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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印人 ~ "l扳平
(第 22屆學生會會長的一 90)
( :'_費品)

方抗鐵甲控克的鎮壓，以人民力量對抗專制獨

-'

. 紋的門~ . ~ 驚
.
心動哎，鬼哭神號 i

面對這 f固驚天動地的大特伏，身為，炎黃子
殊的 F 教宙人~

，主然無動於衷呢?自 .四月+

五日因訊線邦逝世那觸設的 是 因學潮朋始學主
會與全校師主復自教控手費總參與和聲援 .::H:-. 索""

; \.'學生。這些行動許有豆豆課、遊汗、示威、捐款、婚生
、絕食、校園集會 力、上索聲簇、省港遊汗、鼓
動簽名運動、成立爛埠 ...1 、組、學 5于中國民運研

討會等 人 ，，1':".""， ﹒ +1- :_J ‘
在這些與中華民族主死存t:;~il灰爛的熱血行
動中，學聯主看管著領導谷車上院校的角色，號

名周教以、絕食、食乎全、 -:~月款"，_t_索等等行動，
聲援先索學生。莉，學聯的私曹長 2 就是本枝上

海學主會會長陶活汗fOI亭。

本校用學李和平、李熹腎、 p東囡樑支於自

月下旬率先響應主索聲錶 三 ïjñ 末 2、本校fiiI學夫
在香港新學社門前線食錚袋，其中李和平 fol 學
3泛起索返港法 軒 !P 1J o 入絞食行列，絕食哼周超
過一官，卜特 ι' 且會暈倒送院。用學們寫 1 卜法繼
白色愛僅1 熱情和對周舵的朋切情慌，繁抖著每一

1屆人的4 虜，洋i呆在每一筒校園的角落。
除了fiiI學們的努力外，我們敬愛的老師夫
身體力汗， 胡來遺餘方健全面放入 B 業保強 f尊廿五

為氧響鹿先定-褻譽羲，主牟牛要攘農名掌走 6
d
品
b 仁舍草球草尊龔人

‘文是建傳﹒士、黎鳳至是博士、劉復芝講師、李

太遊 5圭訂J

彭廣講峙......等等吞佐塔街輝窮文章、倚重頁演

佇 于灣曹 f予、 z畫鍋甫富鰻屢灣二 干昇經東東k霞走廓廓‘{葫葫 i鑄館J
捧
長

熱悅和朋檬 e

•

s 汗汗-程由中喔品違吏扣台-千耗￡圈品設.貍金重鐘
童

.J

言舞、集會進汗!t 1c JJ' 表現也矣。設立?于對國家自台

_ -~喬香i拳摹 3汗于T戶-次 r 嚎才赤
T 大遊汗

〉o 這次邀予封于夢三笙區會功赤=賽參輿 "'且讀者亨組緻

1\a

此外，植一薄一策的，是技武系這次學運中

的

，用接直接投提供末少方 1夏季口繫動， 1美這喝著

學申特
e於Z
鹿暨 f
付寸考試 t. 1.!.1方看睿智平復趕且，學

姥全球的民主愛唐浪潮夏iJo妝廟，我們畫畫歧，家

'聯絡其他用箏，作出發甫的車帶等 同 。

經過一個錯單那隆重扭曲變儀式﹒宣言賣

聲明議，.約三首~病箏在李旗飄揚 了f益 ，
浩浩蕩莓插進口太家沿途唱拿起‘喊口號

.秩序井熟 :，.沿途諦。入夫們隊恆的章良

以‘下是棋譜E 師三叫賣槌聲援和支持先索學主

家在勝數，高券市、民主F;B牽夢霞瓜熟知的歡

的簫鋒:

27/4

呼興鼓掌E r讀ZS麓現曲中醫入吟這也的

崩蛤 s 故園共i 外支持先索學主的汗動進

精慷?

汗主譬如大去。蔡 o n~5長貼涕零上激勵 fol

參加「全港本民負起囊團負主運動聯合

i學玄，持學違反暴求民主、自由的大~隸
、標語 句 學主會外務部將有尉，學運的三角

會干號名之黑色大秀學生，法進好至中蟻

是無導戶評論以第一特崩剪下，學主中

。~家韓夫;另戶戶 zdk 索血腥求鎮壓中死
難的FIREP O

也灼的收音機、電投機長期顯著，每，當
生

淚，投位學生會1月學對港督府勢企及迪是

索學土，-Jt 了解學運的畫畫患精英。其=辛代
表團由入中有兩位是擴音哲學院的月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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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主 .會會天在校園集會，京 B昌失勇軍進行

逐步了設表街頭演說 。

的學牟人。

的b迋悼會....t ~派代表對新學社外之暈 、

金獻花 - 。

5~6/6 參如 亡 三丈 -1言j . 行動· J益突破命題齡

于了花園，在集會未原始淆，講師夫是絕
博士a 主茉保 5星博士及對健之老師等 J 在

J

ß/6 ‘ 嶺南:學主會苟且汙「掉我用敗，違章建良種

學蹲在達 ti 花園學汗集會，. i殷商學院學

-..手持橡語，並喊口號，最早到這返

. 汗至新華社，為拯救放大陸九聾的「全
支聯會

~. 學其會中國事務委員會也版且也運動，持

曲 ~; !J

~

英雄氣，瓷磚~-':~*1tá苟且汗汗先真會5?其a

學略在 21 /. 4* 達上訪團 3主是絮，支持先

列 ; - at 並攀升學聯上訪團交很大會。

Jif

苟的?校園這轉: 會主義主過是好室中環「無名

張純蔔著電視機，看看最新三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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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在學生中也為尋案來雞fol 民主支實靈堂，

播放事廟中國學運之三禽走，月，夢們1更繁

、

LEJJ

新肅對墳。

12/6

續宿學陵學笨，會派代表法新學社寸長;戚，
4 營執被詢留在.上海白城..緝令

金監i

mE:
從北本大屠
北京六

四大屠殺是1場民主自由與專

制獨裁的慘烈戰爭，同時亦是一場真理與歪
理拼搏的新聞戰 。

本艾嘗試以一個讀者的角度來看「六、
四事件 j 前後，傳媒所扮演的角色，及分析
當時不少似是而非但扣人心弦的報導，以鑑
別這些訊息的真僑 。

六 、 四事件中，不少人首次體會言論自

事件中，不少民辦報章雜龍大發國難財，頻

由、新聞自由的可貴，以及傳媒與資訊的巨

頻出版號外、特于IJ ，幾近泛遁的程度，而所

大力量 。 我們每個人都屏息以待地注視蒼電

提供的劫未必是最正確的消息，所反映的亦

視新聞，聆聽蒼電台廣播，閱讀蒼報章消息

未必是最真實的圖像 。

。 我們的膀博輿呼吸，與從北京傳來的每一

傳媒的責任是講真話，但它所講的往往

則消息緊密地扣:看，我們彼此同跳動同呼吸

不一定是真話，原因眾多 。 畢竟傳媒只是一

;好消息來了，我們雀躍，壞消息也來了，

種工具，所以對德傳媒，我們應抱有批判懷

我們失望、悲痛、下淚......

傳媒的功能基-*上有三:教育、娛樂、
報導 。 一向備受忽視的報導功能，這次發揮
得淋漓盡緻，令人剖目相看，電視電台報刊

疑的態度，盲目盡信，只會誤己誤人;盲目
批評，只會胎笑大方。

究竟怎樣宇IJ別傳媒是否講真話呢?

(→審結構:首先我們要了解新聞的特性。

的報導，打破常規，泣不拘時限的形式，用

新聞以[真 J:為第一生命，記者以報導事實

直播、插播、號外、特刊、特集等，第一時

為天瑕。一則新聞基本上由「六何 j 所構成

間向觀聚聽眾讀者報導北京局勢的最新發展

:何事、何時、何地、何人、何因、如何。

。 俾市民得到充足而正確的訊息，並促發他

新聞中是否包括7 六何，非常重要。倘若六

們上街聲討創子手 。

何不全，新聞的真實性即成疑問。

與此同時，在共產黨控制下的中國傳媒

例如有報導謂李鵬中檔，鄧小平權力被

，同樣以不拘形式的辦法，阻止學運消息的

架室 : ，甚至已病逝等，消息結構本身往往殘

散播，如罷免記者、軍管傳蝶、實行新聞封

缺不全，消息沒有說明事件在何時、何地及

鎖、新聞審查、截斷衛星、驅逐外國記者等

如f彈性，這樣白種鈍，我們有理由懷疑它

，並大量製造 f 事實 J '混淆視聽，試圖矇
蔽圈內人民及世界輿論。攘西方記者報導，
圍內人民普逼是相信政府的說慧的 。 由此可

見傳媒 }J 量之大，確是叫人叉愛又悵 。

的真實性。
已察事理 oc

•

潰，要從事情本身

方面去老慮 _...，. ..~

~.者觀聚本身對消息

所讀及拇憫

'.1> ，了解有多深，方

為7 正確地認識幫鏢，

觀察，仔細地分析，

'了京僑對抗學生的抗議

用事 。 究竟傳攘的力量

進行，嘗試向人

一種經由刻意安排，

廣泛的支持;屠

說服力 。 就是這種力量

軍，內戰隨

是「平息動亂 j
的希墓 。 中

生幻想 。 當

，指出「要民主不要新的獨裁

小平送進監牢+五年 。
報導功能的主要作用是

真相，但這種反映寶寶
媒本身，包括立場、
控制下的傳蝶，當然

亦不能與黨有異 。 所以
總編輯被撤職 。
在自由世界中的傳據

悶的影響:黨報受
、民辦的則受商業因素影

，對他的傳聞頗多。台灣

及本港一報章更頭條報導他的死訊

。 仔細此較下，這些消息的來源均無法核驗
，所 i泣不能掉以輕心，信以為真。
相反，北京指本港及外國傳媒造謠、香

港有百萬人「騷動 j 、屠城當晚鼠死了甘三

2

容志榮

傳媒的角色
統計數字一直在增加，從五+、七+人死亡

、四百人受傷，到逾千人死亡，數千人受傷
;乃至最後外界報導的死亡人數貫超過一萬

0 美聯社六月五日則稱，相信七平多人死傷
是可信的。你又認為那個死傷數字最司，
呢?
(7)我們要問:有些人說話的可信性是要打

折扣的，這個消息人士是遷類人嗎?

個大學生。學生運動是反革命等，我們均可

所謂「賣花(者)讀花香 J

以從不開渠道核驗這些消息的真實性。

'這顯然是

與切身利益有闕，故賣花者的說話不能盡信

(3)我我們要問:報導消息的記者當時在何

處?

G

電子傳媒此印刷傳媒優勝的地方，就是

李嵐指斥學生運動是一場「動亂 j 、楊

它們的影音傳真的威力，把歷史送到每一個

尚崑說軍隊不是用來對付人民的、戒嚴部政

人的面前。所以它們的說服力更強，影響力

治部一主任張供更說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一

更大。但是，屠城夜，記者身在何處是很重

個人，軍隊沒有闖過一槍、而萬里也終於閉

要的。西方傳媒強調眼見為事實 。 記者本身

口支持鎮壓等等，這些不也是賣花者的說話

嗎?

否親眼目睹屠城經過，大大影響可信程度

( 8 )我們要問:消息來源所提供的消息有誤

。這叉解釋7為什麼獨裁者要向人民施毒手

導成份嗎?

前，往往先富街新聞封鎖，嬋走記者 。

北京指學生運動背後有「黑手 J 、袁木

源的名字嗎?

指外國及香港傳蝶造謠，製造幾干尺長錄影

是一個人、一所機構

帶嫁禍北京、戒嚴部發表「平亂真相 J 錄影

資草草(

帶、香港有報章揚言季鸝下台趙紫陽執政、
有傳聞謂國內派來大量特工作政治滲透和破

壞等，這些消息是真耶?非耶?
有謂「讀者眼睛是雪亮的 J 但是當讀者

的眼睛受到釀餌，他的眼睛未必再是雪亮蹈
。一般讀者對自己不熟悉的事物，似乎都信
任傳碟的報導。許多采更因政治難明而不呂宮

，事理複鐘而不理，護他人有魚目混珠、 iJ

書長之峰，還是我們要小心的

.1
使新聞的可信性晴圖自 因為我們不能排除詔

t9)我們要問?這項消息是一個頭局嗎?

在黨政軍幹部大會上，楊尚昆面對電親

書被人利用，還盟，除身提供虛假消息，因

直播，再三強調軍隊不是用來對付人民的 、

為這些情況確章，經發生，而且有案可稽。

當時有不少港人衰示支持中共的做法:屠城

最著名的例子患L 丸八零年「華盛頓郵報 j

蔚後，我們清楚地看到年育的人民解放軍怎

黑人女記者珍妮特﹒庫克，所寫的報導「吉

線總部才tFf 平亂 J '他們被禁止與外間

米的世界 j 一一一個八葳黑人小孩吸毒的故

遍認 ν 禁止閱讀書報，只准學習人民日報四

事一一震驚華府，庫克小姐並因此獲頒普立

三六位請，並旦有報導謂軍人接受藥物注

茲新聞獎 。 後來警方出動大批人力搜尋吉米

*1. '以.r 平亂 J 時感染北京的傳接病;我

後，庫克小姐終於承認故事純屬虛構，她於

退回新聞獎後辭騷，郵報也向讀者道歉 。
( 5 )我們要問:消息來源本身一向很可靠
嗎?

在艾很清楚地看見北京怎樣不斷地向人
民灌輸反革命訊會想， 實行愚民宣傳，閑時大

學搜捕異己分1子，趕盡殺絕的做法 。 在我們
每日所接收的訊息中，又有沒有這些經過精

答案因人而異 。 有些人物或機構，由於
地位高信譽好，由他們提供的消息，可信性

-:.q;喔，1的讀局可言?
跑來Il "用批判懷疑的態度，

會較高 。 但有時劫適得其反 。 鄧小平、李島

、楊尚崑等人的地位，無與匹敵，但他們的
說話，你會再相信嗎?

( 6 )我們要問:消息來源本身真的會有那則
消息嗎?

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J

'

人「不在其位，也謀其政 J '他是否真
知道某項消息而向記者透露呢?

