技術的水

搞手和協助推行的工作人員）；

首先讓我介紹各項傳統性的

準亦會有所提升；至於嶺南之

第三，財政上的條件亦同樣是一

活動：在十一月中開始，直至聖

夜，我們除保留原有的系際比賽

大考慮。然而，經過開學以來的

誕假期前，是「廿五週年文娱康

之外，更會加插其他不同類型的

各項進展，我對能成功舉辦「開

體節」舉行的時期。今年的「文

表演，讓系會以外的其他職員亦

放日」的信心可說日益强大，因

娱康體節」是我們經過重新編排

有機會參與其中，與衆同樂！外

爲個多月來申請參與學生會幹事

的重頭炮，內容除包括過往「體

務月，除了有各類型展覽，論壇

會工作的新同學數目，竟達五十

育節」的「球類比賽」和「陸運

和電影播放外，也希望透過各類

人以上，可以說是歷來最多助幹

會」外，更加入了「辯論比賽」

型的遊戲活動，使同學不再把社

參與的一年。再者在財政上，我

和新設的「書展」、「攝影比

會事務看待成身外事，「騖」而

們深信學院今天的條件是絕對可-

賽」及「體育用品展銷會」等’

遠之；儘管你一年到晚都不想接

以給予我們充足的支持。然而，

盡量希望同學在課餘的時間，積

觸這些社會事務，我們也希望你

値得參觀的地方似乎始終是有

極參與各項動靜倶佳的活動，舒

在外務月期間來試試做「外務

限，怎辦呢？解决的方法就是從

展身心0

人」的滋味！

編排入手。我們相信地方並不只

全學院共有29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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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完以上一連串的傳統節
目之後，終於也輪到專爲銀禧而
設的「廿五週年活動」了 ：

是「場地」或「校舍」，還包括
了我們嶺南人的校園文化和精神
傳統，這些都是値得我們向參觀
者介紹的。故此，開放日的編排
共分三個部份：一、校園開放，
二、攤位遊齡和三、表演項目0
總之，來臨嶺南開放日，必定令
參加者感到目不睱給，樂而忘
廿五週年的計劃簡表

返！
最後要爲大家介紹的，是
「嶺南廿五週年特刊」。翻看過
往的歷史，嶺南學院並未有一本

文娱康體節

r-球類比賽（11月12日——12月20日

完整地紀錄嶺南學院發展的「校
刊」，作爲歷史性的學生會會

•陸運會九二（ 12月21日）
11月12曰——12月21曰

L辯論比賽（11月中——12月中）

長，我極之希望我們的師弟師妹
們，可以透過一本「有份量」的
刊物，對嶺南學院的首二十五年
的發展有所了解，也讓嶺南學院

學生節九三

广歌唱比賽九三（2月底）

<

•嶺南之夜九三（3月底）
(2月中旬至3月底）

L-外務月九三（3月

以外的人士對嶺南學院的奮鬥過
程有所認識。

開放曰

r-攤位活動

以上的各項活動，並不是給
學生會職員們「玩哂」的，相

-展覽活動
(2月下旬至3月上旬）

反，每位嶺南同學都有份，所以
希望大家各盡一份力，搞好廿五
.週年的大慶典！

廿五週年紀念特刊（3月底出版）

27

表演節目

校園新貌##觀

全學院共有9價男洗手闻，9個女洗手闻及1個男女共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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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廣吿
白手黨，萬事有幫忙
白手黨速遞，誠替各階層人士，提供無微不至的服務，包括霸位、搶位、霸書、搶書、排隊
買飯及排隊影印，收費特廉，推廣期內，特派專人長駐圖書館、飯堂、影印機附近各有利位置，
務求以第一時間滿足閣下的需要。聯絡e^ ： 1 1 6 3 3 2 8

瀆書樂保險計劃
璧於各大銀行均特意爲大專生提供信用唔的服務，本公司秉承上述的宗旨，誠意爲大專生提
供特殊的保險計劃。
現特別照顧嶺南同學的需要，保金多少隨意，適隨專便，舉凡波餅出爐時，於鬥獸場被擊中
者皆被列入此計劃中，按受傷的情•；兄而作出適當的賠贘。
受傷的情况
保額最高可達（美金
•手部受創而可能引致不能書寫
•腳部受傷而可能引致在爭取讀書資源時慢人一步
•毁容而可能引致受到評分歧視
•失明或失聰而可能引致讀書困難
•大腦受震遣而可能引致不能思考

50,000
60,000

70,000

100,000
150,000

此計劃的目的是務求使同學在任何受威脅之情況之下’安心讀書，獲取佳續，成爲人中之
您的未來在於您今天的計劃
吳贊淺保險公司
全學院共有29個課室’ 3聞語言1

1闻特別室及5個電腰室

30

頂

、ib令接

叙似，曰

#>

漫畫天地

.秒

级

替

旅

譽、

111

人冬後

泣告

易勝榮藉
1
\\

愛華堂電腦中心企人謹啟

/

/

胞弟衍堂生於山嶺之南

先進，各系友好

Is色設一一年月被

。恭請學院賢達，同業

常與坦圾及伍，體味嚇人0

公曆十月一日正式開幕

哀此补

道5-6號隆重營業，於

抱兄利氏

本電腦中心於愛華

謀財窖命，死前療例，

電腦中心

林護

治喪處：銘衍堂二樓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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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嶺南學院學生會代表會出席表
第廿五届學生會代表會運作至今已半年有多了，各會衆
亦須向同學作出一定程度的交代，以下是代表會四月至+月
期間的會議出席表，供同學參考

妹假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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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

0 (0%)
7 (.22%)
4 (22%)
3

(0劣）

(17%)

(15%)

(19幻

(23%)
C23%)

(3%)
(13%)
(3劣）
1 5 . 0 St；

31
31
25
25
31
29
29
31
29
19
30
31
31

28
2S
31

18
18

31
31
31
31
31
30

14.1 %

註：①出席次數包括代表會總會會議。

-

②詳細出席表於學生會代表會室外展示。
③出席會議的次數多寡並不一定代表其對會議的參與程度。
-J

丨
全學院可供學生使用的儲物禰有151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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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會主席梁子健

專題版

義林五講

翼派卩1木子
換子：
話說
隆隆隆隆……升降機大門
開於愛華一樓，前走兩步出
門，右走八步，再左走十八

三門之中者傳出呢喃，向右內
望，厲害！高人說書也……

上屆主腦，智勇雙全、理所當

運用保障更多，核數委員會有

然、在所難免——當然代表三

數必核，數字天書唯我獨專。
一出一入帳碼精密，童叟

人也。
新知豪傑集：

無欺管貨銀，財務委員會大錢

選擧投票，無分界限，衆望所

袋也。

歸——普選代表七人也。
各派好漢，紛紛雲集，衆志成
城——系會代表每系一至二人

第一講：存在=合理
我們需要爭取我們的權
益，我們有各種服務的需求，
故此我們聚集我們的資源，建

我們有一個學生會，旣然我們
聚集了資源，以求獲得服務，

第四講：講睛唔傲睛？
話說聚賢盟會中，舌劍唇

也。

槍，天際間數道白光又顯靑

是屆首腦，各莊智賢，見此盛

光，光束滙聚成「監察」二

宴，豈可冷眼；——列席代表

字，仿見血光，其中一豪傑忽

六人也。

然右眼眼角滴出一滴淚珠，

如有垂詢聚賢會章寶鑑詳

曰：「身爲監察，眼見情勢，
卻又無法施以援手，總不能自

述云'云°

監自幹！唯有愛之深，駡之切
第三講：聚賢五官面面觀
上至風雲，下至川移，東

的資源是否運用得當，我們需

西南北無一不嘵，觀察委員會

要監察組織的運作——學生會

顧盼各莊，收集武林資訊——

中有一個代表會。

千里耳目。

……」語罷，淚珠凌空而起反
射金光。

第五講：你還爱我嗎？
「點解成曰罵我！」

武林秘发在手中，精益求精求
第二講：各門各派會宴之地
英雄帖上包羅萬有，果然

正道，修章委員會日以繼夜修
鍊武林秘笼。

聚賢之莊也。

主持每年武林爭霸，大開

老餅英雄集：

其宴論武會賢，選擧委員會手

經驗老到，承先傲後，責任重

執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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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地點解嗜做？」
「你還愛我嗎？」
愛！打者愛也，罵者痛也，愛
深、責切！
學生會全體會眾共勉之！！

ENGLISH si^cM/LE

爭取權利，我們必須知道我們

藝文軒

立一個爲大家服務的組織——

眉精眼企數字亭材，資源

蓝洲風雷

步，（大步者酌減），聽右側

大——委任代表一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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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社會事物，展示個人立場」的文章，引起了迴響，的確令人鼓
舞0
厂集思廣益」是我們的目標。您的參與、您的鞭策，更有助於「指點
江山」0

這是一種看法，您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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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 • •
香港每年擧辦的選美活動，名目之多，規模之大，可以
登上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令人側目，這眞是東方之珠的榮
耀，難怪社會大衆津津樂道。沒有主辦機構的刻意經營，哪
有這麼出色的成績呢？

這麼多的少女，來自不同行
業，參與各項比賽，爲了一個目
標：競逐殊榮。這麼多的名銜，
這麼大的陣容，吸引了千百萬人
的目光，帶來了可喜的經濟效
益，主辦機構自然再接再勵。

每幾個月，就有一批少女，
在爭研鬥麗。她們的名字、她們
的芳容、她們的言行舉止，成了
報刊的彩畫、專槁；電視、電台
的有關節目也頓然生色。

舍大受歡迎。所以佳麗的透明
度越來越高。
通過對話，就可以看出佳麗
的機敏了。司儀提的問題，越新
奋越好；佳麗的答案，越出人意
表，越妙。只有這樣，才令人回
味無窮。

據說，遠赴異地取景，才有
出色效果。一干人等。往星馬
泰，到摩洛哥，飛英倫，到法
國，乃至瑞士，終於拍出萬種風
情。

所以，我們有必要加以表
五花八門的羣芳譜上，旣
有香港小姐、亞洲小姐;又有華
裔小姐、航空小姐；更有電視小
姐、模特兒小姐；以及奧運小
姐、健美小姐……唾，香港親女
的確多！

