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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棺定論
馬
雯
一年光景匆匆流逝，回顧整年學生會所
要處理的問題，可謂此起彼落，或許是吁
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苦其心智J，嶺南學生會必先經過磨谏
’，才能谏成百鋼。

歷 史 的 袍 狱 ~ X • 27
自八九年四月初接任後，學生會即要跟
進學院所提出的「X. • 27j條文之後遺症一
一「退款制」。此乃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自 「 X • 27」條文通過後，嶺南學院學生
向社團註册處獨立註册，成爲一獨立的組織
，並成爲嶺南學院唯一代表全體全日制同學
的學生組織，並行「必然會員斛」，即凡就
讀於嶺南學院的全日制學生即成爲當然的嶺
南學院學生會的會員，此會員資格由該同學
成爲嶺南學院學生開始至該同學畢業或正式
晚離嶺南學院爲止。
但自嶺南學院學生會獨立註册後，在徵
收會費上與校方出現協調上的問題，因爲以
往學生會未獨立註册，仍附屬學院時，學院
在每年徵收學費時，一起替學生會徵收會費
，這制度下每位入讀嶺南學院的學生都一定
要繳交會費，但學生會獨立註册後，名義上
與嶺南學院的關係已是兩個獨立團體，那麼
，在法理上，學院是沒有義務替學生會徵收
會費。
而學院在「X • 27」條文通過後，校董
會即通過動議，指學生會旣已成爲獨立團體
，學院爲協助學生會，仍替學生會徵收會費
，但提出應賦予同學一個自由選擇入會的權
利，故提出了有「退款制J即賦予同學在缴
交會費後，在若干日期內有權退回款項。

2

救亡運動

後様無人

校董會此項決議受到學生會强烈反對學
生會所持的理據是：學生會在同學三年大專
生活上起着建設性的作用’對學院欲實行全
人敎育的理想，及同學發展完善的人格有極
大幫助，更提供有益身心的活動，在促進學
術交流上，亦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故此，學
生會有其必然存在的價値’但如實行退款制
，則存在着很多同學退款的可能性，而這些
同學退款的理由可能是由於對學生會的功能
認識不足、或因爲對上一屆的學生會不滿’
或只是對某一、兩位幹事不滿，或只受其他
朋友和同學的影響而不交會費，這樣的發展
會嚴重危窖到學生會的生存，且帶來一連串
行政上的_，因爲要敷别同學的身份（已
交會費及沒有交會費）後才準許同學參與活
動，這便失卻了學生會爲所有同學服務的原
貝IJ ；更會導致有享用免費午餐者（free-rider)的出現，即沒有缴交會費而享用學生會
所提供的服務。

刺的是作爲今屆學生會會長的劉振
平同學，在學運中未能妥善聯絡組織各學系
之同學參與遊行及集會行動，而外務副會長
區學勤同學亦於期間因生活問題宣吿辭去外
務副會長一職’新學期開始後不久’外務秘
書李景賢同學亦辭職’不久另一位外務秘書
李立斌同學亦辭職，學生會外務部遂宣吿停
頓。上届學生會的外務工作雖然有過激之嫌
，但無可否認是非常出色，敎今屆學生會有
一股無形的壓力，但今屆學生會在外務方面
的表現實是强差人意。

再者，學生會每年在財政預算上亦會因
爲會費徵收情況不明而無法施行。再就新同
學來說，他們經過了多年「塡鴨式」的中小
學敎育，剛踏進與從前大不相同的學習方式
及大專生活，對學生會的認識未深，故在開
課後不久即給他們決定是否退出學生會，對1
他們來說未免太過急切，因爲他們根本沒有
足夠的時間認識學生會在三年大專生活中所
能提供的服務及對其德、智、體、羣、美方
面的發展是意義重大的。而學院方面，則本
着應賦予同學有自由選擇入會與否的原則。
經過學院及學生會相方商議後，校方成
立了專責小組處理此事，結果，專責小組定
議校方依舊替學生會徵收會費，但新入學的
同學（九零年度）如有需要可以在兩星期內
向學生會申請退回會費。但已退會費的同學
仍保留嶺南學院學生會的會員資格，但失卻
會員權利。此制試行一年，結果，新學期並
無同學退款。

火紅年代的靈臨
「退會制J暫吿一段落後，波瀾壯閱，
裹動國際的中國民運緊接而來。民運使整個
學界騷動，特别是具有使命感的大專生，在
這次學運中的反應亦最爲熱烈。相比於芸芸
大專_，嶺南學院的同學在回應學運過程
中並不遜色。特别在「六四J前後，各系同
學上下一心，愛國熱情溢於言表，紛紛參與
支援北京愛國學生的行動，如罷課、遊行、
示威、捐款、靜坐、絕食、校園集會、上京
聲援、省港遊行、發動簽名運動、成立關注
小組、擧行中國民運研討會等。在這些行動
中扮演領導角色的是上屆學生會風雲人物，
如上屆學生會長（當時爲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秘書長）陶君行、上屆外務副會長（學聯外
務秘書）陳國樑、上屆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席
(學聯外務秘書）李和平、上屆的嶺委總編
(學聯常務秘書）譚耀宗等，而現屆幹事會
參與組織領導工作的多爲外務秘書李景賢同
學0

內務方面，學生會第廿二屆會員大會於
五月十一日擧行，出席者寥寥可數，結果因
人數不足流會，第二次會員大會亦因出席人
數不足而流會。導致兩次會員大會流會的原
因有幾方面，幹事會對於會員大會召開前的
宣傳，可謂少得可憐，只用活動佈吿板吿訴
同學，加上佈吿板的設計毫不起眼；其次，
兩次會員大會都是緊接週會召開的’而幹事
會並沒有積極地去挽留同學留下開會。其後
的聯席會議，又因爲幹事會及嶺委會的幹事
未能出席而宣吿流會。
新學期開始，學生會多了一批「新血J
’很多一年級•的同學都參與學生會的工作，
這批「助幹」爲幹事會打了一口强心針’使
新學期以後的學生會增添不少生氣°在學生
會嚴重缺乏人手的時候，及時多了一批生力
軍，但這陣及時雨，並未能力挽狂瀾於旣倒
，解決外務部的厄困。

黑賠中的曙光
嶺南學院爭取進入「大學及理工撥款資
助委員會」（U.P.G.C.)—事上’早自八八
年二、三月間開始，其間學院講師已畢業的
校友、學生會及同學努力地爭取，向政府不
斷施加E力；使得在八八至八九年度增加了
千多萬元的撥款。但至今廿二届學生會幹事
會（八九年六月廿一日落庄），始終沒有一
套比較完整的跟進計劃及行動。幸好最後在
各系會同學的關注與督促下，在召開「爭取
權益委員會」商討跟進事宜。經過一連串的
會見敎育及人力統籌科官員及校方與「敎統
科」等有關方面的接觸’嶺南學院進入「大
學及理工撥款資助委員會」的日子已相去不
遠了，校方與同學的努力亦漸漸功德完滿。
後記：
又到了三月，正是嶺南學生會大選月
份，除了镇委會又一候選內閣「承瞻閣」
外，幹車會無候選內閣，甚至將截止曰期
延遲一星期’幹事會仍無候選內閣。至於
代表會’候選代表會主席王金換因個人理
由而退出競選。
與大陸並行的是一年一度的學生節，
先有二月十九日的歌唱比賽步行籌款，繼
有學術文化節日的攝影展、舞蹈團、管弦
樂團、畫展等項目，還有嶺南之夜等，在
宜傳功夫及同學的反應上都有不錯的效果
，爲「平淡J的大選日增添不了拘爛的色
的「緊
彩，也許可以舒緩一"
張氣氛J。

嶺南人

專題•序言
本期嶺南人的專題為「末世情懷」慨
有感於「六•四J以後，港人憂患意識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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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it

_ on. iSs -ST

虹--�•&

m .

是積極？是消極？是悲？是喜？

J

領南人

—-

政治界

訪問者‘

體來說，瑪先生一方面積極發展民主民生

，受惠者多爲本身已具移民資格，這批人

極充實自己的知識，現已於中文大學修讚

或爲家境富裕、或爲敎育水平較高的專業
遍爭取居英權的中下層人士則無緣問津°

越有增多的跡象，且更常有一些言論’如

瑪先生個人對居英權的爭取不以爲然，覺

警吿港人勿將香港變成爲反動基地；也有

得無此必要。而他本人亦不打算移民。

一些行動，如楊洋事件。諸如此種動搖港

瑪先生對於未來政治的發展比較樂觀

人信心的言行，使港人有動輒得咎之感，

’認爲時勢發展下去，「不文明」的情况

彷彿暗示港人應樓若寒蝉。馮先生認爲中

應不會持續。並認爲香港本身具有三個對

共現時的表現只是情緒化的反應，長遠來

中國有利的條件：

信心0

(一)香港是一個能替中國賺錢的好地
方。而站在商人的立塲，只要香港仍有利

在推動民主化的進程上，瑪先生將之

可圖，他們是不會放棄這個「天堂」°中

分爲兩個層面來說，第一個層面是從整個

共爲了保持香港這個有利條件’對香港的

制度的變化來說。當整個政治制度朝向民

干預亦不會過度。

主化走，整個社會都會朝向這個方向走。

(二)第二個#港擁有的有利條件是拜

在這個層面上，着實的做法是政治權力的

台灣所賜，因爲歸根結底，中共是想統一

開放，民主步伐的加快。第二個層面是參

中國。而中國收回香港的處理手法，正好

與，因爲民主如缺乏參與’要民主也無從

作爲一個「示範單位J

着手，因此，要積極鼓勵各界人士參與政

向台灣顯示,。

( show-box ) , 以

(H)第三個有利條件是資訊，香港是

治。
在推動政制民主化方面，政府和民間

一個資訊發達的地方。在香港私人機構擁

團體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瑪先生指出政

有大量資訊，將來中國政府即使收回香港

府所能做到的是從制度上部署怎樣使政治

亦難一下子獨自處理這些資訊。香港擁有

開放，還有宣傳、敎育方面，特别在選擧

靡大而系統化的資訊網，中國本身是難以

期間，鼓勵選民去投票.；及在非選擧期間

獨力處理資訊發放和搜集全世界的資訊。

，鼓勵市民監察議會的運作和•議員的表現

再就潟先生一般接觸的基層羣衆，「

。而作爲民間的「壓力團體J只能從參與

六四」後，一般市民生活方式是照常’但

方面着手，如積極參與政制開放後的位置

在生洁態度是改變了，特别是積極賺錢，

。因爲要有充份的人或較多的人參與選擧

把兒女送往外國。

，選民才有較多的選擇，如無人參與選擧

至於問及東歐改革風潮，對中國來說

，選民就無從選擇，也失卻了政制開放的

會否帶來影響方面，潟檢基先生認爲是會

意義。至於選民的參與性，這方面與當時

使中央執政階層更加惶恐，而非執政階層

的政治氣候有關，政治氣氛好壞與參選的人

更加鼓動。由於壽西司古的倒台，東歐多

數的多寡往往成正比。

國紛紛進行政治改革，或放棄一黨專政，

對於未來政黨政治的發展，馬先生指

但這一連串的變化，再加上早些兒蘇聯老

出，「民主民生協進會」在近期的會員大

大哥的政治改革，可會令中央領導層對自

會中通過傾向性的動議，決定「民協」未

己所行一套統治手法加以反省呢？瑪先生

來的路向會朝政黨化方向發展；但會持較

認爲中共會有兩方面的反應：一是進一步

開放&4、政治態度，即不排除與其他擁有共

將政策收緊，對中共下層的管制加强；另

同政治理想的團體合作。再問及馬先生對

一方面，可能中共會生唇亡齒寒的感歎，

六四後港人的憂患意識濃，中方高層

新提出的基本法政制方案傾向保守，對政

乃醒察到如持續實行一黨專政及其他的暴

人士稍在字裏行間流露一些敏感的字眼，

黨政治會否做成桎礙時，瑪先生認爲基本

政，終致走上末路，而懂得就過往的經驗

或中共領導層略有風吹草動，即使部份港

法的保守方案對政黨政治會有負面的影響

，進行政治、經濟的改革。但亦從過往的

人如驚弓之鳥。社會上泛濫着一股賺錢至

但仍會繼續爭取。

歷史中，中共在經濟政策上的改革似乎是
較爲易於接受，但一觸及政治方面，有危

上的拜金主義，也出現了一種今朝有酒今

對於泛濫的移民風氣，人心積極賺錢

朝醉的享樂主義。因此，有人稱現時普遍

，準備離開，大量的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

及其權力的擁有及旣得利益時，便難於接

的流失，對工商界來說其所造成的影響是

受。但西方的改革，可能會使中共有所感

身爲深水埗區議員及民主民生協進會

難以預料的。瑪先生認爲目前從短期上的

悟，對貪汚、官倒等問題加以解決。能導

主席的瑪檢基先生，對於「末世情懷」有

補救方法，是中共領導層盡量少作一些危

致中共改革，瑪先生認爲有兩種可能性，

其獨特之看法。馮先生並不感到現在是「

害港人信心的言論；至於長遠來說，敎育

一是外來的冲擊，一是內部的更新。相比

，相反，他自身更對未來抱有積極

是其中一個可行的辦法，如增加大專學額

之下，中國的共產黨是比東歐的較爲頑固

的態度。希望能站在自己的岗位，發展關

，但這樣做也難一下子補救到人才的大量

，不輕易革命，加上中國本身無反對黨，

注民生、推動民生政策的改革、拓展社區

流失。故此，另一個有效的解決人才外流

故革命後也難於處理整個中國，目前並沒

服務，並進一步從事籌組政黨的工作。具

的辦法是吸引回流的人才繼續在香港工作C

有一個組織能足以取而代之。

港人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末世情懷」。

末世J

4 嶺南人

人士，或對英國政府有貢獻的人士 ° 但 普

觸目所見，中國對於香港的干預越來

說，希望此情况不會持續，以致影响港人

瑪檢基現任深水坤區議«?市玫局議貝
及民主民生掩進會主庫

就居英權的爭取及居英權方案公佈後

協進會的會務，參與政事；另一方面則積
政治行政系的碩士學位課程。

被訪者簡介：

馬想受

勞工界

訪問者：陕月華

樣的執政者，怎不敎人害怕？」華叔說話
時神情有些激動。
但强仔的反應就冷靜得多。他表示香
港九七’後回歸中國大陸旣是一個無可改變
的事實’即使港人不願意也是無可奈何。
筆者反問他’難道就一黙辦法也沒有？港
人是否應在過渡期爲自己爭取多一些保障
？ 「沒有用的’他們說了未必算數。你有
你爭取，他們自有他們的一套！」强仔這
一看法倒與華叔的看法相同。但强仔對前
景並不太悲觀。他認爲近十年來大陸的释
濟開放政策’確實令到大陸人民的生活有
了改善’肯「搏殺」的人已不愁衣食。「
民以食爲天，總之_傲有得食，那個敬
港督都一樣！J旣然近年來I大陸的經濟已
見好轉，香港將來理應不會I比大陸差的°
强仔說得很有信心似的。
聽了强仔的一番說話，筆者問他如何
看待「六四J事件？他說自己對政治沒有
甚麼認識，但要在中國實行民主卻不是時
候。「六四J事件令到中國向後倒退了一
大步，起碼要幾年才恢復元氣。「這麼說
來，六四的影響是負面多過正面了？J筆
者追問他。「不能這麼說，爭取民主雖不
是時候，但它卻喚醒了部分人民的民主意
識，爲將來中國邁向民主作了準備。」他
又說，近來從電視上着到，東歐各國的民
主改革此起彼伏，可見歷史的潮流是不可
擋的；但中國要步向民主社會，還需要一
段漫長的路，可能要作更大的樣牲，「六
四」事件只是一個小小的序曲。外表看似
「吊兒郞當」的强仔，想不到說起話來卻
有他的一套！

被訪者簡介：
兩位被訪者 現時皆在葵滴子嵌工作。
强仔和華叔都是返朝九晚六的「藍領
m。當筆者爲「末世情懷」一輯作專題
訪問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把「末世J等
同於九七問題，筆者也就有關九七的問題
向他們發問。
談到九七後香港回歸大陸，華叔的反
應最大。他雖然沒有親身經歷中共的統治
，但是中共過往在組織及國策方面，實在
使到太多港人留下陰影，從上一代、親戚
、朋友或傳媒當中，都可得知以往共產黨
那一套有太多不對的地方，加上去年「六
四」事件，令到港人信心盡失。儘管中共
說過保證香港五十年不變’但港人的恐懼
仍然是難免的。「共產黨那一套’朝令夕
改，一時這樣，一時又那樣°像六四’他
們可以在全世界面前說謙，顚倒黑白，這

講到移民問題，身爲兩個孩子的父親
，華叔是極之鼓勵他們把握機會移民的。
至於他本人，他就表示不會移民。「難道
一把年紀還要坐移民監？年靑人就不一樣
，他們可以一切重新開始。」現時他的兩
個孩子都已送到外國隐書了，他希望他們
有機會就定居下來，不要回港工作了。 「
我們想是這麼想，但是他們日後要回來的
話，我們也不會强迫他的。路是由他們自
己行的好、。」筆者問他，假如日後他的子
女要接他到外國定居呢？華叔就堅決地搖
頭：「我和妻子都不懂英文，到外面人地
生疏，很難習慣的。寧願留在香港，有粥
食粥，有飯食飯。我們這些小市民，正是
天不怕地不怕，中共那一套，反而令到有
錢的人擔心，共產共產嘛！…」說到這裏
大家都笑起來。……
筆者接着又問華叔，供兩個孩子到外
國隐書是否很吃力？ 「不是我自己供的，
每月賺那三、四千，除日常開支外，就所
剩無幾了，那有閒錢供他們去外國？ 一切
費用都是由我弟弟供給的。」原來他的弟
弟在十多年前就到了加拿大敬工，然後成

家立室，定居下來。跟許多人比較，華叔
倒是幸運之人了！就筆者所見，月入過萬
的中產家庭如要供子女到外國隐書也非易
事，普通勞工家庭就更加不敢了 ！
至於强仔暫時仍未有後顧之憂’這可
能與他還未成家立室有關。「移民這問題
我完全沒有想過’因爲自己根本就沒有資
格嘛。距離九七還有七年，到時香港會變
成怎樣是很難預料的’像去年『六四事
件就來得很突然。將來？我不想想得那麼
遠。有時不由你不信，命是注定的；如果
你好命，在那個社會都一世好運，如果命
不好，到了外國也一樣倒霉！J想不到年
紀輕輕的强仔竟有如此一套「宿命J論。
但是人在沒有辦法可想的時候阿Q—黙是
好的，至少可以減低發神經的機會。
訪問完畢，筆者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强仔和華叔的心態雖不能代表所有的「藍

領ife人，但他們確實道出了許多「藍領
mj人的心聲，就是：恐懼、懷疑、無可
.跟
奈何地接受、認命、過一日得一日
所有香港人一樣，「藍領一也有「恐
共J的心態，但k不及其他階層嚴重。他
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時間都用在爲口
奔馳上，對政治問題素來不熱衷，認識也
很膚淺。只要他們有得做有得食，生活方
式不變’他們就是一羣順民。加上長期以
來的殖民地統治，令大部份香港人，尤其
是低下層，形成了「政治是骯髒J的觀念
，「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極端個人主
義，往往忽略了作爲公民的應有權利與義
務。在面對無可改變、無能爲力的事實時
，他們就只有無可奈何、默默地接受。因
無知或愚昧又令到他們產生過度悲観或「
樂Mj的情緒，表現在行爲上就是認命，
得過且過，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問將來。
其實，這種「末世的心態，或多或少都
可在港人身上看到，只不過，「藍領一族
J表現得更爲直接和强烈罷了。而九七的
接近，「六四J事件的衝擊，又使這種心
態表現得更加淋滴盡致。
面對九七，港人將何去何從？過份杞
人憂天和僥倖心理，又豈止是「藍領一族
J的心態，實際上也是香港人的寫照！保
持現在的寧靜而安穩的生活，相信是每一
個市民對允七之後的期望。他們需要的是
一個穩定的政局，作小小的理想攀爬。以
下的一首詩，正好反映了這種願望和心聲
，筆者就以它作爲全文的總結：
他不曉得歷史，不知南京條約
也不理中英第幾輪會談
一九九七將以何種姿態臨降
祇是想把生活
一黙黙修好
一節錄自〈修路工人〉

嶺南人

敎育界

那麼「末世情懷J又會否演變成一些

再說回「末世情懷J的問題，王老師

極端的享樂主義呢？她認爲：如果人們已

說基於香港現時的特殊性，她也贊同九七

肯定現在是末世的話，那麼筆者所說的是

問題是產生末世情懷的催化劑。她回顧中

會發生。但在現時的香港中，未必幾百萬

國這近幾百年的歷史，只會覺得很無奈、

人都感到步進了末世的階段，且香港是一

悲觀，單憑人力實在是不能改變很多、很

個大城市，生活節奏緊張，物質生活豐裕

多的事情。

；那麼香港人重視享受並非是現在突然而
生的，這根本已有很久的傳統。所以對於
香港人來說享受並非是新興的，也不會因
一九九七的逼近才使人驚覺要注視享受。
不過，她不會排除因九七問題的逼近，使
人更傾向「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把
香港人享樂的傳統推向另一個高峯，特别
是那些根本不能移民的香港人。

筆者在此刻想到最近東歐的改革浪潮
，會否爲對前路感到徬徨的港人帶來一些
鼓舞、安慰的作用呢？在這裏，王老師的
想法也是分開兩方面，從正面來說這葡直
得髙興，但反過來看，當我們發現只是在
替人家高興時，也只好長歎一聲，因爲自
己的國家始終未進入這樣的境地。

但另一方面，她則懷疑現在是否每個
人都會感覺到時間的逼近呢？去年「六四
事件」發生，這無疑是一個警鐘，它使某

被訪者簡介：
王老師在一九八四年等業於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當院哲學系，一九八八年在香港
中文大學取得額士學位，現在养诵蘇浙公
學中主要任教中國語文及中國歷史。

些人覺察到時間是越來越逼近，但也許有

不過，王老師根據報章或時事評論員

些人仍然會覺得時期尙早，還有七、八年

的分析，中國領導層是會因東歐的政治氣

的光景，用不着那麼緊張，故此並非所有

候改變而有所警惕’然而，在她個人的看

港人都是朝着同一的趨向。其中很多人仍

法.，中共有所警惧是另一回事•，但中共會

舊過着他的生活方式，即使一九九七來

否因此而改變政治策略或走上東歐的路線

臨，他們依然是要生活。其實這也可說是

，她對此則並不樂觀。正如中共的領導人

傳統中國人的一種心態，正如以往的歷史

最愛說中國的國情與西方有别，他們這樣

中，中國經歷了不少次的改朝換代，但人

說，內裏當然是有一種推卸或掩飾的成分

民依舊要生活下去，所以這種心態已蕴藏

。王老師在大學中，也讀過很多關於中國

在中國人的骨子裏；尤其是那些敎育水平

文化的課程，而且她是主修哲學’對西方

較低的人民，旣然中方政府已說過「五十

文化、思想都有接觸；故她看中國國情與

年不變J

西方有别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存在的，但

，那麼也不用管香港是由中國政

府還是英國政府統治了。

與中共所說的則未必相同，而中國又是否
因這問題而不能走上自由民主的路呢？也
不是必然的。因爲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民主
、自由不會互相衝突’她相信國情不同的
問題不會影響中國的前進、改革，但在改