大屠殺的死傷數字，人言人辣 。 北京+
五家醫院的醫護人員，外國記者的目擊估計
，在場的市民和學生提供不同地點的人數 。

3

在「六.四」之後，他們 這份堅持

離開的也只好採取過去 一 貫的順民

也未有動搖或變得灰 'L\-一-一方面

態度對政事不聞不問，以求兩餐溫

是基於對民主、自由等信念的執看

飽，安居樂業。

，另 一 方面他們認為中國沒有民主

「經濟就共論」與「民主抗共論J

，香港的將來也沒有希望。故此中

近日也有些知名人事提出，今

國的民運雖經血腥的鎮壓，他們並

後香港人不應做任何反對中共的事

沒有放棄爭取中國民主的決心，安IJ

，因為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很可能

現在他們還在努力地為中國的民主

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的障礙，而香港

發展而奮門，他們覺得這是香港的

當前的急務是盡量發展香港的經濟

唯一出路，。

，表現香港對中國的經濟價值，以

至於第二類人，在民運期間，

求見用於中國，以換取中央對香港

他們本著良知，積極投入支援，但

減少干預，這可理解為「經濟抗共

自「六.四」之後他們眼看中國的

」論 0、 除此之外「民主抗共」論也

當權者以極血腥的手段屠殺自己的

再一次被提出，持這態度的人認為

同胞，他們既感憤怒，同時也感到

， 支持民運可能觸怒中國的當權者，

無助，這血腥政權既無可能在數年

故不應在香港進行此等活動，而為

內被打倒，而且大有可能在八年後

保障香港的將來，應在香港爭取建

統治香港，他們在感到十分恐懼之

立民主的制度，實行徹底的「港人

餘，只有紛紛尋求保障，以免日後

治港J

受到迫害。他們的方法可分為兩大

其實 r 經濟抗共」及「民主抗

類:其一是積極地爭取外國的居留

共J 兩種態度有一共通熙，就是希

權，作為九七後發生任何變故時的

「太平門J

0

望將中國對香港的影響拒諸門外，

r港人救港」等爭取

但又以後者比前者主動。但筆者認

居英權的運動便是因應著這種心態

為這兩種態度和「順民論」一樣，

而產生的。與此同時也有些人對香
遺書

:ø:'

同樣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就算

港完全失去信心，決定立即離開香

我們不理國事，只重經濟，直在不能

港往別國定居。其二是一般沒有能

保證香港將不受干預;況且對於一

力移民的人則採取順民態度以求自

三個月前在北京爆發的愛國民

主運動，引起全港市民的關注及支

援，其間市民的態度發生過很大的
變化一一從學運高潮的激情，到「

六.四」後的憤怒及現在的沉默。
市民態度的轉變，主要受到中國在
這段期間的戲劇化轉變所影響。

中國在短鐘個多月的時間內，

從強調開放改革、經濟主導變為以

「反資 1葦階級自由化」及「四個堅
持」為綱的政治掛帥。將於八年後
同歸中國的香港，其「小氣候」就

無可避免地受中國的「大氣候」影
響。單就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而言，

中、英、港三方面就吵吵鬧鬧了一

益往往不被重視，必要時是可以儀

用真鎮實彈鎮壓人民，手無寸鐵的

牲的。至於「民主抗共J

香港市民是鬥他們不過的，因此不

'很早便

被證實無殼，試問一個沒有軍力作

如做其順辰，對國事不聞不問，將

後盾的民主政體又怎能抵擋真給實

來或可見被算帳。

彈的威脅?但當然這並不代表放棄

對於第一種堅持到底的態度，

在香港，爭取建設民主的香港。一個

筆者基本上是肯定的，但問題是在

民主的政制最多可過濾中央對香港

於現時可傲的，實際上是非常有限

的干預，而不能將其干預隔離。

，同時民運發展到現階段也非一般
市民所能處理，就單以中國民運在

總話

今後發展方向的討論為例，就已十

以上種種態度可說是香港在「

分友雜，故相信持這態度而又能積

六.四J 後的一個粗略的寫照，基

極投入的只屬小數。但雖然他們只

本上市民對香港應、何去何從並沒有

屬小數，他們的工作價值和意義卻

一個整體共識，對於前途也只好各

是十分大的。至於那些積極爭取外
國居留權的人相信也屬小數而已，

﹒

施各法，有人積極進取，也有人從

此沉默下來，當然也有人遠走他方

因為基本上大部份市民對於外國政

。自「六.四」大屠殺後，港人信

府(特別是英國)的施予並不存幻

心崩潰，唯一能恢復港人信心的中

想，這也是這類運動不成氣候的主

國，對香港的態度又轉趨強硬，各

要原因。在市民中採取順民態度以

方面也有收緊的跡象，現實的環境

應付當前困局的應佔大多數，事實

好像告訴我們並沒有任何出路。現

上順民或移民心態絕非「六.四」

在香港市民就像在一個大霧迷茫的

後才出現的新產物，以往只有能力

十字路口，應如何抉擇實值得大家

的才會申請移民，而現在則連一些

深思，而能否在當前的困局中尋找

可分為兩大類:第 一 類人的態度是

低下階層的人也用盡一切方法積極

到出路，將影響到日後香港的繁榮

對於中國民主運動堅持到底，即使

的找尋移民的出路。至於那些不能

與穩定。

段時間，到現在還沒有任何解決的
跡像。處身在這個「大時代」的香

港人應怎樣面對。香港叉究竟何去
何從呢?這些都成為當前的重要課

題。
兩種回應

市民對時局作出的回應態度，

4

個以政治掛帥的政權來說，經濟利

線，他們認為慨然中國的當權者能

前言

'把中國的影響排諸門外。

四年的時間很快她過去了，其間，學

_,-

學生會會長那裡去了?

可悲的會員大會

生會經歷過不少的對內及對外之鬥爭。對

學生會第廿二屆會員大會於五月十一

內的主要有第廿至廿一屆的幾位位高權重

日舉行~ ，但因幹事會所做的宣傳工作極度

的幹辜的辭職，始自八五年的團契事件，

缺乏，很多同學都不知有此一事發生。以

而逐漸演變為後來之 x27條文。對外的有

- 筆者當日所見，此次是四年以來，最小人

87年底，接受英國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對

出席的一次會員大會，只得三十多人出席

學院及學生會之評審，八八fE之「嶺商事

。此外，在十二時正開會時間開始之後，

{牛 J

(宰取進入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

UPGC

)成員院校) ，乃至今年四月中

開始的「學運」而逐進成為之「民運j

。

而 OJ 幸地，等廿二屆學生會部僥倖士也

幹事會的一部份幹事要在台上嬉戲，請問

會員大會流會後，再行召開三會議亦

於四月開始，分別負責跟進學防斤提出之

一熙熙，但仍然引不起同學的注意。出席

舉世觸目的中國民運，以及寄生取進入 UP

就筆者觀察所得，有幾無可能原因導

見，幾屆學生會都自能對其中某一兩件事

一、宣傳工作方面，若相對以會員大會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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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短的探討，對自四月上任至今(七月)

下開會;

。

在百萬人遊行中，稱事會沒有聯絡及

遊行，相對其他學院之高度組織性，實是
相形見拙。而在遊行當中，卻見會長站立
予於頭帶領遊行蠢眾唱歌。
學聯繁重之工作，沒有出席代表會之會議

似乎，宰IJ 會長應對自己本身之角色作

要性作一仔細衡量。因為，同學一人一票
所選的幹事會是為同學服務，而「單位領

導人 J 卻不知所踩。這是為了什麼呢?

爭取進入 UPGC 一事
嶺南寧取進入 UPGC 一事，自 88年二?

三、同學對會員大會不感興趣。

另外，筆者留意到幾件 r/J\ 事 J

'確

值得一提，一是會員大會的經費只得三、

.

更且，學生會會長劉同學卻不知那裡去了

一深入擬討，並對學生會本身各活動的重

重要性來說，是極不足夠的;

月內積極跟進這幾項重任。現本人試作一
，幹事會對這些行動的跟進作一分析。

加的，而幹事會卻很小組鐵此類些活動。

，交代會員大會一事。

至這兩次的流會:

部肩負起這徊歷史性的使命，要在這幾徊

次的遊行，都是同學自發組鐵各系同學參

另外，會長要因忙於新華社門前協助

者人數不超過五十人。

GC 等超繁重的事務。就以過去四年多所
，作出積極的對策，但第廿二屆學生會，

，示威或集會。而各位同學有否留意有多

組織各學系之同學參與，更沒有帶領同學

態度嗎?

於五月十八日舉符，雖然宣傳工作是多了

,

動，各同學都很踴躍地參加 ι 連串的遊籽

這是一 f固嚴肅的會員大會里，幹事應有的

肩負了集上述所簡介的重要事項於一身，

rx27 J 條文之後遺症一一「還會告 U j

五月中旬，為咱應中國北京之學生運

四百元，而相對過往的動車L上千元之數。

真令筆者費餒。是否今屆幹事會自行能用
三、四百元之數司辦好會員大會呢?二是
就筆者所知，室IJ 會長再行召開的方合會員大

會「竟然」遲到達十分鐘之多才到會場;
三是內務副會長於代表會表示不知他於會
員大會所負責的任務，而劉會長亦沒有吩
咐他需做些甚麼工作。 4

、三月間開始，其間學院講師及同學努力

地爭取，向政府不斷施加壓力，雖然爭得

到 88至 89年度的千多萬元的撥款，但關於

進入 UPGC 一事，仍遙遙無期。而第(廿
一屆)代表會卸任時，會力促*屆幹事會
應積極跟進此事，而當時的候選齡事會在

其政綱「三大路舟，十大政綱 J 上，當揚

言積極跟進。*但直至六月廿一白為止，幹
事會始終沒有一套「比較 J 完整的計劃及
行動。幸而，各系會同學極關注 UPGC 此
事，幹事會才召開箏鑫委員會相討跟巡事

宜。

*而據聞今年六月，教統科及 UPGC 將會

對嶺南學院是否納入 UPGC 的成員院校中

. ，作出一個決定。
幹事會之功能被瓜分
就本屆幹事會在這幾個月所扮演的角
色及其功能，的確要作一個重要的檢討。

而藉得慶幸的，是提升了大部份同學對各
事件的關注。尤其因知道會長會於七月初
撞開香港一個多月，期間的工作例如:跟

進 UPGC

、迎新營等全交由內副負責。因

此，一些臨時委員會或關注小組紛紛成立
，例如:學運關注小組，系會聯署要求召

蘭及成立寄生益委員會以及中國問題研習小
組等 a 瓜分了幹事會部份的功能，雖然這

表和♀事會內有一定的危機存在， 1旦另
J 從同學對各事件之關注程度，確

;1來，比較積極的一年了。因為，
;自♂ 同學已不是被學生會牽蒼鼻子走的「續高

5

筆者是應屆畢業生，回想過往

三年，學生會的風風雨雨，總是給
我一個強烈的感覺， " 就是學生會無
論在威信豆、代表性上抑或是在影

響力上，都有江河日下之0美!

歸根究底，這似乎與近數屆來
學生會的價值取向、團結精神、制

衡監察與人材培訓等各環節，沾上
點關係。

關於取向方面!筆者觀察所

，自廿屆學♀事會以祿 、(幹事長陳
儀同學) ，漸漸形成一種「內
縮、外務導向 j 的趨勢，這種
，至廿一屆訴辜會(幹事長陶
同學) ，便達至極蓋一一請
面的關係，該屆的幹事長與外昌

為上屆的外務部幹事，該屆的代表
會主席，為上屆的外務副幹事長，

而該屆的嶺委總編，亦與上屆外務

有弱，所謂

部淵源極深。即是說，廿一屆學生

j- J 但若容許筆者從「內務

會的高層嶺導人物，過半是源自廿

外務委縮 j 與「內務委縮、外務進

屆學生會外務部的一一當然，任何

向 j 二者中任取其一的話，筆者寧

一徊組織，它某部份功能特別發達

取前者而放棄後者 ~， (若魚與熊掌

，並不一定意味會出現問題，重要

可兼得，當然上上大吉，不過環顧

的是，只要該組織的其他部份，能

本港各專上院校，似乎能做到上述

夠互相配合，互相發揮便可了。司

悟:守是，廿一屆幹事會在外務部人

. .'_
h‘國_

標準的，可算鳳毛麟角)。筆者寧

取「內務導向，外務委結 j 的原因

道馬壯的同時，內務部卻 0美人材凋

很簡單:在內務與外務工作不能同

零，不然的話，各位同學大司回想

時平衡地發展的大前提下，站在同

一下，八八至八九年度，學生中心

學的立場，若學生會內務部發展良

長期以來是如何的凌亂不堪，與及

好的話，大家仍可從那里獲得文娛

學生會的活動是如何的平淡乏芋，

康體等直接的、實質的利益，從而

4曼可略窺一二 )0

強化他們對學生會的認同感與認受

性;反過來說，假使學生會是外務
強、內務弱的話，同學不單不能充

二十屆外務部幹事→子十一屆幹事長
二十屆外務部幹事→二十一屆外務副幹事長
二十屆外務副幹事長→二十一屆代表會主席
與二十屆外務部淵源極深→二十一屆嶺委會總編

份地從內務部獲得實際利益(內務
委結)

，而且更要命的是，雖然上

述那類學生會的外務部當真人強馬

壯，士氣如虹，但這似乎仍不能保
証計務部諸君所作的抉擇，一定符

合大多數同學的意願'這種意見上
的背道而馳，往往是加深同學與學
生會誤會的根源之一，最明顯的例

子是「火燒明報 J 事件，筆者十分
質疑究竟有多少同學是支持上述行
動的，很可惜，去屆幹事會好像經

常出現上述，情況。往事己已 F 我們
今天要做的，不是互相責罵，而是

取經驗教訓，只希望，今屆學生
會不要再重蹈覆轍便是了。

筆者幼時會。亨過這樣的兩旬歌

~ í 一枝竹會場折天，幾校竹一

扎斷折難 J '團結、團結，回想起
學生會的陳年往事，還不是別有一
番滋味在心頭。

團結，可以是對內，又可以是
對外的。對內的話，自廿屆學生會

以矣，各位幹事在「工餘 j 時間，
總不忘互相指責一下，春去秋東、

夏至冬終，每季例必上演大字報戰
以助興、有時， í 興 j 之所致，還

不忘土上報紙，以圖盡「興 J 0 壓
軸好戲，還不是三三兩兩的嘍辭職

，。于受屈，這已是見慣不怪了，究
竟，這是怎樣子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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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肉是這樣子，對外又將是那

樣子呢?嶺商學院司以算是學生會

對外最主要的友好團體。然而，自

r x 、 27 J 事件後，二者關
不甚融洽，常有磨擦。筆者

聽闊少數組議中人，不時以
論 j 去猜度學院對學生會的一一舉一
動，弄致本來不甚和諧的關係要形

惡劣，當然，究竟學院是否真的以
「陰謀 J 對待及企圖控制學生會，
這是一徊見仁昆智的問題，不過，

筆者對此甚有保留，理由很簡單:

因為學生會似乎欠缺一個足以誘使
學院以其聲譽、與及任何不司知
政治風險作賭注的誘因。所以，
不相信「陰謀論 J

' 、只要

0

個人認為，假如我們相信這個

背廣大同學意

論証上不大穩當的「陰謀論 J '對

以抨擊，筆者相信，我

我們徊人，對我們的學生會，是利
多於弊。學院，我們何妨視之為一

們的代議士(學生會職員)一定會
修改那些不合民意的措施，否則的

團火，一團不司忽視的能量求源、 '

話，不台的、永遠是他們，甚致什

善用它，便可生火煮食，甚至女創造

麼人情與面子的遊戲，亦難逃一敗

文明，反之，只有兩敗俱傷，這又

。反之，大家對學生會的措施:採
取不聞不問的態度，那麼，我們就

何苦呢?