據說，只有大膽開放，才

別出心裁的製作，以選出
「美貌與智慧兼備」的佳麗。所
以，舞台佈置必須富麗堂皇，才
算得上大製作，高格調。佳麗的
出場服裝一定要多元化，才會引
人注目。
於是，在宮殿似的舞台上，
繽紛的燈光照耀着姨停的少女0
旗袍，展示她們的姿釆;晚裝顯
出她們的氣質；運動裝反映她.們
的活潘；泳衣則表現她們的美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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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的MX
甚至北上神州，在天安門廣
場搔首弄姿，在人民大會堂前面
扭腰媚笑，以至在天壇踏歌起舞
等等，可見製作者的挖空心思。

ffi

憑着天生麗質，也可以大放
異彩。在水銀燈下，爲藝術而努
力，施展渾身解數，只要觀衆喝
采，就是最大的滿足。這樣難得
的演員，當然脫顆而出了。

「大都會文化」由此形
成。選美活動，深入人心。佳麗
的出身、職業、愛好、人際關係
和人生目標，通過傳播媒介的熱
情報導，成爲熱門話題。
爲了吸引大家的目光，不斷
有「獨家報導」，追擊「焦點人
物」，使報刊銷量節節上升，’老
闆當然笑唁嘻。
舉辦「競猜誰是冠軍」有獎
遊戲，更增加了人們的觀賽投入
感°
大家起勁地談論着、品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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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選美活動的多樣化，普及
性與吸引力之驚人，香港實在首
屈一指。在商言商，旣是一本萬
利，主辦機構自然希望益善！

萬塾

多多

五洲風雷

廣告市場也很熱鬧。有關競
賽的贊肋商，把握時機，積極向
大衆自我介紹。各類產品，也爭
分奪秒，作自我推銷，希望人們
過目不忘。電視台方面呢，一定
是財源廣進了。

誘人的前景，令參賽者樂在
其中。由殊光寶氣，到歐、日名
車及洋樓，以至週遊列國等等，
這麼周到的關照，逐年增加的獎
額，實在羨煞旁人。晋身三甲
者，自然雀躍萬分。
盛名之下，追求者衆。正好
在尋尋寬覓中，找到含意的翩翩
公子，墮進愛河，優哉悠哉，此
生無憾矣。

在九十年代的香港，一提到
「無厘頭」，相信不會有人不
知道是甚麼°事實上，很多人時
常把無厘頭當作一種文化來看
待，但社會學者多認爲它只是一
種潮流，不會成爲文化。它的興
起，與其他流行玩意一樣，是因
爲生活的壓力，驅使人們追求宣

「周星馳」的出現，眞正

曳，而並非九七年陰影帶來的末

原因是觀衆爲了追求娱樂，去消

世紀心態的直接產品。「無厘頭

除緊張的生活壓力。香港的生活

電影」基本上是喜劇電影的一種

節奏一直很緊張，大部分觀衆到

「變奏」，與以往的喜劇片種分

戲院已不再爲了一些資訊性的事

別不大。

物，他們通常是希望鬆驰一下工
作或讀書上的壓力，尋求一些暫
時的剌激而已。
九七問題可能有間接的影
響，帶來困擾。但當觀衆購票入
場看電影時’「一九九七」始終
是遙達的，很少人會因「旣然前
途是那麼黑暗，不如我們今天不
講邏輯」這心態，去看「無厘頭
電影」。換言之，即使九七問
題不存在’「無厘頭」熱潮仍
會興起。

在〈一味搞笑？> — 文 中
(見第53期〈嶺南人〉），作者指

茅盾在〈第一個半天的工作〉

出香港的喜劇片種5大部分是鬧

這篇小說中，把公司裏的男女職

劇，毫無內容可言。「搞笑」橋

員形容爲「文明戲班裏的戲

段更令人嘔心。從他多番引述片

子」。筆者認爲，周星馳也是現

名「逃學威龍」、「賭聖」、

今文明社會的戲子，他所飾演的

「賭俠」……可猜想他所指的

角色很有個性。他的電影也有一

「鬧劇」多是周星馳主演的電

定的觀衆基礎。由於「賭聖」、

影。周所演的電影眞是那麼令人

「逃學威龍」太賣座了，各收入

嘔心和沒有內涵嗎7

四千多萬元；片商便一富蜂爲星
仔開戲°以至固的影子，籠罩整
個電影圏。

筆者記得，在「逃學威

究竟眞正愛看周星馳電影的

龍」一片中，有一個場面是敍述

人有多少呢？會不會由於選擇太

喬裝學生的星仔（警察），爲通

少，才不得不看他的演出呢？這

過學校歷史科測驗，要依靠無線

個製作者和觀衆的隔膜是恒常存

電話，向受過高等敎育的督察求

在的。英雄片熱潮是一個極佳

肋；殊不知大學生對歷史竟情然
不知’要立即翻查敎科書，此處
諷剌香港敎育制度失敗的意
圖，實在呼之欲出。我不敢說星
仔的喜劇會發人深省，內容豐

例子6

李
偉

富，但我極不相信以「一味搞
笑」可以把周星馳的電影簡單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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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又怎能忽略製作
商、電影種類和觀衆三者繁複的
關係，也就是商業化、市塌價値
及入場心態的相互作用，而冠以
鬧劇、暇心、一味搞笑的名詞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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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如祺

湏湧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

一次世界大戰後組成的，它之前

久必合”是通晋.史塞.陳壽il名―

典肯景4=分複雜g备共和國處於

言‘，他說的"天下”是指中國，丨但

巴爾幹半島（BALhiAN

以這句話來形容當今世界的局

PENINSULA ) 。

勢，也是極爲貼切的。當今的：國

的緊張局勢則埋下第一次世界大

二珀ilSg丄

。.塞爾維亞和奧匈费國

分裂，正.是"合久必分，分久I必

爭奪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亞，最

含”的具體表現。

' 後 激 成 薩 拉 熱 ： 窝
SARAJEV
的刺殺事件

：丨,不逼，歐洲某些國家卻走向

先看歐洲射情况
統，
是一件大事。綜
近.
當代史，不

a

營的解體和蘇聯的瓦解0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以蘇聯爲首的華沙

於南斯夬成份複雜，各共
不斷，因而難女的

集 團 形 成 ， 連 成 一 線 ，

羅,‘帝國的統治之下，

冷戰。然而，si-各國共產黨的

南斯拉夫聯邦只有fe爾

多個邦國。後來拿破斋結束 1

倒台，東歐陣營亦不復存在，；各

黑山兩個共和國，此亦含

羅馬帝ML，.把邦

國if以脫離蘇聯的控制。

十九個。1861年’卑斯麥幅

蘇聯帝國亦難逃分裂的厄
運，蘇聯原本由十五個加盟共和
國組成，奉行馬克思社會主義，
因而顯赫一。不過，慕終潭旱
合久必分，一分爲十五，所有加
盟共和國獨立，最後由十二國組

的德國遂於1871年在歐洲冒
起？第--次世界Jtll後J.J乍
敗國的德國被迫割讓部份領土。
希特拉興起後，致力收復失土，
並-併奧地利及捷克，企圖；
第，使彳gm•志民
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達數十年之久，然而在
九 ， 德 國 又 戲
大特h。

成鬆散的聯盟體,0

獨立國家聯

久必分的例子。
至於亞洲方面，似乎疆土的
變動不大，南北韓正致力謀求統
一。早前有中東南也門北也門的
併，結束三百多年的“分！；^局
面。中國方面丨，數千年分会合
f

‘ if t史書者無不知之。然而，
：»_將來是朝着大一 i j g j 路 走
竟 是 + 國 的 春 港

除了蘇聯Ate體，歐洲另一

5

門分別於1997年和年

聯邦制國家亦遭同一命運，就是

0歸祖國，海il^兩岸丨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由六個共和

歷史發展S^liydilSA

國te成，最重姜的是塞爾維亞
綜觀而言，合久必分
必合，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並無
古今中•分別。而當今歐亞二
洲，各國有分的，也有合的卩歐

,另一統一的方式是歐洲一體
化計劃，此計劃現正進行得如
如茶"^$11^^^，歐洲使達到室一
干程度的統一。

洲有兩條路線丨西歐主要朝i合"
的方向走’東ii則向"分"的向
走。我們的亞浙，芏要是走合的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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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洲風雷

合 年 以 前 ， 德

對抗美國爲首各國，形成

起，以鐵血政策統一德國，强盛

紅灰内望

家有些生

巴爾幹半島

長風

「搞旅遊業，要千方百計
地增加收入。旣然搞這個行

.Ik

業，就要看看怎樣有利可圖。」

「要搞賺錢多的東西。」

i
這是部小平在1978年，對
改革中國旅遊業的講話，希望藉
以破除「旅遊是外事接待」的舊
觀念，以經濟效益爲目標。
A
此後，中國旅遊業蓬勃發
展。各類賓館紛紛開業，旅遊景
點不斷開闢。
據統計，自1979至1991
年，到神州觀光的遊客爲：2億3
千2百多萬人次。預料到1995
年，中國旅遊業年收入，含計可
達50億美元。到2000年時，將
達100億美元。所以，前景十分
誘人。

爲徵應92中國友好觀光年，
全國各地大力進行推廣活動，不
斷開發旅遊資源，如靑島啤酒
節、草原賽馬節等，以吸引遊客
光臨，從而增加經濟收入。

以92北京黃金旅遊年爲
例，截至11月份’已接待超過2
百萬遊客，經濟收入肯定令人雀
躍。可以預見，中國，特別是北
京，繼續成爲旅遊重點是無可置
疑的。

但是

過度商業化會不番引致庸
俗化？登上天安門城樓，每人收
費人民幣10元，外賓（包括港澳
台胞）則需外滙券20元。城樓大
廳內的小賣部，專門售賣旅遊紀
念品，今年頭9個月，營業額達
人民幣80萬元，管理機關還打
算，在93年開設城樓咖啡廳，售
賣飲品和食物。而與天安門城樓
一遙遙相望的正陽門城樓，則舉
辦民俗文化夜市，設立音樂茶
座。目的就在賺錢。