回應王老師剛才提到中國人在過往的

革，但在改革時則需要深思細慮。

歷史曾經歷多次的改朝換代，而使他們養
成默然接受的傳統，但筆者則認爲現在香

王老師是筆者就讀預科時所認識的一

港由英國統治過渡到中國統治，兩者之間

位老師，現時他在葵涌區一所中學任敎；

的政制、統治方針實在有很大的分别，香

而本期「嶺南人J的專題希望通過不同職

港在英國統治下，雖說沒有民主，但市民

業的人士去探討，「末世情懷與一九九七

卻可享有高度的自由，而在九七後或許這

分别呢？她則表示主要在於文化、歷史，

J的關係，敎育也是其中一環，所以筆者

黙我們也會失掉。她也同韋這情况是有可

因爲中國大部份的人民，尤其是農民，醒

就約王老師敬了一個訪問。

能出現’但她在這個問題上，是與開兩方

覺得較遲，這與中國傳統的政治模式、敎

面去看；首先，是否那麼多香港人認識到

育不普及等都有關係。這些與西方國家實

那麼，國情又是基於何物而與西方有

英國統治與中共統治的不同所在，現在中

在有限大的差别，就拿東德作爲例子，它

共與香港均在起草基本法，同樣在講法治

雖是共產國家，但它的人口比中國少’人

」這句的意義，於是筆者也問及王老師如

，在九七後香港仍有立法局、直選等，與

民的敎育水平比中國高，兩者的歷史也不

何去看「末世情懷J。雖然她沒有細心考

現時英國的統治方式有近似之處，究竟有

相同’中國人民在幾千年以來一直要作爲

慮過此問題，但她很直覺地認爲這是十分

多少人知道它們骨子裏不同的地方呢？這

順民’這種情况是由中國的歷史、政治所

悲觀、消極，因爲末世就好像是不會再有

是一個問題。其次，即使有些人對基本法

造成，那麼要這羣歷史悠久的順民作出反

將來。如果說現在香港人是充滿着「末世

沒有信心，深知中共的處事方法是怎樣的

抗，是有一定的阻力；但雖是如此，回應

情懷」的話，這是眞的反映到一些現况，

一回事，但對於這些人來說，如果他們沒

她在前文中所說到中國不是不能改革，只

不過，「末世情懷」始終是一個甚爲消極

有移民的能力，生於斯、長於斯，她想：

是在改革中要考慮到更多的問題，而她認

的名詞。

他們也只能無奈的面對。

爲在目前來說敎育的因素是最爲重要°

也許，很多人不會太瞭解「末世情懷

6 嶺南人

訪問者：王品港

那麼這可否說這羣年靑人對將來存在
着幻想呢？她不贊同「幻想」一詞’因幻
想是已肯定將來必是不好的意義’所以她
只會認爲年靑人對他們的前景沒有想得那
麼長遠、細密。而她自己則是以一種較悲
觀的態度迎接九七，主要是她本身在大學
中所讀的是思想性的課程，而她對內地現
時那些領導人的心態，處事手法會較爲淸
楚，雖然沒有親歷過甚麼，但她總比學生
掌握較多的資料而作出分析。剛才她所說
到中國領導層的心態’這黙又要再說回中
國的國情問題，她想中國的領導人不只是
共產黨員這麼簡單，他們內裏是藏着中國
那種傳統專制式、家長式的心態，所以現
在的中國共產黨，可說是歐洲的共產主義
與中國傳統君主專制思想的混血’而不是
純粹的。

王老師雖然是偏向悲觀一面看九七問
題，但這需要分開兩方面去看，首先她個
人的處事態度一向都是較偏向悲觀一面的
。其次，她的悲觀只是從短暫來看，單從
九七問題來看她是悲觀的，因在短期內不
會有大變化，但從長遠來看她則是樂觀。
而她這種想法不會對她的工作搆成影響，
因她是以一種客觀、理性的態度去敎導學
生，她不會要求學生接受她自己那套悲觀
的看法。•

說到敎育的問題，王老師現時身爲一
個敎育工作者’在她所接觸的一羣學生中
，她直覺感到較多數學生的看法是偏向樂
觀那面，他們希望香港會有光明的前路。
這些靑年人有這樣的想法，一部份是由於
他們年輕’心中總是懷着一腔熱誠，對事
物的看法也會偏向樂觀的一面。此外，大
部份的原則來自他們的階層’他們主要是
生長於泛有能力移民的家庭中，所以他們
也不會考慮到移民的問題。而她更需要在
此一提的原因，那是現時的年靑人對自己
的將來實在是不甚淸楚，他們根本未經歷
過中共的統治，他們甚而從未返回內地，
不知大陸的生活現况；他們只知有九七問
題，但卻不知九七後會有些甚麼轉變，所
以便能以樂觀的態度去迎接它。

而由於九七問題對香港是一個很大的
挑戰，如果九七後的中國政府與現在沒有
分别的話，那麼她相信香港人必須面臨一
連串的政治宣傳，甚而是謊話，就像中共
早前對「六四J的評價一樣’所以她也希
望自己的學生能多關心時事、多認識民主
這些槪念，在未踏進九七前一段期間中，
好好的裝備自己，就像爲自己配上武器，
以備自己在九七後分淸眞假；所以她對學
生最大的期望是培養他們獨立思考，懂得
分辦是非’不要被人牽着鼻子走，更要放
眼世界，見識多些，思考多些，不要只顏
考試。

然而香港的敎育制度卻令她很難做到
以上所說的，而且一般的中學生都較爲年
輕，不夠成熟去理解這些問題。而至於預
科的學生，她則會說得多一些，特别是在
六四期間，她會針對內地領導人的講話，
而作出她個人的見解。而她本身去看「六
四事件J，那是有兩個重大的意義，一是
當我們以爲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完全信服
的時候，我們會發現這眷法是錯的，其實
內裏是燃燒的，是存在着希望的。在反面

來看，這更暴露了中共眞正的面相’即使
我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甚而是馬克思也
不會認同中共在「六四J事件中對人民所
做的一切。所以這可看出正反兩面不同的
現况，中共雖是建國四十年，但我們此刻
知道人民是暗地裏燃燒着’而中共猙捧的
面目更表露無遺了。

旣然王老師對九七問題不大有信心，
那麼她會否在九七後繼績自己的敎學工作
呢？在這個問題上，她認爲需要視乎實際
環境而定’.如果香港眞的是五十年不變的
話，她當然可繼續自己的工作；不過，即
使眞的五十年不變，但整個香港那麼多人
'才流失’而在九七後，香港便會變成一個
共產主義的地區，所以是絕對不能說香港
眞的完全不變。並且在現時來說，她也不
能確保自己的興趣，在七、八年後是毫不
改變的。

在以i先後說過王老師本身與她_
的一羣學生如何看九七問題，那麼她所共
事的一羣敎師呢？由於她與同事們的知識
水平、背景相若，所以他們也是會偏向於
較悲觀的一面，再加上他們很多已有家庭
、子女的負担，所以顧慮也會較多。况且
，敎學工作者並非專業人才，所以這會影
響他們可否移民，因此而導致一些敎師轉
業，不過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她相信
香港的敎育制度及會是更重要的原因。

最後，筆者問及對香港九七後的敎育
有甚麼期望，她是惑到現時中國實在是不
太注重敎育，希望香港不會發生同樣的情
况，不會出現內地那麼多的文盲。

總括而言，九七問題對港人來說是一
個重大的考驗，而且在香港這特殊的情况
下，九七與末世情是有它一定的關係；事
實上環顕整個地球，環境汚染、南半極上
空的臭氣層出現弯窿、澳洲人患皮膚癌的
數目非常多等等，對地球人來說，已是有
一定的衝搫；所以對香港人來說，末世是
是有兩重的意義，作爲地球人來說可能已
感覺到這種末世情懷，而另一方面，香港
人可見証到中國當代史重要的時刻，也會
有另一番的惑受。也許香港人是較幸運，
可以以兩種不同的身份去看這種「末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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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去感受末世情懷？
•如果你說末世情懷不是抽象的話，在不
同的文化中會有不同的感受°而在香港
現時這特殊的政治前景，具體的社會政

•回看你在「神州四十年」的創作，那麼
你繼續走的路線是否都會較多元化一些
呢？

一

•我希望會專門化一些，而那篇文章，只

治問題’在這政治前景不明朗中’會產

不過是一篇思想習作，其實有很多東西

生很大的不肯定的感覺°對於香港普通

是可以作繼續發展，但要思考得非常透

市民來說’在自己有限的時間中，希望

徹；另一方面最大限制是在中國新聞方

得到滿足’但若干年後則不大淸楚，故

面，因必需等中國內陸政治較開放，並

他是面對有限時間底下的社會和心理壓

非要了解內陸社會的實况’香港與中國

力，在此來說，未世情懷可說是一種政

社會距離遠的好處是可作出冷靜的分析

治病。

，但對於內地新聞工作者所面對的困難
是難以了解的。而我所說的專門化，希
望在議政方面有深入的分析。而在學術
上我對自己要求得十分嚴格’但這是要

•你感覺在香港來說只是因政治的因素’

有長遠的累積。

而令人產生這種的感覺？
•一方面是。另一方面明顯地香港在多年
所培養出來的歸屬感是十分薄弱，故沒

•那麼你對將來的前途是否感到樂觀？
•形勢是不樂觀的，很明顯有很多不穩定

有甚麼防患的能力，當政治病來臨的時

的因素，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亦有很

候，人便不知可在此不明朗的七年做些

多複雜的問題，而且暫時我們未知中國

甚麼，故便會出現短期的或是短視的行

對香港這地區的統治手法將會如何，即

爲，假如一個地方本身有較强的公民意

使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我們也可猜度到

識，或對此地方有較濃厚的感情，那麼

其手法，但中國則不然。我們從基本法

我相信短期的病態便不會這麼嚴重，或

中也不可看出中央政府將會在香港扮演

許不會即時表現出來。但在香港來說很

甚麼角色，香港這地區的特區政府會如

多人都會有短視的做法，在短期中爲自

何呢？也是十分不明朗，故我們在政制

己帶來最大的利潤，這在每個行業中皆

上是看不到權力的透明程度，或是公平

會出現。由此至見，這問題一方面是由

分配的程度，故在此情况下，必然會造

於政治因素，但另一方面則是在香港人

成權力不平均，引起社會的不滿，那麼共

的社會風氣、意識的問題。

黨可分開兩方面去面對，一是隨他不滿
，另一方面則是加强其他民間社會中的
管制，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該採取何
種途經去做呢？這在中國社會中是十分

•那麼你是否贊成九七問題對於香港來說
是末世情懷的催化劑？
•我覺得在九七問題上沒有什麼情懷可言

淸晰，由黨干預社會一切，沒有所謂法
律等，因此我們要面對的是即使共黨要
在這地區中嘗試按他的意志去行事，但

，這只是一種社會行爲，對不同的人有

他是要通過香港的一些方法，如他認爲

個别的意義，對大人物來說一個外交的

新聞做得不好，對於國內的香港記者來

問題，政政治團體來說是政治的問題，

港，當然是用國內的一套去管理，但對

對普羅大衆來說是社會問題，他們要面

於香港本土的記者來說，他必定需要通

對並且要懂得如何去調整自己的行爲，

過其他的途徑，到底他會如何影響其他

要考慮很多具體的問題。故此，這只是

的東西呢，這就會決定在何種程度上介

一種社會行爲的趨勢。

入香港的社會，會不會越來越泥足深陷
呢？這是十分不明朗，完全沒有答案的
，那麼我們可知道複雜性何在，所以未
來的政制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問題都是

•那麼在你的敎育事業上又會否敬一些準
備呢？
•這也是其中的一部份’在理論與實踐的
準備，這是一般的方向；而在敎育上，
希望能爲將要接受敎育的一批人作好準
備，譬如讀新聞的同學，我希望他們有多
被訪者簡介：

些武裝，多些技能，除了政治道德外，
也希望他們有多些能力去應付其中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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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雄明，香港大學社會科學踢士，現職浸

變。另外，本身除了敎其他人外，也要

會學院傳理系講師

求做多些東西。、

不明朗的。故此很多東西有很大的空間
，要視手執政是怎樣做，但這些會是沒
保証的，而且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香港執政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
依賴中國執政者去擎固他們的勢力。而
且中國政府亦喜歡有這批人的存在，他
可利用這批人去行使他在香港的意志；
在這權利架構下，對香港出現不利是在
於香港政府在這情况下能否按照香港人
本身的意願而行使他的意志。

訪問者：王品淑

•對你個人來說，你會盡量在九七年以前
敬些甚麼呢？
•九七年前最好是作好準備，在專業和能
力方面；專業是指新聞，因我是新聞行
業出身的，這方面的準備會是十分重要
，因將來在新聞方面可能會有很多紛爭
，新聞自由亦明顯地會引起許多爭論，
新聞自由的界線去到那擢呢？法律保障
又到那裡呢？故再從那專業的規範到那
-法律保障的問題上，這方面比較上要做
一些準備，最基本我們要有現在的自由
；到底在實踐上和理論上有些甚麼辦法
呢，這方面我們要注意。

釋」A

•你會否離開自己現有的岗位呢？
•這很難說，那一個岗位對自己最有幫助
’最可纟段鍊自己’就按這個考慮而作出
抉擇，故沒有一份具體是可做一生一世
，我直到現時爲止還未找到，只不過相
對 而 言 ’ 一段時期希望靜一些，那麼便
會選擇附合這條件的岗位，但當我希望
對一些事件作出即時的反應，我想報館
的工作是很好的。其實在每一個岗位都
有它的意思。

•而你繼續留下來，可否說是要作歷史的
見証呢？
•這個太抽象了，你想做些甚麼呢，如果
見証到，那又會有甚麼行動呢？如果只
是看的話，是沒有意思的，即使不身爲
一個香港人，也可以作出見証，如外國
的記者來到香港，也可作出見証：故此
香港人不只要見証，而且要參與，，大
時代中做一個參與者，表逹自己的意思
：在這時代中我們可見到很多’而且我
會覺傳不値，爲甚麼我要到一個陌生的
地方，再從頭開始過。雖然在香港的轉
變中，一直並非盡如人意，而我覺得自
己是有一份兒的，故應是把它改變得更
好，並非是一走了之。
.

•在你所接觸的朋友當中，是否也與你的
想法相近呢？
•我想是物以類聚吧。但在認識的華人中
很多都不願表示意見，很多都是見步行
步，很明顯他們不能因某些事件的發生
而決定留下還是離去，當未出現的時候
，香港人也會早些爲自己找出路，最起
碼在六四以來很多人會這樣，也許他們
不一定會走，但也會先有一個外國居留
權

•那麼在這種情况下，你會否考慮移民呢

•剛才你說到會做一些東西，那麼你會否
落實地在你的創作上去做呢？
•很多事情現在還是構思階段，而且有很
多東西是需要學習的，例如一些理論、
分析、因此原來有一些構思是寫作’但
現在希望自己能紫實些，然後再有實際
的計劃，但我並非不寫作，只不過是不
寫一些大路的作品，而會在作品放進多
一些惑情。其實香港是有很多轉變，除
了要應付政治的轉變外，社會民生的問
題亦相當多，隨着政治的不穩定，這些
社會民生的問題亦會變得更具爭論性，
會影響到普通人的基本生活，故分析期
是相當複雜，單從新聞是不足應付，故
將來的幾年，主要是裝備自己，也替其
他人作好準備。

•這是一個很個人的問題，而我是不會反
對人移民的。我覺想不到有甚麼很强的
理由作出反對；除了個人的原因，現在
香港實在是發生很多事，對於中國沒有
信心也是十分淸楚；所以留不留在香港
，當然是在乎自己如何去看與香港的社
會關係，如果那個年代絕不多數的人對
社會都不覺得與社會沒有關係，不會覺
得社會環境可幫助到你甚麼的話，一切
的成就皆是由自己爭取回來的話，那麼
到有任何問題發生的時候，就不會覺得
與自己有甚麼關係，只是會爲自己尋找
出路，這是很自然的做法，而且現不可
看到香港政府可否找到一個集體的智慧
，尋找集體的出路，在這時候，最簡單
的做法就是自己走，而香港又沒有任何
組織可保障一種集體的行爲，故此這可
說是一種理性的抉擇。但我自己希望所
看到的是這關鍵時刻，不是再從香港去
看中國，而是由中國的一部份去看中國
，這對自己會是一種很大的锻鍊。此外
，香港是屬於我們的改變也是與我
們有關，而改變沒有理由是要按照
港人的意願而敬的’而我也沒有理由
在這時候離去，而便宜一些不徵詢我們
意見而改變的人，最後，這還是一個歸
屬感的問題。

•除了朋友外，你的學生又如何面對這個
九七問題呢？
•學生的想法都是差不多啦丨首先考慮在
九七前有沒有可能走’願意或不願意也
好，他們在軍業後還•需要留在香港一段
時期；其次，他們本身的技能在香港也
未必十分有用，故不能立即當機立斷地
移民到外國，所以他們也會暫時留在香
港，然後再考慮自己的去向。

•總括而言，你如何評價九七這問題對香
港的影響呢？
•這是一個悲喜交雜的時刻，八四年對於爭
論應否回歸中國，這是一個時機令香港
有民主改革的機會；但到九七年後，如
果中國不派人員來統治的話，香港必然
要有一批人作出統治，那麼也需要用民
主的制度去選出來。可使香港有一個明
晰的公民義務。但相反來說，我們也需
要面對很多挑戰，對很多人來說是無奈
的，希望這問題不會出現，而我覺得原
則上以前的觀黙，是沒有變的，但現在
的具體情况不是我若干年前所看的那麼
簡單，而是需要有很多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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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訪者簡介：
許迪錯，資深編輯，畢業於浸會學院
中文系。曾任〈大梅指〉編辑、〈星烏曰
報〉「星橋J版編辑。現任〈星島曰彬
「陽光校園」編辑。

「甚麼時候走？」，對這種情况許迪鏘表‘

照說〈陽光校園〉這一類刊物能通過

示：「即使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也沒有這

生fe化的故事及各種簡易有趣的形式，向

麼嚴重！」但現在離九七大限一天比一天

學生灌輸公民敎育，會比枯燥的直接說敎

近，連十多歲的中學生’也會惑到很徬徨C

更爲收效，但許廸鏘指出：「理論上任何

「但他們（中學生）最終仍是積極的

能幫助學生認識社會的，我們都希望做，

，甚麼要留在香港做個中國人（衆笑）。

問題是能否做到。六四後很多敎師都面對

像他們寫的文章，到最後都是『光明J呀

同一問題——不知道甚麼是民主——我自

『堅持J呀的，但看得出他們只是『得個

己也是。因此由上至下要接受再敎育。」

講字J

「中14J的末世觀
開宗明義，究竟許廸鎌認不認同現在

，他們雖然嘵得要建設美好香港、

爲將來貢獻自己力量，但究竟要怎樣做，

都不了解甚麼是民主、甚麼是公民敎權：，
以往亦缺乏這一類的書籍，即使現在香港

以上分析。

搞民主的人所做的基層工作亦十分不足，

沒有想過走：「不能走。『貧賤不能移嘛
！ J」（衆.笑）他認爲目俞的情况雖未至

「可以這麼說。」許廸鏘認爲尤其是

由於香港一直以來都缺乏公民敎育，大家

他們不知道。J許廸鏘對中學生的心態有
那麼許廸銷有沒有打算移民？他表示

是末世呢？

霞要貞
e祭婉
鄰馬何

訪問者

因此公民敎育的對象應由學生擴大至廣大
市民。
由於〈陽光校園〉在八九年九月十八

在香港，因九七剛是世紀末，情况就更明

於悲觀，也不算是樂觀，一切有待北方政

日創刊，至今不過數月，一切尙須繼續摸

顯；但他表示自己對末世情懷的理解是較

權會否出現突變。他又指出知識份子危機

索、革新，因此通過〈陽光校園〉向學生
灌輸公民敎育，非朝夕可逹。

爲「中性」的，這是相對於一般人對末世

感會較一般市民重，一般市民只顧有工作

看法偏向負面而言。前境旣不明朗，一般

、衣食不缺，而知識份子會想得多一些，

問及〈陽光校園〉的出版方針，許廸

人在這種環境下有一关過一天，甚至紙醉

並更重視自由，害怕九七後會受種種束縛

鏘笑了笑說：「太高！說出來也沒人信！

，加上子女敎育等問題，「反正子女遲早

想敎育呀、提高學生知識、品德修養、文

金迷、醉生夢死。
許廸鏘又用歷史來補充他的「末世觀

都要到外國去，遲走不如早走。」他又認

字表逹技巧呀、公民意識呀……」效果如

： 「末世可以是指目前的環境（二十世

爲汲汲於移民外國的港人，對社會本已存

何？「銷路好，但距離理想很遠。」困難

紀末），但也可以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每

着不同程度的不滿，現在反正不看好，,不

？「困難在內容上，最簡單其實就最難做

一朝代都有所謂的『世紀末J，例如中國

如一走了之。

。用簡單方法介紹民主槪念很難，要提高

J

的唐、宗、明、淸各代，都能明顯見出其

話題從移民集中到送子女往外國讀書

末世情懷。末世延續期可以很長，由幾十

的問題上。目下愈來愈多人送子女往外國

年至上百年不等，如明朝歷百多年而亡，

讀書，許廸辦有沒有這個打算？

寫作水平亦非一朝一夕能做到，人手又不
足……」

淸在乾隆以後已走下坡，但要到鸦片戰爭

「有！」他肯定地答道。「子女大了

之後才之，也是『捱J 了幾十年。在這個

也要想辦法把他們弄出去！」他最關心的

談到六•四，許廸鏘表示六•四對他

環境下，社會經濟雖能維持，但在人的心

反而不是政治迫害，而是如果將來的敎育

的影響很大。本來他的政治思想偏左，即

態上，已表現出末世情調，如明末的縱愁

制度仍是封閉的、殖民地式的，只是「換

使文革時對中共仍存幻想，但現在已惑到

湯不換藥」的話，對下一代會很不公平，

沒希望。

〜花天酒地°J

六•四及其他

那麼香港呢？許廸鏘認爲香港除了正

做父母的當然希望子女在較好的條件下受

身爲一個編輯，他會不會怕「秋後算

處於世紀末外，還有九七政治問題，港人

敎育，「Free to choose是最重要的！」

itij，以致在寫作或選文時有所顧慮？「

公民敎育與〈陽光校0>

們體會到現有的自由的可貴，許廸鏘認爲

的心態就是拚命賺錢、拚命往外國溜。

沒有！」他表示。正因六•四事件，叫我

記者繼續追問：一「所謂『中性』的末
世觀，究竟指甚麼？」

旣然許廸鏘决定留下來，他對未來有

許廸雜解釋：「『末世』只是一個名

甚麼展望？

詞，代表世紀末。末世可以不是一件壞事
，在歷史的轉折期當中，有壞的一面，也
有向上的一面；舊的過去了，新的未生出
來，在這個時期也可以積極地做些工作來
平衡那些負面影響的。J

文化工作者應趁現在多搞不同的工作，他
批評時下的新雜誌範圍的狭限於政治、財

他表示九七以後難料，就目前而言，

經方面，文化、文學雜誌實在太少了。他

有甚麼便做甚麼，趁還有自由時，盡量做

更驚if於反映這個歷史轉折的「大時代」

自己可以做的事。至於具體計劃，他希望

的文學作品竟出奇地少。他表示自己雖然

通過〈陽光校園〉簡單地向靑少年介紹各

未必會寫文章來反映這個時代轉變，但一

種政治槪念。〈陽光校園〉已積極推擴至

定會鼓勵新秀作者嘗試。

談移民、談敎育
有十多年編輯經驗，現任〈陽光校園

全港四百多所中學，加上學校老師的協助
，這將是推廣公民敎育的大好時機。他又

局和前境感到無奈和厭倦，將來？做一曰

> 主 編 的 許 廸銷 ， 他 平 日 接 觸 到 的 朋 友 、

指出提高香港學生的公民意識是十分重要

和尙敲一日鐘吧！「敲到A七爲止。」他

讀者，對末世（更正確來說是對九七）、

的，公民敎育已說了幾十年，到現在才開

補充。

許廸銷亦承認經六•四事件後，對政

始付諸實行；而學生最缺乏的正是基本的

如果九七政權轉移直接影響編輯方針

由於〈陽光校園〉是一份以靑少年爲

政治、公民意識。像在「六四」事件中，

呢？ 「再看看。香港人適應力是很强的，

對象的報刊，因此許廸鏘表示他平日接觸

有不少中學生站出來一起喊「打倒李鹏」

只曉得說沒有用，每一個香港人都要學會

到的讀者以中學生居多，他們雖然未必眞

等口號，但他們未必知道李_是誰、爲甚

適應環境、學會生存。」

正意識到發生了甚麼事’他們的觀念也很

麼有這個人出現和爲甚麼要打倒他；再者

對前境又有甚麼看法？

.