看來，學生會對內的團結，與

不要抱怨，我們的名字被人盜用，

對外的團結，同樣是值得我們深思

作出一些違背我們意願的事情?
' 學生會一年一任，這本來已是

的課題。
嶺南學院學生會會章中有關制

學生會在政策和人事延展上的先天

衡與監察的條文，尚算完備。但問

缺憾。因為每當某一項政策、某一

題的核心是，如何有效地實踐。我

屆職員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後，開

們的學院規模不大，學生有限，所

始適應時，任期叉快完了， ñ~是下

以自學大多互相認識，而不似其他 ，
大專院校，學生數以千計，因此他

一屆的職員，又要重新摸索、重新



適應，就這樣周而復此，學生會不

們學生會的職員可以來自五湖四海

少寶貴的光陰，便如此這殿的隨 71<

;反觀我們的學生會，同一屆的職

而去。因此，一個有系統、有層次

員，不少是周年級、同學系、甚致

注重知認與技巧交流的吸納下一屆

是同班的，基於中國人「人情與面

準新「在 j 成員的計畫1) ，應說是幣

子 j 的遊戲規則(詳情各位可請教

;夫這先天缺憾的可行之法。然而筆

通職教育學部高級講師劉錫霖博士

者認為，回顧過去的幾屆學生會，

，或修讀劉 ↑專士的「比較文化 j 課

在人材培訓方面，仍需努力。不然

程) ，至目前為止，似乎學生會的

的話，每屆轉「樁-之時，新舊的

會章尚未有任何條文，用以規眼或

交替，又與下雨收柴有何分別呢?

懲 治其職員以人情與面子作為拉互

凡事有始總有終，本文亦不 4子 ，

禮物，私相授受，以私忘:Z:~' ~、

外。在收筆之際，還是難掩心頭的

，這只不過是理論上的假設， i塾

憂慮。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徊國家

，當大家翻之廿一屆學生會白手會議

，每逢中央政府變成一個爛攤子時
，各地諸侯便紛紛裂土稱王。無論
如何，筆者自然不顧見這情況出現
在學生會中央與系會的閱(系上。不

一天，學生會中央真的

攤子時，筆者很懷疑究竟有

之士願挑起重姐，為學生
力。因為，那時各系會在吸納

，也織與領導人材方面， i良OJ 自u:t學
. 生會中央為(憂。試想想，系豆豆規模

不大，成員多半給熟，調動容易，

加上路向明確，旗幟鮮明，領導的
同學，只需表現不過不失，便司輕

易得到同學的認同，和 f囝人的成計
慰，故可以說是投資少，回率快而
多的如意算盤，試問百病緊生的學

生會中央，又如何與系會競箏呢?
當然，這情況多半不會出現，

因為學院還有你們這霎青出於藍的

同學，各位意下如何?

文志森

r ~民主不是字面 正的理論，
而是從生活中體驗得;求的 .' ， O ~ J
在哪種問題上，人民的參與有起著重大的作用

民主問題已是現今世界各國的人民所追求的目

，或是決定這些問題可給予人民的參與，這些正是

標，但我們是否真正理解民主是什麼呢?為何世界

民主的範圈，範團愈廣，民主的實現就愈充分，否

各國的人民不顧生命來追求民主呢?筆者雖然並不

則人民只能在統治者規定的某領問題上，才可作出

修讀政治哲學，但由於這幾年間，在幾位師長的

意見表達，這樣人民是否能廣泛及充分參與，其意

勳陶及教導下，加深筆者對民主概念的追求及認識
，所以希望藉此機會以卡爾﹒科恩(

義及價值已大大減低，甚至毫無意義。所以民主的

Carl Cohen

範園是必須值得注意的，否則統治者非常鼓勵人民

)的 Democracy 一書，對民主的分析，以提供于

廣泛而深入參與決策問題，但這些問題只是一些飯

各同學討論。

不足道的問題，例如公共游 i7k 池，是取用綠色或紅
民主是什麼?

色的漆油等問題，而一些重要問題，例如政治發展

「民主 J (democracy) 一詞，早於公元前五

，稅項制度規定等，完全不給于人民討論，所以人

世紀便出現古希臘時代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歷史〉

民雖然能普遍參加全國性選學投票，但在重大問題

一書，它是由希臘字 demos

上，他們的意見根本起不到作用的，這根本不符合

(the people) 及 Kra

tos(rule) 二字合併而戚，意為人民的權力或人民的

-

民主的本質，要稱不上是理想的民主。

自治，所以有些人簡單地把「民主 J 指為人民當家

科恩把民主範圖以指導性及管理性兩方面來分

作主。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在其〈政治學

為兩個層次;最高權力範圍一一人民在某些重要問

(politics)) 一書中，以執政人數的多寡來區別君主

題上享有最後決定權的;有按權力範園一一人民把

制，貴族制及民主制:他認為一人執政是君主制、

一些複雜或技街性的問題，交由一些技術官僚決定

少數人執政是貴族制、及多數人執政是民主制。民

主是否指「人民當家作主 J 及「多數人統治」呢?

正由於現今社會人口龐大，人們便以不同方法

民主的內涵是否這歷簡單呢?筆者希望在以下的篇

來有妓地參與決策代議政制及通過民間途徑來處理

幅加以討論，並盼能為民主作較細繳的描繪，使同

各社會事務，只要它們是由社會自由選擇，而各代

學們加深對民主概念的認識。

理人或團體真正反映其受托人的意見及利益，而且

首先，管理是可以分為兩方面的。從管理方面

社會有法定的權力及規則來修改或廢除，這樣可以

的界定，意指一部分人服從另一部人的意愿，這可

說由實際需要引申出來的問接體制，它們仍在最高

見社會的統治者必然是一部分人而絕非全體;但從

權力的範圍內處理社會事務。

指導方面來看，則含有決定政策、目標、引導社會

男方面:民主的有效範團則由以下兩點來確認

生活的意思，社會的統治者可能是多數或少數，但

的:付整體社會實際參與決定的問題有多少及其重

卻使全社會的成員都可參加制定共同追求的目標。

要性、 ω社會成員若希望透過間接體制來改變某些

(1)所以卡爾﹒科恩(

Carl Cohen )對民主作出的

定義是:民主是一種社會管理體制，在該體制中社

會成員大體上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或可以參與影響
有些體成員的決策。 (2)

民主的深度則是由參與者，在參與時是否充份

，及其參與的性質來確定的。其實，在某種意義上
，深度的衡量是改於廣度的，因為一個社會內，只
有少數人完全而且有效的參與，根本談不上是民主
社會。因此至少法律上規定實行普選，總比沒有法

很摟科恩的定義;民主是一種社會管理體制，
在該體制中社會成員大體上能直接或閱接地參與或

可以參與影響全體成員的決策。

我們可見參與( participation)是暸解民主的一
個重要的概念的石而民主的尺度則可由民主的廣度

、深度及其範圍加以量度的。首次，民主廣度的實
質是社會成員中參與決策的比例，但我們必須考慮

律規定，要接近民主。
但甚麼是充份參與，這是極為困難來評價的。

有人認為投票是可衡量參與深度的水準的基準，但

我們明白到投票只是對一種行動的最後程序，充分
參與必然包括投票行為之前的積極參討論、思考
調查各意見的利弊，從而才作出投票選擇。

其實，理想的民主並不單要求人民在競選候選

三點:付社會的規模、科社會的類別、白參與決定

人作出選擇，而是希望他們在能力範圍內，認識問

的問題的性質。正如在全民投票中有百分五十投票

題，提出建議，均衡各方面的利益及利弊，以便促

率可算頗理想，但在立法會議中這樣比率則可能不

進人們的深化思考的。但有人會懷疑在這大軍體的

符合理想的;另方面，在委員會的參與立法議會所

社會中(不像希臘雅典的人口稀少城邦制)可否有

要求亦不一樣;還有參與決定的問題的重要性，都

任廣而深的民主參與，我們明白真正充分實現這理

會影響各人參與的踴躍及熱誠。

想的參與，可能難於實現的理想，但這不等於這是
一個不適宜的理想，正如所謂全民就業或者最基本

生存的權利等，這可能都是難於完全達到的目標，
但這不失為我們奮門的目標，這更可使民主的定義

兔於簡單化，而使我們易陷入失落感中(詳細可參

考文恩慧與葉保強所著的新書民主基
體).所以筆者多年爭取普及直選的選舉權，但這些

的追求只是達到民主的必須手段，並不是最終追求
民主的目標。

8

決定，其影響何起多大的作用。
所以若卜)把原則上應由公眾決定的某些問題，

劃出公眾控制的範圍以外、 t才某些問題由於其性質
養雞，人民顧意確定不屬公眾直接控制的範圈，但

原則上仍須服從人民的意願(

*)

;在民主社會中

，後者是可以容忍的，但前者的縮小卻是影響民主

的最高權力範圈，這是直接危害社會的民主發展。
公眾在決策過程中的權力範園一直是民主的重要話

題(

* * )。

使人感到無法忍受的， LI3此在 這 情形 F ﹒民主根本

為甚麼要追求民主呢?

不會提供暴亂的社會秩序 。

以上討論中，已簡單陳述民主的本質，但我們

另方面，在民主快策的參與過程中，參與者或

還需面對一個重要的問題，便是我們為什麼要追求

是由多數人選舉出來的代表 (代理人 ) ，對互相對

民主，而不選擇其他政體呢?

筆者根據亞里士多德對政治體制的分野:一人

立的利益的性質及緊張，必具有禹陵的敏說，因為

統治的君主政體 ( Monarchy ) ，少數統治之貴族

他們必須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及合作 ( 不單只是在競

或 寡 頭政體 ( Oligarchy) ，及多數人統治的民主

選期間，在長遠的日子里，政策的推行及執行等，

政體 ( democracy ) ，加以比較，並作出支持民主

這亦需要各方面及各階層人士的合作 . '才可順利推

行的)

的論點 。

，因此他們作出任何股策時，便必績奪!曹長

首先，長遠來說，民主是最可能作出明智及適

遠及各類人士的利益協調，避免加深某』些人的不滿

合社會成員的政策 。 這不是說社會E官員絕不會犯嚴

情緒，這樣民主的智慧要減少人們追求以訴緒暴力

重錯誤，而只是較由一個人或幾個人作決定，其犯

的可能性。

其實，社會往往由於出現急劇變革或改革時，

嚴重的錯誤的機會相對較少。況且，我們若選擇君
主政體，必希望有一位智力、體質，道德上都有治

便易於締造混亂的社會秩序，但由於民主社會，已

理整個國家事務的能力，但這可否保證其繼承者的

給予人們可能進行普遍的改革的心理 ( 例如定期執

質素亦是相同呢?正所謂獨木不成林，另外，寡頭

政黨的選舉，這可能出現 一 個絕不相同的政黨，推

政體則要求一輩智慧、非凡及極為仁慈的人，這可能

行不同於以往的政策 )

還比一個偉大統治者更為難求。況且若幸運地，真

其實已作出心理準備來迎接這些改革的來臨﹒因此

，所以在這社會下的公民，

是有一輩才能的人士充當統治者，但同樣出現一個

民主較其他的政體，要能接受改革所帶來的影響，

問題，這政權如何繼承下去，可能還較專制者更難

其實，在健全的民主社會中，定期性更送政權

這其社會秩序必然較其他政體為穩定的，所以民主

保証;雖然從體力及智力方面，寡頭集團此單獨專

，可形成不固定的力量，從而可使少數味的利益得

社會的人民毋績考禮以暴力來對待任何變革的需要

制者更能符合統治的要求，但這卻會出現更為廣闊

空IJ保護，而社會內對立利益所造成的平衡使各個少

的軍體利益的偏見，再者，從香港的政體來看，長

期以來，這輩寡頭統治集團都是有這軍任得利益或

有財勢之人，而非才智非凡及極為仁慈的人，自命

數派在參與社會決策中 r 起一定的槓杆作用。

了。

.

有人提出某些人口較多的少數民族明顯地受到
壓迫及不公正的對待，其實，在這些地方(南非 )

還有，在民主社會中公民對社會必然有一種忠

誠的，因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承擔義務是出於自願的
，這正由於我和所有公民一樣，有同等的權利參與

) 的集團統治。因此，兩者都難出現

，這些人被有意地的剝奪了公民權利，不能充當民

夏好的政體。反之，民主和其他政體一樣，犯錯誤

主機制下給于少數振可起的積仟功能，他們只能服

，所以無論我們是執政採或反對 i悵，我們明白到只
需我們所持的理由是充分，在此社會政體中，必可

精英 (

elthe

社會的指導性決策(不論其意見是否接受或通過)

是所不可避免的，而在每一個問題亦不表示多數總

從這個政府，但又不准他們參與其決策，這個政府

比少數能作出聰明的決定，但若由受決定影響的人

根本就不是民主政府，這只是他們自稱為民主的社

公開地及積極地表達出來，使社會趨向較完美的情

普遍參與下而作出其決定，這可產生一個最符合長

會一一其實在其制度上有不公正現象的地方。

況的。而且民主社會中，政權有秩序及規則的要替

遠社會利益的指導性決策，經過一定時間後，社會

總結束說，沒有人還此自己更更清建自己的利

成員可依據社會整體的利益來與顱，作出適當的評

益芝處，因此若憑一個或幾個智慧高超的精英就為

他政體，所面臨的重大的危機，便是當這位領導人

價及修改。 ( 這自然是在指導性決策上，而非管理

我們作出公正的決定，這便疏忽了真正的公正決定

有俊，是何局面呢? J 穎而易見，從以往歷堤可知

，要可確保社會的種事秩序。其實，現今中國或其

技術行動上的 卜 ，因此，民主政體確保政權是由人

，部份是依據個人的利益及慾霎;例如處理社會事

，當更換領導人或政黨時，社會必然處於緊張狀態

民掌握，這樣人民至少還可為改正錯誤而努力，但

務時是否公正，只能依據受決議影響的那些人的需

，但畏主政體的優點便是在於可減輕這種緊張，它

在專制者或寡頭集團作出錯誤，人民只可希望他或

要與願望來袂定，而被治者通常是這些需要與願望

可避免一些非民主社會，政權歸屬不定及各謀奪權

他們依復理性，或受衷心責備後作出改正，而並無

最好的而且往往是唯一的判斷者。而這正只有民主

者的爭奪的危機;因為民主社會有一定規則來要換

他策了。

才能公正地權衡這些利益 (3) 。

政權的執政者，這樣不論參選者今次失散與否，他

其次，民主也是最能保証社會各階層的成員獲

另一方面，民主是可以和平手段來解袂社會內

都可有秩序及機會的重新執政的機會，這只需他的

得公正的待遇一一即人人皆獲得公正待遇。同為民

部的矛盾及爭端的，而盡可能避免暴力手段的。在

政綱能獲大多數人的支持。所以只有民主社會才可

主過程的本質就是參與決策。而在參與中，任何階

社會中，政府的某些袂定必然會使社會中某些成員

藉其願望把政權移交給對立的一方，這樣執政者只

層的成員都不能保証其意見，函、受到接納，但卻可肯

不滿意，但民主社會中，成員在參與過程中，他們

通過職位來行使權力，而職位自可授于是來自人民的

定他能公正地享有一份袂策權，並且，無論表決的

明白在袂策時有失敗的可能，而所有參與者則有承

，換言之，權力則歸於人民;人民對民主的忠誠不

成敗，各人的意見都會在參與中提出來了，而其利

擔服從快議的義務咽此若社會上真正給于成員參

是基於那個領導人，而是忠、於他們所授權的這個職

益或喜愛亦會受到一定的尊重。但其他政體卻不能

與的機會，有之論其意見是否獲得接受，他們絕不會

位電因此這可導致社會趨於有秩序和語定，這正是

民主最崇高的表現。

作出這樣功能運作，它們必須估計社會各成員的真

企圖以武力去改變其袂定的，這正是民主政府的特

正的需要及要求，才可作出袂定;但我們明白無論

性。正由於產生袂定的程序是正確的，亦由於我們

總結束說，民主已是世界各國都掃庭擁讓，但

專制或寡頭政體的統治者如何努力或智慧高超，他

的參與，不論其袂定是否正確，我們便需對通過這

它們是否真正符合民主的本質呢?這是值得我們注

們根本不能猜到每個成員的需要與要求的，因此其

一程序所取得的袂定，負上服從的義務，雖然我們

意的。其實，現代化的過程中，民主化已是不能抗

制定的政策會否符合整體社會成員的需要呢?