由故宮午門至天安門城樓之
間，更是攤檔林立，除出售各種
旅遊紀念品，還有飲品專檔、食
物專車，吸引大批光顧者。顯而
易見的是：垃圾處處。
另外，旅遊名勝收費關卡之
多，也令人不勝其煩。收費厠所
也越來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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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經費，就能進行有效的
管理？請看：天安門廣場的地下
隧道，部分天花板殘破；天安門
前的金水河，垃圾浮沉；頓和園
外的水池，盡是垃圾和汚水……
聽說，有些富生意頭腦的
人，建議把天安門廣場，闢爲世
界最大的露天市塌呢？這，就是
錢的魔力？

wmm^
r

不應唯利是圖。鐵路運輸
是旅遊各地的重要途徑°當局爲

專題版

了增加收入，便在列車車廂出售
物品°由声務員推着小車，向乘
客究售啤酒、糖果以至報紙雜
誌。因此，由港穗直通火車，京
廣線列車以至各處旅遊專列，車
務員都要兼賣東西°這項工作是
硬性攤派的，賣出東西越多，獎
金越多。

「千方百計地增加收入。」

雖然不少商店以「優質服
務」爲號召，實際上，熱誠待客
者仍然很少。

「搞賺錢多的東西」對提高經濟
效益，促進旅遊業發展是有推動

W

五洲風雷

優質服務必須全面推廣。
部分國營商店的服務員，對顧客
愛理不理，甚至惡言相向，令人
忿忿難平。（服務業是旅遊名勝
的窗•呀。）

紅灰内望

這種措施雖然說有利可圖，
但也給車務員增添了工作負担°
不要忘記，車務員的主要工作，
是負責車廂的衛生打掃，照顧旅
客。但頻繁的叫賣、推銷，不是
令她們疲於奔命，難以一心一意
服務乘客嗎？而頻密的通過廣播
——推銷東西，也令人不快。

力的。不過，一味强調「怎樣
有利可圖」，忽略服務素質的改
進——包括培訓人才，改頁產品
等，長遠來說，絕不是有益、
有建設性的。

EmUSH SQJJ靈‘

眞正走運的、發財的能有幾
人？這種促銷方式，雖有一定吸
引力，但有永遠的新鮮感嗎？而
一窝蜂的仿效，更非上策。

m

_文軒

爲了剌激營業額，許多商店
大搞「有獎銷售」活動°於是，
電視、報刊以至街道的廣告招牌
上，充斥「有獎大展銷」、「有
獎大_賓」的廣告。中獎者將獲
得冰箱、彩電、以至汽車——進
•的。

關鍵的是，產品質量、服務
態度的改進。但願在進一步的改
革開放中，「消費者信得過
單位」不是麼廖可數。「質量
萬里行」的活動，不應只是一陣
風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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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友it關重開。92年4月1

在「以和爲貴」、「搞活
經濟」的共同目標下，91年9
月，越共總書記杜梅，率團訪
華，中越兩國恢復友好。92年
12月上旬，中國總理李鵬，將回
訪越南°此舉必定使兩國邊境貿
易更加繁盛。

那麼，中越邊貿的情況，又
是怎樣呢？

日，中方友誼關與越方友證關分
別舉行開關儀式，同時宣佈恢復
開關。到場採訪的中外記者紛紛
拍下這具歷史意義的鏡頭。

中國友it關，座落在廣西憑
祥市西南16公里處，是中國九大
名關之一。始建於明朝洪武年
間，曾稱作鎭南關，1953年改
名睦南關。1957年，中國在原
址重建一座以花岡岩裝飾，鋼筋
水泥結構的三層關樓，並改名友
誼關。七十年代中越交惡，友誼
關被關閉。

「友坟橋j炸
；舞通正常關係

友誼關距越南同登市4公
里，到河內則爲170公里。爲迎
接友i宜關重開，方便中越人民往
來，中方把境內至友詣關關樓之
間的公路路障和雜草，於2月底
全部清除，並修復憑祥至同登的
公路。
自4月1日開關以後，每天均
有大批中越雙方的官員和百姓，
經友誼關到對方境內旅遊觀光、
傲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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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品，達5千多種。中國人到此，
1988年，憑祥市財政收

貨的小額貿易。1989年，市政

入，不足5百萬元，至1991年已

府撥款25萬元，在當時最熱鬧的

超過2千萬元。

邊貿點——弄堯鋪成一條寬4
米，長1公里的水泥路。正式建

主要是購.買越南人出售的山珍<

躍居廣西全省的前茅。

據說，在這邊境集市上擺賣
的，大多是兩國的小商販，購物
者多是兩地的觀光客。買賣只是
幾十，幾百元的數目。

憑祥市大獲其利，請看：

全市汽車（輛）
旅館從業人數
飯館茶樓（家）

1988 1991
0
14
30

越南人到這裏，布匹是一捆
捆地買，啤酒是一担一担地挑，
其後轉賣往越南境內。中國的卡
曲布、燈芯械、棉布、的確凉、
電茼、電池等產品，最受越南歡
迎。

400

200 3000
10 200

而大筆的交易，則在憑祥市
內各公司，商場直接洽談成交

更有10多個省市、自治區設立的
辦事處、貿易公司。爲當地提供
了大量就業機會。

通，中越鐵路也即將重開，銷往
越南的大宗貨物中，有上海、廣
東、廣西生產的單車；南寧、桂
截至1992年中，憑祥市2千
部數字程控電話已開通使用，40

林的啤酒，以及各種布匹、日用
百貨等。

公里長的11萬伏特高壓線路，已

過邊貿獲益頁多，全都住進碼瓦

接近完成。誼雲賓館已開業，市

1991年，從憑祥出•往越

區環城公路，市區集市貿易樓.、

南的商品，達3億多元，92年年

綜合商業大樓等重點建設工程亦

頭4個月已超過1億元。

已動工。

邊境貿易點：弄堯。在1公
里長的水泥路上，人山人海，兩
邊攤檔多爲木房茅屋，而長板櫈
上放的、牆上掛的和地上擺的商
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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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OUARE

靠近油隙的110戶農家，通
新房，存款過萬元，其中40戶的

,霧文軒

的。由於憑祥至同登的公路已開

銀行存款更超過5萬元。

洲風雷

其後，又增設浦寨、平而、
油險3個邊貿點，邊境貿易漸
盛，1988年成交額爲5千多萬
元，至：！ 991年增至4.1億元。

工廠（家）

、錦製品、礦產品I以至芒果等。

以人•平均計算，財政收入

立第一個互市貿易點。

類別/年份

穿山甲、山瑞、蛇類）、土產

絃灰内望

南疆重鎮：憑祥，自1988
年起，開始與越南邊民作以貨易

換。因此，「地攤銀行」主要賺
中國商人的錢。而這些「地攤銀
行」全由婦女掌管，並無男人參
與。
據說，越南婦女旣在家裏管
錢，外出傲生意也比男人精明，
而城市裏的大小商店，老板多是
女性。

東興是另一貿易熱點。全
鎮人03萬，目前每天的流動人
•爲5千多。東興與越南的芒
街，隔著北侖河。在相距8百多
米水路，30米寬的河面上，幾十
艘船艇載着兩國的邊民，觀光客
和多種貨物，穿梭往來。

「地攤銀行J。在中國的
銀行仍未辦理人民幣與越南盾的
党換業務前，一些越南人便自行
開設「地攤銀行」。-門進行人
民幣、美元党越南盾的事宜。

中越兩國關係的正常化，糾
正了五、六十年代「同志加兄
弟」的錯誤傾向，也改變了七、
八十年代的敵對局面，兩國的邊
境貿易從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
未來日子，雙方自然會進一步作
各方面的交流。

1990年以前，東興的邊貿
由廣西人璧斷。以啤酒爲例，南
寧的「萬力」、桂林「清泉」是
最早打進越南市場的，並盡領風
騷°
91年起，廣東的「珠江」、
「生力」亦各佔啤酒市場一席。
此外，憑着接近東興的地
利，目前的邊貿市場，廣東佔有
八成°

東興現正掀起投資熱。91年
1月24日，海南省雷雨科技實業
公司，首先決定投資580萬元，
在東興建綜合商場。
至92年4月10日，來自全國
各地及港澳、海外的，合計116
個單位和個人，已提出申請要求
辦廠、辦企業，劃投資2億2千
萬，已收定金1千7百萬元。
東興，藉邊境貿易成了繁盛
的商掉。

在弄堯、東興等邊貿市場，
越南婦女三五成堆，圍坐一起，
把大批越南盾和人民幣、美元放
在攤上，或成一字形，排坐在裝
滿鈔票的提袋上，一手抓一把越
南盾，一手抓一把人民幣或美
元，等着人們党換。「地攤銀
行」的党換比率，以當天市場直
接交易的結算價爲依據，低1096
左右。而爲市場交易結算時，2
千盾等於1元人民幣的話，在
「地攤銀行」，1元人民幣R能
党換到1600至1800越南盾，也
就是攤主賺了 1096至2096，即
200盾至400盾。由於中國人把
越南盾帶回國沒有用，只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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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本文資料來自廣州〈共鳴〉
雜誌，1992年4月刊，〈’ 92中
越邊境大特寫〉，謹此向作者李
海强致謝。

沙滚滚但彼此珍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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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愛我竟似我苦戀那些經過大概堅貞的感情永遠就似拔河

111讲时努草根代表带头做幹部

I讲r报抓紧共識串连万里路
再空讲退休出位巨i告别有骚做

情迷意亂露冷衾暖浪語傾訴無盡愛慕

没忧虑恐惧也没说话在美_植民地

没 声 没 色 没 对 没 错 学 会 沒 有自己

上課作文裏母親的愛早寫過但你倉促的敢紋我卻未摸淸楚從前懷中驅體今天隔得更疏

要东边斗争西边和解将I检讨

春秋乱世京师特区满城是血满
到星空世纪京都大开旅游有得做
天方大国首都集资去筹备建造

共你蒼蒼千里渡一生 共 你 荒 土 飛 縱 共 你 風 中 放 遂

共你凄風苦雨共你披星栽月

H-

没生没死没進没退学会自制墓碑
任刀是锋利也没有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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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愛可找到
世界盡見憒怒那
一天能平靜踏上
一步
此剡衆生哭訴
你我面對惡龎
盡是懕迫盡是
嘆息末日已抵步