受他人影響，但眼見很多同學、朋友一個

最基本的公民槪念，如甚麼是民主？民主

一個地移民他國，加上「六.四」事件’

制度有哪幾種？哪種民主制度適合我們？

長輩們的話題可能已由「走不走？」改爲

學生未必都能了解。

嶺南人

記者再追問一句：「如果飯碗與自由
不能兩全呢？」
他答：「有自由，工作（指編輯）便
是興趣；沒有自由，工作只是工作。」

有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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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楊靄良「師兄」，是在繁忙的明

*

報編輯部，而訪問的時間只有十五分鐘至

回說末世，「末世情懷J是否只等於

半小時，要在如此緊迫的時間內，做一個

九七那麼簡單？又或是九七只是末世情懷

深、廣如「末世情懷」這種題目的訪問，

的催化劑？

大家都顯得氣嘴琳的；反觀楊靄良，仍是

楊靄良認爲每個人都會定一些界限’

斯斯文文、淡淡定定、不徐不疾的表示：

而九七是移交政權的過渡時期，最重要的

「九七將近，便更多人注.意(末世情懷）

是大部份港人對九I七抱悲觀態度，所以才

，可能十個人當中有九個都會這樣說，怕

把這段時期定爲「末世J。而「末世情懷

北京會派人下來，樣樣改，想賺多些錢的

」就是表現在港人拚命賺錢、不斷移民外

人可能沒機會再賺錢，現在只剩下幾年時

國和崇尙享樂之上。

間了 ° 」
雖然大部份港人對九七抱悲觀態度，
楊靄良本人卻是較樂觀的，但他的樂觀是

由於移民外國的港人中，有很大部份
曾受過高等敎育及穷專業知識，因此話

題很自然地轉到人fi失上。

指「未至於悲。他認爲就現時形勢，

香港現存的企業架構，實有賴專業人

中國並非完全不能改善，一個國家如果希

士的技術及經驗才得以穩步發展，近年香

望進步，有些地方一定要改，而且是被迫

港出現專業人才大量流失的情況，縱使各

要改，朝一個更好的方向走，「除非權力

機搆不斷增聘海外人才、港府亦逐步增加

過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無法分解，這可

大專學額，但這批「新血」是否能完全代

能不利於香港。」他補充，雖然國際局勢

替舊人呢？楊靄良認爲，政治問題一天未

迫使中國改變，但改得多還是改得少，要

得到解決，人才流失問題亦同樣不能解決

看國家和人民是不是「肯去敬」；如果香

，新人是否能代替舊人反而不是一個問題

港市民肯主動爭取，情況應該比想像中好

，即使藥一批流失的人才能夠補足，但是
接下來'的第二批、第三批呢？

些0
九七正步向廿一世紀，港人多已把九

旣然要保住人才，香港的政治環境必

七當成大限，以後的事不知道也不敢去想

須明朗穩定，那麼對香港的政治前景，楊

，這種强烈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楊靄良

靄良又有甚麼看法？他認爲香港未來是否

可有感到？他認爲港人的憂患意識已達到

能保持安定繁榮，實全賴中國政局是否穩

不言而喩的地步，港人紛紛移民便是一個

定，如六•四事件後，香港在亞太區的十

信心危機的指標；即使在他身邊有移民打

大投資中竟跌了三個位。而香港之所以處

算的亦大不乏人，甚至在報館中與同事閒

於被動地位，主要因香港並不是一個國家

談間，也有部份表示有這個打算。而實際

，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除不斷流動的資

上他入行不久，已有一位編輯移民他國。

金和人口外，便可謂乏善足陳，因此香港

那麼楊靄良自己有沒有打算移民呢？

在國際間的Bargaining P o w e r 實 在 弱 乎

原來他去年本有一個移民機會，但他旣對

其弱。

前景抱樂觀態度，仍希望對社會作一些貢

楊靄良_中的香港旣然如此被動，爲

獻，所以就任機會溜走了，當形勢已惡劣

何他在前面又說對前景「樂Mj呢？再者

至不能扭轉時，他才會考慮移民。
留在香港，又可以有甚麼貢獻和發展
呢？楊靄良認爲敬好自己本身的工作已經

，在這個大時代的轉折期，我們又可以做
些甚麼？他又會站在最前線，又抑或退到
大後方呢？

很好。像他在〈明報〉副刊中負責介紹新

「可以做多少與肯不肯去做是兩回事

科技、新思想，雖然對將來新聞自由問題

，即使成功率會很低，但仍要嘗試去敬，

也會有些憂慮，但他們會堅守岗位，寫應
該寫的，報導事實，至於將來會否被禁制

不試便完全沒事希望…•••」
「目前大家還是應該緊守自己岗位…

，旣然無人能保証，也不去想了。再說楊
靄良負責的部份在副刊之內，一般來說副

「我會多引述别人的意見而少發表個

刊是比較軟性的，表達政治立塲的機會較

人意見……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資訊給讀

少，無論將來會不會產生問題，他都會盡

讀者……J

自己的責任，「傳播界的工作者應堅守一
個道德信條——要報導眞的。」
至於報館中的其他編輯，楊靄良認爲
處理不同專題的同事，對其負責範圍內的

被訪者簡介：

事物會有較敏鋭的觸覺，如做港聞版的可

揚霧良，八九年畢素於嶺南學院系
現任〈明報〉副刊記者。

做副刊的可能更注意環保問題；由於各人

能集中注意力在政治、運輸或建築方面，
專注的方面不同，不可能全部都涉及政治
，楊靄良自己就感覺不到政治對他的工作

「組織政黨要視乎個人能力，有些人
能寫，有些人更適合於喊口號，即使我不*
會組織政黨，但亦不排除參與政黨的可能C
「我們不能因有九七問題，便要求每
個人都要傲些甚麼……J
如果九七後沒有言論自由呢？
「不會再做（記者）了 ° 」
匆匆的訪問、匆匆的印象，卻有很多
地方値得我們進一步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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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界

訪問者：何婉貞

問：就香港來說，有否「末世」的跡象可
尋？
答：香港是一個很受外圍影響的地方’而

！現在我有機會，有資格移民，爲甚

香港本身並沒有很多屬於自己個體性

麼不嘗試呢？好像現時香港出現的「

格的東西，反而香港受到很多西方經

移民夾心階層j

濟、文化方面的影響。
當前香港人最憂慮的莫過於「九
之人心是最恰當的。不過，現時「九

的期望負責，我不必唱高調說爲了熱

七」問題導致不少人生活狀態、習慣

愛香港而不移民。過去的經礆吿訴我

改變，好像有人爲了移民，積極工作

，我是不可以過於感性而喪失我的前

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態度，任意揮

問：你覺得移民後的生活將會怎樣？
答：移民衆所周知是一個冒險。移民的生

會看見這種轉變的，人們並不需要這

活可以肯定不會開心，我也覺得世界

麼急功近利，剛好「末世情懷」就是

上沒有一個地方比香港更好，正如我

反映「急功近利」，因此，香港人不

說過，香港是一®投機者的樂園，像

少覺得現在是「末世J。

我一樣有才荸的人在香港一定有所發
揮，我的表現在香港可能很决被人賞
識，祖在别的地方是很難嶄露頭角。
問：作爲一個電台的唱片騎師，你覺得「

看法。我覺得十年，八年內仍不是「

六•四」後，你所接觸到的聽衆或是

末世」，有些人看見天安門廣塲所發

電台內部人員，在心態上有何改變？

生的事，便以爲現時是末世，但我可

答：作爲傳播媒介的工作者’無論對內或

以說前景仍算樂觀。當人的生活經驗

對外都.有很緊密的接觸。在「六•四

越豐富的時候，就會感到悲觀與樂觀

J後，可看到普遍聽衆比铰留意時事

只是差一線；旣然悲觀不能改變事實

及資訊性節目，而電台方面，亦針對

，倒不如樂觀的面對，這似乎是香港

聽衆口味轉變及順應時代之需要，着

人過去得以生存，及令香港變成這樣
呢？

途。

霍。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我們是不

答：也許我的悲劇性格中有着一些樂觀的

問：你對於「末世情懷」一詞有什麼理解

棄？況且，我移民一方面是因爲對父

七」問題，「末世情懷」放在九七前

問：那你抱着甚麼心態看「末世情懷」呢
？

何重恩，畢業於珠海書院新聞系，現
職香港電台唱片骑師。

，他們都是欲移不得

，旣然我得到這個機會，爲何輕易放

母交待，我要對自己的前途、對父母

儲蓄；沒有資格移民的人則抱着「今

被訪者簡介：

入們充份發揮自己才華的地方，只不
過是人們如何作出他們人生的注碼吧

繁榮的一個最好的性格特徵，若香港
人不是對這地方抱樂觀的看法，香港

答：據索敎上的解釋’「末世」就是指「

決不會發展至今日有這般超卓的成就

世界末日」，意味着世界混亂，有很

。我認爲，人在絕望之下渡過末世，

力多製作這煩型的節目。
問：你認爲應用甚麼手法來宣傳「公民敎
育J ？
答：用一些塌情的方法來宣傳「公民敎育
J °

多不開心的事情發生，世界走到盡頭

當有一息尙存的希望時，人仍是不相

問：怎樣塌丨S呢？

，那就是「末世了。因此，「末世

信末世會來臨的，而當我還有機會時

答：所謂煽情，即是「塌」聽衆的情，即

」給我的印象是極負面的。

，我仍會爭取。’

問：由「末世情懷」一詞可以聯想起什麼
？

問：你認爲人們積極找出路移民是否一個

答：世界不和平，「民打民」、「國打國

答：買「政治保險」是無可厚非的，我也

悲觀的做法？

是以一種方法來令人們覺得香港與他
們息息相關。
問：就電台本身來說，用甚麼方法來「塌
J聽衆的淸？

_

申請了移民，而且隨時可以起行。其

答：譬如利用一些電台節目，使市民能好

問：你有否感到現在是「末世」呢？

實人要移民不是因爲不愛自己國家、

發他們對香港的惑受；或以個案的形

答：現在是不是「末世」，是很難界定的

土地，不是離棄中國人，我極之相信

式來畋一些專題探討。

」，動亂不安。

嶺南人

，我們不可以設想將來的世界會怎樣

，爲甚麼吾爾開希要離開中國，不壯

發展。在哲學上的觀熙說，世界一定

烈樣牲呢？是因爲他熱愛祖國，不甘

答：應着重宣傳。公民敎育不可呆板地灌

會走到末端，到時候人類將會面對很

白白樣牲性命，以求將愛國精神、思

-輸公民意識，要以潜移默化的方法進

大的挑戰，而人類將會在痛苦、絕望

想向外地宣傳。我再次重申，我並不

行，並透過不同的渠道令香港的年靑

之下渡過。觀乎現世界的形勢，像東

反對移民，移民是沒有壞處的，當他

人對香港產生歸屬感，好像我捫進行

歐集團、共產集團的改變，實行自由

們回流時，他們仍然是中國人。毎一

的「太陽計劃」，就是讓年靑人漬極

民主政治，有更多權力下的，可以想

個人對於自己所走的路有不同看法，

參予社會活動，從而唁養出他們關心

像得到世界是充滿新希望的。但實際

移民與否是不可以用樂觀或悲觀來界

社會的意識•及責任惑。

上，這只不過是政治家及普世人民之

定的。雖然，有人會認爲移民是對香

問：最後你對於‘國有何展望？

願望，是否可以逹成，仍是未知之數

港前途沒信心的表現，是消極的敬法

答：對中國的展望當然是希望她會變好，

。當人類的殺人武器發展得越來越先

，但緊記，消極的做法並不代表悲觀

若共產黨倒台，可能會再出現像五代

進時，人與人之間的衡突和矛盾必然

。當你覺得留在香雍沒有作爲的時候

十-國那麼混亂的淸況，加上中國人根

會增加，世界大戰’人類互相撕殺隨

，移民亦未嘗不可。

本不懂民主，要是共產黨眞的倒下來

問：除此之外，還有甚麼方法可用呢？

之而來，「末世」亦遂步移近。幸好

可以說，就算我移民去了，我始

，現在世界上的趨勢是努力尋求和平

終都會回來的，因爲杏港始終是我土

人口，有甚麼政黨會比現在败得更好

，如限武、裁軍及停止星球大戰計劃

生土長的地方，而且香港是個投機者

呢？

等等，•因此，现在仍不是「末世」。

的樂園，即是說香港是一個能夠給予

，以中國這樣大的地方，擁有十一億

紀！因此，「末世情懷」是指在世紀末每
個人的生活方式，這個方式是因人而定’

被訪者簡介：
潘愛美，人稱Ellen Pun ’畢業於香
港樹仁學院新聞系，現職無綫電視台助理

貞受爵
婉想玉
何馬鄰

訪問者

人一定不會放棄香港市塲。
但對中國來說，縱然她知道自己的經

就她來說，她的「情懷」就是積極工作、

濟大部份要依靠香港，但如果香港變成「

投入社會。

反共基地」，中國政府是會不惜一切把香

在此，Ellen亦了解到香港人現在剛好

港這隻會生金蛋的"81宰掉，務求達到「犧

要面對「九七」問題、政制改變等困擾，

性小我，完成大我J。較爲樂觀的看法是

所以有「末世」的心態出現，覺得「末世

，現在中國坐在高位執掌政權的人已是一

」的责要，冀望能在這世紀末之前的十年

把年紀了 ’他們最終也得將政權下放給新

裏幹一番事業，爲自己爭取一些東西。其

的接班人，一個好jfe權的出現正是大家期

實正如她所說，早在一百年以前，當淸政

待着的’不過，即使新人上塲，亦不排除

府轄讓香港給英國作殖民地的時候，香港

政治架構會保持不變，更可能出現新人爲

所面對的轉變不是跟現在一樣嗎？那時候

了得到更多利益而重蹈前人覆撤’情況或

，我們的先辈並沒有因爲時代、政制的轉

會比現在更甚。但另一方面，Ellen認爲’

變而感到「末世」的來臨，所以，我們爲

世界風氣是不可以倒退的，現時蘇聯的政

什麼要這樣徬徨呢？

治開放，東歐集團要求政治改革，世界上

話雖如此，眼看中國大陸正遂步走上

的共產國家紛紛走上民主改革道路，中國

開明的政治開放路線之際，一次「六•四

始終要順應潮流’不可一成不變；又正如

J令香港人對中國政權信心大失，有經濟

上述所說，中國的經濟重要命脈是依靠香

能力、有技術的及擁有專業知識的「人才紛

港及外國的’若中國n丨固步自封，一定會

紛打探出路，移民去也，留給香港的只是

自食其果’像「六.四_]後’各國對她實

人才流失危機，企業架構改變，出現高層

施經濟制裁，令她的經濟嚴重受損，使到

人負眞空的狀態，還有經濟遂漸萎縮，外

她不得不實行一些懷柔政策使其他國家再

資撤離香港，這種種重大的打擊，確實使

度給予經濟援助，所以’從經濟再度看’

到香港人感到焦慮和不安。

中國始終要變，這是樂觀的。

對於買「政治保險」，Ellen沒有反對

還値得一提的’就是自「六.四」,

人們這樣做，況且移民這個問題已不是近

生後，香港仍然有不少社團以示威、遊行

兩三年才出現的，早在百多年前，中國人

等活動來行發對中國政權的不滿，@認爲

已移民到「金山J去了，「六•四」只不

這些做法到了現在已有不少是流於意氣之

過是催化劑吧！再者，移民不一定是好的

爭；Ellen認爲目前最重要的是給予中方信

，正如她所說，沒有一樣東西可以保証移

心，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人所共知，是傳

民後可以生活得好一黙，就好像她現在生

統的「父母思想」，但是身爲子女的，若

活在香港，也不能保証自己會有好的生活

要得到父母的信任，我們就當尊重他們（

。她是不會選擇移民的，縱使她有機會；

在合理情況下），這樣便可得到更多的自

除非是非走不可才考慮，但有一黙可以肯

由了。好像剛通過的「基本法」，雖然是

定，就算她離開香_，那不過是短暫的，

那樣保守，但在我們積極爭取之下，中方

她一定會回來。‘

已讓步將直選議席增至十八人，由此可見

觀乎現在，正因爲移民人數日多，導

，我們必須做到互相信任，我們須緊記沒

致到一些客觀環境改變，「二等公民J的

有人會喜歡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當中

感受已有以前那樣强烈；況且香港人的

方給予港人信心的同時，我們也得給予中
方信心，作出同樣回應。

在電視台工作的人，想必是拼勁十足

「根始終是很弱的，加上他們適應力

，性格爽船，而今次筆者負責的任務，正

强，相信會很快溶入當地社會的。但那裏

而現時香港政府最急切要敬的，就是

是訪問一個電視台的助理編導——Ellen

終歸是别人的土地，香港就算不是他們的

積極培育人才，如擴展專上敎育等等，還

Pun。初見Ellen，果然是個典型的「電視

根，也是他們的家，香港由一個名不經傳

有的是加强公民敎育來深化民主理念。現

人」，她熱衷工作’身處這個被「九七」

的小漁港發展至今成爲世界知名的商瑋，

時的公民敎育，實在是不夠全面的，學生

問題困擾的香港仍懷着滿腔熱誠，絲毫沒

全賴一羣工商界的中堅份子的努力使然，

們往往把它視之爲一個課程，跟其他科目

有左右她做人處事的方針，並且能樂觀而

因此，Ellen深信，移民後的人一定會回流

積極的面對將來，這是値得我們一羣年靑

，再爲香港建設。

沒有兩樣，所以，硬性規定在課堂灌輸這
空泛的理論是很難收效的，應在日常生活

至於人才流失，一批專業人士移民短

中慢慢渗入才容易使人接受，正如基本法

對於「末世情懷」，Ellen認爲所謂「情

期內雖然會導致企業、甚至經濟混亂，但

一樣，縱使人們不知道它詳細的內容、條

懷」，是一個純中性的字眼，與「生活方

跟這批人擁有同樣知識、技術的大不乏人

文，至少也知道它對於我們的將來是很重

式」無異，即「末世情懷」就是在這個世

，這批人走了，正好給他們一個抬頭的好

要的，引起我們政政治的關注。因此，公

紀末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雖然有不少人一

機會，長期來說，移民所造成的人才流失

民敎育應從不同的渠道伸展開去’務求達

提起「末世J 二字，心中便泛起一陣不安

問題，對於香港的工商業是不會造成影響

到理想的成績。

的情緒，覺得它是負面的’表示一個世紀

的。何況，Ellenl^得人始終是自私的，爲

人學習的。

Ellen個人認爲，現在我們這羣大專生

已經到達了由盛轉衰的階段，不過她卻認

了生活好，一定會努力工作賺錢，因此香

當努力讚書’好好地武裝自己’爲香港開

爲「末世」只是僅僅代表着世紀末的意思

港的經濟是不會退步的，對此筆者亦有同

拓美好的明天，創造屬於自己的一份「情

，即是標誌着一個世紀完了進入另一個世

感，憑香港擁有地理上的優越條件，外國

懷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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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區天佑

服務界

本文可分成三部份：第一 ’政治方面

何況是一般市民大衆呢°政府甚至在這份

。去年六四事件令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

文件中（註：見第六頁）表明「白皮書的

都感到悲嘆’陳美美對六四和中國民主前

內容將不會包括康復服務、公積金或退休

景，卻有她獨特的意見；第二 ’社會方面

金計劃，這是政府漠視社會整體變遷和發

。陳美美從事社工多年’對社會福利服務

展需要的又一明証°那麼’又怎可以稱爲

有較深入的認識。適値政府發表「跨越九

《跨越九十年代的社會福利白皮書〉呢？

十年代的社會福利服務白皮書諮詢文件」
，陳美美認爲有很多不足之處，_政府應重
新檢討其社會福利政策；第三，個人反思
方面。現實的不斷衝擊，令陳美美明白到
個人的角色與及未來的方向。「最大的價

除了政府應修訂其政策方針之外，她

値是看到靑年人在靑年中心的成長’實在

覺得政府不應該以一種施捨的態度，去處

是最大的reinforcement

！ j

理社會福利服務。我們必須承認，人作爲
社會中的一份子，有他個别不同的需求，
不應該是被動的；相反，應該有基本的權
利去獲得社會所提供的服務。不過，她反
對以激進的手法去爭取，因爲，叫一班老
人去靜坐、絕食是不設實際的。所以她自

六四令她對中國問題有更新的認識°
她認爲六四除了破壞性（Destructive

)

己的責任，就是盡量去反映市民的需要，
積極爭取他們的權益。

之外，也有其正面式（Positive ) 。 例 如
：六四之後，許多人對於個人應有的權利
，都顯得非常關心’而對於敏感的政治問
題，也不再迴避退縮了。六四亦令她更淸
楚知道中國領導人的想法與及敬事的手法
，相信有助於港人與中方人仕的接觸°

從六四事件和日常工作之中，陳美美
不斷反問自己，在社會上應當擔任怎樣的
同樣，對六四亦有作出即時的回應

角色。六四以後，她自己曾參與多方面宣

，好像遊行集會、發表聲明等。不過，她

揚民主、自由的活動，包括走訪、研討會

希望毎個人都能有理性的反省和探求’進

與及宿營。她認爲深化對民主、自由的認

一步深化自己對民主、自由的認識。

識，確賁是當前的急務。只有當我們對民
主、自由有較深入的理解時，才可以影響
下一代，使他們能在學習的過程之中，培

對於目前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她並

養出對事物的獨立判斷能力，辨别是與非C

不感到樂觀。因爲中國不像其它東歐國家
，沒有深遠的民主基礎。二千多年來，中
國人民都是由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封建專
制的政府所統治的。所以，正如柏揚所講
，中國人的民族性是「奴性J，不會向權
威挑戰，只會逆來順受。而且，中國的人
口有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他們大多是文盲
和傾向保守，只要能夠有飯吃，基本生活
條件不太惡化，誰是當政者的影響不太大

雖然，靑年中心的工作帶給她很巨大
的壓力；不過’當她看到自己的「仔」、
「女J如何在中心成長’那份莫名的滿足
感，又增强了她對工作的自信心。所以，
她說：「若果九七年之後，仍然有社會工
作，我必定繼繽下去。J

社會方面，棄涉政府以甚麼態度去制

被訪者簡介：

V

六四事件距令快將一年，但九七的脚
步卻逐渐接近，香港人處於這個時代之中
，會有什麼想法呢？——移民一走了之，
抑或留下來面對將來。隊美美是一名青年
中心的在職社工’她將談談自己
以來對玫治、社會與及個人的感受
的體會，定可M•大家去思考更多問題
對個人的角色，必有進一步的了解。