仍可在法律之內，再表達我們的意見，正由於民主

拒的，若我們明自民主的本質及為何追求民主為目

可為少數採提供保護其利益的法制，可使他們有機

、 標﹒這樣 ftf門 t 能加強 ft 們對 l( tJJ')_1I! . t~ff)

會公開地表達他們的意見或對現行政策的不滿，若
他們的理由充足，及力量強大，這可以指望嬴取足
夠的支持，雖然可能不能影響或推反現行的政策，

但也可以証明他們的影響及其價值有一定的存在的
價值。但我們不會希望藉武力改變，因為這樣會使

村榮劍、楊逢春著「民主論 J J 上海人民出狀社、

其他合符自己的快定，可能遭遇他人以同樣的手段

八九年四月

改變袂定 。 因此，執政多數採正明白反對保不會訴

叫卡爾、科恩「民主觀論 J '商務印書館、八九年

緒武力，他們亦母須準備以暴力來應付反對j眾的暴

八月

力反抗，這樣便可創造一個和平氣氛的社會，並漸

已何信全，海耶克一一自由理論研究，聯經出版社

締造出反對訴諸暴力以達到目的的局面。

一九八八。

加上，在民主的過程中，社會袂策時，必會審

慎地考慮到各方面 ( 少數採 ) 的意見，而且由於各

種利益集團的參與，他們可能組成某領黨派，藉此
加強他們在意見發表峙的法碼，但他們亦會考意到
只會通過協商或妥協來解袂問題，而非以暴力解快

，因為他們明白今日的少數可能是明白的多數，而
今日的反對者更可是明白的執政者，所以他們有可
能制訂出一項大家都憨不夠滿意的袂定﹒但絕不會

良好視力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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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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3-966629

九龍旺角彌敦道 577 號地下

電話:

3-7808684

鄭志誠

人都在進苦求樂。

苦難是人生的一個日常課題，像很簡單

，實在它所牽涉的範固和層面，又廣闊、又
細微、又深臭，一篇文學不足以這其萬一。

為局長小孩，體會不到三十磅，是r能入讀小學

在這手里，我只是想指出一點 7 個人的投旬，

。花已經十歲，聰明伶俐，成精很好。辜紫

對人生的苦苦難樂，起看關鍵性的作用。

我國有個傳統的人生境界:福、祿、壽

後受了職業技能訓練，在一家汽車位司當管

..

。今天一般人追尋財富、成就、地位、 E享受

工的助手。年前電視台的「天生我才 J '坐
著論椅演出的演員就是亞祥。

，也是異曲同工。我們要的是名、是利，財

幾乎在亞祥入院治療的同時，亞這也入

貧窮疾病進去。蛇竭。面對貧病交迫的人，雖

/'

了訓練中心學習，後來在一所庇護工場工作

然能付出憐憫或同情，始終難有一份尊重。

，可以台已接活台已。

使為了某種原因，要對貧苦出讚嘆、嘉許

也 g ~旭於剎人，苦難千萬別落在台己身土

祥仔辜業後不久，麥1軍女士的丈夫，經

我詞意:如果整輩子要進貧困日子

過了十五六年病後退休的日子之後，去世了
。他們的長乎也已中學率絮，在政府機構做

，人走就沒有無蓮，倒不如不生還好!

~ 事。她本人也在祥仔工作的同一位司內做清

每五月的讀者文摘，報導了一個母
麗的遭遇~~o:~~她~.~人不單貧病交迫，更曾陷

.,.

潔女士，可以在辦法時間內照顧他。

太多迋境 JT品化一一應付進去了，訓等痛苦
拉底歡樂。

不是我們夢想的生活。用我們的標準來衡量

讀這類文學，如果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

，即使是有了出路後的日子，也不是我們肯

這樣的一生 句 ，雖然贏得了個崇德獎，絕

讀: ，尤其是看眼於苦畫甘泉的戲劇性發展，

接受的。自己做個清潔女工，殘展的兒子當

頗能起S 鼓舞的作用。不遍，如泉留意到這

個管工的助手，終 R 離不開論椅。弱智的女

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也肯將台己代入當事

兒，不知人間苦難，工作又夠糊口，進組織

人的處賽中去體驗，就可能有點心寒手。抗拒

家庭的機會也沒有。將永呢?相信不會比現

，甚至產生厭惡!這些心境，肯定不是當事

，

在更好。更不要設進是那段重夢般的歲月 "，

人的心境。

靠她做女傭求美活一家人;這一家人，除了

為什麼在同一處境之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

十三局長的大兒子還正常，可以退學讀書之外

甚至相反的內.-!.i反應?只能說是因為他們內

，六十一歲的丈夫，五義的女兒，三三義的兒

心的投尚不同。技尚不同，龍化腐朽為神奇

子，癱瘓的癱瘓，弱智的弱智，殘廢的殘

，將艱難困苦變成嘉樂。

文中描述的是多萃女士，一九八五年崇
德成說寞的得獎者。

七十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她生於廣象

局長!

這樣的人生，不是和不幸給了緣，就是
和貧賤逢在一起，能有什麼歡樂?有什麼值
得留戀?有什麼意義可言?換上了是我，我

清遠的一個貧窮農家，在八兄弟姊妹中排行

內心有什麼感覺?是麥萃女士做錯了什麼?

第六。一生沒有上進學。五成過繼給香港做

還是上天不去，是是讓痛苦落在她身上?她

黃力的叔父。廿二~.嫁給一個遠親作填房，

怎能承受這塵滿溢的苦汁?

這是我們的想法，這是我們的感受。

支支比越大十九年。
兌生了 -五個兒女，第二第三個平夭。大

麥霉女士的內心是另一境界，她說:台

免于入居民峙，生下第由女，叫亞逞，是弱智

從亞進出世二十多年泉，我從永互為過去的日

的 J 逼三年，誕下幼兒，叫豆祥，忠 f 玻為

子懊悔過。我一天比一天史疼亞進和祥仔 o

骨 j 症，骨，各鬆脆，四肢萎縮變彩，一再Ií-

其實她還有一個心愛看的大夫，又是沒
有說出來。

二十多年象，從水為進去的日子懊悔

/

很有意義，很充實!
是我們錯了呢?還是她錯了?
. 我們不喜歡這生活，這種生活對我們就

是不受歡迎的，沒有意義的;如泉我們活在
它內，我們就苦不堪言。

她不懊悔這生活，這種生活對她就是有

意義的，充實的 。 她活在它內，會台符其樂

我們

，感到愉快和幸福。

愛變成曉得愛?這求是本文的
扮出，內心的技尚不同，入生的寶寶就不同

她並不是對痛苦麻木。她也是人，有血
有肉，有感覺。廿二歲的少女，要嫁一個四

就是自己的投向。

十一局長，有著兩個小孩的男人，她徬復進。

是去年罷，麥霉女士在她工作的汽車去

除了長子外，四個子女，不是平死就是傷殘
'她心痛遲，失落遍。在家照斜著兩個殘晨

司中被汽車撞倒了，斷了腿，住進了醫院。
,

知道的人都替她娘惜，責怪土天無情，竟然

小孩的當兒，丈夫中風，家庭全無經濟來源、

不讓她喘一口氣;握了一輩子，在晚年還要

'她絕塞進......。如果換了是別人，面對現

斷骨!

實，反差將來，應是心灰意冷，台悠台艾，

我不知這麥女士有什麼感受。

拿家人求出氣，彙著些微救濟金，或勉強工

[守得雲呵兌月明，現在又跌落苦海中

作嫌些錢，逼著了無希冀的黑啼日子。最好
是將三個累贅送了去慈善機構，這我台由身

q 這是我們的看法。我們的投向是享受，
是物質和精神的享受。 ; 至少是不要苦。如果

，重新計委j 將永。

她和我們一般見識，一早就苦死了。至少迫

但麥牢不是我們。她用盡一切辦法支撐

切要求擺脫麻煩，將家人送入福利機構，另

住這個家。她不肯送丈夫去廣華醫院免費住

找T 歡樂 J 去。絕不會守得當闕，更不會見

到是，因為她認為台己照顧丈夫比較醫院周

益IJ 月明。好在她雖然苦，卻不看略4令苦。她

到。有一個天主教的福利機構有安排亞這位

要令家人舒適‘安樂。苦侵襲她，他的愛心

救濟院，只是沒有辦法訓練她。麥霉拒絕了

主F 湧出了一般龐大的力量， ，使她反彈 〉舟拘

。她說她是孩子的親娘，除非該機構能幫她

了痛苦，創造了兌現， 已她的投向是說惰，不

女兒進步，否則不會把骨肉托付給他們。

是進苦，所以苦塵不何倍。一旦手拿她也像?

親友們說她截了。

我們般在痛苦下呻吟可在f 麥本就不再是麥霉 6

她不是義，又是有說惰，有愛心。我們

也有親情，也有愛心，但又 F助于順利的時候
。愛只是附帶的，是有名有利之後的錦土添

花;名利和享受重於一切。麥霉不是這樣。
司 對她，愛是最重要的，其餘什麼都是次要的

』

$

兩是已經被我們同館主持樣在進苦求學了!
我們看重的是月明，是挂出了頭，是魚
場。麥女士全不屑這一套;
可 別人給她崇德集

，可有可無。

大家的技尚不同，同一的生活就有不同

的意義。貧困的歲月，對我們是折磨，是痛
苦，主r~她和她的家人帶永溫吸、歡樂、滿

足。我們只能在快樂中愛，她在苦難中的愛
是r 創造了幸福-給家庭。

她沒有我們的懊喪心境，我們也沒有她
的高貴情懷。她經歷不到我們生活中內心的

焦慮、不通必這k念和教局長，我.倒也體會不到

他心底種情免寶、省糧、進取和愛心。大家
一齊生活在這動盪而充斥苦難的社會申，內
心竟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x

x

'

X

摯愛
，更好說是偉大。她不像一雙小麻雀般去找

尋教粉碎屑，她一飛街天，像隻大鷹，做翔
於價值領域的海闊天空。她當日絕不是為 a

後的「成功 j 去和藏苦搏門，不是為獎賞去

愛糊緣人。她又創愛去愛-本是用愛4年。
換取佇禱。相持有§她崎精神; ..這 f 成功 j令許
這「獎賞 j 太微不足道了!函

-

車F

~求被車撞傷之前，聽提她的兒子亞特 』
正為她籌備提名競這棋範母親 b 如果我們唬

在具體生活中 ~ r 知 J 起不了什麼大作

得欣穿這位棋範母親，觸及到多少她的樹縛

用。即使我們明台愛的高貴偉大，我們的生

，為改變失們的人生.肉，是我們會造化主 ‘

活也不會因此而轉變，除非我們台己能受 。

如果飽和祥仔欣賞那個什麼 f 棋範母親 jzr

為什麼全永讀迫害，終身貧困，毫不起，民的

因之而沾沾色辜，可能大鷹已經變成了應進隘

，安祥地在喙食地下的教學立一一寸也要被圍在
世闊的苦苦樂學中了!

人生就是這般奧妙，這虐殺朔迷離。苦

難只差一錢。舟子這錢鐘紛麓的，禍兮稽之
‘

h

所倚，搞兮禍之所伏j 也許最能進畫種種不
同的人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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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芝

言賣大學的時候，看了巴金書擎的〈學骨卒

面對著這類社會來合平的現象，我們的

懷疑作品被拉是否1直滯。今天，我們一面標

〉一文，是克魯迫勞金寫的。文章的對象是

雄翼周:為，什息是這樣的呢?我們看幸接受

賽底是，一面帶賽組織:指進。面寫是時"區的

+八、二+歲左右的奔亭。文章周頁頁這樣寫:

大專教霄，那麼，這徊智楚、;t貨主、學數應

但是進走越寬的道路，因為，更多人踏上了這徊

該乏樣應用?僅為謀求 f固人私利、 f困人出路

汪途 a

「宇先知道 -1由會頭的周題已經放在你的

面前了。你 3良多次用過你自已進:
-1囝怎樣的人呢 7

J

r 我賽做

--

~~7

事實上 -1圈人在骨牢固季

節· f也就知道他花費了好幾車工夫學習了一

會然，霎改變制度牲的周題· 1固人力量

回到克魯;t_持金提出的朋題。在今，會今

種職業，研究了一種學問(霎注定這種學習

似乎 5點吵 ...1 、、軟弱，尤其是各徊 1固體方做峙

日的中團和香港﹒「我賽做 -1固怎樣的人呢

和研究的費用都是社會供給他的)並末是，想

，力量夏末為主教擇。可是，這末等於說· 1固

7J

我有理趣嗎?理想是什麼?霎怎樣做;t

用它杏微榨取的工具謀徊人私利;如果他末

人就末為主教主軍力量、來為主影響社會的畫畫展方

曾想到將來霎應用他的智楚、他的;t紙、他

舟。社會畢竟是由徊艘運集起來構成的。今

的學識來，冒動解救那般陷在貧困和~味中的

平在神州大地教生的A.軒的學生民主運動，

多人在趣。絕了之派的實踐，也末是一 1固人

人，那路 1也就是完完全全璧落了﹒變壞了。

演變成為全民民主運動，就是一徊 3良好的啟

賴，電令傲，研是有了更多人顆定金傲。大專

「你是一 f固有理想的人，可末是嗎?好

哼帳。哼伏在名喚我們;我們霎力。入吹響
北索的大學學生，在現制度下

克魯迫勞金以至巴金，看向會 3主「社會主

丸

，希艾改變末合理的，說，廷的現實，祟，

絕大多數人謀幸福。今日，一些自稱「社會
主氣J

國家用實汗的制度，令人 3芝加主喪、

史研卸步。有些人將「社會主矣j

?除了是客觀上社會矛

之外，也是學生主
浮，今平是「五.四
承先輩釣魚社會大

稱「社會主義」圈家的現實，也有些人仍旻

其古畫擎的精神。一旦

末在倍 f們也方實現"ij'ñ 1乃是解

決人類困壞的出路。無論對「社會主氣j

這

徊名詣的闡釋如何末月· -1固末爭的事實是

:我們身處的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仍被剝奪

末是 f固人的前途，
裁決 J再加品。走
些是主很可以

引導的。徊人融

許多基本的權利，相對於少數人的優越狀夜

一些本可在，主黨派

，他們也可以說是「陷於貧困和建味中」吧。

或是 ~è= 海外.~

苟且 -1圓大家都熱泛的倒子。為主入言貴楊繭

看，這是他們徊人的

的用亭，大都經過被再有大、南玉皇、表會等校

。 f旦 3是另一 f固角度看，

1é.於門外的能折、屁辱 3泉，擊敗真餘八成多

努力，令社會矛盾的癥

的申請巷，費看，食學畢業傷進入教肅的。這 1固

茵人民更加清醒，對於

痛苦是末可避免的嗎?以香港的經濟畫畫展水

5費、加速合理劍度的

平，言車有走來琴的骨車都很接受大專教賞，

用。歷史，缸帶一九

是綽綽有餘的;合頗大學探名的踴躍，一昇

著一九L 九的主巴達

反映了看走來，琴的人無數揖多。但莘莘學子

歷史是由人創造

卻是精其主義的殖民使教貫制度下的樣牲品

人民表現的力量﹒ 1史

。接受良好高等教賞這 1固本鹿鼎，絕大多數人

伏的號角嗎?