賈_歌；：5^_感覺
流行曲的耿润毎天無速弗界的
在你耳邊勉旋，
但
它們赏中有多少能真的叨合你？
有多少能細肪你的感受？
又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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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誰 人 在 唱 著 命
HA求其汪掛念Lmdii或要Sarai
誰人又借故發揮傷春悲秋
誰 人 又 天 天 m ：
誰人沉沉在嘆著舊夢M{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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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昕讲最好生金聚宝不理是孤岛
四昕讲最好生金聚宝不理是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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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塞內未能夠找到我常疑惑每日在變的故事
願我能能離開多公式的歡笑願我能能尋得到I個她

iBP

是美或然是醜
如何定分界多
麼古怪一切如
何辦證怎對認
世事何曾是絕
對

m

m
隨著大衆的歩代望人人漸遠變了更眞賁不再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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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明及達明之後
提起陳少琪，你可能會想
起「達明一派」，因爲在「達
明」首三張唱片中，少琪的詞
佔了大部份。說到他在「達
明」時期與「達明」之後的
詞，他認爲在風格上完全不
同。因爲在「達明」時期寫詞
的對象是小衆，可能只是大專
生，或者一些愛聽另類音樂的
人，而現在寫詞的對象是大
衆，由八歲到八十歲。在「達
明」時期寫歌詞沒有什麼限
制，現在則有較多的限制 > 其
實在香港寫歌詞很被動，雖然
監製不會有什麼特別的限制，
但當他交了音樂給墳詞人，已
假設了墳詞人明白什麼類型的
歌適含那一位歌手……否則，
歌手可能不會唱，監製可能不
收貨，聽衆亦不接受，而這種

「沒有限制」就是最大的限
制°但這並不代表他要降低自
己水平，他現在只是用大衆憒
用的語言去寫歌詞。

琪明聰
少子冠
陳張羅

問道塡詞訪少琪

被訪者
訪問者

很被動，但不是
次要的……
但他不同意塌詞人的地位
是被降到很低，一首歌流行與

歌手的形象

否往往是歌詞的問題，例如有
許多次兩個歌星唱同一首曲，

他同意歌手的形象對聽衆

同樣的編曲，同樣的旋律，但

理解詞的內容是有很大影响

那位不「紅」的歌星唱得比那

的，因爲一首歌最後的化學作

位「紅」的歌星更流行，就是

用是由歌手表現出來，即使一

基于歌詞的關係。他說他不是

首很有隱喩的歌詞，如果由一

特別抬高歌詞的地位，歌詞是

位很「大路」的歌手去唱，很

很被動的，但它不會比主旋律

可能99%的聽衆都想不到背後

或編曲次要。譬如一首外語歌

的意思。對於一些個性特出，

本來很好聽的，塡上中文詞後

有一定路線和風格的歌手，則

便覺得不好聽，很可能是因爲

較容易創作一些內涵較豐富的

落字用詞時用得不好。雖平時

歌詞給他們，但絕大多數的歌

聽衆很少留意歌詞，但一首歌

星，尤其是新人，他們的歌跟

流行與否，歌詞是其中重要的

本可以交換唱的，沒有鮮明的

因素。

個性，很難爲他們寫一些很有
風格的歌。

至於聽衆不留意歌詞是因
爲現在資訊越來越「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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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越來越發達，有太多東西

的集體意識，利用聽衆看過的

分散人們的注意力，在同一個

電影，記錄片、書本等，用一

營光幕便可以看影帶，影碟、

個符號，一個形象裏把故事說

衛星電視、打遊戲機……等。

香港歌詞不失禮-

出來。例如一個人騎著電單

談到歌詞的內容，對於現

現在大部份人接觸歌詞都是從

車，穿著黑皮褸在公路上奔

時有較多歌說及政治及末世情

卡拉0K的螢幕上，他們到卡拉

馳，在影象可能只出現半秒

懷，少琪認爲歌詞是可以反映

〇K是唱歌的，望著螢幕上的歌

鐘，但你已在腦海中想到這個

人們心想的東西，而九七問題

詞只顧著如何唱，音準、拍子

人的性格是不覊、隨便、反叛

正好引起這方面的內容。其實

等，根本不會理那個字有沒有

香港歌詞在題材上並不比外國

一種人。又譬如「達明」有首

遜色，在Billboard的榜上歌還

排、意境等0

歌叫「那個下午我在舊居燒

不是陳腔濫調的愛情歌？但香

信」只十個字已有很闊的意

港只有約三十萬的市場，而美

思，可以使你想到一個故事。

國卻有約五千萬的市場，這還

他說：「我甚至不能用精簡去

未考慮廣東歌詞比英文歌難塡

樂隊的人都會看看那樂隊的精

形容！就是說用一個形象符號

呢！

神是什麼？想講些什麼？但對

去代表.一種人，或講一個故

於一個普通的歌手，他可能日

事。」又如「快餐的愛情」，

間拍戲，晚上要錄一首歌，錄

他同意因i許多樂隊組合

「快餐」便是一個符號，它包

的解散，使塡詞人少了一些試

完便走，明天又要拍戲，他可

括了「流水作業」、「即

驗的機會去寫不同的題材。他

能對旋律，對歌詞都沒有什麼

食」、「用完即棄」……等，

希望香港有更多作曲家及原創

要求，亦沒有什麼中心思想要

不過是用這個符號去描寫人際

歌曲，使墳詞人不用跟著外語

關係、愛情吧。

’歌的編排，甚至情調，意境，
因爲愼詞是要配含旋律與編曲

我甚至不能
用精簡去形容！

的。

關於新一輩詞人沒有上一

歌詞的未來

輩詞人注重文法，協韻，甚至

來發展，他笑笑說：「如果你

的意識形態去走，上一輩塡詞

說的是「大路」的情歌，它們

人對歌詞中的一切都要交代得

仍會繼續，而且，一定會生

很淸楚，有時甚至「我」和

存。但另一方面的歌詞可能會

「你」都要淸楚說明，他認爲

更加虚無飄、；吵，有更加摸不著

是不需要的，唱歌的人無須說

頭腦的句子出現，或更加「一

明這是「我」，例如他墳的

字中的」，可能「符號」到一

「分手總要在雨天」一開始便

枝火柴便代表寂寞，當人們覺

是「晨B義細雨重臨在這大地，

得以騎電單車、穿黑皮褸象徵

人狐狐單單躲避……察覺身後

不覊、反叛已經老套時就會出

路人是你」。至於協韻方面，

現更多更新的意象，就像現今

他覺得廣東話協韻的變化限制

人們覺得以孜瑰形容女人已很

已使歌詞難有太多的創新，不

陳舊一樣……三、五年後，可

是「空虚」，就是「流淚」，

能有很多歌像「愛彌留」般寫

Ey變得很沉悶了。

當然某些意象不是全世界
都明白，也就是說寫給一些大

至於一些奇1圣的句子可能

路的歌手，歌詞便要用較多的

是基於現在寫詞運用了近乎

篇幅去講清楚。例如周耀輝的

MTV的手法，用很多不同的意

「愛彌留」幾乎全用意象棚

象去鋪陳，其實是混用了人們

成，便只適含小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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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用一堆零碎的意象棚成一
首歌。」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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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管工

最後談到流行曲歌詞的末

藝文杯

有時出現一些奋怪的句子這問
題。陳少琪認爲這是跟全世界

五洲風雷

至於八六年樂隊潮流時有
較多人留意歌詞是因爲從來聽

紅灰内望

……等，其實這形象已象徵了

意思，也不理會全首歌詞的鋪

p遺天域轉
m

懷

兀

本地粤詰流行曲的發展只

竹

7

姻緣〉(6)、〈分飛燕〉()、〈雙星

有三、四十年的歷史，但它早

悄歌〉仍是有曲味極重的「花間

已深入香港人生活每一個部

派」，與時代完全脫節；至於

份。流行曲的詞，跟流行曲本

〈鬼馬雙星〉、〈半斤八兩〉亦不

身的發展及香港社會的演樂有

過是五、六十年代〈擴番•大雪

莫大關係，現試從這兩方面泥

舶〉的廷播。

要簡述，希望能介紹本港粤語
流行曲歌詞的發展的一些面

七十年代中期，隨著「電

貌。

視」成功奪取普及文化霸權，
過百集的長篇電視劇深入民

本地流行曲的發展

心，電視主題曲如〈如狂潮〉、

兩大傳統

〈家變〉、〈小李飛刀〉皆臉实人
•，同時亦獎定了粤語流行曲

五十年代，社會上廣泛流

在香港樂的主流地位。不單如

傳的歌曲只有總承戰前上海的

此，鸡語歌的歌詞亦終於能夠

國語時代曲及廣東粤曲，六十
年代歐美的搖擺音樂及民歌瘋
魔了當時的靑少年，粤語歌沒
有什麼地位。這時粤語歌受粤
語電影所支配，往往是電影把
片中的歌曲捧紅。當時的离語
流行曲不少是從粤曲的小曲中
分化出來，在歌詞方面也追求
雅潔工整，詞采華麗，如〈紅豆
詞Ml)、〈荷花香〉(2)等內容亦不
外乎花前月下，郎悄妾意。原
因是這一代詞人大都是在撰寫
粤曲之餘’兼寫粤語流行曲

打破頑固傳統，這時期的愼詞
當然，在六十年代西洋文

人勇於探索，刻意經營，無論

化「入侵」香港’六四年抽頭

在題材與技巧都力求更新。盧

四訪港，歐美歌曲統領香港樂

國•；占、鄭國江、黃露等便是其

墙的當兒；粤語歌也有所影

中的中堅份子，他們力求擺脫

响，像上面所說的〈行快®啦〉

粤曲味，把歌詞寫成語體文，

便是改編自披頭四的"C;an_t

不再文言化，但是又不流於通

buy me love",而且在六十年代

俗、鄙俗。在歌詞題材上也相

末期粤語靑春歌舞片中置出

當豐富，除了愛情外，還有寫

現，粤曲亦被「阿高高」西曲

親情、哲理、武俠、國家悄懐

中詞歌曲所取代。然而，在歌

……等等。

詞上仍是「鬼馬」和「靡鹏」
的兩大傳統。

批爲•弯語流行曲歌詞開天闢地

的’他們以寫粤曲的行文用字
來寫歌詞，詞采自然趨向綺靡

八十年代前期，承接著這

奪取霸權

的愼詞人’向雪懐、林根强.、

華躍°但另一方面，又出現了

七十年代初，電視劇主題

林敏輔、卡龍、潘源頁等亦相

不少所謂「鬼馬歌」，卻是以

曲〈啼笑姻緣〉，電影插曲〈鬼馬

繼冒起。他們的歌詞更能抓住

通俗甚至粗俗的用語•來塌詞。

雙星〉(4)、〈雙星情歌〉(5)的出

都市氣息，對人與物都能有細

像〈飛哥跌落坑渠〉(3)、〈賭仔自

現，使粤語流行曲遂漸取得主

織的描寫。自八六年樂隊潮流

嘆〉、〈行快啦〉等。逐形成本

要地位。何惜，在歌詞上仍脫

興起又出現了林夕、陳少琪、

地歌詞的兩大傳統。

離不了傳統的兩大極端。〈啼笑

因契、周耀輝等新一批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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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化仍有很强的排斥性，又