嶺南人

定社會福利政策。政府向來强調不會發展
一個類似西方的福利社會，因此並不十分
着重社會服務的發展。不過，陳美美卻抱
持相反的態度。她認爲社會服務應視作一
種長遠的投資，保障社會的穩定及發展。
對於今次白皮書的諮詢，時間寅在過於倉
卒》;況且，政府又沒有在各大衆傳媒加强
宣傳，以致不能喚起大衆的關注。此外，
今次諮詢文件的內容流於空泛及槪略，即
使是行內人也不知從何入手，反映意見，

我們同樣生於這個轉變中的時代，陳
美美的生活感受，又對我們產生甚麼啓迪
作用呢？或許，她積極面對生命，已証明
了這並不是「末世J ！

訪問者：區天佑

商界

或者，正由於她從經濟角度來考慮吧

「土產人仕J她戲言。

，對於「一國兩制」她抱持樂觀的態度
正如一般市民’她鍾愛這塊土地’對

！她認爲’北京知道在香港推行共產主義

這塊土地有一種獨特的、深刻的感情；尤

是不行的；甚至它不斷嘗試發展深圳特區

其每當她從外國公幹回來，在步下機搶的

的經濟’就正正是希望試驗一下’新一套

刹那，與在外國相比’完全是兩種不同的

的方法是否可行°所以，香港實行一國兩

感受：香港要有生氣得多’是一個非常現

制的可能性是相當‘高的°

代化的大都會’令人羡慕不已。
不知大家有沒聽過「游蛙式J這句話
「香港幾好的東西都有，正如一個廣

，是用來形容港人拚命賺錢和移民。無論
怎樣，蔡蓮鳳認爲十分正常，因爲好像開

吿的對白」她繼續說。

保險箱一樣，人總想找一處地方安放自己
從筆者的觀察之中，她全是一副樂天
派，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J

，對前景絕

的貴重財物；或者是做一個投資’其目的
不外乎是爲了保險吧。

不會過於担憂。她坦然地承認，「自己對
政治不大認識」，加上她做人的原則是「
煮到嚷就食」，一副樂天安命似的。所以
，一切都由「天意J安排妥當了，刻意改
變也是無謂。暫時來講，她並不担心將來
，因爲香港仍然是一塊賺錢的好地方；縱
然香港也曾經歷多次政治轉變，譬如：六
零年代大陸移民大批湧入香港，亦曾構成*

她的「保險論」令筆者想起「居英權
」，也是保險論下的產物。但是，究竟商
界人仕對移民有何看法呢？她表示有錢的
人多已將部f分資產投資海外，但會盡量留
下來「温錢」。即使是要走，也會是數年
後的事情。因爲「香fe是全世界最好截地
方J，又有誰願立即離開。

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港人的適應能力相當
她强調若果沒有九七信心問題，這些

高，很快又渡過難關。

人根本就不會走。
談及六四期間’有上百萬香港市民參
與遊行示威，她認爲「很正常」。作爲一
個中國人’目睹自己的同胞被屠殺’自然
會產生一種悲痛的感受；何况，九七將近
，他們也會聯想到九七年之後，會否像北
京的情况一樣。於是’便藉著遊行、示威
，希望可以改變北京政府。

問她六四以後，有沒考慮移民，她坦
然地答道：「這一刻叫我離去（移民），
我是不會的，因爲此時沒有太大的改變。
而今距九七仍有一段頗長的日子，這幾年
之間，香港仍然是一個很好的賺錢地方…
…若要移民，也不會是現在，起碼會是四
、五年之後的事，若到時眞的要走，則形
勢已明朗化了」。
到了形勢迫使她不得不離去，她會有

故此，對於香港的經濟前景，她是十
分有信心的。簡單來講，她相信：北京政

什麼想法。她精簡地一句：「無可奈何J。

府了解，雖然香港是一塊很細小的地方，

其實，從蔡蓮鳳的講話，也多少可領

但每年卻可以幫助它賺取到大筆外滙；况

略到一種她對前景不明確的担憂。她祈望

且，又不需它花費太多的精神去管理’實
在何樂而不爲！

「祖國J (指中共領導人）不要隨便講些
危害港人信心的說話，因爲他們講一句話
’隨時令港人有很大的反應。

但是，她指出現今中國大陸仍十分穩

姑勿論怎樣，她並不認爲有「末世」

定，若以一個普通市民來講，只好「以不

感覺’因爲香港仍有許許多多新的發展與

變應萬變」。除非我們有能力改變現狀，

投資’所以’香港對於中國’仍有很大的

否則，惶恐只會令社會更加不安，造成不

價値。

必要的負担。所謂「雖不成事，但也不要
敗事嘛」。

訪問完結之後，筆者有一種感覺：我
們生存的作用，莫非只繁於替别人生金蛋
嗎？

被訪者簡介：
蔡蓮風現職亞智投資有限公司萬利隆
金號高級市場經理。她從事金融業務多年
，對金融投資有豐富的認識和硏究。但是
，九七問題已構成對香港經濟的長遠陰影

來解釋：「如果老板見到我P地出去揾生意1

；再加上六四事件以後’港人信心問題進

，根本不須要插手干預我馳鹿行政。最多

一步惡化°對她來說，必定構成一定的衝
等。究竟，她會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呢？相
信’能或多或少反映出我們的心聲。

，他祇會做一些工夫來推動我她去温生意

隨後’她又想了一想，擧出一個例子
，而又成功的話，他自然會對我P地有信心

按：專題訪問內容均屬被訪者之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其所屬機構之立場。

，而不會實行一個不好睹制度來防礙我抛
工作° J

嶺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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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畢業z後成為運涯卡•冒.

畢業榮譽得來非易,你的
•0661

才華與努力,從此備受社會
認同.持有美國運通卡，.
一切成就盡在不言中，毋論

會員獨享專有權益

在公在私,你必定更滿懷
信心,成竹在胸.須知專有
權益，一如畢業榮譽，並非
垂手可得.即日申請，爲投身
社會作好準備.

食傍身世界通行

問卷調査結果
第二十二屆嶺委會爲了_<^門對嶺南^|^報的
需求及期望’曾於數月前’進行一項收集各同學對第
四十五期〈镇南人〉的意見，藉以努力改善曰後之出
版質數0結果如下：

一、內容方面

過多

4.32%

頗多

10.07%

適中

60.43%

頗不足.

6.47%

很不足

0.00%

無悬見

18.71%

頗不溪意

27.54%

很不篇惫

連中

30.43%

無意見

17.39%

12.67%

適中

29.85%

無意見

6.29%

很不足

0.70%

46.86%

無意見

18.88%

26.57%

①對本刊物整體來說：

2.請增加對學校生活的介紹。

i .文章
4.32%

頗不足

頗多

7.19%

很不足

3.61%

頗滿惫

33.79%

5.76%
很不滿意

19.43%
20.86%

.請加强分析深度。

是

30.37%

否

13.37%

無意見

56.30%

③本刊物是否能提高學術風氣？
是

37.38%

否

23.23%

無意見

39.39%

意見：宜多些宣傳，吸引文史系以外之同學投稿欠缺學術
性文章。

2.請增加宗敎及哲學性分析。

④本刊物是否能起關心社會之作用？

ii .能否帶出專題
40.44%

是

39.61%

9.56%

否

20.79%

無意見

39.60%

50%

④ 英 文 版 ( L e a v i n g on a Jet Plane, Where have all the
ficiwe/s gone？ Melbourne.I miss you!

See

you my friend. The Gondian Knot of

Refugee's

惫見：宜將時事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報導，增加同學興趣

⑤閣下對學生報的期望？
I.應引起同學參加社會事務，認識世界’激發學生對
學校的歸屬。

experience) o

0.74%

頗不足

12.59<Jb

頗多

5.19%

很不足

2.96%

適中

48.15%

無意見

30.37%

⑤文藝版(粤劇劇本和即興演出；澳洲文化；
釗話；哪時候我還年少；幽默小品；
大城小事）

應增加同學惫見欄及趣味性文章。
宜改善紙質。
IV.希望能以較輕鬆的姿態報導或分析嚴肅性問題。
V.增加對校園的報導及加强校內的溝通。
VI.宜加强宣傳，讓更多同學藉此發表心聲’思想及其

需要。
VI.加强封面設計，插_及色彩質素。

內容：過多

3.68%

頗不足

22.79%.

頗多

8.09%

很不足

5.88%

適中

42.65%

無惫見

16.91%

悬見：1.應多些幽默小品。
2•小品不宜過多’否則影奮同學對專題之注意。

⑥新增加的：

⑥閣下希望在學生報中增/減之內容。
M：政治時事
小說、散文

減：感性文章
文藝

文化活動
校圍色彩
同學投稿

I .漫畫

漫畫
39.12%

9.36%

47.73%

商業訊息

⑦願意投稿於學生報

39.53%

13.18%
其他

0.78%

校圍放大錯
29.23%

不滿意

58.46%

其他

0.72%
16.55%

②作爲學生報，本刊物是否能起監察學生會作用？

③專題：哀樂人生（哀樂人生；苦樂人生；佛敎人生；
人生的路是寬是窄，由自己去選擇；
政治文化與靑年人；阿濃訪問）
過多

很滿意

39.57%

3.對學生會及學校政策之意見欄不足。

46.51 %

2.99%
31.34%

三、其他

頗多

romantic

很不配合

V.版面設計略爲平凡

適中

無惫見

頗不配含

17.16%

VI.排版略欠水平。

頗不足

不能

5.97%

頗配含

ill.應設立自由論壇及鼓勵投稿。

0.70%

能

很配合

iv.紙質略爲改頁。

意見：1 .增加多些趣味性的篇幅。

11.54%

願意

38.13%

不願意

23.96%

不知道

37.91%

⑧較有興趣之文章

0.77%

27.78%
11.11%

品藝
小文

22.22%
33.33%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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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II.應更爲顏色奪目，堪印彩色大頁。

②校園版（對幹事會的一點我見；臨别話S.U:
學生輔導中心簡介；學院放大鏡）

內容：過多

0.73%

頗-滿惫

I.內頁設計稍嫌粗稳和簡陋0

100.00%

Inflax, A

21.01%

很谋意

③對設計之其他意見：、

意見：感性文章較多，分析性的較少。

過多

①內頁設計

②封面設計與專題：哀樂人生

①時事版（學運、國運；新聞眞偽的鑑别；
激情過後，中國法制與現代化）

總計

設計方面

接受我們的遨請，
普身成爲美國運通卡會員
您已獲預准成爲運通卡會員.
在芸芸應屆畢業生中，美國運通特别邀請您成爲
美國運通卡會員，爲表誠意，還賦予您運通卡預先
核准會員資格.
此項預准會籍有如您的畢業榮譽，並非人人可
享有，因爲美國運通在審核會員資格時，相當嚴格，
申請者必須理財有道，方可成爲美國運通卡會員.
今曰，您剛完成高等敎育，邁向成功之路，滿懷
信心、；美國運通歡迎您隨時享有運通卡會員的專有
權益.
速通卡會員，處處備受歡迎.
美國運通卡，專爲身份顯赫、地位尊責的人士
而設，絕非一張普通信用卡.持有它，購物娛樂及出外

旅遊公幹，並無預設消費限額，處處備受歡迎，更可在
全球各地享有無微不至的服務，如:24小時提取應急
款項;24小時補發新卡;免現私人支票；透過「全球
支援服務」，獲介紹醫生或律師等,對於生活面漸闊的
的您，更爲適合.
預准會籍申請表格，
會員獨享專有權益
有效致1990年6月30曰
接受申請限期爲
1990年6月30日，幸勿.
延誤.請即塡寄申請
表格，成爲美國運通卡
會員，及早享有會員
專有權益.、
卡傍身世界通行

1990年畢業同學運通卡預准會籍申請表
M用正惜填妥本表格
請確保已附吞以下副本
1990年畢業學生證明文件

C.信用資料
來往銀行及分行名稱

A.個人資料
,講播寫信用卡名稱及嫉號
先生/女士

請用英文正推溝楚*契申謓人擬在信用卡上使用之名字,

Mil
住址（a用英文正摧

申a人JJ保證上述資料全部正確無Kt, Ma此申»及《權爲本人閣戶，
信用卡，予以検發或補發.直至本人書面a知取消爲止.並授權取得及交換有瞩信用資科.
人同意遽守毎張信用卡(厢本.換發本或样發本)所附之信用卡®貝規暈，
半,並將兩半交回.根據信用卡«»規葷條軟，

注意：美困運通卡的基本卡入•贄《港幣250元，

不同住址之近親或朋友

申講人簽署
拥係
住址

B.學校資料
DEC RSN.

地址

DELIV.
CB.
MTR.
美ffl®通將保a«後》卡橘利,此《先《«的會*資格纸《用於居港工作的耀業生,此申丨1费格不遍用於串《附屬卡.

PPPJ
現代政治與古代黨派的分别：
無疑，政黨現象的出現是人類發展的
一個結果。在古代，雖然政治上曾出現派
别、黨派、集團等，但這些組織絕不_
現代政黨相比。正如古希腊和古羅馬所形
成的羣衆政黨（mass party

)和精英政

黨（elite party )，也難與現代政黨相提
並論。因爲古代的專制封建統治，根本排

文

除了政黨產生的可能性。祇有待民主政制

(m)政黨紀律
政黨必有其一定紀律，作爲對成員行
爲的約束。在紀律嚴格的政黨中’黨員必
須服從黨的綱領及決定，並在政治活動中
聽從黨的統一安排，否則’黨員可被懲罰
或被開除出黨。但亦有紀律鬆散的政黨’
例如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黨員頗不固定
’而他們只須在上次選擧中投某黨候選人
的票，便可成爲該黨黨員，因此黨根本不
能對這些游離的黨員作出任何約束° (6)

的出現後，社會的階級利益才有了較明確
的分野，且政治權力日益擴大，而成爲一

(二)政黨出現的社會條件：

種可以用來實現一定利益的力量時，政黨

現象才得以i生。
本文乃作者有感於總第十四期「嶺暉J中
「政黨，政黨？J 一文尚有可補充及加以
發揮的地方，故特書此文以供讀者參考

東歐改革後’各國的共產黨遭受各方
面的壓力，紛紛作出自我檢討，並修其黨
綱及黨號等，同時，東歐國家新組成的政
黨如雨後春苟，紛紛成立；例如東德出現
廿四個政黨、甸牙利亦出現廿八個之多。
而中國方面’四九年至今，除中國共產黨
外，還有所謂八個民主黨派：民革、民盟
、民建、農工、九三、台盟及致公黨。
香港方面’亦開始邁進政黨政治的階段’
香港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及「八十九J
人籌組的新政黨等。
.
大家都可能感到奇怪’爲什麼在中國
所謂「多黨合作協商制⑵’在每一項重大
決策後，中國各民主黨派都召開會議進行
「學習」及擁護共產黨的決定。然這些黨
派是否符合作爲政黨的條件？更基本的問
題怎樣才是眞正的政黨？在那些特有社會
、政治、經濟的條件下，才可滋生出政黨
的類别是否只分爲民主與專制呢？這些問
題盼能在以下的討論中得到解決°
今天，政黨現象已經十分普遍，以至
沒有政黨的政治實體眞是寥若晨星°

(一)政黨的定義及其歷史
“政黨”（political part y ) 這 個 詞
由"political及‘-‘party"合成，前者不是
文討論課題，但其義意頗易理解；而後者
"party"則源於希腊文"partire"’其意
義是“分開”（to divide )；後來’“part
”成爲“party”的同義詞，便出現兩個極
不同的解釋：一是源於partire的分開意
義，另方面則taking part的參與及（sharing )分享的意義；而後者則漸爲政治界
所採納(3)。所以，現今政黨可界定爲在整
體社會(whole 0/ the political comimnity )中的一個組織。
現代政黨最初出現於十九世紀（1800
年）美國總統選擧前夕一杰斐遜的共和
黨(Jeffersonian Republicans ) 與 聯 邦
黨（Federalist )，直到19世紀，美國的
政黨才開始較具組織性的。而英國方面，
則早於19世紀前，已有政治派系及政治團
體存在，直至1832年才有正式政黨出現，
尤以1867年的選擧改革後，英國政黨才遂
步發展成爲類似當時美國政黨的組織(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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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政黨與古代黨派的最大分别，是
在於前者包括一個獻身於目標的領導集團
’而推動其前進的便是它的目標’而不是
爲了個人的人格；而古代黨派’卻是個人
的聯盟，乃是其成員只關心個人的發展’
其次才是他們所屬羣體的發展。另方面，
派别亦僅建基於狭窄的利害關係上，但現
代政黨卻主要依靠公衆的支持以保障權力
及維持其政治權力，所以現代政黨需要關
心及照顧廣大公衆的利益。
其實，政黨正是十九世紀初的西方憲
政的產物。初時，西歐國家中，一些中產
階級及工人運動崛起後，始向貴族及上層
階級，爭取分享政策決定過程（policymaking process )的權力，因此，他們漸
漸組織起來，集合各種相同政見及利益的
個人，在一定政治主張及利益的號召下’
從事爭取政策的控制權。
政黨是什麼呢？
到此爲止，我們可以簡單地爲政黨作
出這樣的描緣：政黨的基本目的就是爭取
及維持政權，通過行使政權來實現政黨的
綱領，以維護一定範圍的利益。
根據法國學者博雷拉認爲政黨必須具
有三大要素：（一)具有一套治國方案；
(二)具有一定的組織性；（三)爲爭取得政
權和行使權而展開的活艱5)。

(I)政治網領
政黨必須有其本身的政治綱領，這種
政治綱領不但反映政黨的性質、利益傾向
和階級屬性等，還有反映出政黨將在政洽過程中如何實現及運作。所以政黨的綱領
決定了其在政治過程中的決策和行爲的方
向，以及其政治目標。因此其重要性是顯
易而ItL的。

(n)政黨組織
作爲政黨組織，有的比較鬆散，有的
比較緊密，例如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組
織就比較嚴密，但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
組織卻相對鬆散；無論如何，若成爲一個
眞正的政黨，一般均有其體系，例如：中
央委員會、地區去部及基層組織等，與較
爲嚴密的權力關係的結構。政黨通過其組
織使它能在政治生活中，成爲一股獨立的
力量來統一行動，影響政治過程。

中反納巴拉（Joseph LaPalombara )
及威納(Myron Weiner )提出三'項較重
要的、社會條件’可促進現代政黨的產生(8)°
(I)在現代政黨產生前’社會應要實現
高度的世俗化。他們深信是：“每
個個人都相信他們的行動能夠影響
世界，使世界朝着有利於他們的利
益和看法的方向發展。

(n)同時，社會應存在多種類的組織及
圑體，使人民已慣於有組織地參與
及作出行動，才可令政黨成立及得
以發展。

(in)還有，健全及普遍的通訊網與交通
設施也可促進政黨的出現。
‘
這些基本條件得已滿足後，帕扔已拉
、威衲認爲政黨出現與否則視其在特殊的
條件下才可催生，即新的政治秩序合法性
_機、新秩序整合的危機及大衆參與的
危機。
(I)合法性危機：

-

對人民來說，在社會上，新秩序的政
治制度和思想信念是否有存在的價値？這
樣，現代政黨提供了維持新秩序的根據。

(n)整合危機：

整合危機所牽涉的新秩序的範圍和羣
體，在某程度上，出現不協調衝突所分割
，現代政黨的出現，卻可提供了消强這些
差别及整合其國家及人民的手段。

(in)參與危機：

政制開放，使人民有機會參與政治過
程。這黙頗爲重要’现在大多數現代政黨
的出現，則爲了應付這種特殊的危機。

(三)政黨的分類：
政黨可由二方面作出分類：政黨結構
及政黨成員的類型。

(I)政黨結構
現代政黨主要有三種搆成的組織：即
中央決策委員會、地區支部和基層組織。
(a )中央決策委員會：
以美國的民主黨及共和黨最爲推崇
中央決策委員會，這可能由於美國的獨
特文化下所形成强烈的個人主義，缺乏
階級意識所致，加上這兩黨的忠心黨員
數量很小’而且只在最低限度上吸收公
衆的參與。所以這類政黨與黨員的聯繁
不大而組織較爲鬆散，它只在競選期間
作同期性的積極活動。

(b)地區支部

一般來說’支部代表着高度集中的
組織形式，這種形式把一個複雜的勞動

過程，但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來影響其

領袖時產生的矛盾°在黨內.’雖然可能分

決策過程，例如發動羣衆討論’輿論批評

開舊領導班子及新領導班子’但他們之間

等’以牽制阻碍或甚至否決多數黨對利益

的界限根本不明顯’因爲領袖通常是採用

確定過程的主導（正如英國保守黨的動議

「精英重組」的方法來混合他們’這雖然

遭受議會的否決），從而影響政治過程。

可能使領袖作出一些分權的變化，但這只
是把大寡頭政治分割出多個小的寡頭政治

部中的全體黨員作緊密的聯繁，並且明
確强調上級的支配作用。它吸收了大量

其實，現代政黨這類抽象槪念，它所

成員，企圖使自己建立在廣泛的羣衆基

體現的有許多共同的’但又有微妙區别的

礎上’因爲它是爲了挑選及支持其政黨

形式的複雜組合；所以，以上所討論政黨

候選人而存在°正爲了此日的，支部的

出現的基本條件及歷史催化劑，只是從相

領導人要經常與其成員交往，並鼓勵支

異的羣體之間（各政黨及其歷史背景）的

部成員之間建立非正式的聯系；所以這

共同性推衍出來。但現代政黨也通過抹殺

類政黨較易走入羣衆。

它們之間的.重大差别，使我們難作深人的
分析和觀察。
政黨—民主組織—僵化機搆

，根本不能改變其性質，即黨中央集權而
普通成員則無權的寡頭政治了。

(四)結論

、
從上面的討論，已涉及有關政黨的定
義、特徵、政黨分類、政黨的產生條件，
政黨本質等，從而談及領袖在黨組織的特
殊地位’促使黨組織走上僵化之路。
其實，一面眞正的堅信民主信念的人

(C )基層組識：

，他會不惜任何代價都會避免寡頭政治的

這組織類似支部，總是希望擴大自

其實，歷史上，有很多本來是民主結

出現。不過，有人提出’若黨派之中，容

己的羣衆基礎，並通過定期的會議和廣

搆 的 政 黨 組 _ ’變隨着時間的消逝’漸變

許競爭和不同意見存在’這組織內部可睡

泛的宣傳積極尋找新成員。

爲極其僵化的組織’使其成員被剝奪了參

經常出現衝突，以至削弱其組織性。它們

與決策的機會及權利，相反’黨領袖卻得

在較大的社羣中實現他們所追求的政治目

變化。中央決策委員會主要是爲了取得

到了無制約的權力，並且企圖無限期地保

標 。 相 反 ’ 一些具有較强內聚力的領導組

選擧的勝利而組織起來。支部除了是爲

持領袖職位，爲什麼呢？

織（甚至寡頭組織）’却通常较成功地提

基層組織能體現政黨槪念的深刻及

取得選擧外，還爲建立廣泛的羣衆基礎

出及實現它們的政治目標(1_3。

，但基層組織的組成是爲了推翻現存政
首先，當羣衆或某階層的人士聯合爲

治秩序。

組織，以至成立政黨，但這時，其權力之
控制必難兒落到寡頭集團手中，同時羣衆
一般易受讀講人和宣傳的影響，以及羣衆

(II)成員類型

願意服從一些有魅力（charisma

)的領

袖所發出的命令°况且，當代表一旦由全
體成員選出後，他們受賦予的特别地位，
政黨可分爲兩類：精英政黨（elite
party

)和羣衆政黨（mass party ) 。

卻可控制（有意或無意）了資訊的流通’
因此普通成員甚至不能收取任何重要黨的
消息，他們根本並法可作任何的監察。無

(a )精英政黨：
它是一個成員有限的組織，並試圖

還有領導地位也可促成寡頭政治在黨

現今香港亦已踏入政黨政治的階段’
你亦可能參與其中’你對政黨內部的民主
及政黨外部的勝利（較强內聚力）領導的
組織），你會挑選那一種？這個問題留待
各讀者自己仔細去思考吧！

(五)註釋
(1)姜平著，中國民主黨派史，中國：武漢
大學出版社，1987年8月。
(2)「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

吸收那些爲黨增添知名度的人物（po-

內出現的機會。領袖們所具備的專業才能

litical star )。它是一個組織上鳟散的

(例如參與政治的資歷，對革命的認知等

黨，itri很少對其組織基Irf進行高^控制

)，使他們錯誤地相信自己對於黨的生存

。因爲它只想勝出競選，所以，其領導

是有決定性的作用。尤其是當社會出現突

systems

層只在競選期間發動黨員及非黨員支持

發性事件時’他們便常挺身而出，爲黨獻

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

其黨候選人。

計及提出意見，因此這批領導，無論在政

(b)羣衆政黨

‘

治舞台的前線或後方，只要有機會，他們

」，1990年2月7日’。
(3)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A frame work for an-

versity. Press, Volume 1’ 1976，P. 1-5。
(4)Fred 1.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

羣衆政黨是近代政治開放，擴大選

都本着黨需要他，更tL缺他小可的，所以

擧權的產物。其擁有支部或基層組織的

，這些寡頭集團領導是不會退下來的（除

特徵。它不但對增加選票感興趣’而對

非羣衆醒覺不再支持他），況且組織中的

：political parties, Addison-Wesley

增加支持它的信徒更感興趣，並希望能

領袖職位伴隨着的經濟利益，使他們不願

Publishing Company, 1975，P. 229-234.