勞模存;1tt們為，什麼霎走

等J6I於自

持「社會主失j

這些所建末是一 1圓人在全皂，研是有了東

三卒，正是建立理想、踏上...敵人生大道

m 。

，讓我們來看看，你霎怎樣做.;t可以彼你
的主里建變為，現實。」

R主後還是皂變為現實?

看到了人民在團結一致

亨者的基本權利，成為，只看少數人紋"6:有的

看到了夫好、合理社會的

努榷。

屠殺、鎮壓，彼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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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北京政府以血腥暴力的

手法鎮壓愛國民主運動，打破了萬
， 千同胞對共產政權的樂觀憧憬，粉

碎了中華兒女對國家領導人的信心
。亦使原己因九七問題徨恐的香港
市民，再加添一層陰影。導致原已
急劇增加的移民數字，現要每展是重

盛，及後發起的港人救港運動，提
出若干建議，包括向英國政府爭取
港人的居英權;加速推行政制的民

主化，進一步實現真正的港人的人
權和自由。但幾經周旋後，在居英

權上之爭取，明顯是吃了一場敗仗
，於是，普通市民的心態，轉向尋

求本地政制民主化，增加立法局直

選的議席。只是，我們在追求新的
、理想的制度之時，有沒有於一些

基本的問題作出反思呢?

為了讓同學們了解我們是在一

種怎樣的「政治文化 J 之中成長，
而這種文化對我們產生甚麼影響，

我們約訪了文思慧博士，請她以「

政治文化與青年人 J 為題，與我們
一起探討上述的問題，好使大家能

夠就蒼現有「政治文化 J 的侷限之
中，尋出一條新出路。
問:何謂「政治文化 J

?

答:首先要解答的，當然是「政治

文化」的定義。所謂「政治文
化 J

'是指一徊社會、圓家的

入民，怎樣去理解一些與其公
民角色有闋的問題。譬如:統

治者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法律

的意義、公民的權利義務等。
一個社會的制度如何演進、人

民對政治事務的參與性有多高
，都與人民這些基本問題如何

理解，有著密切的關係。

換言之，人民接安哪種政治制
度，在這種政治制度之下會有

怎樣的反應，又或者會怎樣扮
演其公民的角色，都安到他們

採納哪種政治文化所影響。另
一方面，政治制度本身也會回
頭塑造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

我們不能偏蔽，只看一面。

理想的「政治文化 J 是甚麼，
是不容易回答的。但以徊人敢

於挑戰兢定成見，肯公開發表
自己對公眾事務的觀點，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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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訪者 . :文厚、慧 \ ↑導全

預知的。

但是，這場民運，無疑司被視

為一個扭轉傳統「政治文化 j
的契機，對主流「政治文化J

撰稿人:區天佑

中的冷漠，作了第一步的調整

相應的爭取，及願意與他人辯

、司是，假若制度的爭取無法

論，願意承認錯誤和接受新事

配合，及教育工作者本身依然

物為基本的要求。

創賴(或本身都在體現和傳遞

著中共當權派的惡劣的素質)

問:香港的政治文化是否傳統的延

，那末，不論有過多麼震撼的

續?
答:雖然，香港經常被稱為「東西

於簡單化地去處理。例如 ~ .將

口號，叉或是打倒了幾多個獨

民主簡單地等同為十人一葉選

方文化女流 J 的地方，但是，

裁暴君，其結果還是未能令人

舉，那麼，假設有?一人一棄

若果單從對權威服從、社會參

樂觀的。

的選舉方法，但結果卻產生 7

與性低、公民權利意識薄弱等

問:當前急務是否應從民主教育做

一班不合乎理想的政客出來，

方面來看 i 香港人司謂仍是非

起?
答:雖然人人皆懂得教育不是一切

於是，人們便會對民主失望。

常「傳統 j 的東方社會人格。

其實，只要我們事先瞭解到民

今天，在許多發生於傳統社會
-- 中的事情，卻依然存在於香港

，但教育始終是重要的。但學

主不等同普選一一雖然那是很

校教育的角色，仍然是有限的

重要的成份一一那麼我們便會

的社會之中。雖然說我們會接

0 家庭與社會，也對個人民主

繼續爭取其他條件的實現而不

妥「西方式 j 教育，不過，試

素養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

會這麼容易氣餒。我們知道，

問當中有多少是「內化 j 於我

用，我們教育工作者不能妄自

一些國家在建立民主政體之後

們的思想之中?最多不過是加

匪簿，也不能妄自尊大。在大

，仍會走回頭路，其中一個原a

進了一些資本主義社會式的徊

專里， : 同學們老覺得對政治有

人爭利進取精神，作為自傳統

深化或重知認識的需要，是可

因，就是對民主理解不足。

a

文化之中產生的[變奏 j 而已

以與老師一齊研究的。不過，
要緊記，教育並不是洗腦，教

。

何況，我們的社會向來沒有提

者不能向學生灌輸怎樣才是民

供實質的參政機會;相應她，

主、自由及平等的絕對觀念;

教育並不鼓勵人們去作批判思

學生亦不應期望老師給予絕

考及公共事務。這多少亦助長

的答案。大家只可以就蒼

- 了傳統「政治文化 J 的延續。

A

其實，民主是需要作長期的揣

摩手喝聲的。須知世土沒有絕
究竟人民怎樣才可
J 一?東西方都

是一徊十分爭
者不能疏懶

和疑難，作深入的研

面對九七過渡，香港在政治、

，落到最後的抉擇，當然更

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都進入

每 f固人自己的事了。否

f回轉形期。若果大部份的年青

需Ij何

人仍處於一種被動、漠不關 J 心

問:

，不爭取個人應有權益[政治
文化 j 之芋，貝 Ij 未來的前景，
能向理性發展的司能，便顯得

相當黯淡了。當然，將悠長傳

統的習慣和百多年殖民統治下

.

的氣條一旦扭轉，是不容易的
事;但也正因如此，政詰Ij加速

如何產生一

民主化，以促進人民意識的轉

. 糢話，要涉及許多其

一一如二自由、人權、法

變，便顯得相當重要。
問: I 大四 j 是否可在這方面帶來

我們絕不能單單告訴同學

民主就是如此這般，不再引起

一個轉機?

答:從表面上觀察" I 六四 j 前後

'

J 香港的「政治文化 士 ，確實

他們進一步的省思，因為這些 ‘ 三 ‘
民主的「定義 J 往往有誤導的

已有了改變。舉例來說，以前

成份。所以，傳授民主意識的 、‘

人們對示威、遊行，甚至是要

時候，不能將複麓的問題，過

. 打倒某某領導人，都會認為離

r

t

經叛道的行為。但觀乎今;欠市
民在行為表現上，確實已有了
轉變。只不過，市民對於問題
能否作長期的關注，還是不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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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了嶺委會的副總編輯不久，使展開

回應阿濃先生剛才所說「成」只是生命

我的一步工作，那就是約了阿濃先生做了一

中某一階段的終結?代表著另一階段的開始

個訪問，做這個訪問的當兒，中國內地的學

:那麼他認靄自己的人生至現時為止可封為

生運動是進行得+分激烈，所以在這訪問中

多少個階段呢‘ ?他說第一個階段說是小學的

，除了探討了人生的一些問題，也問及 5日IJ lfiiJ

時候 三 那是還朱有人生觀k ，是渾沌一片的。

濃先生對國內學潮的個人看法及感受，然而

其次便是中學階段，是一個很熱情、愛國、

事隔數月，發展至今，也許會令人有些話然

並且充滿理想的階段 i 當時人的年紀輕 追 加

神傷，人生中的起伏實在是快得令人有無驚

土新中國同j立，對國家充滿了希望，而自己

怕 。

也望有對國家作出貢獻。接若干來越是一段

較為漫長的日子，那時他踏實地從童教書工

這次是我第一次一時阿濃先生的蘆山真
面目，雖然從前也看一些他的作品，但卻沒 見

，

作，同時也從事寫作、並在文學遑論土作出

;與他的作品一樣，他是帶

多方面的嘗試 。 可是踏進了中國的丰年艾草

蒼仁慈的教育者風範，但使我更欣賞是他那

，他感到失望、只顧獨善其身圓 。 但經過七七

有這份「眼緣 j

、七八年的教師運動的刺激，叉把他叉重新

份平易近人而親切的感覺 。

踏進一個積極的階段.那時思想亦開蛤此較

訪問展闕，當然是離不開主題 1 他也;贖

應?我們的發悶，談論?他對人生的看法，

獨立，飽吸取了女萃的教訓， y令自己打倒了

然而他也不能判斷自己是屬於消極還是積極

一些舊的看法，不可迷信權威，要依照自己

的人，但從他一直所傲的工作去看，相信無

的夏知去衍事 哈 在這段時期，他扭任過教協

疑他是個積極的人，因他從來都不停止工作 .

-

會的理事多年，亦做兒童女學協會的理事，

﹒並且盡量微有義意的事情，所以不論在家

可說是對鑫體有所貢獻。而創作1;萬，這段

庭、工作或外間的團體中皆是扮演一個積極

時期也可說是最鑒盛的階級斗由於個人的活

的角色;所以，他覺得人生是沒有?成 J 在

動量多，接觸社會的層面增加，也聾嘗了自

等待，因為人達到「成 J ' 就等如結束生命，

己的作品，直至現時，仍可說是屬於這個階

而他的所謂「成」只是一個階段約完艙，而

段已然而人畢竟會憨到疲倦，由於工作量大

再開始另一個階段 。 雖然呵濃先生有這樣積

多 t ， 他也期待倉林息的來暉，拋下每伏，走

極的人生觀，但他也暈竟會感到生命短~ ~~

到一些小拔~小住，領略鄉土的~息，窺看

工作繁瑣，也往往對身邊的人感到失望之樹

不闖入生的風俗[1 '生活 h 令自己可敬種先

如他本身+分照顧與啼 φ 兒女，但男女是否

簣，不過他也清楚自已是不甘於續費，也許

同樣的關心自己呢?但他也能為自已續關心

踏進這樣悠閑的繕殼，他弱、會為自己安排工

中的幽鬱，他想:也許自己現在身體健康， -

作，那就是長篇作藏的創作，自拿了看完份的

經濟情況夏好，仍不太需要制人的觀心， 。 但

時間外~'...'，篇的寫作實是較適金老先竅，對

到他日，他們或許會來鵑花、自己 。 他更饗讀

人生看爛的精咀糊中必蜘爛、他的

者的來信中，看透了一嘿，女字其實是一種

智慧:其實，他還有一個想法 r 驚喜塾聽成

很好的溝通媒介 " 特別是他寫散貧 祉，全都是

一本書?械地鋪於世，時還縣一份

表現真我，而他更喜歡自己的作品引起讀者

很大的勇績一 ，一個很大的考慮。

的共鳴，達至一種溝通，自蛇可見柄濃先生

閱讀從事?教育多年 呵，他亦接觸過不少

實可掌握至IJ 女學的獨特功能，一艾字可窮人從

現在的年會7人，於是我好莓，地問他覺得現在

貧方找到一些相通的朋友，益且苟延續不去

的年會人與他以往的有何撿到正不過他很直

，直至自己不存於世 于，正如現在她看魯迅、

接地說出這是難以界棠，他1單比較喜歡，大扭

自居易的女字仍有一份感受 . ，他們的文字還

地把青年人和成年人作一個分野 V輒就是他

是滿皺生命刃，而他也望自己的作搔首1&1If

認為年青人絕對不會數得像處尋入都被超乎

間帶一些美好、溫馨的感覺，所以祂對受命

想象，他拿了所傲的年裔人作倒芋 ，正他們已

不會有太失望的感覺 。

經是+分鐘劣，續學校開餘，.'~淺嘗地完頓容
納他們?但她們擊斃年輕 . . J已蜂蜜2宣稱甚麼
陰據;現在他是幫助他們清.污染了的東西
，卻草非 2葛他們進行連續，槍們仍會自主權
作出選擇;而開濃也不苛求他們皆有巖高的

理想，最重要還是他們所做的，不會傷害他

人，那恆心感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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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4言，提主.I-!4豆，自 E豆豆証 i

閥、區?游泳均5!?!lqJ 且一 νUJ
與阿濃談了那麼多人生與教育的問題， .