受夠，厭卷名利，寧願放

更新的題材入樂，有寫政治

如芳鹏芬主唱的〈唔嫁〉雖一方

手。」〈我的歌〉在尖親競爭，

的，也有寫同性戀的’遣詞用

面强調女性要獨主，但另一方

非人化的工商業社會裏，.無疑

字往往不依常規，湩用大量惫

又强調「不慕洋壊繁華」可見

象，用近乎寫新詩的手法寫

舊中國農業社會的惯値觀在當

詞°

時仍有相當大的影濯。

紅灰内望

人，他們雀試以更新的角度’

.使中下階層大快人心‘。

七十年代是堅持信念，對
國家民族，對生命惯値都有一

爲高度城市化的資本主義社

代也是崇拜英雄的年代，這種

會，人們面對高競爭，非人化

社會風尚表現在流行曲裏，於

戰後香港仍是曲型中國傳

的工作，人際關係開始疏離，

是便有大量英雄力保家園（如

統社會。道德惯値保守，文化

傳統農業社會的溫藝悄懷崩

〈大俠雷元甲〉、〈近代豪俠傳〉

傾向鄉土農村。各地湧來的難

潘，人人追逐名利，於是「他

等）及下層靑年努力奮鬥而攀

民均苟且偷安，期望回歸祖

也在找，我也在找，找到名利

上高位（如〈奮鬥〉、〈块擇〉、

國，粤劇自然成爲民間的主流

多？ J〈大享〉「耀眼金黃’塵'

〈東方之珠〉等）或成爲「天下

文化，於是當時的粤語流行曲

俗時刻苦苦追踪。」〈天虹〉另

第一（如〈天龍訣〉、〈天8變〉

只是由廣東民間小調演化出

一方面，商業社會的爾虞我

等）的歌詞出現，其中亦不乏

來。於是〈紅燭淚〉、〈紅豆相

It，功利投機’見利志義，使

勵志成份。値得注惫的是這些

思〉、〈荷花香〉這些粤曲的變種

人不禁後退，於是「唯望到一

勵志歌大都被非制度化、非政

不能感受到社會當時的時代脈

朝，盡破金光燥爛名利網，猶

治化，純碎還原爲「個人」的

脾，反而一些被目5爲「鬼馬

像鳥飛廣湖天，網開衝出再

層面，把成敗得失，不幸的灌

歌J的歌曲倒能反映一些社會

返。J〈綱中人〉。至於「幻夢

遇歸咎於命運：「命運是否支

面貌，例如由新馬仔主唱的〈飛

理想早已有，我爲名利，强忍

配一生，而我不可以對抗，檔

歌跌落坑渠〉中對「飛歌」的揶

哀愁，努力以赴，不退後，今

不得命運主人。J〈命運〉「命

m，可見當時的中下階層對歐

天我名利有……現甯痛苦早已

運在冷笑，暗示前無路」〈天»

傳統的社會

m.

藝文鉢

套信念的年代。因此，七十年

五洲風雷

踏入七十年代，香港已成

歌詞背後的社會面貌

變〉°

^ 厂一、

玄愛同樣信會失對你愛愛愛不完我可人天天月愛同樣信會失對你愛愛愛不完我可人天天J
r、愛你你不用懷疑情感逡支你叫我失理智有意愛你你不用懷疑情感速支你叫我失理智有：！
a Una可不可不要走美麗長心肝资見突然在 8 Una可不可不要走其麗長心肝貪見突然在

狡..-.V
\、k.

&終真心值管邪天降黑時地摇路陪我空虚我寂終真心tt管邓天除黑崎地樣路格我空成我
(你會不會來替說不可不信请^&總有缺械情深你會不會來首說不可不信情在地有缺城情？;
(到一生的意義那天命運就算額沛流離命運就天命運就算《沛流離命運《
i•—般的你沒法情場中許多錄仔悲哀是形成三^^^^中許多饼仔.悲衮是形成i
i意於心窗哀停聚情滚再會了讓我痛千次我痛於心富衷、、淡再會了議我痛千次我戎

.

认戀愛戀愛像套iJC為何突然遇上你我的理金供為何突然遇上你我的理考
卜波皮戀愛傷身情是為你是愛她生於天嫩座你在是愛她生於天嫩4
(茫迷糊地世界已漸時而寒兩紛飛滿速身瑟編？芒紛飛滋速身
〔大地上冰結在外火卻在内我難忍对再尋苦海大地上冰結在外火^^^，忍耐再年苦^^
r愛再不必有你患弄孤軍中的我沒有你再不必愛再不必有你惑弃孤卑沒有你再不
*

JV+BJV ifc..••匆.匆.私！is老他你fl ；«.我帆我JC•心忽忍光除如幻天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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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仍然懷念你溢聲的愛在天色一黑會來到夢背仍然懷念你溢聲的愛在天色一黑會來到—
(其實逐浙寂寞還未有替代仍是愛你我相隔多其實連漸寂寞遑未有替代仍是愛你我相隔

高度城市化

些外’在九七問題影濯，

行曲始終是一種商品文化，製

八十年代，人際關係更見

再加上六四事件的衝擊’以政

作人爲吸納多方面的顧客，愛

疏離、冷漠，不少歌詞是表達

治爲題材的歌詞便出現在八十

這方面的，例如林敏驢的〈可愛

年代末期及今日的九十年代

的笑容〉、林振强的〈假假地〉、

初，如周耀輝的〈天問〉、番源

林夕的〈不願置評〉，特別是林

頁的〈大亞灣之戀〉’魏紹恩的

振强的〈投奔那方〉(8)更把生活

〈舞吧舞吧舞吧〉、陳少琪的〈植

的壓迫感，人與人的疏離感生

民地〉等。

悄永遠是流行曲最吃香的題
材。大多數主流歌曲詞不用樂
迷費心思，容易上口，一目了
然’同時也容易邊忘，餘韻欠
奉’不能提供再三閱講或多重
閱i费。有內涵，有深度的歌詞

動地描緒出來。

更是風毛麟角，也許正因爲成
總的來說，流行曲經這幾

人際關係越疏離，眞情便
越難得，眞情仍被商品化，小

含文化商品的成功條件丨

人生或有深刻的描寫。然而流

造’眞悄感性地唱出二十年歌

言感激〉’張國榮〈有誰共鳴〉歌

出新，快装式的流行歌詞才切

到不同的題材與內容，對社畲

美的〈幾許風雨〉爲羅文度身I 了

唱生涯的辛酸，還有譯詠麟〈無

功的商品必須貨如輪轉，推陳

十年的發展，描詞人都能接觸

註：
①

詞都是剖白歌者心底感受。

份°愛絲已斷玉鏡有裂痕……〈啼笑姻
緣〉

«聲驚殘夢，晨起嘆別離，相呼姐妹
至，共唱紅豆詞，紅豆生南國，春來
發幾枝，願君多採摘，此物最相思

在高速的生活節奏裏，不

⑦分飛萬里隔千山，離淚似殊强忍欲墜
凝在眼，我欲訴別離情無限，匆匆怎

……〈紅豆詞〉

但人際關係疏離，就連愛情亦

訴情無限，又怕情心一朝淡，有浪愛

變得短暫’不足以憑藉’例如

②荷花香，新月上，荷花愛著素衣裳，

•；番源頁的〈暫時戀愛〉(9)，林夕

花香引得悄蝶浪，怎禁她芬芳吐鹏滿

的〈壓軸〉(10)便有很深刻的刻

銀塘，心如明月呀留天上，夜夜塘通

劃。事寊上，縱然是「大路J

照榷郞……〈荷花香〉

海翻……〈分飛燕〉

�人海那方，塵埃四閒，人奔這方，人
奔那方，尋找這些，尋找那些，長的

情歌，在八十年代後期描寫天
長地久的愛情已遂漸減少了，

句子，無空去講，忙的耳朵，忙的眼
③飛哥跌落坑渠，飛女梯見流淚，似骚

光，從不有空了解對方，無人願意停

鴨臭腥攻鼻，飛女夾硬扶住柜……應

下對望，如無用處，望也不望！……

該跌落坑渠，百厭終歸會跌赃，你槪

〈投奔那方〉

取而代之是强調情怒的歌曲如
〈烈级紅唇〉、〈妖女〉’至於描
述失戀後苦痛的歌則更多了。

阿飛之累，飛哥博亂唔理、蠻無理、
無道理。

•

其富，情慈歌曲的出現除
了基于疏離感外，更基於八十
年代是信念眞空，非道德化，

④

爲兩餐也都肯制、前世、撞正輪晒心
雪赛滞、無謂’求望發達一味靠揺丁，

當好與壞’對與錯’道德與不
道德等二元對立的思想檳式打
破後，社會上便較容易容許一
些從前認爲是千奋百怪的東西
存在或出現。也基於這個原
因，八十年代未期也出現了不

鬼馬雙星綺頭勁！……〈鬼馬雙星〉

是他〉等。

歌’想再聽已不可，難道愛亦會換季

有新歌輪住的上榜……一切都以小說
•有短短的篇幅、很快速束結局，誰

⑤曳搖共對輕舟謝，互傳誓約慶春曉，
兩心相邀影相照，願化海驢輕唱悅情
調。醉陽下與妹相親，望諧白首永〒

令愛亦變做這樣片面與簡單，極快地
到達也是這樣快消失，如地纖停站
……〈暫時戀愛〉

-

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緣柳花間相對
訂緣份〉……〈雙星情歌〉
⑩……前三天，微笑，是夢裏的她出