擴大支持。此外，亦明確區分黨員的等

放棄這崇高的職位。尤其領袖從前在組織

(5)William N. Chartbers, Political Par-

級P成員包括只交黨費而偶爾參加黨的

中只處於和普通成員一樣的低微地位。他

ties in a New Nation, New York :,

會議的支持者；及作爲鬥士的積極黨員

們一方面已習慣領袖的生活，隨着時間的

Oxford University, 1963，P. 45-49.

，還有控制黨組織的核心成員。

消逝、他亦已失去從事過去的職業能力了C

ence, Vol. 4, Nongovernmental politics

(6)「法J弗•博雷拉：〈今日法國政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頁。•
(7)王漏寧》比較政治分析，中國：上海人

其實’政黨政治中，不論執政黨或反

正由於領袖的自信及自大，加上其經

對黨，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必有其影饗力

濟利益；使他們發展到極其迷戀自己的權

的。

力及地位，便以各種方法來延續其頒袖的

民出版社1987，P.108-116。
(8)La Palombara, Joseph, and Myron
Wei-er；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

位置。他們通常從普通成員中先選任（指

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

席，把政黨的綱領和意志提升到整個政治

定某人）爲未來的接班人，使其他成員無

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共同體中，成爲法律來主導政治過程°

法挑選他們喜好的候選人；還有，領袖亦

(9)董云雲、李元龍譯，政治社會學導論一

會在中央階層上，設立更多的職位，用以

一對政治實體的社會剖析，中國：浙江

政黨本身藉着控制立法機構的多數議

在議會中，各政黨各自組成議會黨團

分享及增加從担任領導職務中所能得到的

，少數黨或反對黨雖不能主導利益確定的

好處。亦能減卻一部份人，不能成爲最高

人民出版社，1989，P. 275-305。
(10)同上，P.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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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探討：大專生的戀愛觀及對兼職的看法
愛者，喜歡也；情者，入與人之間相逸久
而久之所產生的一種感覺°愛禱者，當一男一
女相處久了 ’男方及女方都對對方萌起一種特
gu的感覺，希望把自己最私人的東西、生活、
以至感受瑕對方分享。而且有一種她即是我’
我即是他的感覺’這便是愛情°
_
嚴格來說，「拍拖J只是一種很普通的行
爲，可完全不涉及男女感情在內。但拍拖是讓
愛情萌芽的一個途徑。
「拍拖J與「兼職J是大專生活的一理’
但並非必需’始終要以學業爲重，成鎮不好，
又怎樣可找到一份好工’將來又怎樣養妻活尹
9其次便是兼職’沒有兼職又怎可維搜「拍拖
J的消費呢9拍拖有時是很昂賁的。至於拍拖
，只好把它放在第三位了P

,拍SS会器活孟相》互相m。
i

s

了國二霊，，
、的影骞不大，因

然 要 接 戟 〜 1 : 2 ^ ， 辦 了 拍 拖 ， 1
Franc丨.s ( 社 會 科 學 系 ）

黃露民（中國文學及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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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DEMOCRACY? WHY

DEMOCRACY?

Eugene Leung Yat-sum

(2) Political Equality
Political equality requires that every mem
ber of the community possess the same opport 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s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However, the right to vote in fact does not
real power over political decision. Some totalitarian nations have the voting system but the decisions are not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e vote. So
political equality requires that each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must be able to vote and also
have his or her vote counted and given equal
weight as every other vote cast.

(3) Popular Consultation

Democracy, the best polity out of the
worse.
WINSTON.C.CHURCHILL
(A) WHAT IS DEMOCRACY?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nature
of democracy, as an end or as a means. One
opinion regards democracy itself as an end.
Democracy regulates itself . overtime. On the
other hand, democracy is sometimes regarded as
a means of governing a state.
If we consider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emocracy (in Greek: demos and kratbs), we will
discover that democracy means rule by people.
Then, what kind of people are they and by
what means should they be employed to rule?
Are all people, who are considered citizens, enti
tied to rule? Should every minute affair be
discussed by the whole community?
We use the term community to denote the
mass which rules the country, and some qualities
of this group of people are implied. This group of
people should exclude the group of mentally
handicapped, children (differently defin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o on.In addition, we
cannot exercise athenian (direct) democracy in
most modern countries, since it involves too
many people. We cannot call on the whole country to decide whether to give a driving licence to
a man or not. Therefore, most of us will choose
the other way of exercising democracy, indirect
democracy. In indirect democracy, the members
of a society delegate their ruling right to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They just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ir choice on who they choose to represent them.
We will look at the communist and the
non-commuriist models of democracy first. Then
we will focus on the areas of agreement on the
non-communists model of democracy and derive
four functional definitions of democracy.

Russian and Chinese models
The core of the Russian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is the conviction that true democracy
is a regime whose actions always advance the real
interests and welfare of the mass, that is, what is
"objectively “ good for people. So, democracy is
essentially a matter of w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ow the government decides what to do. It is
a type of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but not
necessarily by the people.

嶺南人

The Chinese model is very similar to the
Russian one. Besides, it emphasizes the "massline"—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with physical power of the mass in building true
communism.
For the non-communist model there are
three areas of agreement on democracy: political
equality, governmental response to popular will
and majority rule rather than minority rule.

Political Equality
First, in a democratic state, every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must have the same legal and
actual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cision.
The communist type of democracy have no
such characteristics, sinc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njoy greater opportunities than the
average people.

Governmental Response to the
Popular view
This property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at of the communist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A government should always do what
the people want it to do. Therefore, democracy
is rule by the people, not rule for the people.

Majority Rule
Political decisions are based on the majority. That is, the policy which gets a comparatively
larger number of support from the members of a
society should be chosen.

Four Functional^ Definitions of Democracy
The following four definitions are
based on the functions of a government
That is, a government is said to be a democracy if it preforms at least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1) Popular Sovereignty
The principal of popular, sovereignty requires that basic governmental decision power be
vested on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he word sovereignty needs some explanation.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any modern nation
that the nation allows itself to command a full
and exclusive legal power to make laws and enforce them on the people within its territory and
under its jurisdicti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r consulation involves two points. First, the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some channels for the collection of the
wills of different members in the community.
Second, after public views are collected the
government must try their best to adhere to the
public will. Accordingly, the claim of a policy to
being 'democratic' is determined by how it is arrived on, rather than by its content.

(4) Majority Rule
The principle of majority rule is quite simple. In an active way,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what the majority wants it to do. In a passive
way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act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However, this principle
attracts the greatest number of criticisms and the
solution, which involves the concepts of limited
and unlimited majority rule, will be discussed
later.

(B) WHY DEMOCRACY?
We will now discuss some criticisms on
democracy and their counter-arguments, and
then see why we still need democracy.

First of all, one of the criticisms is levied
at the principle of majority rule.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the opinions of the majority is not
necessarily any better that of the minority. It is
especially true in issues that require special
knowledge, such a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f more
decision-making power is given to the scientists,
the tas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ll be done
better. Moreover, the principle of majority rule
permits the tyranny of majority. If the government is totally obedient to the majority's will,
some basic rights of the minority may be sacrificed. For example, if the majority of my classmates were to agree to give me a fail in the examination, no matter how I actually do in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teacher were to follow the
rule completely, then I would be treated unfairly.
Besides, we sometimes cannot distinguish which
group is the majority merely by a quantitative
approach，as in a vote of 49 versus 51 in 100
members.

The second point of argument against
democracy i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a democractic
polity is very low. And finally, democracy is
being criticized on the grounds that it is actually
rule, by a small group of people—the irony of oligarchy, which means ail organizations are dominated by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continually.

a huge and complex level which is necessary to
the existence of modern society.

theorectially, it is still possible that a consensus
cannot be reached and we must use a quantitative
method to make the decision . There are numerous examples which show that consensus works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Finally, democracy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no special power is
given to certain people to allow them to do their
jobs more efficiently.However it should be admitted that the delegation of this power may, sometimes, be slower than present needs demand . It
is a trade-off to avoid power being delegated to
the people that the community does not trust.

Counter Arguments
First, 1,11 introduce the concepts of limited
majority rule and unlimited majority rule. Unlimited majority rule permits the tyrany of majorit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totally obedient to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But in the limited majority principle, any political decision is confined to
a boundary that the government cannot overstep.
And this boundary is always the constitution or
some basic human rights. Some nations have a
judicial review on governmental policy to ensure
that the majority have not stepped across the
line. In conclusion, in limited majority rule, the
majority rules within a boundary to avoid the
tyranny of majority and to defend the rights of
the minority.
In situations where we cannot define
which is the majority by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qualitative meaning of majority rule—the consensus. If such a situation arises consensus must be sought and a
new policy must be formulated, although.

Furthernore, democracy gives us a way to
get rid of the government. When we feel that the
government is unable to serve us we can change
it, provided there are alternatives.
Following the same argument, we have a
peaceful way to change an administration .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desirable, for without
this, violence will always be employed as a
means. For example., China has suffered from
this for a long history. The rise of new
lasUes
always means a number of massacre

Another criticism levied on democracy
concern its efficientcy. It is true that the efficiency of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s low. However, the loss of efficiency is sacrificed to obtain the
legitimacy of .the final policy which, in return,
will be very efficient when put into practice, because it has obtained the general agreement. In
some totalitarian states, the speed of policy determination is very fast but when these policies
are put into effect, because it lacks the legitimacy
endorsed by its people the efficiency in this sense
is very low, and brings about even stronger social
control or failure of the policy.

Finally, democracy of the limited majority
rule type can safeguard some basic human rights
by means of a seperate institution of judicial review.^ Although it is not a natural logical consequence of democracy, it is always true that no
one is willing to give up their human rights,
therefore it is acceptable to say that human rights
wili always be safeguarded in the exercise of
democracy, because all members will vote for it.
We have gone over the criticisms and the
counter-arguments together with some of the
merits of democracy. We may note that democracy have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particularly,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 which other
alternatives cannot give. Therefore we need
democracy.

Finally, there is the criticism that democracy is not really practised in the so-called "democratic" coumries,rather they are rule by oligarchy.
Here we must know that silence is also a type of
opinion of the mass it means they are satisfied,
tolerant or they have no idea on the existing policies. The important point is,when they are not
satisfied,whefher they have equal chance of participation. Democracy will ensure there is the
chance.

Bibliography
1/POLITICAL SCIENCE A R E A D E R p.345371.
2/PEOPLE A N 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HERBERT R . W I N T E R THOMAS J. B E L L O W S .
3/POLITICAL
I D E A S edited
by
DAVID
T H O M S O N . p27-48.64-79.
4/A H I S T O R Y O F WESTERN PHILOSOPHY,
HOBBES T O H U M E . Second editionW. T.
JONES. p266-279.
5 / D E M O C R A T I C T H E O R Y , essays in retrieval.
C. B. M A C P H E R S O N . p24-31.
6 / D E M O C R A C Y ( C O N C E P T S IN S O C I A L SCIENCE) A R B L A S T E R , A N T H O N Y . p61-99.
7/論民主——科恩
p.208-278.
‘

Some Merits of Democracy
Apart from the criticisms on democracy,
we should note that democracy have several
merits.
Tallcot Parsons considered democracy to
be resulted from social changes and its functions
permit the adaptive boundary to be maintained at

Twenty Minutes of Solitude

the groove, we are confined by them, and will not know that
somewhere outside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身

“Is it a trick after aU7" I thought.
NINE O'CLOCK CLASS .

Dcik

TUESDAY MORNING.

I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a window, looking down onto the
streets. It was full of traffic down there. Cars were moving incessantly, so were the people. A scavenger was sweeping the fallen leaves,
grouping them into heaps. A car was passing •.... swish ..... it flew
past, leaving an inconsiderate eddy which was visibile from the
spiralling leaves - inconsiderate in that the scavenger had to sweep
them all again. It seemed that the scavenger was used to it. So he
picked up his broom, and started sweeping again.
'What would I do if I

I thought. "Would I have other

But the scavenger hadn't. What else could he do anyway? Could
he jot down the number of the car and go somewhere to complain, or
could he throw away his broom and say to himself. "Godamnit, I'll
get done with this bloody business!”？ He couldn't, simply because it
was his job and he had to earn his living. So his best bet was to give
a few curses and pick up his broom again. He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get used to i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because he will
in
that he is able to ezploite,
that he can afford to be inconsiderate. He may not consdous of these,
though he is certainly not totally unknowing of these deep within
his subsciousness. It is a big wet
every aspect of ours; but like the

So the leaves were grouped into heaps again, and the cars and the
people moved incessantly as usual.
"Is that a trick after all? That life is a tautology?" So I thought.
T w e n t y IMiiuiles

TO NINE,

TUESDAY MORNING.

It happened that I got up a little bit earlier this morning, and it
happened that the God damned tunnel was less congested. It happened that nobody was in the classroom, and it happened that
conditioner was out of o
So I
down onto the street.
Suddenly it struck me that the
from the scene a week ago. I tried to figure out what that was, until I
became aware of the flowers on the trees. They
The sunlight that I had been longing for eventually
the flowors. They were the antecedence.of spring. The scavenger was
sweeping and the people and the cars were moving as they were, but
with the coming of the spring, they looked different.
'Perhaps they
’ So I thouffht.

different, or perhaps I am different; I can'

NINE, sharp. TUESDAY MORNING.
My classmates came into the classroom. "Cold", somebody said,
notice anything different?'
No answer.
"But a new day begins." So I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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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K.F. Lau
Lecturer of Marketing Department
Lingnan College
鋒 f i f ，

Do you like advertising? Many people say 'Yes',
However, some of our behaviours prove that we
don't For example, we seldom watch TV commercials.
During commercial break, we may switch to another
channel, or really take a break by doing something else.
We don't even open an envelop which we believe the
content is a piece of advertisement.

2) Advertising makes possible most of th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e read. A majority of these printed
materials could not survive without their advertising
revenues. Also, the television and commercial radio
programmes which we are now enjoying without
charge are. made possible by advertising.

What does the word "Advertising" bring to mind?
Television and radio commercials? Newspaper and
magazing advertisements? Outdoor and Mobil sings? All
these are certainly advertising. When one is thinking of
the expenditure on all the above, one may argue that
our cost of living would be lowered and our quality of
life improved if all the advertising expenditure had been
devoted to such issues as building more schools, helping the poor and misfortunats, and industrial and medical research.

3) Although it is true that a consumer has to pay a
share of all the costs that go into making and selling
the product—and advertising is of course one of these
costs—it is not necessary to say that consumers have
to pay more because of advertising. Instead, advertising helps to produce sales and this increased turnover
enables manufacturers to install cost-cutting
machinery despite the high initial outlay needed.

On top of the charge that advertising wastes our
limited resources, advertising has also been blamed for
the following fallacies;-

Actually, advertising is now part of our life, We
find that every trade makes some uses of advertising.
Advertising is not for business only, but is also for nonprofit making activities such as fund-raising and elections .Many advertisements are very colorful, amusing
and attractive. We may from time to time find a very interesting advertisement which may even influence our
daily speech, (e.g. Didn't he tell you?炬無話你知d羊？）To
some extent, advertising helps to enrich our life.

1) Advertising helps to manipulate customers into purchasing products that are not required to satisfy the
minimal material requirements of life.
2) Advertising promotes materialism and creates
unrealistic needs which are beyond reach of the
audience.

Here, it is legitimate to say that advertising helps t o

reduce the cost of the product to the customers.

One final word to defend the position of advertising is to ask: who if not the consumers themselves,
should determine wha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are
in a free economy. While our fundamental needs may be
innate, most of our desires for need-satisfying prouducts
are acquired. The sources of learning are not exclusively
from advertising but include friends, relatives, teachers
reference groups and so on. Advertising is not promoting materialism nor is it wasting our resources. Rather,
advertising helps to improve our quality of life .By
watching, or listening, or reading what is advertised,
people can identify their target for achievement and
therefore work to build-up a better society.

Advertising has a persuasive power, especially to
children and people who do not have a strong will,
to act according to what is advertised.
For those peopfe who have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advertising, all the above charges on advertising
do not stand. Instead, they would argue the following:1) Advertising serves as a newscast. It tells what products are available, where to get them, and in some
cases, what the prices are. It enables people to
store information for future use whenever they are
ready to buy something in a particular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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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E THOUGHTS ON MUSIC
/ have never had much patience with people who say: "I don't like classical music
don't understand it." This attitude
be a dodge to avoid making a
commitment to music; a commitment not so
very difficult to keep and one which will give
infinite pleasure as well as enrichment. I am
not at all sure that I "understand" music or
whether any human being can undersatand it.
Of course anyone who wants can learn music
theory or study sounds, vibrations, all the
theories found in physics, but even then he
will not necessarily understand music and
perhaps not at all. By the same token can we
understand painting or poetry? My feeling is
simple: anyone who loves music and would
like to love classical music can. The field is so
vast and varied.

music continued to grow and I have never
looked back, but rather in all directions for increased music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So what happened to me could happen to
anyone, although the means might well be
very different. This is a time of widespread opportunities for contact with all kinds of music,
many more than when I was young.

I can hear someone ask: "Yes, but what is
classical music and how would you define it?"
It is not my intention here to write a definition; I leave that to other more qualified persons. Indeed, at the present time with so many"crossover artists”i and works a definition is
extremely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come
by. I propose to discuss several works which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considered as classical;
that is serious in content or intent.
I come from a musical family, I suppose.
My mother's side was especially musically inclined. An uncle sang in the opera, two aunts
played the piano, one the organ also, and my
mother too, played the piano, both with music
and by ear. When J was a child, family gatherings always included music making in which
all or almost all participated in some way.
Usually there was singing of some of those
songs from a corpus known as "old favorites".
There were popular songs and some classical
ones, hut the emphasis was on songs everyone
knew. I suppose that gave me an advantage,
but I'm not sure. Such activities were taken for
granted and the importance was in the
pleasure of participation.
An intense interest in classical musicopera, really-came about in rather an odd way.
When I was about thirteen years old and in
Grade 8, I was interested, though not very
talented, in drawing. It was really copying. In
the classroom cupboard were four books,
published by the Metropolitan Opera, part of a
series of twelve. Each one told the story of an
opera complete with drawings and musical illustrations. Verdi's Aida was the one which
captured my interest. But I think much of the
credit for my interest in music goes to my
teacher of that year, a woman of formidable
reputation, but a very wise one, who probably
realised the latent love of music was there,
stronger than the love of art. After all, we lived in a very small town where everyone knew
everyone else and the woman had had many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there. So that
contact with opera was the start; the lo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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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love of musk has always been both
catholic and personal. Although I value and
appreciate the "Three B's of Music"^, I have
never given them constant and unswerving
devotion to the detriment of other composers.
In fact, if asked to name the "Three B's of
Music", I might very well answer quite
seriously: Berlioz, Borodin and Barber. Not
that my three are grea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three, but I find meaning, beauty and pleasure
to a great degree in the latter three without
denying the importance or worth of the
former. And I consider Berlioz one of the
great composers (and a long ignored and
misunderstood on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Building on what Beethoven and others
had developed,. Hector Berlioz created the
modem symphony orchestra with all its power
and colour. He was a supreme craftsman and
orchestrator, initiating many effects used by
later composers. Take as an example the
famous ^y**tphnnie ^ntyiftigue. first performed in 1830- that year of flamboyant Romanticism in France. Listen if possible to the recording conducted by Norrington and London
Classical Players using period
instruments.
Listen especially to the third movement: Seine
aux champs with its woodwind colour, the use
of space and distance for effect. Experience the
vague feeling of loneliness and the lowering
threat at the end. Or consider the last movement with the theme of the Dies Irae^ with a
witch's dance superimposed. Two very different musical expressions at the same time; an
effect to he often exploited by modem composers. Of course there is the fourth movement: March to the Scafold (Marche au supplice). Think of its influence on Richard
Strauss' tone poem JM Fulenspiegel or Ralph
Vaughan Williams' similar treatment in his
Morality JM
叉 Progresi where the
hero is led to prison in Vanity Fair. These two
examples come readily to mind; there are
others. Or consider Berlioz, melodies; how
long they are, how strange, unique, undulating,
surging and rolling like the ocean at times or
welling up with feeling. No one before had ever
written melodies like that. One of my favourite
effects in Berlioz is his use of pizzkatd^on the
double bass to express the throbbing of the
heart with passion or love; or both. The
supreme example perhaps comes from that
amazing Act IV of LesJhanetti (The Trojans)
in the love music for Dido and Aeneas. Many
other examples could be given to illustrate
Berlioz' skill, but that is not really necessary;
just listen.