王品淑

阿濃除了用自己的筆去支持~家學運 T

也懇談一按他的寫作生運 人在前艾中‘ '巴 闕濃 .
一直表示自己希望能為這世界帶來多一無美
好，但他卻不聽自己的作品可帶領別人走路
; 因怕帶領錯誤，也怕壓克過次 : 他想自己
的作品是給人作為參考;他也明白事情永遠

他也認為知議份子在這歷史性時期扮演釐非
常重大的角色，因為他們擁有辨認是非，據
解世界現況，愛國及救國的知議，雖然知識
份子現在是伯贊少數，但中國人民是有智慧
的，他們只是受到愚弄，受到欺§嗎贏'但倒鬥

踅' 是 不胃強玄求長 f 雖然自己看理想 ; 但並非是每
個 香港人都會欣賞自已已，而且市場與語語壘岩納的
求往往是互篤影響，潮流每每令人培養出

‘ 1 自齣句支桂，所以知識份子蠶卸3非E只能依靠自已的 _- -，‘、
穹:刃力量表毫改
t變整個國g家家度良尊: 而他們的責佐去使人

口~.~片片..;.些些不健康的口味球;市番港現令訥專摺可說
3撞接接
產童宜石
1 ‘百百花齊放 i 讀者的需玄掌偉是多芳茵; 但暈竟
訥愉
會出蝴親嗨邀鶴寫訥閥局茵'因為蜍某些作家接寫耕的

蠱. 畏的跟慵提早雪亮'倦們能使→莓綾蒙絃訥
λ民竇快地認識晨理 J ._黛
. 終靚" 他憫要在E進行行.這
些虹工作怖時'或媳會鍛安蚓到一學蟬壓迫、收崎軍

專攔較多多一--，刁，故不能每篇皆言之看物'每讀籠E皆
r 令 讀者或是作者本身滿意 ; 沒有可能要求丹
律 ，而他只望有些夏性競箏，提高艾葷的水

心的知議份子當然不會鞍賀，他們可以繳費j
聖人所說的 . r貧賤不能移 卜成故不能屆 七富
賣不能淫j ，憑著這種事筍，去說衷心的說

平， 不要漠費讀者的時間、 但他這樣說並菲話 。 他要覺得在這個時刻沁人皆有責任安葉
是 唱高 謗 ， 而是接受了寫作品 1分 T 件 ，就要

話'貂寄l憲放棄這個司令，'中
1 買得到進步 trt 除

去承扭責任 于 不要常為自己尋技偉 ~J ' ·需要禽，在香港這個自由的社會 ~，若我們也不誰
對 自己及讀者所出交待頭時來沒三 倒濃所

唾 出心中訴﹒ :相信將來必會感慚愧 于 但他卻能

任 教的是一所感化青少年的學校，在此他的

夠在這通當說話. f體會引以為榮 一. t也對自己

寫 作靈感、題材也會妥到影響﹒他進入這所 a

的夏志可者所約有

學 校是準備駕于本關於他們的事，現在已寫

主 一些散稿 y 但主萎的部份仍未執筆，但他

達 ! 要河流傳後代

~~

..JiiJ濃主要是錯釐報紙土的專欄去抒發心 了

的作品題材也的主完全來自這芳函，也會是 目

中對學運乏情-見 "，他也認?蓮香港享有高度

自家庭 v 女學圈子干藺書或是閱報後的感
扇

面~叮

J已

事

A

-γ

尤其是通病? 于 作出表

‘ 的言詣自由，這是+分有利於利用文字去影

、

， 響中圓的前途， ， 雖然，著每篇文字皆是圍繞

在阿潰的人生中，暫時來說 : 他只是從 已

贊同于主題是會使人+分沉悶徊只要是關

事過教育與寫作兩種行業，但其實也很有興

， 心中圈，關心人民，那便可把文章的層次提 s

趣嘗試一瑩剔的工作，兮不過都是要接觸面廣

. 訝。他舉出了一個頗為吸引的例子，那種是

巨 變化大及包含有漢漫的性質，如演員、記寫重正經也可牽涉到中國的政治問題，例如一
者、導遊都是甚為理想的職業 、、 r.
個高級專季都一頓鍾的在簣，便是一個中圈人
阿濃是一位教師‘同時亦是一位作家， .).
良多久的積蓄，他們那棚外質的轍，接
從他這商份工作總括來.說﹒總是一的折不

- 本是韓國家之快懷中屆人民乏慨。這樣的

扣的知識紛景，那磨他對於那(蠢往神州玄

， 說話?只要是一個關心中國的炎黃子孫，也

地土的年青知該份子究竟有何感想?是躊傲

定籠夠露得崗的。

、還是悲哀;想不到他的答案是慚愧 i 因鑄

.

在北京大學生觀始他們的行動乏時﹒他在明 -

It灣中國學運的問題再談，中圓的大學

生的行動實在是+分正義，所以開濃對中圖

報土刊登亨斗自龍女語氣清「雨中的關注.J '

政府的反應感到很失望，特別是四月二+六

可是他所關注並非北京的孩子 、 ，而是個中的

.，

黃皮樹和籠眼樹，他恐怕它們的在染會被兩

白人民日報的社誼會，還是一篇令人憤怒不已
間的女字，全篇是完滿了吉普曬和鐘艘，反映中

水淋數;在女章整套乏時，也真北京大學生軍政治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不也沒看

發生行動之日，所以他慚攏，自己所舖f心的

吸取艾革的教訓，反而變本加厲，通個政府

竟是園中的果樹，葫蘆非應該關注的‘但他

實在巴疆化了。書雖然當時仍未出現軍警鎮壓

仍然是有責任感的讀書人 ， 也他對自己許下詩

的事件，但阿濃亦有其先見乏明-詔.當時

霄，要以北京學生~題，一直寫到五月四日

作出走員會道是言之過早，但怎麼也不預料﹒

那天，他牽竟實現 7 自己的承諾，在這中國

司

出現六月四目的屠城慘劇。鐘線， 可 那時間濃

進步d于敲一峙的時刻，令自己的」枝筆撥出

還說他相信也許有一天﹒是香港的學生靜坐

一些火花，但他包不能預計自己是否能就此 ，

、遊行，而中自學生反過來作出支持，這樣

寫下去，因他也需要考慮個人的安全與讀者
的反應 。

再

-難民

難民
自一九七五年五月四日，第一
來港，七九年在日內瓦會發土英國政府
承諾作為第一收容港，而當時西方各國

ijt容游留在第一收容港的難民。但自八
始，西克各國在收容河摩洛越南難民的人

不斷下降的趨勢，會;~芳L萃的主黨，九于八
+三名τ降至八八年訥二哥七百七手立，人。與
丸，此同時，八;之年開始，港府亦實施「禁閉去雞
叫;也

民營政策」

ι 由於西方各國在難民收容額土朱

的問題 y 越南人的生

令沛，可 能履行承諾，而難民卻不斷湧入，

鄉別井，借助第一收
而越南政府對於其人

的阻嚇措施，反而以
率的壓力的進經，更

港府在難民及船民的處理手法土，未能令

， 港人滿意，更有強烈反感之勢。然而，要徹底
解決難民問題，非瞬間可成。定要多方嘗試:
(一)越南政府阻撓本港實施船民當然遣送政
策主要是想藉此獲取到更多的經濟援助，在這

.

極大之差異，來港之越南人對香港的環境未及

方面，必須透過聯合區及超級大國向越南政府

通應，在語言、生活習慣土亦與港人有異，容

施加壓扣，接收被遣返的「非法入境者 J

'並 

易與本地居民由於隔漠、不了解而產生衝突;

保護被遣返者，不會受到非人道之對待。另一

特別是在「禁閉去難民營」的難民及困在頭留

芳面，亦以國際的壓:tJ使越南從東埔賽撤軍，

中心的船長，由於營內環境惡劣、衛生設備不

再鼓勵西7i各國在越南直接投資以重建其經濟

足，活動範圈偈促如獸籠，加土缺乏適當教育
(二)在經濟土，透過談判要求聯合國難民專

及康樂活動，生活枯燥。且部份離開家人朋友

員公署在香港的難民經費土J 作出更大的財政

，孤獨寂聊實造成情結低落、脾氣暴爆，性格魯

亦傾向乖展。此外，越南難民(船民)雖然間

承擔。

是越南人，但來自衛越與北越的，大家在憲議

(司繼續向英國政府施加壓刃，使其增加對

形態;上有顯著的不同。凡此種種，均易構成難

~港越南難民的收容額及起帶頭作用呼籲其他

民(船民)在營內打架、滋擾附近居民、破壞

各國亦增加收容滯港之難民及船民。

個)在難民及船民的管理問題土， æ' 先要解

秩序等事件發生。

決船民露留中心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港府應

肉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要求提供人手協助;另

一方面，必須改善船民的生活環境，因為在過

難民問題困擾的根源，乃來自越南本身長

份擠迫，環境惡劣及物質條件缺乏下生活，造

年的經濟下景，政府的貪污腐敗，及圓際關係

成行為的偏激及乖展。

加其外灌之收入。另一方面，作為香港的東主

(五)徹查越南船長乘船援港的經過，調查在

國英國，和須在難民問題土盡道義上的責任的

中國南部+多個難民船補給站是否有貪污舞幣

美國一在給與本港的難民收容額土，卻強差人

的情況，若有則設法堵截。 '

意。不僅西方收容國收緊難民改績，東南亞區
/

一些傳統的難民第一收容港，如新加坡及寮圖

(六)港府在處理難民或船民問題土的失誤，

明顯地催化 7 港人與越南人乏間的矛盾。特別

等，已先後修訂第一收容港的政策。

是政府在撥地興建船民中心峙，往往缺乏諮詢
，漠視民意;使到市民對政策的本滿加諸於船

民身上，故港府在處理此領問題土 J 實應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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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翁偉豪

我倚著鐵絲網，望著天空，胡亂想了
一 會見 。

我們這班人生存為了甚麼?我們沒有
害人】 九沒有殺人，為甚麼到頭來卻要我受
罪? 為 甚麼打仗?為甚麼走難?

. 我們干辛苦逃出越南，為了甚麼?最

後又得到了甚麼?
這 一 切 品 切，究竟是甚麼 ? 回事?
當天 止 敵軍進佔村莊，村民只忙亂地

跑、跑、跑;軍官 一 聲喝令，軍人拿起槍
，上了彈 ‘，向人畫掃射 。 火藥味、血腥味

、腐屍味混集 。 路邊躺著 一 具具體無完膚
的屍骸門 ， 小孩握著親人的碎骨 jJf內臟，只
懂嚎哭 r于 個老人依傍樹幹 平 L 按著自旦那

骨斷肉運的血手臂 1 使勁地扭曲臉龐。軍
官穿綠衣，頭戴綠色軍帽，圍著紅頸巾，

拿起鐵叉，不發一聲便刺開那少女的皮
肉!

我幫阱 。 那軍官迅速盯著我;爸媽驚

惶地攬緊我。軍官舉起鐵叉狂打爸媽，喝
令要殺掉我;爸媽擴著唇 . ，

發 γ聲 J 不願放開手。
姐姐，強姦後，在村民

{你不是在香港出生!越南仔，你沒

當時她只有十二歲

份兒的 7- !. J 官員瞥了我一眼，泠冷地說

以後的日子，就在

~

飢餓中渡過 。 我不懂得

。他們走出營房，關了房內的燈;四周黑

， 沉，寂如死水。

滿面鬍子的船夫，要

我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我不知道這

只知道媽媽每晚都

是甚麼年份?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我

著倦容回家，衣衫不整、

倒退幾步，擱近窗

司 、凝視天 J 淚掉地...

還握著很多錢 。 長大以
出賣了肉體!

我用力瞌上眼，咬緊牙;我在想，我

臨走那天，媽

在想。我的岳、發抖，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上天是 公平的;離開

我受苦、害死姐姐、飢餓、走難、迷茫、

書，將 來 有機會，

無奈，希望可以在這地方出人頭地，歸回

。 我沒甚麼要求，只

越南，光照人民，現在卻...、..

...仔!越南才是你的家!

嘶殺聲、槍聲、爆炸聲、哭聲、步操

歲 。

聲、船的馬鐘聲、媽媽的叮嚀聲、不斷徘
徊耳邊 ﹒。我的腦海彷彿有一病苦，從腦後

滾上前，又從左竄到右，右翻到左。我臥

在床，哭泣，腫了。

早上， r 隆隆 j 的汽車聲吵醒我。我

下了床，彷于而行，到了大廈閉門前。旅
遊車一架架駛進來，小張跳蹦蹦，背著書

包，上了車。
我倚著鐵綾網，仰望天 f 彤雲蓋天，

北風撲面;我寒懷。忽然，天空有一隻蒼

聾，他努力爬升，遇上烈風，又突然墮下
。可是，牠沒有氣餒，仍然向上爬升，

---;

瞬閉，牠憤怒地、用勁地俯衝'在大度的
後方消失了眼影。

嘿嘿!天，林真的公平麼?

人，
里?就連一張像樣的床也沒有!我們生病
、受苦、死亡，誰會關心?

小孩伸手出車外，向父母揮手;旅遊
車慢慢駛出大廈，在馬路的盡頭，拐了彎
，消失了。

我很失望，但媽媽的話又在腦中迴響

我們生存究竟為了甚麼?為了任人安
詳命運?為了乞求別人收留?我們沒有園
、沒有家嗎?
我默言、流淚!

究竟這一切一切是什麼一回事?

.、、.~

中國要搞現代化，使要符合下列三個層次. _"，"，.，_，'

安、序

一個健全的法制，不單維護社會秩序，均且更能

(--器物技能層次:這是文化外層的改變。發展先 drffa

支持及係竣一切國家活動(這其中包括經濟活動) ?

‘ ,

其實，經濟活動對一個國家是很重要，因為良好的經

進和高斜技的產品，來改善和提高全國人氏的生這劈
素 。
(司令j 皮層次:這是文化中層的改變

濟能夠提高國氏的生活水準，提供更多進擇給消費者

須釐訂一切協助國家步向現代化的我

: 此外，由於良好的經濟能輔助其他活動的發展(這

，經濟制度，軍事制度等。

是有賴於有效的資源運用) ，例如軍事、斜技等 。 故

臼思想行為的層次:這

此，經濟現代化成為很多國家所追求的首個現代化 。

而中國從七八年開始所實行的「四個現代化 J '也是

本身必須客觀的經過探討~

以 [ 搞活經濟 J 為第一個要達致的目的 。 因此，我們

基本價值及倫理規花等你!1:

今集中研究分析中國法制、經濟與j見代化三者之關條

析 。

法剎包括兩部份:法制的精神及其體制 。 而法制

的體制包括立法、行政及司法三方面 。 其實，法制精

神及其體制可以由憲法體驗出來 。 憲法是指一個政府

、

組織法﹒它與人氏之闖餘，及整個國家的政治、社會
與經濟體制的基本法律地定 。

貳、中國政府祭構及其特色

中國政府祭構，可以由下列圖表得好 〈註十七〉
至於中國政府對法制精神的體驗，含有以下四個
特欲

， 1 1 階級性、 ( ~ ì 政治性、 (3) 靈活性和 (-1 ) 機密性

'，~. E-

v

因此，在中共的領導下，
J

r 法必須體驗黨的政策

:S主二 卜 ;因為「黨的政策是法的靈魂 J '引致法

判與共黨的關偉、難以分開 c 由於法制作為「實現，黨的
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 J

\註三 >

c 故此，中國法制的

4年色是:法制的權力源於黨 c 其原因是黨的領導權是

心於法律的﹒ 「 黨大於法 j 由此可見 .)