少描寫同性戀的題材’如陳少
琪的〈禁色〉’固耀輝的〈忘記她

不再興，一再依戀一再點播她愛聽的

亦會換上新裝’像每月每日也是繼續

崇尚個人自由的年代。當人們
害怕被指爲制約者，衛道者，

她說喜愛的那一套新的春裝，今已經

現1一生中，從未這經驗。前一天沈
⑥爲怕哥你變佐心，情人淚滿襟，愛因
早種偏作恨海裏，離含一切亦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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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是沒有永久的世事，日見夜見先
知’原來原來都不外如是……〈壓軸〉

<@><g>

曉霧戶開疑卷幔
柳暗花明説達明
一九八六年香港流行樂壇出
現了一隊形象鮮明，風格獨特的
樂隊組合 一達明一派。達明一
派於一九八五年組成，至一九九
零年拆夥，其間推出了約七十首
歌曲。「達明」的歌曲驟耳聽來
隱晦含糊，但絕非「無厘頭」或
故弄玄虚。相反，他們大都內涵
豐富，不落俗套，且每每能帶給
聽衆多重閱讀的空間。

達明一派的歌詞有不少是涉
及社會與政治的，這是「達明」
特色之一。像〈我等著你回來〉本

身就是一張槪念大碟，道盡香港

看，這黑夜，願去閲落……燈光襄

人徘徊「留」與「溜」的心態。

飛驰，失意的孩子，請看一眼這個

全碟以〈我等著……〉起首，出現

光輝都市；再奔馳，心褢猜疑，恐

的是機塲播音員宣讀由香港往溫

怕遣個確煤都市光輝到此。——

地.各班機的召集時間。大碟的結
尾是〈…你回來〉：機場播音員宣
讀由廣州、上海、天津、北京等
地到香港機傷的到達時間，然後
引入黃耀明的歌聲作背景，他以
普通話唱出「等著你回來……想
箸你回來」，同時播音員的說話
亦由粤語變成普通話°可謂意味
深長。
此外〈今夜星光燥爛〉寫某些人
香港前途不存希望，只知及時行
樂：
……皇后像公園褢，光茫密佈
結聚。遙遙望向對岸，海傍萬點燈
光’多凄美的境況，唯願到處去

51

〈今天應該很高興〉更唱出親
朋各散，移民到各地，不禁追憶
往昔的感受：「今天應該很高
興，今天應該很溫暖，R要願幻
想彼此仍在面前。」在〈你情我

藝文軒

〈今夜星光煤爛〉

哥華、三番市、西雅圖、雪梨等

願〉中新娘因爲「這個世界變化
太大只願望，快快同行投入美麗
國邦」於是「願意跟你積極，願
意跟你孤寂」，她只關心「會否
給我國藉，放心齊和國歌？」

中曾問：「弊焉弓fl日？」「達
明」亦問：「誰挽起弓箭，射天
空的火舌」當我們想到吾爾開希
說：「黑太陽，我要射下你！」
就明白墳詞人苦心的經營。

〈大亞灣之戀〉對核電問題提
出控訴，一開始便「誰？誰？
誰？」的問個不停，是懼怕「這
天疏忽可堪追？他朝消失空氣
裏。」

對於理想被理葬，赤子心不
再，「達明」先有〈沒有張揚的
命案〉從外在角度寫出一個沒了
害望的社會：
法官、.黨委、親友、老細、街
坊、神父齊觀看’許多位醫生都診

〈我有兩個〉及〈講D野〉更道
盡九七問題下許多香港人的心
聲：

斷不出症狀，這個病人没處方。天
真的他愛說愛想愛尋威方向，今天
呼吸不到空氣，滿身冷汗，壓力異
常，是没法抵抗。舊理想跟他安
葬，赤子心跟他安葬，舊記憶跟他
安葬’莫再想當初一切的境況。

……一邊想愛你一邊偏不可，
一心中的兩制難掌握一個，反覆的

法官、黨委、親友、老細、街

變化雅分清差錯，心坎中的那個才

.坊、神父回家去’TV中精彩的

真正是我。——〈我有兩個〉

廣播已帶走眼淚’總續繁榮又碰
杯；天真的他偶爾也許邇浮現心
襄’追憶當中偷偷不免有些眼淚’

……當初分開终得見你’你要
再續未了緣，當初將今生依靠你，

要是淡忘，亦没有不對……淚已

你要扮成是我至尊’當初一心想歸

乾，周遭一切又如常。——〈没有

向你，你說結合是志願，當初終於

張揚的命案〉

肯相信你，你說未來没有苦•酸……
嚷，基礎基礎實在實在怎麼樣？本

—到〈十個救火的火年〉則寫出
這羣有志之士爲了怕危險，爲了
「共愛侶一起更甜」、「母親的
勸勉」、「救火的主見」於是十
減一得九，九減一得八……最後
只剩下三位成員，他們無力勉救
大火而白白燒死了。旁人卻只知
議論，甚至怨他們「用處沒有一
點」，但火仍在燒……眞是D矣她
0也，D矣牠她D也！

應本應雙方雙方怎麼樣？發覺發覺
現在現在怎麼樣？應該要攤開一
點，說說想點，應該要坦率一點，
你話要點……——〈講呀〉

至於在六四事件後推出的
〈天問〉：「抑鬱於天空的火焰
下，大地靜默無說話。風吹紫色
的煙和霞，百姓瑟縮於惶恐下
……」一開始便營造出滿目蒼夷
的氣氛，傾出燒民在大地的悲
情。二千多前屈原在他的〈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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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黨〉則先向社會、政府提

傷，夢到那褢可會歸來？誰把鐘敲

出控訴：「在昨日說爲你建造，

S，平息心慌張，願你兩臂今夜擁

<o><@>

著我。」——〈盡在今夜〉

在這天率先爭取減輕債務……昨
曰說是1;集議論，在這天只刊登某

「風吹草動蕩滿天’風聲凄展

一些結論，誰人在背後繼繽暗地

伴钱喉’心即使浪漫似煙’風沙掩

吹風？」然後又對g己自嘲：

面願躺下睡……獨舞疲倦，倦看蒼

「在昨天關心思想的趨勢，到今

生也倦，懼怕中葬身無情深淵。獨

天盡力在美元澳幣……在昨日說

舞凌礼，亂叫吼心更亂，懼怕中這

願一起擔當，在這天紛紛爭先飛

地靜聽天怨。」——〈愛在爐疫蔓

奔遠岸，旁人事再沒有暇顧及一

延時〉

看！」因此大家都是同黨’抱對
歌詞優美，意境凄迷，似是
百般蒼涼的情歌，但又包含了對
生命、人際、生活的感觸。事實
此外，如〈馬路天使〉寫遊邊

上，達明一派的情歌每每超越陳

的少年，〈神奋女俠〉說一心藉選

腔濫調的情歌格局，且把樂迷帶

美「搏彩」的女子，〈四季交易

到更潤的領域。〈你還愛我嗎？〉

會〉講「原則是供與求，難管夢

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不但使
人反省現代愛情的不可靠，但也

的資本主義社書’〈迷惘夜車〉0昌

使人想到香港人對中國的疑惑、

出都市人的迷惘等都甚具社會意

迷惘，甚至驚慌。此外〈忘記他

識。

是她〉超越性別的愛情的描寫，
〈禁色〉爲被壓迫的愛情發出悲
鳴，都帶給樂迷很大的騖喜。

至於達明一派的情歌往往能
營造出動人的意境和氣氛；例
如：

個人情感方面，如〈繼繽追

五洲風雷

的新舊」，經濟至上，精神空虚

紅灰内望

同一心集對待這地方。

尋〉對人生的追尋，〈一個在途
「絲絲點點計算，偏偏相差太

上〉描寫人際關係疏離下，個人

遠，兜究轉轉，化作段段塵綠；紛

的落泊孤單，〈上路〉寫：？然一身

紛擾擾作嫁’春宵戀懲變掛，真真

的淒涼，〈棄〉寫厭世者「願遣棄

假假，悉悲歡恩怨原是詐。」——

一切罪與非，寂寞中說別離」的

〈石頭記〉

求死心態；都有深刻獨到的描

藝
文

劃。

「身邊虛假留下的安慰，是你
那編人造_錯。從談話褢你的虛偽，
拔触我身體，誰能預計愛的絢麗，
全被猛火燒毁。」——〈傷逝〉

在商業主業掛帥的香港流行
樂壇裏，卻出現了這隊能帶領樂

「請聲張’請聲張，你世界可

迷進入粤語流行曲更廣潤的閱讀

再張揚；請張開，請張開’你兩眼

層面的樂隊組含，實在是異數。

可再張望。臉孔得一張’是歡喜悲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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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導萍 Derek Jarman
愛滋病的威脅使八十年代成爲
「 同 性 愛 恐 慌 症 」
(Homophobia ) 的 年 代 ° 正 當
歐陸及北美洲的同性愛解放運動
大不如前之際，在英國卻出現了
像 戧 力 •

詹 文

（Derek

Jarman ) 這 樣 一 個 人 ， 他 毫 無
顧忌地攝製了幾套有關同性愛的
電影，並向旣有的•男權主義的制
度加以鞭縫，可謂走在同性愛鬥
爭的最前線。在他的作品之中，
比較重要的有「浮世續」
(Caravaggio,

1985 ) 、 厂 花

園 J ( The Garden, 1990 ) 及
「愛德華二世」（Edward I ,
1991 ) 0

無希望，没懼怕

卡拉瓦喬由於對事性的眞相一知
半解，加上對Ranvccio的愛，

十六世紀的畫家卡拉瓦喬

所 以 他 用 盡 辦 法 去 營 救

(Caravaggio, 1571-1610 ) 的

Ranvccio ：最後 Ranvccio 在脫

作品可說是帶動著一個革命。當

臉後承認自己的殺人凶手，還說

時文藝復興已發展至末期，各畫

謀殺妻子是他基於對卡拉瓦喬的

師在總畫技法上，如著重人物的

鐘愛。畫師呆住了，他無奈地用

分 佈 ， 對 明 暗 對 照 法

那柄刻著「無希望、沒懼怕」字

(Chiaroscvro ) 的 處 理 、 裝 飾

句的小刀把Ranvccio剌死，自

方法的强調等都有卓越的成就，

己亦因哀傷而客死異鄕。

但對於藝術裏的精神卻是缺乏反
思的。「浮世緯」就是講述卡拉

映像是美麗的，但生活卻十分殘

瓦喬總畫所帶動的革命及其一生

酷°好一個借古喩今！二十世紀

的故事。

英國人對同性愛者的這害（如
「同性愛非形事化」要到1967

影片的中段有六場戲描述二十餘

年才得到通過），在影片中從

歲的卡拉瓦喬如何過著放縱的生

Ranvccio及Leno對卡拉瓦喬

活；後來他遇上流t民Ranuccio

的剥削便可知道。從他的作品

及他的妻子Lena。卡拉瓦喬對

「女巫馬杜莎」（Medvsa，

R anvccio的愛導致Lena飛上

1600-1604 )至「基督的埋葬」

枝頭，轉嫁入豪門。Ranvccio

(The Entombment of Christ,

心有不甘，最後把Leno殺死；

1602-1604 )他的寫實風格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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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愛情的忠誠信念都被當時世俗