Perhaps the most surprising thing about
my attitude toward Berlioz is that although I
consider him to be one of my favourite composers (I don't have just one), there are very
Jew works of his that I have liked on first hearing. This brings me to another aspect of music
listening that I would like to pass on, one
which of course can apply to poetry, novels,
painting-all works of art. Often the works
which I liked immediately I became tired of;
sometimes quite soon. But the works which I
did not like or was indifferent to I have come
to like very much and I have often wondered
why it was that it took me so long to come to
like them. If this phenomenon has happened to
you, I urge you to return periodically to your
neglected or despised works and see what
change may have taken place. After all, you
have changed, had more experience and are in
a different frame of mind from the last time
you listened to the work. With me it is the
feeling that if some work is considered important, beautiful, significant, it must have some
quality that I am missing; something that
other people have found. So I return to this

work at various times. Sometimes I come to
like or appreciate the piece, but not always.
There are of course other reasons, external
ones if you like, for coining to love a musical
work. Let me give another example from
Berlioz: Some years ago I sang in what I
believe was the first Mid-West (U.S.A.) performance of ihe Grande M&SSS Jsi MortS (Requiem).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anctus"
movement which has a tenor solo, the rest of
the work is entirely for chorus and orchestra.
We rehearsed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and perfomed it in a gymnasium, the only
place big enough. The work is big-enormous;
one of the largest works of music ever conceived. In addition to the large orchestral and
vocal forces, there are four brass bands which
are supposed to be placed in the four comers of
the church or performance hall to represent
the four comers of heaven. During the section
dealing with the Last Judgment, everything
goes off at once, including the brass bands and
eight pairs of tympany.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feeling and the sound. It was not really loud,
not where I was standing, but I felt that I was
cut off from the audience by a wall of sound
which lasted as long as the tympany did. I have
never had that feeling in any other work, nor
do I think that it can be experienced from
recordings, even on CD with the best equipment; the work is just too large in conception.
Take as a contrast to Berlioz another
favourite composer of mine: George Friderick
Handel. Now I do not mean the Handel of
Messiah, fame. Granted M^^mb “ a great
work, but unfortunately most people know
only this choral work and are ignorant of the
some twenty-five other oratorios and about
forty operas he wrote, as well as a mass of
other vocal and instrumental music. In passing, let me say thatLlAUegUL iLPettserniQ ^
“Vd丄粉产is arguably my best-loved Handel
work, one J should never want to be without.
However, what I want to consider here is
Handel's dramatic skill, obviously on a more
limited scale than that of Berlioz, but no less
effective or dramatic. Of course part of the difficulty in listening to works of the past, and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 the farther into the
past you go, is to listen to them with the same
ears and attitudes and musical experiences of
the people of the time the music was written.
Naturally it is impossible to do this completely,
but on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composer's intent and try not to judge the results by modem
standards. It has become easier in the world of
today where so many performances and recordings strive for authenticity in performance,
voice production and instruments-all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uccess. Let us look at some
aspects of Handel opera.

"Opera Seria" was what Handel wrote,
and trying to describe it simply is very difficult. It was part aria, part recitative^, part instrumental and greatly virtuosity: great feats
of vocal acrobatics. The stories were often silly or almost non-existent, often with the
wrong people in love with one another for
three acts who had to be sorted out at the end,
or villains who had to be defeated at the final
curtain. Often these operas combined both
aspects. It was during the recitative that all the
action took place, while the arias were points
of rest and reflections on states of mind such as
love, jealousy or bravery. The usual form of
the aria was ABA; that is, a melody was sung
(A), then a contrasting second section (B), then
the first melody was sung again (A), but this
time sung with all kinds of ornamentation and
embellishment. It was for this display that people went to the opera in the London of
Handel's day and elsewhere in Europe, and it
was for this that singers were paid fantastic
salaries similar to those paid to pop or rock
stars of today. In this static framework of
"Opera Seria" Handel was able to create music
not only beautiful hut dramatically appropriate. Listen to A 飢 one of the "magic"

resistibly sensuous sound. If the aria is well
performed the listener can no more resist her
appeal than can Caesar; that is Handel's intent
and how well he achieves it. One last example
is taken from flerculeSr an opera in English;
"Opera Seria" was sung in Italian. Late in the
work Dejanira, the heroine, has caused the
death of Hercules and goes mad, a state common to many operatic heroines. What she
sings in her madness is called "Recitative accompagnato", really recitative with orchestral
accompaniment; but it is a strange mixture
which the critic Winton Dean calls "a throughcomposed compound of recitative and aria,
obeying no formal law except that of its unique context..." There is nothing else quite like
it in Handel or anywhere. Examples could be
multiplied, but the point, I think, has been
made. With limited musical means Handel
showed himself to be a composer of outstanding talent and ability. No matter how poor
the words and situations that he had to work
with, he in each situation came up with vocal
and instrumental gems of genius.
、
Certainly I could go on for a long time
discussing and analysing works I know and
love, but I am not sure of the value of doing
so. For most of us music must be heard to be
appreciated and enjoyed; very few of us can
read a musical score and hear the sounds in our
heads. There are so many kinds of music that
surely there is something for everyone's taste
and interest. My first and great love is opera, I
assume a minority interest considering the
many instrumental forms and their popularity,
but one which for me includes everything:
singing, instrumental playing, often dance,
scenery and acting: total theatre. What more
could I ask for? But everyone must find the
music which he likes. So when you find it,
listen to it, love it, study it and cherish it
forever. Your life will be infinitely enriched.
So oftgn Shakespeare says it best:

operas; listen to any of the thirty-three arias,
choruses or the one concerted number: a trio,
and you will find not one musically weak
piece; and you will find beautiful and dramatic
ones, including every one. Handel can do this
with quite simple means: often with just strings or just harpsichord and cello. Over and
over again you are struck by the sheer beauty
of the music and at the same time by the appositeness to the situation. Take as an example
from Alcina the famous "Verdi prati". The
hero sings of the beauty of the fields and woods
of Alcina's magic kingdom, but knows that
this perfection will not last. The simple but
wistful melody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so the
thoughts of the hero will return over and over
again in his mind to this beauty when it has
disappeared. Nothing simpler to imagine
perhaps; nothing more magical than Handel's
music.
Or take the example in CAulin Cp^ar^
(Julius Caesar) in which Cleopatra succeeds in
winning the Roman general to love. Handel
uses a small orchestra within the orchestra to
accompany her singing . The instruments are
strings with oboes added to create an ir-

The man that hath no music in himself.
Nor is not moved with concord of sweet
sounds,
Is fit for treasons, stratagems, and spoils;
The motions of his spirit are dull as
night!
And his affections dark as Erebus.
Let no such man be trusted.
Footnotes
/.

.

Artists known primarily

for popular

music who sing

classical music or ones known for classical who sing
popular

music. Linda Rondstadt

might be a good ex-

ample of the first and Kiri Te Kanawa
the second.

On example of
'.、二

2. Bach, Beethoven and Brahms. For many years
works were the foundation of any concert series.
the situation is somewhat changed. Many people
sidered these three men id be somehow a "holy
theon' of music; cf. Rodgers and Mart's song
On Ynuj Tne^- "Bach, Beethoven a^
Brahms".
3. Instruments

either dating from

or ones reconstructed
Perforrmnees

their
Now
conpanfrom

the time of the music

to sound

and look the same.

on these instruments

are very

popular

today,
4.

"Day

of Wrath ^： traditional

Requiem

melody taken from

the

Mass for thg dead.

5. v4 direction for string players to pluck, the strings instead of

bowing.

6. A rapid kind
many words
recitative was
(or both) and
recitative"or

of music, imitating speech, often with
on the same note. In Opera Seria
accompam^
by a harpsichord or organ
a cello. This is what is known as "secco
"dry"rec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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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三個

創作歌手
前言•
他們分别來自中國人的三個政治’儘管風格
不同，儘管樣子都不美，可是，他們也有共通點
：中國文化是他們的根，搖擺音樂是他們的養料
，中國人民是他們的題材，他們有的是黑頭髮，
黃皮膚，他們同樣地爲中國人唱出歷史的悲哀，
時代的見證與及未來的冀望°他們就是香港的盧
冠廷’台灣的羅大佑和中國的崔健°下文對三位
歌手的評論個别獨立，也可連成一起’讀者可隨
意選擇，你有的是「自由」。

盧冠廷•

•

「六•四」之後，黃®在一個不設防節目
裏呼顯香港歌手創作多些民蓮歌曲’以紀念死難
同胞以及爲持續民主湩動作出鬥爭°響應的歌手
雖然不少，盧冠廷卻是最徹底的一個。19891：他
在「六.四J後推出的一張槪念大碟（Concept
Album )，碟內的十首歌全都是有關民運的。唱
片的封套以及歌頁皆以黑和白爲主，配上一點點
的紅，黑白是沉痛、哀悼，紅就是熱血。
「1989序」哀怨地爲這張大碟掲開了序幕，
羣衆的歌聲唱出「漫天烏暗」心中盡處冷起紅霞
，民運喚發狂瀾，憤恐聲四和，民意化新號令，
團結化新力量，把我國、把這家引進新紀元」，
點出不全碟的主旨。
「當年勇」是對屠殺的控訴。六月四日當晚
，看着電視的轉播，「不相信眼睛，眼睛已落淚
，火光中激發當年豪情，陣陣熱血湧心間，千億
聲呼叫在耳邊，惡夢現已蔓延」。Talk box guitar 也沙D5地發出了悲嘆。

「血色黎明」是全碟中我最喜歡的一首歌曲
，Peter Ng的結他Solo如泣如訴，就在揚聲器中
穿插着，他的枝巧是不容置疑的，至於劉卓輝的
詞更是全曲的靈魂：「誰人下令，誰人開槍，誰
人倒地。這晚上誰能贖罪，誰能阻檔，誰能消滅
這惡耗，滴血的傷痕，讓痛楚的結局血滿路……
屠城的刀，誰能洗脑這血路」。
對於已死了的同胞，我們只能對他們歌頌，
人民是不會忘記的，只希望他們「漆黑將不再面
對J。死難的同胞是光榮的，他們「爲了在暴雨

中找到眞諦，犠牲的竟要徹底」。天安門前的同
學啊，「請安息輕帶着靈魂别去，這刻，拋開顧
慮，漆黑將不再面對。」
但是，光坐着悲嘆是沒有用的’終有一曰我
們要在「人山旗海」之中，「聯手同心又再度，
洞悉前方步向漫長路，聯手同心踏去路」，千，萬
不要辜負了死難同胞對我們的期望，爲中國的民
主繼續努力。
•
北京的領導人啊’始終「你是你，我是我，
「人如沙，世間倒模一式不兩.個，沒法子可能把
不似你的變改」。我們旣有自己的主張，也就有
我們的自由與權利去表達出來，領導人，你怕什
麼？
’
正當執政者在秋後算賬的時候，不少民蓮份
子便要在海外「流亡」，他們「睡在流亡夜裡，
悲哀的叫嚷再繼續蔓延」，天安門前的殺戳聲，
撕殺聲，哀D聲不斷在耳邊徘徊。如今只能在國
外和民主女神號上對冷血的創子手作出控訴，但
我們堅信血和涙「不會白流……終會重來，爲自
由直到勝利」。
自在今天的香港，我們還擁有言論妾由，我們
應把握這機會去說出眞心話，才能「無悔」。九
七之後，可能「旁人不許我寫詩句，旁人怪我太
愛編夢，若有天我沒法再說再講這段話，請把詩
意默記你心頭，把你心，通我心，無懼地代替我
，我便無悔」。中國歷來的民湩份子，例如魏京
生，何求，王希哲等等都被抓進牢子裏，受盡折
磨，還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但中國的民主蓮動
並沒有因此而終止，因爲人民已把他們的詩意默
記在心裏，所以才有89年那波爛壯闊的民主運動
出現，這證明了槍桿子和牢獄是改變不了民心的
向背的。
「長夜孤魂」實在太似Dire Strait 了，雖然
相似，但總算有它獨特的味道，一聲雷響，然後
低音結他奏起了全曲的丨nt卩0，很低沉的，與歌名
配合天衣無縫。盧冠廷在最後提醒我們，民主不
是賜予的，未來的鬥爭是漫長的，是饮河的，在
將來還要更多人去犠牲。我們要有心理準備，因
爲，「繼縝鬥爭的，祇好樣牲’像無盡黑暗，我
强忍，眞心給輾碎，我不甘……但那裡可找到替
身？」

大碟已到尾聲，「1989」這樂章再一次響起
。作爲1彳；總結，它是積極的’「民主之意今天
未放棄不忘懷，民運末算窮途有心必有路，人意
满不薄弱，民意更加浩满，心永遠兩相和，兩手
永相連J °
全碟一氣呵成，意念統一，而水準亦很穩定
，是近年難得的佳作。這可見盧氏所付出的心血
是不少的。整體而言，全碟是悲壯的，每一次聽
完此碟，心中總是沉下去，在抑壓着的心裏’翻
騰着那份破浪的鬥志。

羅大佑：
對羅大佑的音樂和歌詞，我是絕對的認同和
欣賞的。從一首「家」開始眞正認識他，直到現’
在的「八両金」，在在表露了他那份對現代中國
人種種的情結•，是那樣的深厚（是那樣的恨鐵不
成銅。他的歌曲包含了對當權者的嘆I®，對現代
中國人的批'判和對社會種種怪現象的控訴。羅大
佑是一個浪子，在追求一個家的同時，亦表現出
他對中國前途的關懷。
羅大佑的歌詞是尖酸的，有些時候還帶着一
點點的刻薄，但卻是那麼的一針見血，「儒儒之
歌J便是很好的例子，「手兒要拉，手兒握緊，
遠方的巨人招手你要小心，風雲的面孔，時代人
物，手拿着槍挥永遠爲了人民……五千年專制恭
請您來肅清。小心丨革别人命的角色被人革命。
裏子要抓，面子要緊馬克斯先生送走幾條人命7
光榮的戰果，同胞的鮮血_，偉大的勝利結果
駭給人民……可是誰又能替你洗清雙手血腥……
」，當日長征路上，得到勝利是靠步搶和小米，
但立國四十年的今天，爲什麼還要人民子弟兵對
付人民呢？
别了北京，我們來到台北，羅大佑對台灣的
當權者一點也不賣賬。在好幾年前，台灣的政治
氣候仍然是納悶的，當時的國民黨堅持着自己的
—套（今天也好不到那裏），對人民的呼喊充耳

不聞，對百姓的不滿視而不見’好像是「盲嬰」
似的。一輪急激的鼓聲，配含着急促的節奏’他
用那遣茫而又帶懇求的聲音唱着：「我知道你聽
不到我的聲音你也看不到這世界’也許你不知道
有多少願意關懐你的人們……空中傳來先知的說
話，它是否進入你耳中。潮夕與蜂聲傳來的訊息
片朦賺J 。試問這樣的政府能宾的爲人民
服務嗎？當年他儘管叫得力竭聲嘶，但是換來的
報酬就是在他的演唱會票子上貼上了墮落的標銀
。中國人是跪得太多，哀求得太多了 ’啊丨吾爾
開希丨
有這樣的當權者’總有一些「有識之士J在
旁吹棒的，因爲只有這樣才顯得他們是光榮、偉
大、正確的。這些牆頭草被一曲「現象」連根拔
起：「道貌岸然掛在你的面上，滿臉是裝膨乍勢
的仁慈，以老费老地吿訴大家’你是可敬的
忠貞不二的愛國份子，嘴裏說的永遠是一套，做
的事天地頁心自己知道，如果眞的認爲自己不可
一世，爲何不回家好好照照子？」我想起相楊
在聖人集中創出「一臉忠貞學J ，它的功能有二
：一是叫主子越看越舒服° 二是叫主子越看越認
爲你對他忠心耿耿。向來學習此學說的人甚多’
其中以袁木的修爲最高，最令人拜服丨
羅氏對中華民族的看法有他的一套，旣愛且
恨。他的那份愛是源於那化不開的，血濃於水的
感情，正如「黃色臉孔」寫着，「給我一點心照
的諾言，給一張風吹雨淋後依然黃色的臉。」另
一首怨曲味道甚重的「將進酒」道出了那份對國
土的情懷：「潮來潮去，日落日出，黃河也變成
了一條陌生的流水；江山如畫，時光流轉，秦時
明月漢時關。雙手擁抱是一片國土的沉默，少年
的我迷惑。攤開地圖，飛出了一條龍，故國回首
明月中。」中國人雖然兩岸分隔，但地理障礙阻
不了那份連在一起的心。朋友，你對你的家鄕有
印象嗎？羅大佑大槪是有的，在「吾鄕印象」中
，他彌南地唱着：「古早的古早的古早以前，世
世代代的祖公，就在這片長不出榮華富貴、長不
出奇躍的土地上，擠遍驗驗的汗水。」
愛之深，責之切，對中國人的「遊戲規則J
，他有很好的體會：「有話你不會說，有事我不
能講，舌頭在嘴巴裏面，别說你不在乎，别說我
輪不起，面子在理智中間一遊戲規則。」中國
人總是這樣的，爲了面子，死不認錯，不肯下低
威，不講理由。長者永遠是對的，後輩通通要跪
下來乖乖聽話，否則替你戴上不忠、不孝、不義
的帽子，然後小則1)1丨話，大則用上家法，看你這
小子以後還聽話不？鳴呼丨中國人的創新能力就
在這種傳統中逐漸消失。中國人要重新振作，便
要靠年輕人。不要再計較什麼傳統，什麼新潮。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J的笑話已鬧了百多年，
難道還要在這圈圈中轉來轉去嗎？中國人要的是
前進！
來來來，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請看看現在
我們的每一個孩子，他們是「未來的主入翁J，
但也是今天的可憐嘉：「每一個今天來到世界的
嬰孩，張大了眼睛摸索著一個眞心的關懷，每一
個來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因爲我們改變的世界

將是te們的未來。」在大陸，每戶只准生一個孩
子’沒有兄弟姊妹的家庭會是怎樣的？在台辑的
孩子則要剪短髮、服兵役，而在香港的小朋友便
要承受崎型敎育制度的勞役。
正當小孩子在受罪’成人則在扮演「超級市
民J的角色.：r大II關了一些樣品屋，屋子加上
鐵窗防老虽；槍聲響徹了六合路’誰把手槍丢
進了澄满湖’於是我們歡呼一親愛的高雄市民
’威風的高雄市，槍聲一響齊步走’大家圍結一
條心。j輕鬆的節奏，齊整的合唱’與此曲的瑜
意，成了莫大的對比。
羅大佑雖是一名涙子’生活在國土與異鄉之
間’生活在流浪與放縱袠，但他所唱的，都是^
國人的故事、中國人的心情和中國人的渴望。浪
子總有停下來的一天，在香港發展的他也不錯。
他的音樂風格也轉趨於一種中國民歌與搖-的結
合，「傳說」便是很成功的例子。在香港這片相
對比較自=的土地上’我期待着他那些精采的怍

崔健：
他説：「我fn想證明這湩動是由人民擧辦的
°J
在去年四月初’學潮還未開始時，一天在唱
片店的架子上，看到一張很特别的唱片封套；以
黑色爲底色，一名男子的雙眼被紅布耕上，在旁
是四個血紅的字’「一無所有」。毫不猶豫地便
付錢買了這張唱片’這是我認識崔健的情況，之
前我沒有聽過他的作品，沒有聞過他的故事’只
是直覺上覺得他的音樂不會讓•我失望°就是從這
偶然的開始，到後來他的作品支持着我參與那麽
時五十天的學蓮。歷
在「六•四」之後，我曾聽説崔健已在廣塲
上與其他的同學一塊兒的犠牲了。我聽後只有嘆
息，好一個中國搖擺之父従此便要與我們永别，
不知那一天才能再有這樣的一個音樂天才出現°
有一段報導寫着：「崔健的魅力不僅是把樂與怒
中文化，更重要的是他的歌曲提洪了大喊大叫的
機會。」這個機會對國內那些被懸抑的年靑人是
重要的。不期然地爲他惑到•傲，佩服迪那追求
自由的勇氣。可是，最近在一片杆葛亞湩的聲音
中，竟傳來他爲此「運動」籌款的消息，一方面
高興他尙在人間，但另一方面卻發出了問號’幹
嗎他竟變作了輯頭草，倒向了現政權？請聽他的
解釋：「我們想證明這些湩動是由人民舉辦的’
由北京的人民，而不單單是政府° J他的說話似
乎是别有用意的，他不是說爲「亞湩」集資，反
而說是湩動，究竟是什麼「運動」，可能就是中
國民主湩動，更何况他認爲這蓮動是由人民所舉
辦的！其寅’在他心目中’是很清楚，若果這次
亞湩是流產的話，現時陷於經濟困境邊緣的中國
，是不能承担如此大的代價的’皆因最後受苦的
也R是黎民百姓。

崔健作爲一個追尋自由的歌手’訧偏镉生長
在一個連基本人權也沒有的中國’簡直就是對他.
生命的諷剌。搖擺音樂的主要精神在於批判’旣
要批判那便不能畏首畏尾了，可是’崔健在說話
時也要小心変変’在創作曲詞時便更加要含蓄了
。他把所有追求自由的意念’像是有意無惫地溶
合在歌曲之中°他有很多的歌曲都有一些啦啦啦
、啊啊啊之類的歌詞，雖然是沒有特别意思的’
但聽後總令人覺得這些都是爲自由的响喊。在北
京的演唱會中’當他唱着「新長征路上的搖擺J
時，整個會爆中的年靑人都跟着他一起唱：「噢
’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像是跟他
一起邁向自由。從這裏我們看到了國內年靑人的
那份衝.勁’和中國的希望，因爲自由的種子已散
落在他們的心饮中。
正如在神州四十年一書中，王耀宗先生便認.
爲中國民主運動日一百年，一直是以救國爲主要
_的，個人自由及人權是其次’直至去年的民湩
中，天安門前的學生終於以個人自由及人權爲Ili
發點。這才是一次眞正的解放。天地的變遷’遣
海與桑田’到底如何改變了中國人呢？大槪是那
份甘爲自由而犠牲的勇氣吧丨就好像「最後一槍
」所說：「一顆流彈打中我的胸腊，讓我接受這
莫大的先榮0J
火光、呼叫、悲嚷、淚痕、鮮血，交織成天
安門前的一幕悲劇，寫下了共和國上的一段悲歌
。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彷彿從此以後便「一無
所有」，在演唱會中’崔健再一次用一塊紅布耕
上雙眼，然後用那沙I© ’乾滥的噪子唱着：—f吿
訴你我等了很久，吿訴你我最後的要求’我要抓
起你的雙手，你這就跟我走。J
中國大截已不再是文明直國了，.應該說是古
文明國才對，一個擁有八億文盲的國家，「文J
在哪裏1「明」在哪裏？落映殘紅，山老了 ’水
盡了，有待我們「從頭再來」——「我脚踏着大
地，我頭頂着太陽……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
之後從頭再來。J
Bp個現代化的•號已喊了多年’但若是沒有
第五個現代化的配合，便不能完成把中國!成
現代化國家的過程，最後R是徒然。在這個過程
之中，正要我們的合作與努力’勇氣及決心，去
把中國變成「火鳳凰」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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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佑對中華民族的整體批判’道出了歷史
造成的悲哀，盧冠廷對民運的堅持’成爲了時代
的見證，而崔健那對自由的追求與冀望，反映出
中國人對未來的懂情。也許他們的曲詞並未能打
IM尔的心靈他們可能只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但
請記着，我們的未來就是由我們這超過十慊之數
的「小人物」所組成的’那麼，我們還可以無動
於衷嗎？

嶺南人

世界上許多事情，是不能作出任何解釋的。
忘了自何年何月開始，我迷碎於専劇。是
爲了什麼原因呢？我的思緒一下子模糊起來’

我總忘不了首次看電影〈紫叙記〉的情形
，它帶給我的震搣是前所未有的。古老的情懷
，地老天荒的愛情故事，在我們的世界已經容

我明明4•得那個原因是存在的，它就在那裏，

不下了。如令，我竞要在戥曲中，才能捕捉到

但是我偏偏說不出來，或許，眞的勉强要說出

一絲昔曰浪没的影子，豈不荒唐？但荒唐的不

來，就是爲了追尋那種古典的浪没。

只我一個，全戲院的人，隨着播放出來的聲帶
，喊喊地一起和唱，他們全都着了魔。這種情
景，眞对人疑惑身在何處，所有人都失去了自
己。我一失神，也掉進那一大片的紫色中。

最浪漫的戲劇，莫過於〈紫釵記〉。單是
那名字，已經对人產生無窮的遐思。紫，詭異
的顏色，在紫色的海蓋下，所發生的一切都是
那麼的令人覺得疑惑，不眞實。紫玉離成釵頭
燕’這枝紫釵’代表了什麼的意思？是别離的