<註十八〉

盔、現代化的涵義
現代化其實是一個調整文化的問題 。 時代的. 進步

1 部份傳統文化變得古老落後，因此，文化必須作
, 1支

出適應，一方面須拋棄若干阻礙現代，化的文化條件，
另一方面須吸收新的文化條件以作補充，才能符合新
時代的需求 ι

以下就幾個「變項 J 對 「 現代化 j

的內涵作一剖

析:

一工業化:工常化是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動
力 。 簡言之，工業化在某一意義上即是經濟的現代化
二都市化:都市化實際上是隨著工業化而來的

都市化的發展能使許多傳統的 「 生活棋搓、 j 摧毀了，

. 也能促使工業經濟的發展 。 一個 「 都市棋式

J

才能導

致 「 知識 j 及「媒介象統 j 的成長 。
主普遍參與，普通參與的現象是由於知識與媒介

的相互刺激發展，使社會霉眾投入到一個龐大的 [ 溝
通網中

j 。

乙、從三個層次看現今中國
(一j 器物技能層次

I'l!:/)世俗化:傳統的社會基本上是一個 「 聖化 j 的

白七八事實行改革後，

社會，而現代的社會的基礎是犯人們的忠想行為建立

在「理性 j 土 已
ι 高度的結構分殊性:這你由工業化、技術革命

，專紫化和精密的分工所造成的 。

自 高度的「普通成就取向 J '傳統的社會常以「
特殊的關條取向 j 去選用人才 。 但現化的社會則已;l f

流入中國，使工
開放，、 致令經濟土有良
而被帶動，由此加快中國

化 。

事實土，中共顧意

返經驗與直覺去辦事，而必須拿相當的專門知識與技

現今經濟成長，而經濟改

街去配合發展

化的主因，故法制改革可椎動

:!:24

~

〈五J法律含糊不清

中國法律仍有很多含糊不清之處 就經濟合 i司法
中，我們可發覺它是分為國均與涉亮的經濟合同法兩

種 。 而丸之法中，有很多娃，方雷同之處，但國內經濟
合同法卻不能直接適用於涉外經濟合同法 f 由此往往

引起很多﹒ 人困惑不解 于，致令國外投資者亦z裹足不前.
-

~

. 令經濟發展受到一定的阻力 弓 '_ I 註十六

陸、結論與前瞻

台一九七八年，旬國逐步推行經濟開放政策至今
屯 人氏生活條件得到很大的改進;這顯示出，中國從

代化在器物層次土得到較大的改善 ， 另外‘在制度層
次而言，中國正進行改革，例如在政治方面﹒中國正

，濫發獎金等惡果 o -:ka八四年
，竟有兩個直轄

逐漸恢復去務員制度，嘗試黨政分工、司法獨立......

之黨組織作為領導核心對

等 c 在經濟方面、引用市場調節機能、私有產權概念

暫行規A定 )

等，來推行經濟現代化 c 最後，在思想層面上· r 四

，..;.地被忽視 。(註十〉

項堅持 J 仍是基本國策，這說明了中國根本沒有達到
忠、書已見代化 c
.. ..i

; ~

總抬高之言，中國大陸的執政者雖然暸解到法制從

代化是促使和達到其四個現代化不可缺少、的一環.- ; t-?_

在心笠、與個人芳;lj 孟方面﹒與清末政府一樣﹒不作做史
的改革 = 中共可以接受西方工商、投資貿~.泛泛你
護等法律，但絕不顧接受西方國家以氏主自由為基建

的憲法 = j之說明了、中國只希冀達到器物及帝']J支婦;欠
的現代化 t 但丹面的現代化是不能帶椅整倘氏族進步

，故此中國如果希望全面現代化成功﹒必須揚素 - 馬

列教條 J ~ í 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的招牌始終不

拿下求· 1-更不能幫除擁毛的文革餘黨‘進行忠想改革
~

，從而放棄共產黨的一切獨裁此外若階級專政﹒一
黨獨裁的觀念不安﹒官僚制度與特權階級則不可能了向

我 2 另一方面﹒中國應以保障僧人自由及自由在平等

之前作為大前提 = 因為這樣才能使知識份子交工表大
眾﹒有免於被清算 ;: ..j存者﹒中國政府應若有允許白山抗

爭，其原因是這權利的存在﹒才能使人氏集中精神﹒
從事創造發明 r 綜觀而言﹒中國需要建立一倘使企的

法制，而其法制精神 f定要以尊重倒體、人權凡是品是﹒

此外普遍教育的積位落實﹒增加教育經費﹒ f之善 -lt- ，:1~
程內容，可以提高人民自主獨立交尊重{的體精付1

t:~

此之外﹒必須再輔以開明的改治卒']1支﹒這樣流水對t f-t

中國 「 現代化 ，J i逼向主旦進

註一、中莘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

第十三頁

一階級性:法律是「工人階級意志的表現.

J'

這有異於西方認為法律是國氏共是同意志的表

現 。 中國講「人人平等 J '但必須以維護工 ，
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為前提 。
二政治性: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都不能脫離共產

黨的領導 口 脫離黨的政策，社會主義的法律
有慎重的立法，而是要法律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

法律支持 ο 例如八二憲法第
中商投資，進行經濟合作，但又

為對象，排除中國 2 氏個人向外商
;這與實際情況相違背，減少對外合作

〈泣十五〉

就會迷失方向 ←

-靈活性:即法律根據黨的政策靈活地實施，
才能發揮它的革命作用，決不能不問時間、

地點、客觀形勢，死樞垮律條文，機械地，實
施法律
四機密性:即犯有具法律效力的規定和法制工

作﹒列入重要係密範國 <'

"

, 25

法

註-、同吉主:-- 'ù 買十七
註三4 、同註th 頁丸

憲
法

'"

F沾有制

註凹， 、t 中國改革前後的明顯兮芳自l f 主要原貝卡下:
一 ，、中國不再單獨推行全;有制，運用' f 私產 1 ;

立一今

的統傘，要實行「色盡到戶 j 斜[倒體經

制

一步制法軌
體 .、
帶制IJ . 品吋j

持

一主

憲

締農氏所有可 ，來刺激起農氏勞動茍因，於

r

、

組戶

濤、濟 ， 依

是~ ‘ 3晃地已
兌
糾 f
代平
低

接法

J

濟 d 、r，包遲到戶 j 持以生產的超概看~份

經

法立

4色)

4τ

是生產意願提高，增加農紫生章。 可 「個體

政

經濟 j 的實行，漸漸續大私營範閣，鼓勵
人氏克勤克儉、冒險犯難，發家致富 。 私

倒二:一九七八年前中闢法制與經濟現代化之關條

有財產不但是人氏獨立生活的係障，亦是
社會財富增積的泉源。

二、中國現行的計劃經濟，是部份恢復市場機

•

一~

，學i

4

水平上升

+

.

接妨害企紫經營，問接造成資源浪費。

法

法

r

需，質量差異，地區差異與季節差異。直

•

私有制 )

講等價交換，無法反映生產成本、市場供

宮

(2有制

四項堅持

排斥市場機能，價格是作為計量手段，不

經濟表境改善

活質素。可是，以往由於否定價值規律，

經濟堤代化

能，使人民可以在台由申場寶貴，提高生

三、現，今，中國實施開放政策，修改以往閉關
白守政策的弊鵝，以對外貿易為導，傾力

『

國三:一九七八年後中國法制與經濟堤代化之關條

爭取外商及僑商的投資與合作，利用外資
及技街象帶動整個經濟發展，資金也比改

註十七、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憲法/規定，全國

革前充足了。

人氏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氏共和國的最高權力

..;.

四、發展策略的修正-矯正了以往輕重工業不

機闕，全國人大代表是由各省:台治區、直

平衡的局面，使近年來中國輕工及電子消

轄市和解放軍中經間接選舉逐級退出已全國

費品生產土得以顯著增加且 ，人氏物資獲得

人大有立法、任免國家元首直到決定戰爭與

改善。

註Iz..、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

翁杉機

和平等多項重大戰榷。在人大之下，有三個

頁 150

中文大學出版社八七年版

註六、中國法制之現狀及改革

r

頁 183

."

張鑫明報出版社八八年版
註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

註八、百姓半月子'J

頁 14

註九、當代中國概況

的概念作為基本椅神，權力處於分散狀態，
通過監察學!衡的辦注，避免個人或.團體擁有午

頁 34

註十二、中國主主制之現狀及改革

獨裁或桂權的機會，而行政 "、立法、司法三

頁 151

權分立是最普遍的形式。與此相反，中國的

頁 145

政治祭構是屬於「權力融合的全權狀態，

註十三、同土頁 82

註十四、中華人氏共和國憲法論文集

註十丘、-信報財經月子'J

人氏法院和最高人氏檢察院則分別執行司法

註十八、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裳，採用「權力均分 J

頁十九

註十一、中華人氏共和國憲法論文集

決策及行政機關，兼有行政立法權，而最高

和被察工作。

頁 98

入七年五月

註十、中國法令l 之現狀及改革

干行而獨立的垂直余鈍，國務院是最高國家

〈憲法〉視定了一個權力無所不色的祭構.，

頁 68

八八年四月 133期

國務院就同時擁有立址及行政權 c 名義上黨

頁 88

權、行政權、司法權、監察權由權分悶。實

註十六、同上第九卷十一期頁 156-157

際上黨權至土，共產黨可以合法通通國家政

""

..

府，將影響力發揮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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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先後喝令發學士

家學位，並從事心理

工作多年，及任教於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輔導學。

E-噩噩圓

..

大，主修心理學
導心理學，護
教育碩士學位，並曾任教輔導學。

粵劇，這種古老的戲劇 _ ，在

些人眼中，汗就該把它淘汰掉 。 他

是 「 爆肚」這種演出.方式?，. 吏否有

們認為粵莓'J 的劇本曲詞， _ 粗鄙不堪

影響A粵劇的藝術性?所謂「爆肚 j "

:演員演出時，常作「爆 R句，演

其實即是「即興」 演出 。 很多觀1f;.

出不認真，直接影響整體表演 。 他

以為「爆肚」只限於對台，殊不

們尤喜以京創作為對比，以為只有

知我唱也可照來「爆肚 J

如京劇這般一絲不苟的虜'J 種，才是

傅的合作，故

有(套自告

試就劇本的曲詞和粵劇的「爆肚」

不談

演出去看，看看這兩者是否就是破

0

.

. .三

說劇本曲詞前，不妨先簡述「

下，每每j 劇本的演變 。 最初，粵劇
演出，是沒有劇本，演員的土場下

'但也只僅

僅提示上下場的時間和在-台上要作
什塵 。 舉例，員外上場白述家骨，

提綱上就只寫員外上海述身苦學字
‘至於曲詞味，就由演員告度 。 到
了三十年代，演員問始重視劇本，

於是正式的編劇出現 。 越到後期，
劇本的地位漸次重要起來，直至唐

游生的出現，他嘗試犯劇本昇莘至
一個文學的步竟界，劇本在整個演出
中可地位就更加突出起求 全

身~麼粵劇學j 本的力求通俗，是否

就會削弱，甚至使壞了粵劇的藝術
性呢?那要從乎我們怎麼看一個劇

本 。 假若我們使劇本為 1資本，通俗

的寫法，確是大大的破壞了藝存了美
息， ，但若從演出的角度去看，通俗

的寫法，並不減輕粵劇的藝術性、

反而因為它夠通俗，演出時，給人
一種活潑、明朗、親切的感覺，這

樣的藝術才不易流於曲高和寡，才
能保留那一份贊樸 。 而且，口白的

通俗性，往往令粵虜:'J 與現代生活產
生了密切關餘，例如，粵劇最喜歡
由丑生說英文?除了使觀眾。共堂大

我們自覓得劇本最初是由藝人台

笑，也使粵劇與現代生活的路離縮

度，自然明白舊時伶人一般識字不

短 。 這種通俗性的曲詞寫法，於我

多，他們所編撰之曲詞，也就不會

而言，實不足詬霜 。

典雅到那里去 。 到了改泉的編劇，
事實上，通俗的寫法，無非是

有時為了這就{令人理解情節，填寫

曲詞也不會閉上太深奧之字眼 。 於

為了使觀%易於明白，同時也為了

是，粵虜iJ .tJ 本的曲詞也就比較通俗

使觀 2容易於產生共鳴 。 說粵劇劇本

。 不退，這只是原因之一，更大的

粗俗，影響藝街性，永免過於誇大

原因是粵劇所面對的，是一霉知識

其辭。況且，劇本台己本身的藝街

水平較低的民眾，用上了離球秀麗

性取決於曲詞的文采;戲劇的藝街

的字眼，又會令他們不明白劇情，

f抑制盡取決於闕，呼耕

結泉，編虜'.]人選擇了通俗路錢 。 其

多因素，如是倌的身段 已擎擎的演

實別說從前人知識水平低，假若用

奏等，這許多許多家ã 睡著巨)， 才

上了深奧字眼會使他們難明，現在

能決定粵劇的

的人，文學根底也不見得有啥進步

祠的好壞，

，劇本假如一味講求古雅，現代的

觀眾也一樣不明。我就曾在一個粵
劇講座，聽到一位年青女仕投訴，
唐牙學生的劇本太多典故，太深

她難明 。 老天，那個典故石

劉晨院學入夭:台山」
，粵劇的走向，若

，嘿嘿，那時

28

.

-~

唱段，這種「即興

關於粵劇是否算是藝術、我們

場 ， 全退一紙「提綱 J

。不是說

這真:台擔義詞，而是演員台己加上 ﹒

藝街，粵害" f ，不通糟物而已 。

壞粵庫IJ 藝術性的「罪魁禍首 J

•

另一個比較具爭論，性，的問題，

..

永免

教「舉起主 J

?這

最主要的茵素，
這種 E 卸興J 包 ，
于 在演出時，故意

.

一

.、-....V ' ，'"
區、

a 干

-

‘﹒圈r

.- '

.

自由的演， ili 方式，說它會

也有一個原因而需要演員「爆

肚J

粵喔:IJ的藝街性，似乎是!看錯了

'就是在演出中產生錯誤時，

趨所在。一種演出方式，怎可以

演員唯有即時「爆肚 j 補救 0 " 學例 v.

/

色 :己去破壞一個車'1] 種的藝術性?能

，某次看一場生旦合演之戲，花旦

產生破壞力者，又有人 c 即興會否

扮演略帶十三點性格的少女 l 嘗犯

破壞粵劇的藝術性，實際就端賴於

頭左搖右晃，結果，頭套突然

演出者如何去運用即興 z 以我本人

摔下來，這時文武生即說﹒

而言，我就十分喜歡即興，因為它

鍾意戴假髮譽? _ J 花且

帶來新鮮的感覺，這至少比每次都

。丫'呢個頭

是一板一眼，一成不變的演出去于很

分尷尬的場面

多。
哼，

粵L 剔的劇本應當通俗還是典雅
，即興這種演出，是否要刪除﹒一
向都是個頗具爭論的問題.目前的

粵劇演出，取向一般都傾向劇本要
求典雅. ttp 興演出﹒可免除!免﹒以

足取 c

免破壞全劇的一效性 三 其實這種趨

勢的形成﹒是源白五十年代之

另一種壞的即興，卻是演員為

μ.