這部電影由不同的感覺交織而

向冷漠世界的宮室成員

的無知和自私的人們排濟，其實

成，觀衆永遠不知道下一場往那

復，又愚弄皇后Isabella。於是

和現世同性愛者的遭遇無兩樣。

兒去。一下子風和日麗，一下子

Isabella 聯同首相 Mortimer 把

暴力得可以，拍攝風格亦變動不

Pies Gaveston及愛德華二世先

失足的莫奈

-；有些場景的剪接典麗高雅，

後劍除。

惶景著莫奈（Monet)花園的水

作。聲帶亦是精心泡製而成的；

影片的末段叫人傷感：愛德華在

蓮，莫奈的二手畫册自幼已在詹

比起大路的說故事式架構，聲音

水池旁思索著、凝視著自己的例

文的腦海曳搖。

在這部電影內更形重要，它帶領

影。正値臨行極刑的一刻，他對

觀衆貫徹整部電影。

Gaveston的念還是未有改變，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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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則自由浮動一如「超八」製

愈文的「花園」，涉溫整個宗敎

仍是那種盲目的、非理性的愛。

性愛觀造成的困擾。據稱，同性

詹文認爲這部電影始終是尊誠

整個悲劇的癥結在於他始終無法

愛者被損害的生命加起來，跟種

的；他一直著意宗敎意像，電影

肯定Gaveston是否眞正愛他；

族屠殺沒有多大的分別。今日，

內不見有任何蓄意褻瀆的地方。

這與卡拉瓦喬對Ranvccio的不

在英國仍然有著十七歲的靑年因

處境是極端的，但觀衆會注意到

肯定是遙相呼應的。

爲天主敎家庭的敎養對自己性別

電影內的困擾都是人爲的。耶穌

不知所措而自殺，這是導演所關

所扮演的是被動的角色；他怨，

心的問題。

因爲世人似乎已經忘記了他訊

「同窗之戀」的奋麗、「沈點的

息。

恙羊」的唾衆，反而在探討人性

在電影中，詹文將福音所記「受

在詹文執導下的同性愛’少了

及同性愛的大前提下，每一個角

難」原原本本搬出來，而在某些

英式斷袖

場景之內以兩名年輕男子替代了

「愛德華二世」可以說是漢哀帝

點和缺點，有好人亦有壞人，有

耶穌的角色，以顯示出這種逼迫

與董賢斷袖故事的英國版本。君

男的也有女的，沒有誇張同性愛

感是由那兒開始又如何發展下

主 與 侯 幸 P i e r s Gaveston相

者所受的壓迫，同時對異性愛機

去°

戀，後者對在宮廷裏顆恃放縱，

色都是有血有肉的，有他們的優

制下的社會形態亦作出相當有力
的質疑。相信在二十世紀完結以
前，很難再找到一位講述同樣主
題而能夠比他拍攝得更優秀的導
演。
十六世紀馬洛（Chiistoper
的作者）的作品，二十世紀的廣
文如何演繹呢？當你見到八十年
代皇后的禮服，現代化的步兵、

藝文軒

Marlowe，戲劇「愛德華二世」

手持示威標語、穿白T恤、色牛
仔褲及Dr.Martens鞋的靑年等
等非愛德華二世年代的東西，你
會有何感想呢？這說明了廣文再
次肯定「性愛無罪，同志萬歲」
携進二十世紀，以現代的服裝去
重現馬洛的觀點。

；
/勢

的觀點，更將這觀念從十六世紀

i
^^

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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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花是我？

我是如花？
黃泉路上，生死如常。兩.

賞.

\

1

六十年前

旁鬼影匆匆，飄忽往朱。一跨

煌得很，兩層高a-JTf

蓮步，未見；再躍翻腾，未

只是佈景，但都雕上最美麗的

睹。尋尋IL免、柳煙兮兮，借

花紋，？名上最悅目的顏色。演

問郎影何在？低首稀谨、碎步

紅牌阿姑的都穿金戴銀，雖然

前行。不！不喝孟婆茶！軟肢

全都是道具，卻把每一個人都

翱身，膝而跪下。走？不可！

粉飾得比首飾盒裏的珠寶還要

情未了。縱入枉死城，卻不願

燦爛。但是誰知道最華麗的背

輪迴六道。等——依舊香影無

後往往是最痛苦的？也許戲子

踪。不信信誓荒唐，只怕存殘

無情，妓女更無情，但如花不

參商。郎未歸，不打緊，奴到

只是妓女，她還是一個女人，

陽間再1。

一個需要情愛的女人呀。

距離公演的日期，只剩下

缝缚煙香不自知，「只盼

六天，诺大的舞台上……鬼，

相思，那管見盡遣搣事」。銅

沒有了，孟婆亦早已消失無

床帳褥，淚吞鸦片，「期求在

踪；只有我仍留在這鬼魅般的

那天重遇，柝盡千般相思，期

地方回想剛才綵排的情形。在

望不再辜負我，疾心的關注，

無邊的冥界裏，如花找不著十

人被愛留住……。」塘西花弄

二少的踪影。是十二少背棄諾

月，舞榭歌台化寸寸煙缕，倚

言而沒有來嗎？但是情侶死前

紅樓、石堵。且都變成空中閣，

的信誓卻又來得那麼眞。那

十二少、如花

末，就是因爲他們無緣了。

滅，緣份無常，半點不由人，

�

4，

-mLrn^

全都灰飛煙

剛才折騰而下，跪下來時

早知如此苦相思，何必當初太

擦傷了雙膝也不知道，現在才

任情。情愛猶如一場夢……夢

感到隱隱作痛，彷彿痛上心頭

如人生，人生如戲……可是戲
還是要演下去的。

陽火盛，身子虛；故里迷

明天便是公演的日子了，

惘，素物全非。「半身佻撻任

過了明天，十二少送給如花的

情種，情意加濃，早沾愛戀

銅床便會拆成堆堆廢鐵，鴉片

風，愛思滿胸，手枯花，陶情

也，從此煙消雲散。厘子胭脂

夢正滚……」倚紅樓，輕倚君

終褪色，儻僴少年終亦老。

身譜情曲。一匹紅羅布，纏缕

「小五花」做不了，「射燕

繞君心；踏上君膝，君輕托我

跳」動不得。「負情是你的名

腰肢，轉轉復團囷，猶以燕子

子，錯付千般相思，情像大向

舞。可恨郎君早有指腹妻，

東逝去，痴心枉傾注，願那天

「攤推手」、「射燕跳」、難

末曾遇。」遙遙雲步返陰間，

解心頭怨。戥棚火熱，少爺

續飲孟婆茶，了斷前世冤……

「跑龍套」，前景藉然。
56

靜

^iwsia

卧 i t 舞 雜 ®

%

务、

脅
%

¥i

•

生永远陪伴你

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Red Sun

Fate may make you homeless and miserable;
There may be ups and downs in your life;
You may feel haunted and desperate;
Don't shed tears，still less give up;
I wish to be with you all my life.
I wish to be with you all my life.

I wish to be with you all my life
I wish to be with you all my Life.

I wish to be with you all my life.
I wish to be with you ail my life.
to be with you ail my life.

Translated

by

Remy
57

mk

rmtikr,
静.
、’:

：鄉：麵

why are you

wmmiL

.•！乂

M‘.�f
I邀”
....

%

A

尋琴:f ‘w1,義邏k I 糧m,. : : 顯

ATTRACTIVE?

,事•編、.._ifer:..臂...眞，
？访
XMi_

SlISi

m：.

w r

Ip^p；
--:",..》,、。』聽

When I realised that the course I had
been doing for two years was not really
suitable for me, I wondered whether it was
too late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It is normally rather difficult to arrange a second
year transfer yet Lingnan College made
this possible for me. This signifies a new
beginning and I hope that it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y future
career.
I came to the College with expectations. Even before I arrived, I had expected to be able to use a computerised library and a well-equipped gymnasium. I
was slightly disappointed when I found out
about the reality. This expectation of
mine, I am afraid, can only be and is likely to remain a dream because by the time
the College moves to its new site in Tuen
Mun — where it will upgrade its facilities
— I shall have graduated.
However, it is comforting to know
that the College will expand considerably
and future Lingnan students will bene衍
as a result. I believe that the College will
succeed beyond my expectations. Meanwhile I will make full use of the new
opportunity and the less than satisfactory
facilities available to ensure that I accomplish what is expected of me.

Mf

LINGNAN

To strengthen my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is the main reason
of my transfer to study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is college.
As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udents who study this course will
gain practical skill in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Beyond those actual techniques in dealing
with Chinese and English, what I expect is to
achieve better communication skill from the
course. Since language is a vital tool to help
people to get along well, a person who is
bilingual and capable of good communication
is able to gain valuable assets for his/her social life and this is what I always want to get.
My new school life in Lingnan is better
than what I've expected. The college and
teachers have given enough stimulation to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ities. Classmates
are cooperative and sincere, and teachers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ir students. So,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fact, there are many unexpected things on this
campus, especially the unexpected kindness
and helpfulness of people around me, which
have impressed me a lot!
by Me

Translation Yr.2

by Florence
Translation Y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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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ho0Sl0iin fact, this is not choosing) I
to study at Lingnan because this is the I
only college that would recognize the credits that I have earned from an American
Community College.
Before I handed in my application, I
did not have much expectation. I had
taken the popular bias that Lingnan,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colleges, is inferior.
And how can anyone expect anything from
something that is inferior?
Yet during the application processing,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sympathetic
stare and warm feeling that I got. All these
changed my view and aroused my expectation for Lingnan.
For me, the faculty and library are critical when a college is being evaluated.
Lingnan has been doing fine in these
areas. But the library can be improved if
the collections can be made more balanced.
For example, we have a lot of books on economics than on history. Furthermore,
Lingnan has 'warm' and 'friendly' study
atmosphere.
The only disappointment I have is the
campus. In fact, we do not have a "campus", we just have buildings, very crowded
buildings. The lack of sufficient reading
space is unacceptable. And those students
who, according to the library's regulation,
"illegally occupy" seating space are unacceptable.
So, Lingnan has fulfilled all my major
expectations of a good faculty and a good
library. As for the cramming situation, it
seems that not much can be expected until
we get the new campus. Yet for me, this is
not critical.