故事的開端，是出奇地充滿了情塲上男女

先兆？人家總說紫玉成烟，也許紫釵，就是一

鬥智的意味。她掉下紫叙’恰好給他拾到了 °

塲荒誔而虛幻的夢，驀地紫烟一道，什麼都消

翻翻佳公子•和絶滿京華的名妓，就因這枝小小

失得徹徹底底，萬種風情，不留半點痕跳。

的紫釵，而從此把兩人的命運交•鍾在一起。但
這次的相見，是偶然的相逢，還是刻意的安排
’卻是誰也不知。兩人在會面前’早知今夕元

古老的〈霍小玉傳〉中，結局是凄厲得。冲
人可怕。小玉化成厲鬼，整日•鍾着那負心人，
弄得他寝食不安，那是負心的代價；但小玉也
太可悲了，到死還是念念不忘李益’，要不怎會
整曰在他的左右，不願離去？要是決絶的話，
索性在黃泉路上，乾了那一碗孟婆湯，豈不乾
脆得多？别人死去萬事空’偏偏她卻始終擺脫
不了李益所帶來的陰影。〈紫叙記〉中的小玉
，命運可比前輩好得多，她多蒙湯顯袓的憐惜
，終於使她得圓妾夢，但這個大團圓結局，卻
使紫色的浪没，蕩然無存。還是唐滌生的紫叙
，最富浪没色彩，小玉不再是弱女子，她敢於
挑戰當朝權貴，敢於爲愛而自毁情緣。比起前
兩位，她才是最夠性格，傲事果斷，晚不像〈
霍小玉傳〉中那般拖泥帶水，也不如湯版本中

宵必有奇逢，那麼紫叙蒼地，也許是事先早就
計算好。到底經過了數百年的經驗累積’小玉
總算練出了 一點機心來，縱使自己已是千情萬
願，肯委身下嫁，但還是要來個欲拒還迎’吊
吊他的胃口，可不願這樣容易就給他得到手。
最後還來一句「伴母深闇須奉茶，教我如何能
便嫁」，輕輕就把鏡頭焦點轉到母親身上，自
己則輕輕鬆鬆，退居幕後，瞧着這塲好戲如何
唱下去！可笑自命蒲•不凡的李十郎’還不知
自己已經入這個愛情陷脾中，居然還以爲自
己才是撒人。說到這些事情’他又怎及得上身
經百戰的風塵女子？不過這一點點智謀’卻是
小玉經過了多年的慘痛經驗而換來的，李益也
只好怪前世不積下點陰德’所謂前人欠債後人
偾，吃這一點活雇5，算是便宜了他！

那般軟弱，這樣勇敢而又可人的女子，除了唐
版本中的小玉外，也找不出第二個了。

儘管兩人的初遇’女方已經佔盡上風，但
然而李益這像伙，也是幸運，本來他該是

嶺南人

她卻從未忘記自己的出身’言談中總不自覺流

個受千人唾、萬人罵的負心人，不知何解，湯

露自卑，什麼薄命花，被St花，她始終怕自己

才子竞對他青眼有加，居然替他翱起案來。無

給不明不白的拋棄掉。自己是什麼身份，不過

情無義的薄倖郎，搖身一變，成了忠贞不涂的

是個名嘴一時的歌妓昆！折柳楊閼’只是聊以

疾心漢。也事之荒謬莫過於斯！唐才子對他更

自慰，單憑一絲揚柳，便圊缚住離人心，眞是

是痛惜，不惜替他一翱再翱，先在粵劇劇本中

可笑復可悲！如果要變起來，就算用大鐵練來

翱案一次，再在着影劇本中多翱一次。且看此

缚，也是不管用。假若楊柳可以缚得回變了的

時的李益是多麼的疾情，「堂前欲打我糟糠婦

心，世間上也不會有這許多樓頭怨婦’倚窗垂

，十郎窣以命來堪」，甘心情願替死，後世人

淚。小玉也似乎知道這是不管用，不得不作出

一個不留神，眞的會給他混躺過去，不0堯得李

最大的談步，只求兩人有八年恩愛，古時的女

益本來的捧伴面目。

子，是多麼的委曲求存啊！

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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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貞

但這個小玉始終是幸運的，經歷數百年的

但 如 果 整 套 戲 就 此 打 住 了 ’霍小玉也就不

盼望，終於。4她盼到一個情深義重的李益。這

是霍小玉’至少不是我所喜歡的那個霍小玉。

邊麻她不得不變賣紫叙，那邊庙他卻已捧着紫

到底是唐條生高明，給她安排一場爭夫，數百

叙，痛哭起來，r若到渭橋忙掩眼，怕回憶當

年來的恩恩怨怨，就讓小玉在這塲中，自行了

年燈下登叙髮」，聲聲斷盡人腸，字字泣’

斷，爭得到夫婿就是自己的，爭不到也就無話

整個天地間，就彷彿只剩下一種聲音，就.是這

可說。她以絶犬的勇氣，單身去挑戰當令太尉

個自怨自又的可憐夫所發出的追悔之詞。難得

，所恃的不過是一副大無畏的氣魄°我忘不了

的是他居然有着與别不同的胸襟，他不怨小玉

電影中，太尉喝令家丁捧打霍小玉，而象家丁

另嫁他人，只怨自己遲歸一月，（電影上的字

反不忍下手的一段。那《|•人心碎的目光’任誰

暮卻是遲歸一曰，人更加痛心！）單就這句

接棟到’也不忍加以傷窖；那眼神，直投入心

話，便不得不使人對他另眼相看。

坎中，未曾想到眼神的主人，她的心中是如何
酸苦，别人的心早已先自碎了。

「花前遇俠」的一段，是整套戲中最奇情
的一幕。從天降下黃衫客’這個黃衫客，宛若

戲中最悲慘的角色，不是任何人，卻是那

平地一聲雷，給疾疾線線的兒女情，炸出一條

從不爲人注意的盧家小奶，連編劇也對她不屑

生路來，沒有他的出現，也就沒有接下來的劍

一顧，一句唱詞也分不到給她。若說小玉苦候

合釵圓，戲也唱不下去。痴態懷懨的怨婦向着

了李益三年，她何甞不是苦等了他三年？小玉

他訴說情事，難得他有這份耐性聽下去。在電

等他，總算佔了是結教妻的彳i宜，名正言順，

影中這一段’小玉不過說上那兩句話，狳下的

可以光明正大的向别人訴說自己對丈夫的思念

戥就給導演無情揮首侧去，到底導演不是黃衫

，而她卻是無名無份，連向别人傾吐一下旱思

客’他並沒有那份非凡的能耐去聽她絮絮不休

之苦也不行。更不幸的，是她在這三年中，絶

的自揭私隱。可憐等了這些年，才等到這個一

不可另結新歡，誰她三年前一時失言，說自

吐抑發的機會，卻給導演一聲令下"t掉，難怪
後來霍小玉病得备奋一息了。

己從令眼中無别物，心中只有他。我總不信她
這三年來，不曽遇見過另一個令她心儀的男子
，可憐她這些年來枉担了破壌别人家庭幸福的

全塲戲中，最震憾人心弦的一句說話，卻

虛名。盧太尉也眞是，白白的^“斗女兒耗费了這

是出自黃衫客口中，「欲借你事情，寫一部紫

些光陰，三年出一個狀元’放着一個新鮮熱辣

釵遺恨」，這部紫釵遺恨，險些兒就給寫成了

的狀元郎不去招赞，卻要去與人爭和固遍氣的

，如果不是遇上了黃衫客，如果李益有那一點

狀元公。都不知他是什麼心態，是不忿自己的

點的負心’如果小玉支撑不住那一點點時間。

權威受到挑戰，還是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見世事總是要靠上點姻緣才能成事，正如這
套戲’若非和編劇有着緣份，又豈能借他之手
’而得以面世？這部紫釵遺恨終歸沒有寫成，
但即使要下筆，只怕也沒有什麼好寫，不是說
過紫烟一道，什麼都消失了嗎？

最後都是曲終人散，戲曲有例，必是大囷
圓結局。才子佳人終成眷属。那也好’總算是
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比起蒋防的〈霍小玉傳〉
’它凄而不属，比起湯顯祖的〈紫叙記〉，它

戥曲中的病婦，病時總是吃當歸一味，當

無影無踪，但只要有人踏上台板，浪漫的故事

歸在戲曲的世界中，竞也成了一個浪漫的代名

，總是生生不息的，不斯地在我們眼前出現。

m

.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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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浪没。傻管舞台上的燈一滅，它便消失得

IT-�

詞。藥爐缕缕輕烟秦臭上升’朝一劑當歸，晚
一剂當歸，她吃下的也許並不是當歸’而是一
栖又一個的希望。當歸當歸，十郎正當歸來矣
！但我總不明白，爲何總有人發笑，爲當歸而
發笑’多麼对人摸不着頭腦的舉動。難道他們
不能體會句語背後的悲梭嗎？丈夫當歸而不歸
，苦的就只是鍾綿病榻的妻子。尤幸小玉吃了
這許多則當歸，丈夫終於回來了 ° 縱 使 她 仍 在
怨，但不跟他，她又能跟誰，她已經把一生押
上了，再沒有餘下的籌碼，况且未必再次能遇
上個這樣的男子，所以儘管怪他恨他，最後還
不是原錄了他。

嚷•

來自

我們的思想家逮方隨約的沒光，

承受着周圍環境的漢重歷力；
痛苦地鲜生暗淡晦湿的迷t.么，

以往的希望、热情、和以往的無知

都像，嘛野上不朋世事的浪淺碧綠」

被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洗劫一室；
天上焦息的星星、脚下不安的土地
也在默默地湘注我們受難的面孔；

哪星是我們的追求，我們的笑容？
哪星是我們無憂生活閃發的光亮？

都遑了.消逝了，象哪傳抚中的龍

就像我們的眼昧，像我們的思想，

在一片時淡晦潘襄料出一片迷范。

像承着漢重歷力的遑方的沒光•

赤土

的感懷

我們醒來的第I個微笑

可以追？^到八時的哭叫

我們早晨的明晰的思想
反映了昨夜的夢的影舉
我們和我們土地的命運
交钱如一根古榭的根揮
就像天空襄流動的白雲
在厳肅的時刻化為陣雨

我們和我們的時代緊緊相連，
好像山水夾在山水之間，
我們和事物的朋係像礎人摊抱

k ^^

在 彼 此 的 I 情 深 意 絲 ， 發；喪、(i〜I
我們是宇宙的一些細胞。 ， 力

像浪花捲進大海的波潘，

你詩歌家族襄铁潔的孝子，

如今是一片冷灰在北方長眠；

你是否險播夢見I個思念？

當九月的秋風繞過你的領地，

詩歌的胸腔襄暗栽着殺槐，

你應驗了道句可帕的預言：

當九月的秋風還淡遊在人間，

夭i的鳥兒，你的羽毛在哪裏？

你的愛情在哪襄.希叉的種仔？

I種命運吸引你，而又使你疲倦，

1個方向輾過你，而又把保概棄：

你铁潔的靈感是一片冷濕在北方遣落

告訪我，你可要破土而出•孩子？

當父親沉重的脚步麥在你心靈.

八九年九月一 一日，新學期開始的前一天，這天，我一踏進校門，一陣陣令人難以呼吸的
惑覺突湧心頭。我想：這大槪是「六四」的影響吧。究竟’今次繼續回國內升學是「禍」還

是「福」呢？

J

九月三日，這天雖然是新學期的開始，但是全國的高校均以「政治敎育」爲理由剝奪了
高校學生共十四天的學習時間，由三日這天開始高校學生便要由早上八時至下午四時’進行
連續兩星期的政治學習’學習目的是要「明確我們的政治思想」’是要使得我們淸楚知道「
中國只能走以四項基本原則爲前提下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成功」。十四天以來的政治學習，
給我們這羣海外學生的感覺是猶如「坐牢」一樣，每天晨早七時全校的廣播器都會響起「社
會主義好」這首歌’甚麼「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總之’全都是一些爲共產黨賣
廣吿的歌曲。在十四天的「政治敎育」中，有一部份說是「自由論壇」’但事實卻不。所謂
「自由論壇」只是容許老師有說話的自由。，我班的人數只有二十多人，但卻由三位老師作輔
導’說要引導我們「向正確的道路走」。要勞駕三位老師輔導一 一十多位大學生進行議論會，
我自己認爲另一個原因就是學校要他們三位邊進行邊互相監督’以防他們說出一些引導錯誤
的說話。

十四天的政治敎育過去了，一個學期的學習亦過去了。現在是一九九零年，「六四」事
件似乎距離我們越來越遠，有些人正由於日子的消逝而把「六四」忘掉’但「六四」這傷痕
是永遠烙在中國這條巨龍上，這黙可由歷史作證明。總結「六四」以後的這個學期，變化說
大不大、說小不小，相信一些在國內升學的同學也會發現變化最大的就是大家的言論自由吧
，整個校園的生活也像被攝入錄影機中似的，上課時老師的言論亦受限制，正所謂「適者生
存」，大多數老師說話時亦十分謹愼，有時不由自主講到r六四」時，他們也會說這是反革
命暴亂’是由非法組織所煽動……聽說，在「六四」事件的結果還未明朗時’學校的領導同

志要求全校的老師對此次事件表明立塲，結果全校只有三位老師表明支持共產黨’而目前呢
？據說這三位老師均升官了 •’職位大槪是某某學院的高職吧。但說話有時亦要看看反面，我
亦知道曁南大學有一批靑年敎師，在「六四」時期毎一次遊行均有出席，在省港澳大遊行時
’他們還故意不持傘、冒着風、頂着雨進行通宵的遊行。

據我了解.，在八九年的新學期開始前，全校老師亦要進行「政治學習」，每位老師更要
在學習後寫一份總結書，而我熟悉的一位靑年敎師目前已寫了三份總結書’但成績還未及格
，我曾問過那位老師不及格的原因，他說這是在於他做人的宗旨是不會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
情0

目前，中國政府是相當淸楚其處境的，所以現在國內無論在戲院、收音機、報章、電視
廣播、街道上、慈善表演等等爲公衆最能目到、最能聽到的地方，每每也是共產黨宣傳的焦點
所在。看多了、聽多了 ’人也寧願留在宿舍中看看書’也不願上街，不願令這些謊言增添一
位觀衆。

九零年已來臨了，今年我的新年願望，我想亦是很多人的新年願望吧。願，願中國能有
眞正强盛的一天.’願，願中國人民永遠能活在自由、公正而又和平的社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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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家的居處，他們的家被水龙得iflU座澳
的•次《L不堪•有的地方燒黑了 •地上滿

揚漢明

女孩兒」

是飯粒。自此以後，便不見了女孩兒的燫
iA和母跃，我也不大清楚他俩的遭遇。剩
下J「女孩兒J和他的姐姐•雖然街坊也
給他們一點*•助•但他們的生活始終？艮賠
淡。
過了好幾個月，「女孩兒J的媽媽回
來了，但已是一個殘缺术全的人變博嫌是
肉绝• GO凸粗链•眼皮呼不開了 •只是呼
開 一 條 小 缝 去 壤 人 • 手 和 腹 曲 了 •不肚伸
直•走起路來抹样提斑的。自然地沒有再
走上工了•人也變得除森，整天躲在家•

「女孩兒」究竟是否屦於我們違一菜

我們也很帕走近她的家了。有時我們偷偷

•也很難抚。他出來走動的時間並不多，

的窺視那除時的角落•見姓躲在尼龍床上

有時是自己溜了出來，有時是他的婆婆出

，一失手抹起身子》—失手取吃的或飲的

來和鄰居閒聊，顺便雜他出來。他已是十

，見到我們時像在ffT視我們般，我們便姆

四五歲了，手和脚都長長的•衣服鍵很瓶

得跑到老逮去J。至於「女孩兒」，便越

.+着脚鼓缝的走着•弯着背，像一頭獲

來越雜，越來越少露面了。只有那女兒紙

摄。•水和森：！^ • 總 流 過 不 停 ， 直 尚 到 地

就上班去•但地沒有了那種清徒可人的性

上，我們見了就怕。他不.樣得說話，依依

情了 • 代 之 而 來 的 是 深 沉 和 梓 的 臉 容 。

呀呀的像個"SLA。我們玩得起勤時，便思一

，是一個嚴冬的晚上•我W吃過飯，

了他•讓他靜静地疼在一旁，像一條缺在

又飽又暖的，而以舒孩子的脾性，又怎麽

路邊的狗》在周圍棋棋喚。奥。有時我們也

怕寒冷？便又溜出街去播鼓。街上靜得很

會坐在他周圍•一彩兒談地說地的。無聊

垃圾被風吹到着。我碰到另一個男孩叫「

的。

大I某J的•高輿不已，便一起歷奇去了
，但是又要运5S和練膽置•便互相持贵封

兒」少出來的原因吧。「女孩兒」的诚iJSL

方沒膽，互相挺挺征牡的要走過那一段路。

，穿寬袖寬禅腳的黑布衫。地嚷。里吸啦的
說着家鄉話，用t奥幡的表情和手勢趕開我
們’叫我in不要作弄他的孫兒，又喚他的
叙兒走。他不走，我們便可看一壤角力赛
了 ，看一個身裁瘦小的老婦人和身躲比妖
大的孫兒挺终扯扶‘拿他沒辦法的，煞是
有趣。最後的法寶便是越條了。
「女孩兒J的媽媽是一個三十多四十
歲的工底女工，晚間才可見到地。至於他

他宰割•給揶了好些東西和吃了幾棍才«
得一邊哭一逶逃了。
逃至;J家襄一家人都給我的號哭姆怕7
’焦息地問我發生了甚麼事，我只於夠哭
不成*、含糊地說給傻婆打7。母親焦息
得發怒了，只怪我遊落惹事，又把我打了
—頓。我哭聚了 •便睡去了。只是在X日
姓跃爛到雙屍案的惨事，才買珍珠末給我
怯驚，而以汰一個月也對我特別•護。只
是那除彩浪久逢留在我心衷，而我以谈也
不敢再到士多房那連了。至於「女孩兒J
的姐姐•只聽朋姚哭着由警方渐離現壤•
以汰也沒再見到她了。

走了一半，果然聽到鳴鳴的哭聲，嚇
译我們毛髮直髮。可是在黑時中獨是「女
孩兒」一家的那角落被拔定照亮了。因為
門只是丰掩，我們可以見到「女孩兒」的
母親哭哭啼鳴的將兒子引上J—張高梗，
替他套上頸图，然谈把概子推翁了，「女
孩兒J另在半空發出哈•。各。各的宜息聲音
，臉兒饿紅，手脚;IL舞。他的母親跪在地
上，一連望着他一邊。斯哭，一會兒掩臉一
會兒把頭，一會兒想上前營救，一會兒又

^
r^

的爸爸我們從來沒見過，是死J達是跑抹

，向我們擲柬西，我們嚇得只堪在那襄任

。走到山遴那處，搜光很暗•我們括有鬼.

。他的遍滋柏他給人作弄，大概是「女孩
精力充沛，走起路來很快，雙手提過沒停

着「阿媽呀、阿媽J。「女孩兒」件了 •
怎知他的媽媽聽到我們的聲音竟轉身過來

‘空無一人，只有一兩失猫在怪叫，滿街

的話，便找他來作弄•總弄得他吵吵嚷嚷
他吵得保害了，他的遍值便出來營救

我們看到違情香，内心的进《塍哉到
7極點，思恍得博下來互相播着•輕聲叫

堡制着自己。

了 •我們不清楚。此;?k連有兩個女兒。生
，卻是個白疾兒，後了個空，不知是It便
給了這個孩子「女孩兒」這個•；軍號。那個
大姐姐，起初是我們'么目中的好姐姐，议
來卻變成了我們見到便害柏的，粗野的「
職業女性」，最议也很少見到姆了。另一
個在工嚴飯工，通規蹈距，仍是很樓素。
晚上可以見到他們的媽媽傲工提着链藍回
來，然谈弄晚飯。我們住在徙置區，他們
—家住在徙置區的士多房，那是樓梯底的
—個小空間•沒有窗戶，戴門上也沒有一
條隙可以透氣或务陽光。我們的徙置大展
靠近一些山頭，他們住的地方，是尚着一
個削割過的山坡，那邊比較清静。
—天黃昏我sg鼓到向山坡的那面，見
到5艮多人在看热鬧，亦有消防員和救護員
在那襄，）民是鬧。共哄的，我便知道有些可
怜的事情發生了，便懷着戰戰较妖的<^情
去看看。注意力的焦點都集中在「女孩兒

36

嶺南人

：
总

： iJS

产一J

V

了兩個女兒，好术容易才遣到一個男孩子

爲了沉默

翁偉豪

槍、爆炸彈、坦克車卻無聲地把學生!TF去。
那天是六月四日’約凌晨二時至五時。
現在回想起來，印像已很模糊；記起什麼
？沒什麼，只有很多血……

本來就不該寫這篇東西，因爲要想的事太
多，想過的亦太多；只想瞌上眼，跟着他們躺
下去、躺下去、躺下去……
六四大屠殺後，心裏藏了很多悶氣，但毎
毎話在U邊、筆在手裏，淚就掉下來……不寫
吧丨心裏又總在作悶。這问，我決志硬着心腸
去寫，可作爲一篇回憶錄的總結。
以後？我打算沉默！
說起來，整個運動的發展，我已忘了大半
。我不屑隐出幾個學生領袖的名字（忘了吧！
)。倒很淸楚記起天安門以寧靜變得熱鬧。首
先是成千上萬的學生湧現，接着是一片旗海，
~浑下去是滿壁大字報，然後是絕食、絕水、女
神聲立0
音樂奏起……

—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
肉……血肉……J歌藥仍蕩着我心靈。
初生之犢不畏虎；學生們在廣塲上絕食期
間，擧行文藝晚會、演唱會，甚至婚禮。就連
那個絕食絕水的學生’滿面塵柜，半身無異於
«
；他是多麼衰弱，靜靜躺在帳幕下；赤紅
的太陽雖燃燒着大地，人們雖被蒸發着，他雖
餓着渴着，但依舊倔强不屈地豎着勝利的手勢!
當全球的中國人都站起來怒吼的時候，機

走在霧中

阿榮

濃密的霧，飄呀飄的，浮遊在我的四周；
這一黙熙密麻麻的小水默，薄薄的披在我的身
上，隨着我的每一個動作，發出一閃一閃的光
芒。
早晨，在山上一條小徑緩步跑的我，每到
春天，在山上遇着細密的霧的時候，總會覺得
很舒暢。春天那潮濕、陰暗的天氣，敎很多人
厭煩，但對於在山中緩步跑的我，有這霧圍繞
着，反可減減我的熱氣。山中的霧，佈滿天空
，與密雲連成一起，它們在廣闊的山蠻中，自
由自在的隨處飄動；微風來了，便隨着微風輕
輕的拂過，要不便停留在四周，看不見它們的
移動。
山上的霧氣，滲得地面一片濕潤；枯葉、
枯枝，在地上也已披上了水珠。在山徑雨旁突
出的圓石頭上，附着一片霧水；靑苔長出來了
，附在濕濕的灰黑的石頭上，更呈翠綠。
白白的霧，彷似是一堆居無定處的幽靈，

還有丨還有肉，點在地上的碎肉。
聽聞，當晚有一個學生’眼看同學一排排
的被擊轄，立即衝到坦克前，大罵車上的軍人
，坦克向前衝，整死了他。
他臨被捲人車底時，還昂首肅立’播着紅
色校旗，暨着勝利的手勢，喊着「民主不死…
•• •J