五洲風雷

by Yuen Fun
Translation Yr. 2

7k

紅灰内望

Lingnan simply because I
needed some time to crystallize some of
my goals that I would like to commit
myself to.
Generally speaking, I expect nothing
from Lingnan, because it belongs to the
entire Hong Kong education system
which has for long been a part of a
capitalistic alien soicty. One can hardly
develop any critical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under such a system, if one is not
aware of the situation and does not try to
find some way out with determination.
From this viewpoint, I find that
insofar as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is a
better plac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n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fact that it has fewer
examinations and tests is an advantage.
Thus, how much we can get from those
three years depends very much on the
extent to which we utilize it and on our
aspirations. If we only want to earn a
degree and acquire some skills in
translation, we would become accomplies
in reinforcing the existing alien and unjust
societ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at
the atmosphere of discussion here is. far
from adequate.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saying which
goes "studying alone without friends, one
would remain ignorant and ill-informed".
I wish I could find some companies here
so that we can discuss this topic further
and know more by making great efforts
together.

專題版

i

錦瑟
李商隱
錦 瑟 無 端 五 十 弦 ’ 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晚夢迷糊蝶，望帝春心託杜鶴。
涂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0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The Beautiful S e

Li shang-yin

For no reason, there
fifty strings
on the beautiful se.
Each string and column makes me
think of my splendid past.
Zhuang Zhou was perplexed as he
dreamed as a butterfly at dawn.
Emperor Wang placed his amorous
thoughts on the cuckoo.
Under the bright moon in the blue sea,
tears drop from the pearl.
Under the warm sun in blue field，
smoke emerges from the jade.
These tender feelings can only be recalled.
But then I would be lost in deep
thought.
Note:
Se (瑟）is a twenty-fiv e-string plucked instrument,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zither.

Translated by Bryan Chan. Translation 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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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link

Gu Cheng

During that unethical age, I had such an “illusion，
I have a firm belief’
I watch with fixed eyes.
The rainbow is
swimming in the fountain,
gently looking around at the passers by,
once I blink —
it becomes a projection of snakes shadow.
The clock is
perching on the church,
quietly clocking away the time,
once I blink —
it becomes a deep well.
A red flower
bursts open on the screen,
greeting the spring breeze in excitment,
once I blink —
it becomes a pool of blood.
To have a firm faith,
I keep my eyes wide open.

眼
在那錯講的年代裏，我產生了這樣的「錯覺」

我堅信
我目不轉睛。
彩虹
在喷泉中游泳，
溫柔地顧盼行人，
我一晚眼——

：棚

：紅
灰
内
望

五
拥
風
雷

translated by Smiling
Translation yr.2

就變成了一囷蛇影
時鐘
在教堂裏捿息，

藝
N

X

沈靜地嗟着時辰，

串f

我一晚眼——
就變成了一口深井
紅花

0

在銀幕上鍵開，
興沓地迎接春風，
我一泛眼——

Co

就變成了一片血腥(

1

為了堅信，
我雙目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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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Studying Management

Have you evei thought what you
studying for?

At the time I promised to write a "casual
article" for the journal. I really did not anticipate I would

encounter so much

difficulty.

Actually, my difficulty was choosing what to
write about. Finally, I chose the topic Is studying management theories useful? because it is
interesting.

I am a stud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 in my studies, I have read many kinds of
management books and know about some of
the management theories. Although I believe
these theories are important and useful, I have
heard a lot of students and "outsiders" saying
they are not applicable and even useless!

What I want to write here is mainly in defense of management theories against 2 common accusations. O n e is management knowledge or theories are not applicable to the
real situation. The other is management is a

In my viewpoint, the use of a theory is to

subject which stresses practice on theories, im-

extract important features which are common

plying that theories are not important to man-

in a large group of phenomena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control or predict certain outcomes

with

acceptable

accuracy.

Management

theories also function in this way. By generalizIn response to the first one, my opinion is
that in fact, there is no single theory or law in
this world which can totally fit the real world!
Even in all science subjects, theories cannot do
so too — I can guarantee that water does not
boil at 100 C! Why? This is because the theory
sayins that water boils at 100*C is based on a
set of conditions.

To name some, they are

atmospheric pressure and pure water.

From

this, we can be sure that theories and reality are
different fundamentally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ories do not include all eventualities.

ing some essential human characteristics, they
tell managers how to motivate and lead subordinates. By summarizing some mai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forms of
organisations,

these

theories

teach

mangers

how to organize to achiev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However, as I say,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apply

the theories to real

situations

without modification because of the assumptions attached to the theories. Hence, managers should, after studying the management
theories, apply theorie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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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 Useful?
theories, a manger has to spend a lot of time
acquir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develop skills

r

Peter： But why did uncle John choose to have
further studies of managerial theories even
though he has been woricing in this field for a
few years?
^

which are appropriate to each particular situation
he meets. Obviously, this is inefficient and unsystematic. Just take an example. If there is no
Contingency Approach to leadership that is one
of the classical. I predict that only all those
very experienced managers will have the know-

0、

ledge
centred

that
and

the

choice

between

task-centred

employee-

leadership

style

should depend on (i) leader-member relations
(ii) task structure and (iii) leader position power, like the Fiedler Model, developed by

Fred

E.Fiedler around 1970 states. Nonetheless, now
the knowledge is well-known by all management students who have not had any managerial experience at all! This shows

studying

saves time instead!

From the above arguments, we know that
the 2 proposed accusations to the management
studies are not valid. Firstly, it should be the
managers task to modify theories when ap-

•蒙霸；

management theories is not a waste of time but

plying them to unique situations they meet,
not the function of theories to suit every eventuality. Secondly, theories help managers to
discover and understand the common features
of certain aspects of management and the relalosing

time in understanding the essential elements
which are general in nature. In

conclusion,

藝〕又

tion among them. Thus, managers can adapt
their skills to different cases without

"grasping the general and applying it to the
real situation with essential adaptations" is the
key factor.

SQJJARE

The second accusation is not sound too.
Even though practice is important in management, I believe theories are necessary and their
importance should be comparable to that of
practice.

The

chief reason

is

that

kmUSH

By Emty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y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without

63

Beware Dictionaries!
By Doctor Berry

Why can't machine translation substitute for human translation?

to life, meaning 'What's the hurry?' But do
you find this in dictionaries? Of course not.
You would think that you could not go
wrong with numbers; numbers should be
absolute and free from the vagueness of normal language use. Not so.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that I witnessed in the country that
is now called Croatia. A father holds out his
plate to his son and asks for 'dva ili tri’ mussels. He receives four mussels in the first
serving and still holds out for more. Given
that ‘ili’ means ‘or’，can you work out what
'dva' and ‘tri，mean? 'Seven' and 'eight'
perhaps? No. The dictionary says they mean
'two' and 'three' respectively but you would
never guess.
When I was in China one of the first expressions I learnt was 'xie xie'. The dictionaries told us it meant 'thank you', so we all
went around saying ‘xie xie，for this, and ‘xie
xie' for that, trying to be terribly polite. After
a while, though, I noticed that the Chinese
never seemed to use it in return or amongst
themselves and it dawned on me that instead
of sounding polite we probably sounded
strange. It wasn't that the Chinese were impolite, it was simply that their 'xie xie，w as
not the same as our 'thank you'. But who was
going to tell us that? Not our dictionaries.
A recent experience I had in Hong Kong
underlines my point. I went to return a book
which was overdue. The librarian told me
"You may pay $10." I was going to accept the
option not to pay when I realised that 'may'
in this case was a polite way of informing me
of the rules. The librarian, in translating from
Cantonese, did not realise the potential misunderstanding that could have arisen.

Teachers of languages are always telling
their students to be careful when using bilingual dictionaries to help with translation.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words are rarely precise and if one sues a word without properly
knowing its meaning or grammer, serious
errors can result. But I would go a lot further
and claim that a lot of the equivalences that
you find in such dictionaries are not valid and
never have been.
Let's take some examples. A famous case
of mistranslation occurs with the Spanish
word 'manana'. Any dictionary will tell you it
should be translated as 'tomorrow' in English.
But if a plumber tells you he will come 'manana' to fix your leaking bath, he might turn
up the day after or next week sometime, but
definitely not tomorrow. Experts in the language will be wise to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word and react accordingly; beginners will not
and so they will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Manana' is an expression of a whole attitude

The problem is that words mean one
thing but people mean another. You can look
up 'not' and 'bad' in a dictionary and get a
fair idea of their meaning. But this won't help
you when an Englishman tells you something
is ‘not bad', for this in fact is a safe way of
saying that something is very good indeed.
For many English people, ‘not bad' is the
highest praise you can get.
So what am I suggesting? Should we redesign our bilingual dictionarie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se hidden meanings? I would say
yes, and I think it should happen 'm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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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今日，學生的思想較爲積極，他們
開始跳出書本、論文及考試的框框，懂得放
眼世界，計劃未來。東亞萬事達學生唔乃專
爲您而設的信用暗，令您生活更充實。
擁有70多年經驗的東亞銀行是東亞萬
事達學生唔的强大後盾，在與您齊步向前
的同時，提供財務上的保障，助您擴閱生活
圏子。
東亞銀行爲表達這份熱誠，特別爲大
專學生獻上特有優惠一入會及手樓費全免、
年费五折優待及享受與別不同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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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索取申請表，塡妥後寄回，一經批
准，就可在全球享有無比的方便。
如欲垂詢，請致電客戶服務熟
線 838 2283。
東亞萬事達學生唔，擴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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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層面，助您掌握未來。

悉東亞銀行
？^深厚根源在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