0

‘記得大屠殺前一日，廣塲上還摘滿了一家
大小，兩頰透紅的小孩在慶祝兒童節。但後來
，兩頰透紅的小孩卻被推在屍骸叢中，身上開
了七個洞。
.爲什麼是七個洞？
前一天，我們還冒着八號風球遊行，淚雨
相融之後，想不到結果會是這樣。
當時’很多知名人士都爲了正義站出來，
痛罵那殺人如草芥的政府；甚至很多國家的執
政者，都紛紛放下面具、揭起面紗，一起抵抗
中共政權。我們這班一向受愚弄的羣衆，除了
在街上走呀走、喊呀喊、哭呀哭、駡呀駡，還
可怎樣？
那確是一個漫長而令人沉痛的日子；不過
，時間洗刷了記憶。人們開始反省，爲什麼要
羞辱自己的國家？爲什麼要抵抗自己的國家？
爲什麼做這樣羞恥的事？
忽然，他們覺悟自己還是中國人、愛國者。

愛到山上跑。特别是春天，跑在
濕的一片，舒暢非常。在霧中
插着，偶然有一、兩個離羣的
霧中消失，無聲無色地，彷如蒸發了,
在人長大了，以往一同到山上
已經因各有各的工作而疏遠了 ； ™ " * ^
長，日常的功課及雜務，已不翔
時時有空跑到山上。昔日的情景不再，現處身
在以往一樣的境地，在腦海中盤旋的，就只有
懷念。
四處飄拂着；柔和地，把山中毎樣東西都輕輕
拭濕了。地上的媽摄，從潮濕的土地中爬出來
；它們一隊隊整整齊齊的，排着隊，穿過地上
的枯葉，彎過石上的攀藤，忙碌地四處覚食。
鍋牛背着它那沉重的殼，一伸一縮的在地上螺
動；濃霧也把它的穀弄濕了，在暗暗的日光中
，反射出淡淡的光芒。此情此景，在潮濕、陰
暗的環境下，予人一種淸幽、寧靜的氣氛。
山谷中的小溪，滲出陣陣淸涼；旁邊的長
草，霧水沿草尖流下，滴入溪中，與溪水一起
流向遠方。立於溪旁一棵棵的幼樹，靑翠的新

某些政府也開始回復
的面孔，一面反省對華措施，一面派員
國0
香港政府深明沉默是金的道理；它很低謁
地渡過十月一日，靜靜地撕下滿壁標語，悄悄
地扣留楊洋，暗暗地殿打示威者’偸偸地拒絕
陳軍人境；卻髙聲喊着人權法案，喧鬧地爲港
人爭居英權，熱心地洩露口風、機密文件。
說起來，立法局內的紅椅子，有點像戲院
裏的觀衆席；舞台就是港督大人所坐的高台，
他頭上的皇冠正是電影公司的標誌。
電視劇的橋段，注往於劇情巨變後，就來
一個雷聲大作，風雨交加；一切都在旋轉。原
來呢？當空的太陽仍燃燒萬物，一切事物被
恢復秩序，人民生活被恢復正常。
時間漸漸遠逝，人們只談着金錢、投資的
損失；這些我不曉，我只懂談人命。唉！歷史
弄人，天安門的英靈還要加添多少，才可救我
中華？人謂死者已矣！但是，你見過蒲公英嗎
？它們被大風一吹，便變得零聲落索，似乎不
堪一攀；只要細心一想’它們不是飄得更遠，
散得更廣嗎？五四時，國民雖求民主科學不可
得，但我們可曾有就此罷休的念頭？此際，東
歐又吹着民主風；蒲公英在散播着。
就算六四令我沉默，歷史會沉默嗎？
就算子彈塞着人民的咽喉，我們還有雙手。
就算坦克螺過我們的手，我們還有思想。
就算他們殺了我，蒲公英卻已傳播着……
日子近了。

•,

....

-• .、：.：-:... - ：
••

身上的汗混和着四周的霧，使我渾身濕透
，有說不出的痛快，這只有在春天的霧中才可
感受到。記起小時候，不論春夏秋冬，自己總
霧越來越濃’跑呀跑的，已到達山頂了。
站立在山上的石頭上，腳底下朦矓一片，大有
杜甫「獨立蒼茫」之雅興。山上靜得可愛，偶
爾傳來海港輪船的氣笛聲，回響在山密間盤旋
着，給人一種虚空的感覺。霧隨風飄來’我坐
在地上，任它迎面打來，倒是涼快。
環顧四周，一條人影也沒有’根本在這樣
的天氣，任誰都不會跑上山來，弄濕身子的，
但此情此景，正是我所喜愛的；我愛靜’更愛
處身於霧中，旣然四顧無人’就讓我獨個兒享
受在這霧中的一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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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嫌之隅。如果你在家，我也許會偶然

^i

我彷彿聽到你弟妹的吵鬧*，喚到你母親
妙菜的香能……你在家嗎？我們的距難其實真

vn养

異°

i

此刻，我坐在這裡，感覺是那麼那麼地奇

I

代價

疼.

政到你斤贵弟妹的聲音。如果你在家，你會想
到我就在你陈壁嗎？你會想到我們的距雛是如
此「接近J嗎？
當初接到這份補習，我*是又騖又喜，百

%

感交集。是天意嗎？我的補習學生竟是你的鄰
居丨你住三號，妹住二號，一播之隔而已丨真

卜

梦疼。幹终旅麥在r々，z梦次，辦/3:。《

的是天意嗎？厢以為自己今生也豕會再踏進這
座大Jli半步了，但現在我卻再次走進了這座大
也条

0

^^

厦，踏上這一層，而且就在你家的陈壁内坐着
有時覺得逢物主也真會開玩笑，好像我這
個補習學生，地是我以前中學的美術老師的妻
子的學生，幾經耨折，姓才执到我絮姓辅習。
但住在地隔整的卻是個大學生丨如此「近
台J的事不成就不成1有甚麼辦法呢？這座大
I裡，各家各戶的門都是緊閉的，門外是陌生
的世界陌生的人系，大家即使一牆之隔也老死
不相往來，誰又知道誰要補習或备找辅習呢I
想到這裡，我越發懷念兒時估過的地方，
在那裡，晚上睡覺也不用關大門的°沒有賊，
因為人人都沒有值鼓的東西可偷°
1旦，繁華有繁華的代價，像itt時地的香港。

樣子⑵：子最高的議師，來

枕套
母親毎羊婢給我缝一個枕頭套，手缝的枕

、 棟 械 ： 的 直 〜 給 二 ! 巧 ” 辟

頭套（姓樣用链衣機的）。
、當妖，地還給我缝睡衣，浪炎很美，穿起
來像個卜公主或小女孩，很可轰的款式°姓也
。

打毛衣，但我總不賁穿，於是地.編了又拆，拆

遣

朱

輪

〜

二

=

的

恕

氣

。

了又碎，我叫地不要黌神，批達是不停地編，
—件又一件，都调在衣祖裡。
一
较出〜些I：：香到地的嘴巴在$歎。我豕M思

棘,地缝給我的枕頭，我就喜歡得不得

%

了丨今ki個，是由七十魂小三角形布塊勘成
的（你可以想像一誉有多小），顏色有!；体黃
々藍、白、紫、^^‘紅等，圖案有碎化、格仔、

越者较出、把近力轻到自己的楚二，固深

間條、好公仔、小辉、企鶴等。不要以=•，些
組合久是雜良得不忍目睹了，不是的，相反
顏色與圃案都是有規津地相間或對稱，難而不
良，竖齊中卻見花巧。越看越覺得母親像個魔
術ti^，怎麼七十瑰小三角布到地手上就乖乘排
得這麼好看？四周還錄了一道花邊。
說到手工，真是一流的。不但整齊，钱链
得直，而且結實穩妥，直到布塊洗破了，那些
線•還未裂開來，從來沒有，梓乡。也灾來沒:

；

：

！

^

，

:

终

，

：

：

沟

:

详下來。反而現在買的衣服，洗不了三次，小
是详抹就是爆骨，麻頌多多。
ab^it個块、上新枕套的枕頭，連傲梦也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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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爆 明 瑕 球

海 皇 三 鮮 翅

烤 北 京 填 鴨

京 四 寶 蔬

北 京 手 挺 麵

椰 液 蜜 露 珠

(扶麵表演)

鐵
板
牡
丹

京
城
a

00

夕

省

魅、

•no.

_

每席 $ 1，280

乞括：茶芥、加壹服務費及汽水式打。代安排各項佈置

供應分店：
北京樓

滬江春

签灣東亞花園商場

柴灣杏花邮商場

紅 黃 浦 廣 場

大浦太和商場

綠楊樓

銅•灣與利中签灣綠楊新邮

錦 緣 鮮 暇 仁

富 貴 龍 鳳 卷

雙 喜 大 生 翅

砂寓鹿根鵝掌

雄 雞 報 佳 音

蟹 肉 和 雙 蔬

幸福炒飯

順景伊麵

鴻圖布甸

鐵板石.斑筒

鱼
a
o o

母席$1，380
包括：茶芥、加查務費及汽水式打。代安排各項佈置，

供 應 分 店 ： “
大會堂酒樓温莎皇宮大酒樓百德大酒樓翠園酒樓美大酒樓

Bond Centre

"E

自

宴餐

pp

.道歉啓事
總第四十五期嶺南人學院放大鏡，未有聲
明非代表本編輯會立塲，謹此對有關人士
及同學致敷。

Thai Style Raw Beef Fillet

泰式生牛肉
Yakitori

日式燒雞串
Cantonese Crabmeat Sc Sweet Corn Soup

蟹肉粟米羹
Szechuan Style Smoked Pigeon

四川樟茶燻講
Japanese Grilled Fish with Sake

日式西京燒魚

道歉啓事：

Thai Style'Roasted Chicken

泰式燒雞

總第十四期「嶺陣J校園版一〈校玫諮詢會〉
一文中所速囷當餘將換建，而其接建部份實為
嶺南大會堂地下之會議室，並非銘顯堂地下之
會議室’特此致歉！

Seafood Rice with Pineapple

疲蘿海鮮炒飯
Melon Sc Sweet Tapioca Rice Syrup

爭

:

，

蜜瓜西米露

I

$1,800

For 12 persons

十二位用
‘

可代安排KARAC)kE或DISCO
10% Service Charge

加一服務費

更正啓事：
IMBIi^：*：^^

.一 I I I

" " ^ ― — — — — .

路 KaBKaPt：'^ •

G/F.，Bond Centre，Queensway, Hong Kong.
0 8 4 5 1552 • 845 4151

」

-岡

總第十四期「嶺輝J文藝版第十一段中所寫的
「他J字，應為「地J字，此為講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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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佳眼鏡有限公司

THE OPT丨CRflFT LTD
體驗到優點
專業知識發揮……
現代科技結合
令您體驗到全新，舒適驗眼服務

九龍旺角中心第一座1311室
I九龍旺角彌敦道577號地下

電話：3-966629
電話：3-7808684

I^SSli^音
另類職業
畢業是否等於失業？我尙未能眞正體會得
到。然畢業後所帶來的生活上改變，卻比自己
想像中來得容易及適應。
猶記起在三年多前，認識年兩位令我畢生
難忘的「損友J，在糊塗中進入了學生會中工
作，一混便是三年的光景，期間所參與的學生
會工作可謂多不勝數，而這些經驗，毫無疑問
也與我現今的工作拉上關係。在一個偶然的機
會下，我被介紹應徵民主民生協進會政策研究
員 一 _ ’ 一幹便是八個多月。
由於自己修讀的是社會科學，故此或多或
少也懂得一丁黙兒政策研究，對這份工作可謂
駕輕就熟，亦可稱得上是學有所用。
短短的八個多月「工齢J，在别人的眼裡
，可眞是小巫見大巫，談不上什麼工作經驗，
加上工作環境有如「溫室J — 與 世 隔 絕 ， 故
此幹起來少了很多不必的壓力，只要你肯投
入，花時間，滿足惑便隨之而來。沒有無謂的

譚耀宗
無束縛，盡量以年靑來換取時間、換取金錢0
在一次舊生聚會中’當自己步入會塲時，
心內突然湧現一份無形的壓力’强烈得令人目
腔，眼見在座各人男的均西裝畢挺，女的均長
裙曳地；反觀自己，面上仍帶着連夜爲反兩巴
加價而發起的簽名運動通宵達旦的疲態，身上
穿着舊得可以的牛仔褲，才猛然發現自己原來
是個「異端J。
不過，在言談間，才發現每一個人對工作
都是十分的無奈及不滿，也許這才是「幹那行
，厭那行J吧！
其實，人生在世，又有多少機會能「學以
明爭暗鬥；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沒有旣定的
事務要幹，生活自然比一般友儕來得寫意，在
别人正在匆忙地趕工時，我可能仍是在睡夢當
中；在别人已經睡了不知多久的時候，我或許
會留在工作間裡埋頭苦幹。總括而言’我的工
作也應算得上是r另類工作J，毫無規律，毫

L、比天高，身爲「下賤J 2
奉師妹之命，寫這篇畢業後工作惑想的稿
子，想來實在不很適合，一來因爲工作經驗尙
淺，未敢發表什麼議論；二來是由於迄今暴止
，只從事過兩類行業——敎書及編輯’接觸面
不廣，更遑論如何敎人找尋理想工作。但Prx>"
mise Is Promise，答應了便要做（雖然交稿
遲了I，姑且將僅有的心得供諸同好吧！
細想「有幸J中選的原因，除因爲「順手
J外，更重要的應是我從事的工作都是傳統「
文人J的必然選職吧！小時候隐過的課本、文
章、小說，作者大多先後從事過類似工作，很
自然的，作文題中《我的理想職業〉便會寫上
敎師、作家、編輯等等文化事業，對這些「高
貴J的工作更會存有許多美麗的幻想。
但我卻是相反的一個，因生性疏懶、偏好
享樂、自小便羡慕大會堂外，擺賣雪糕的伯伯
。想想’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躲在太陽傘下，
欣賞驗陽照在海面上，泛起的萬道金光，淸風
徐來，溶入周圍開逸的環境，多寫意。雪糕、
冰棒若賣不去，還可以祭五臓廟，實在想不出
有比這更適合我饞咀且懶散性格的工作了。
可惜上天弄人，長大後從事的，都是些待
遇低、工作時間長、責任繁重、職務瑣碎的工
作。但有朝一日，我定會一償心願，當個賫冰
捧人，說不定還會寫本 <賫冰捧者言》哩！
不作白日夢了，還是回頭說工作惑受吧！
先說爲人師表「人之患J並不如想像般，面對
一班小毛頭，沒有若干耐性也熬不住。年紀小
的，像「里繩馬騮J ,嚇也不是，哄也不是’
如何恩威並施，則要看閣下的能耐了；年紀稍
長的，自以爲大了，最喜歡挑戰權威，一不
小心便給他們弄得下不了台。遇上一些問題學
適逢轉念頭改行之際，一正是學運鬧得骞森

生更慘！要兼當敎師、條姆、偵探、法官、社
工甚至獄卒的工作，這十四黙(政府所訂之大
專畢業敎師薪_)可不易賺！但說到底’學生
們再頑皮，只要略有改進或說幾句窝jC^、話，已
叫你覺得再大的努力也不是白費的’這也是我
在此行業一年半的原因。試問到那裏找數十個
小天使陪伴身旁呢？（雖然間中行爲有如魔鬼
)不捨管不捨，最終還是下定決心轉行——其
實不是我下定決心，而是校方要求我讚¥師。
想想一隐兩年，沒理由剛隐完便立即轉行，但
這樣躭下去，豈不永世不得翻身？於是把心一
橫，來個仔大翻身J。
烈烈之時，眼見祖國無數同學都義不容辭的投
入這個擧世曜目的運動中’我又焉能坐視不理
！於是由戒嚴令頒佈起，百萬人上街、全球華
人大遊行、黑色大靜坐……一連串的事件，猶
如狂風暴雨的摧撃着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國
難當前，匹夫有責J ，何况是我們這羣欠社會
這麼多的大專生！當此時代洪流中的我’又豈
有爲小我的前途而置大氣候矜不顔的道理’於
是找工作的計劃又再次被躭擱下來°
由這次事件，令我深切感受到爲人師表的
任重道遠。我敎的雖是小學一年級’才六、七

歲的小朋友，e十分關注此事，我淸楚記得那
天上課時作句，題目是「那麼多的……，是多
麼可怕啊！J。他們的答案竟是「那麼多的北
京學生絕食，是多麼可怕啊！J我不禁愕然了
。記着，他們只是六歲多的小朋友，對是非觀
念還很模糊，而作這些句子並不是個别行爲，
而是十多人有類似答案；且當時是堂上口頭作
句，背後篮無父母師長的「黑手J，而竟能說
出這樣的話，比起某些位高權重卻妄顏人命的
老人家，實在明事理得多。

民主大學行政幹事

致用J ？縱使身邊有許多人認爲自己是在虚耗
光陰’平白錯失了很多獲取工作經驗的機會，
但我著實陶醉於這份滿足惑之中。
其實，每種行業也有其重要之處，要是沒
有人從事商業性行業，那麼香港可能已非國_
焦黙的城市’但我們必須承認’社會上也需要
一些人仕，去當一些社區工作，或爭取社會制
度合理化，理性化的工作，這批人仕’由於工
作的單位資源所限，在薪酬上自比一般人偏低
’但若是缺乏這些人，那麼社會可能變得越來
越不公平、、不合理。
曾經想過，在三數年後，當同齊經已是事
業有成之時’自己仍是子然一身。可是，若能
肯定自身工作的意義時’旁邊一切的批評或鄙
視將變得不再重要。反正自己早已下定決心’
不會在這類工作上默多久，那何不歇盡所能，
好好利用這兩年來滿足自己的好性心呢！

鄭玉香

廸士尼畫報編輯

也是從這刻起，我體會到傳媒及敎育的影
響力。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同樣道理，將
「處理J過的「事實J重覆廣播宣傳’眞賁便
會被俺沒。因此，我盡量「客觀J (這時候，
怕沒有誰能眞正客觀吧！）的道出事情之始末
，並將一段聽來的說話，轉而忠吿他們「孰眞
孰僞’不要單憑一面之辭。你們現在年紀還小
，很多事不會明白，但要緊記充實自己，趁各
方面資料還算全面時，盡量吸'收’因爲將來希
望都在你們身上。J至於領略多少，便看各人
的造化了 0
最近（也不近了，有三個多月吧丨）’我
終於實踐諾言，當上編輯。技術上來說，幹了
三年學生報，雖未敢說駕輕就熟，但上手畢竟
比别人快，至於創作性卻大受限制，因始終是
商業產品，受到多方面制肘，基於市塲導向（
Marketing Oriented )的原則下，發揮當然及
不上當年辦學生報，但至少比我畢業後第一份編
輯工作好’起碼不用寫••鱔稿J，也不會因搜
集資料麻煩而被老總勒令「用回幾年前類似的
舊稿吧丨J
基於以上原因，我在此忠吿各位師弟妹，
趁現在有人提供各方面資源’自己又持着學生
的中立身份時，把握機會，盡量辦些理想中的
刊物吧！否則將來便悔之已晚。還有，别以爲
自己大專畢業便所向披扉，剛起步即要受高薪
、坐高位，想發財抓權的，奉勸千萬不要入此
行，否則到頭來兩頭不着岸，便不要怨天尤人
了。切記！切記！（在此澄淸，此篇並非嶺委
會招請廣吿，而是一個「老鬼J眞心誠意的忠
告。因爲據聞現已組莊成功，不用再四處捉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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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备的話
暮春三月，春意漸it，稀薄的朝霧伴

备下筆。道逢成稿件在觐駄上及接解麽面

着1黑爾的微宙，柔的春風仍帝着幾分晚

上都有其局限性及片面性，亦有遑學生報

冬的餘寒，這乍暖還寒的日子敎人無所適

普遍激取同學的稿件及廣乏反映不同學系

從。猶記得當丰今日，正是積極蕃備上莊

的同學的思想感情、生活、學術、興趣各

，訂定工作大計之重要關頭；言猶在，

方面的原貝!J。

歲月如斯，一旱的嶺委總編生涯日子無幾
。上任之初決志要在莊期内完成兩期嶺南

快離開這塊小天地，真有盐莫明的失

人、三期嶺彈，幸好尚算得上放行諾言。

落，平日大部份時間留這褢，這襄留有我

本屆嶺委會除了彌铺了上莊財務上笨

們的足跡、我們的笑語、我們的汗水。眼

妥善地方，力求整持嶺南>V—貫的作風路

見一早的庄期行將過去，嶺委各人亦在過

尚外，仍有很多不足之處。在稿件的徵取

去一旱成長了。Aries由：^定性的初生之

及編採方面，有開時事性及學術性的分析

積變成思想成熟、獨立而有達見Thomas

詳論文章始終缺乏，固然是趣約稿件上遇

由被勤、休悠寡斯變得開朗；Vinette從

到困難，此外出版的期限亦往往導致稿件

高氣傲中解放出來，變得平易近人……

刊出時已成為明日黃花，失卻時事性。學
術性的稿件缺乏稿源是嶺南人歷來的致命
傷。這與嶺南同學學術研究風数極弱，同
學多事兼数職大有爛係，除了應付日常的
功課外，餘下的時間用於學術研習备少之

我在這一旱溜走的歲月襄，除了學到

又少。禾用說學術稿件，其他的猛術、校

了編輯技巧外，還學會了不少傲人處世的

因文藝等稿件亦求之若渴，即使嶺委莊内

道理，相信此生也受用不直。我學會了怎

不少編輯為文史系梦生，在我尋文镇稿件

樣去檢討自己，時常反省；我學會了怎樣

時，亦煞思量，往往很多稿件要編輯本身

去原誌別人、去寬恕別人，這一切一切令

，乃至學生會中人或與學生會有密切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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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也受用不直！

歡迎訂閱
三期連郵費：
本 港 — — 港 幣 十 元 （ H K $ 1 0 . 00)

海外——港幣+五元（HK $15. 00)
*(請以小額郵票代付）
嶺南人學生報誠意歡迎各嶺南同學、校友
、師長及校外人士投稿。來稿請逕交愛華堂一
樓嶺南人編輯委員會編輯室或郵寄：
香港司徒拔道十五號
嶺南學院學生會
嶺委會收。

訂閱表格
兹附上郵票10/15元正，以訂閱《嶺南人》三期
姓名/機構名稱：
N

地址：

-般稿

副總編輯： 區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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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稿不限題材、字數。
(二)來稿須與事實相符，不得辨謗他人或作人身攻擊。
(三)來稿如屬轉載、翻譯、或曾於别處刊登之稿件，請註明：惟不得
一稿兩投。
(四)來稿須付眞實姓名、系别、級别及通訊方法：稿件發表時可用筆
名。
(五)來稿請單面書寫，中文稿請用原稿紙，英文稿件講打字或用正措
書寫淸楚。
(六)本報保留刊登及删改權，如不欲删改者，講註明。
(七)如欲退稿，講註明。

本 人 * (是/不是）嶺南學院畢業生
壞妥表格後_剪下寄交
香港司徒拔道十五號
嶺南學院學生會
嶺南人編輯委員會收

嶺南人編輯委員會
編辑：；嶺南人編辑委員會
出版： 嶺南學院學生會

王品激

執行編輯： 鄭玉霞
嶺暉主編： 隊月華
英文主編： 揚漢明
資料搜集主任： 何婉贞

地址：：香港司徒拔道十五號
電話：；574 5684
督印人：：割振平
(第22届學生會會長89-90 )

公關主任： 黃嘉慧
財務秘書： 余婉後
常務秘書： 黃慧儀

植字：訊遘植字棑版公戰
承印：國勤印務有限公司i

領南人

• 華 鎮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