了突出色己，故意搶機會說話‘製

鳳喝 : 劇團 z 由於唐牙學生本人的 是

造 ttp 興 。 某次，劇團的生且不和 之

作風格，以文采風;玩兒稱﹒於是他

文武生是資深演員，花且是入行示

的劇本越量lJ 後期﹒越見得典雅﹒到

幾之徒章 。 文武生於是籍著一場排

了他的壓卷之作.

- ~斗世是工梅吉己

﹒威風入面的

。直接到了文學境界﹒從輩紛紛仿

在台上獨白表演、花且由於不僅該

\ 習 ε 於是﹒現在新出的劇本﹒多半

場戲，穿看 「 大案 -

傾於古典秀麗 三

場戲，故此又有狀若木雞的站著 J

其實這種，並不可算作正式的即興

.

.因為這種即興多是有預謀的進行

- 0 這種~求突出個人的即興﹒當然

俊不是好即興﹒因是J 這種即興最易
與事IJ 情脫節﹒對演出影響不少 J

即興演出的減少，和「仙風鳴
」劇團提出排演 4制度有關。粵劇從

來不像話車''1' '會作一個全體性的排
潰，假如所做的，是一套;但人熟知
的當戲，更加不會排潰，演出時「

ttp 興對粵劇的演出是是于是壞﹒

爆肚」的情形就不斷出現。不遍，

即使粵劇演員本身色不~決定﹒但

由於排演風氣，漸漸在戲行吹悶，

←般來說﹒他們都認為只要台下觀

一些較新的唇'1] 圈，特別容易吸納這

及軍已安于‘就是好的即興;反之﹒
興 c 這樣看來﹒好的即

種方式。此消彼長下，即興演出也
漸漸淡出。

喔lJ 的藝街，性﹒使粵

j發本色; J寰的
弱粵事IJ 的

這種典雅化和排潰的趨向，在

一定程度上係障了粵劇的藝街性，
不會遭受破壞;但是粵劇的活潑性

格，也就硬生生的違禁剩下去。而
且「爆肚」的即興演出，多數由丑

行，比較粗俗的說白，也多由
。這種趨勢下，丑生行當可
命運，或者轉化成另
為主的行當。這個

/

~

.

d

~'!Si_.，;.

-~唔 Ã曳，莒竄

/"

酥油乎r 吧?「萬國寶通學生VI也是特別為
'

三 /

學生而設的信用稽。

如你仍在求學階段，但為應付多項開支而
甚感煩惱;今日， r 萬國寶通學生 VISA 咕」將為你
帶來各種消費方便，令你理財要感方便靈活，

在學生活更加輕鬆優悠。
享受與一般信用暗無異

「萬國實通學生 VISA 咕」由萬國寶通銀行

﹒完善失咕保障一一失咕後只須立即通知本中心，

即毋須負擔任何因冒簽而損失的金錢費用。

﹒靈活結脹方便一一每月只需繳付結存脹額之 5%

或 HK$50( 取其值較高者)。
容易申請，條件簡單

如你現已年屆十八歲;為香港永久居民;並正
就讀於嶺南學院之全日制課程，即可申請「萬國實通
學生 VISA 唷 J 0 申請表格可向本行索取，手續簡便。

信用睹中心為你提供，照顧妥善周全，消費用唷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 5-866 .1123 萬圓寶通銀行

簽脹，可獲多項服務優惠，與一般信用睛一樣方便。

信用咕中心查詢。

.在全球六百三十多萬家商戶均可使用，盡享方便。
.環球預支現金服務。

在踏足社會前-早日掌握理財之道，建立信用

基礎，為未來生活，邁開成功新一步， ~

萬圖畫畫迪金的音。
萬國實通銀行信用咕中心

多元文化主義的法案裡'可能

澳洲聯邦政府將考慮提出「多

t 以確立一直受澳洲

包括多項選擇，有多元支化主義在

人士激烈爭論的多元交北概念，並

範團和限制兩方 l繭的明確定義。其

兌文化法案J

給予立法上的支持 圈。在加拿人- ，.該

他考慮包括的有「認許澳洲土著(

法例已經實行，而澳洲政府即將發

Aborig.i nals )及托列斯海峽島人
(' Torres" Stra iÌ Islanders ' ) 在

出一份討論文件，徹底檢討澳到1 條

澳洲 f.f活的特有位置和地方J

文的理想翠度和可能內容。政府亦
考慮到有需要補足各省的法律，增

訂「種族歧視法蒙Ja ，以解決種族

位;給予立法權力，要求聯邦部門

和機構保証公于地提供各項日和服

上的誘謗與惡意中傷問題。

務的途徑，並授給多元文化事務一

一九八九年七月 ft 六日，澳洲

' 寬

﹒ 類的話詢母以法定支持。然而，百

l明確指出多元文化主義的意愿是:

程中提出警告 1 從街頭標語或在滿

續動性的最報單張，甚至暴力挽釁

的行為?均顯示出公眾對z種族問題

義可以簡單地說是 一 個描述現代澳
.

洲艾化及種族多元化的用語。我們
現在是，將來也是多元文化的社會

就澳溯4 多元文化呈交的全國三義

.. 作為公莘 政策，夸克文化主義

事日程中，列;其了-些有趣的數接

對移民甄別靈無影a響，它不過是

一現時超過兩成的澳洲人在外撞出

種政策，口的是為了管理多元文化

哇，他們過半數來自非英語社會

。帶采個人及』註會的整體利益。 .

。

一由於通蝠，現時少於一半的澳洲

全國滋事日程中，標語、 f 三方

人屬於總種盎格魯克爾特裔 '(A

面的多元文化政策:

'

簇

nglo-Cel {_i c) ，超過大成人口擁

←)文化認同

有至少藏族自語血裔，約四分一的 "

.在小心釐定的範圍內，澳洲人均

澳洲;人冕全無盎格魯克爵特裔的

看權表達、分享其交化遺孽，包

‘長，全 一

背景。

括語言和宗教 b

(二)社會主挂

的

議
可

t

程
且，

.,.._

思
司，

蜀

的不滿情緒日益嚴泣。

將政府措施導向自己合這些變化。它

種

fJ

首相霍克提出的全國議事冉程中型

「從關釋的層面』來說，多元文化主

待

;宣

佈英語為全國語言以確立其官方地

一超過三十萬澳湖教徒並不屬於基

督教，包括有卡萬九千名目教徒

澳洲人均有權享有平等的待遇和

機會，及免除因人種、民族±丈
~

。

一一九八六年 V 約主卡七萬各澳洲

化、宗教. ...語言、性別或出生地

人並未能操流利英語，甚奄完全 .

方所造成的隔膜J

不懂。

已經濟效益

一只有一百分七的聯略及名國會 z議員

有需要維持、發展&;善，眉澳洲人
的技能而不論其背景。

來自非英語背景。

...

該日程同時指出多元支化主義
的限制，強調其政策的前技必須以

澳洲本身之利益及將來發展為最終

‘

一兼自非英語社會的移民通常比在

外地出牛.的澳洲人要易拿到公正是

權。

依歸，並要求所有澳洲人接受澳洲

.一澳洲±著的長業率較非幸著 1人 ft

j社會的基本結構與原則，包括憲法

的高六倍，而黎巴嫩、土耳奇品

、法治、寬容與于等， I梁會民主制

趙 i 軒移民的失業率比全趨平均數

，后，為反宗教自由。英語為全國蒜

高出三電內倍。

苔、及性別于等 0 多 JL 文化reti講義

一雖然圈內超過二百萬澳洲人除英

務，同時亦賦予權利，舉例如表達

J吾外，能操另一種外語， 墊 在校學

個人交化與信仰的 fli} 峙，已有相應

意'.v於兩音文學習英語以外的語言

的責任接受他人表達其見解及價值

。

觀的權利。
請台講到 <THE

AGE> 報八九J年老月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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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ome people~ luckiJ Tefers to αprize -tn w tuckg
dr，αω， orαn une，勾'JecÙd l' ronlotion. To nie , it 的
the. 1J.2-dα，y cultural 的 it to Melbour肘， Australiι
W/lièh offered meα chance to see so nlαný things
α 'tourist does not see.

Had it noc been the .Beijing massaere.- ,~hich pr~venced the' year one translacion scudencs from
going to N世lkai University in Tienjin. nearly a11 tranSlacion studencs would have trooped to some
()(her countnes for cheir languàge study cours this s'ummer vacation. According to Protessor H , F,
趴 mon ， head of.由e Transbcion Dep~rcmen勾 chese vacacion study programmes aim co redress the
lack of 3ccess cO 'a\ itarural bilingual situaçi~n in which the students have opportunities of using their
lang !J 3gc. ' sinceo t~e" English speaking 'community in Hong Kong are small, self-contained and their
mcmbers genedl!y belong to ' n~c readily accessible age and income gr~ups.
In th~se. program1Res ~ 白ch !l cudent had to meet ~，ne-:th~r~ ， of ~.h失 cosc. w~ef!3s 崢 . re.r!t àinìng
tw o- rhtrds 'were 'shared by the college and the Lingnan Founâation:
The students were subjected Co verγintensive courses and visit programm白， and ~ have to comptlc .1 report afterward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Simon , che programmes were jusc what che stuucms desparately needed. jusc like a chemist or engineerer needed his laboratory.
The coliege has provided an item for similar srudy tours in its budget. and the Lingnan T，肘，
tccs have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provide a comparable subsidy tor the next cw<? year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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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sting . anim一α 的 ， pl仰的 and α 6it city 1份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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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f.fII ed to happen yestcrday. Fo rt}' two days might be loο
long for aIJ ()rdinary visitor to i1 cou[;I try. For me'it was !Ildæd too 5horl to enable a deep ;- understanding of the
co州ry. Fortullately, we had a good ancf 的ponsible
supervi50r to arrange a 5eries of cU~'=閥J jiiõgramm ,es for
的 What we experi的ced and saw'Tn 蜘品。{lrne ;n these
d帥's were undollbtedly far mQre than )Nllat , an ordinary
\-'1511ο r can experrence.

i l'ersity of
politicα1
, to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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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αwyer，
αnd

f

(racing back to the time sρ('111' ;n f\ 1e1hourne , \'\'C haèl
very tight schedule ever}'day , visiting var;OllS p/aces clna
interviewing people fron • .....~{ _.且We
about the currenl
Dif(erent from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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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J αrt [rom
ence and i

a

re 'is 1 in epery :3 couuncommon.
11，ο meless kids αre increas1 ng td αnαl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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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bsence o[ fiαmily ωα mlth. 17tere are sexism ,
rαc的 m(though not very se巾ωα nd ω ually cο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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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rose since then , n)a;nly in the é1speds
of transport and language. r.As some of us , induding me,
were slaying quite far' away from Lhe city, we thereforc had
to check clearly the lime schedu/e of lhe ρ ublic trallsport
alld to /eam how lo go 110rne on 0υ r own. Beyond our ex.
pectation , some o( lI S were fost when the}' \lvere On lhe
way hack to their hOSl 包JBilies . γóu can 't imagine Ilow
dark ;t was in the s u.扭d圓圓圓a..c ven though it was only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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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ng Kong people like to wá.t ch T lT progral1tmes
after dillller but mα11.'1 Australiarzs would pre[er
[anlily 郎郎， discussing problenlS αnd cra c1cing
jokes. They αlsol!l Like to I的凹 的lks ω ith [ri. ends;
th句 COI份ss their problelns which mα，y lead to
solutiolls, orαt leωt Pαdβcatiol1s. Talking
αtmosphere is ωαrmαnd relαxed αnd e l' eryone

It was ;nteresting to note th
we阿 not only busy at v;s;ting and需品viewing but a/so at
c∞king Chinese dishes for our host (amilies. We became
the constant customers of the famous Queen V;ctorian
Market. and the few Ch;nese groceries. We were often in a

hurry to buy f∞d here ;n the morn;ng before.we 'stéllted visits
or attended the Linguistic lectures ;n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Some of υ5， who rarely cook in Hong Kong,
started to cook for their first time (or their host families. The
overall outcome was not bad. Our host families greatly
appreciated and praised our cooking. Some of them eveh
re似的ted us to wr;te the recipe for them.
It ;s really hard to wr;te down all the interesting thing5 tllat
-h appened ;n Melbourne but I can say t/lat I w;1I miss the
days I spent ;n Melbourne and the people I met Il ere.

3 '2

Melboume , I miss Yoυ!

jUNIOR LO.
TRANSLATION YR 4.

e'!}oY!i.
Living illα different enviomment αIl d encolllll.e'r~
illg Witll different people , 1 ωω inspired to look
αt thi ngs in l1eω perspectives. 1 begin to c(的t
doubt on α society which αlways applαuds prestigeous dressings αnd big spenders. 1 realized
w1tαt is known 的 be a reason心缸， häman lifestyle， α less mαteriαlistic one, which 1 reaUy treasured αnd 的 rare in our society. All 1 leanl吋
will hαve profound injluences Ql1 me ωld 1 ωel
come these.
Surely 1 have learllt jωtα bit οf th'eJ ntαny-Jaces
αnd-moods Melboume , but 1 stiLLlvorider if 1 cα11
leαmαII the αbove by joinihg 10 times pack(妙e
tOllrs to Melhourne. ('何n I?
8111viα TseUαn 8um (Tfanslα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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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 且 ，Jcnts desparatdy needed. just like a chemist or engineerer needed his lab。凹的ry.
The college has provided an item for similar study tours in its budget. and the Lingnan
tccs have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provide a comparable subsidy for the next tw<?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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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ies. 1V1\i( e 1[0 1l ll1 ere weari l1 .q lltí c1c. clυ I hes ol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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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 tJ( tlte cυ"e"r j;tuatfon ' änci problems 01 Áuslrafia.
Oi({erenl (rom olher exchange programmes. we had (0
allenó claHes óur;ng Ihe six-week period. Än ifllers;ve fn B'ísh coυrse. rυn by (lIe Royal 伽fe/bοtυJrnf! Insl;內f耐IUle o( Tech卜
η 010 8←~. was ar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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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e first colurm of p呵e 34 should read:
" Wh en the wor ld is going rour吋 and rour吋。n .
Imlitin and economics , m evenmre cr凹ial
IBidE requires- 。ur ifymdiate actim , has
auai。呵 bωn句leeted by most of Ðwiron叫 t祉
, pr:o tec tion. "

。“ -τ~--CUTfTJKCn:. ç~J

T~s

l\felboume never ceαses to amaze , and . there 臼
still much mοre.

.

\ l'外y

_\a..~~'
~己y~Oυ The pla阿 ‘was on the way hack to Ilong ~.向Z ← I re

.

called tÌJe day we le {t 110ng Kong fòr Auslralia. EverylIJing
seff1悟d 10 IJa ppen yesterday. For l}' two çlays m;ght. be 100
10l1 g for aJJ一prd;nary νisilor 10 a court~y.. For me i(, w的 111deed 100 short to enable a deep ，. UIlφ叮 tanding . of 的e
country. Fortunately, we had a good anq" 鍋中onsible
supervisor 10 arrange a series of cu/~偵緝掙媳驗研制 (or
us. What we experi前lCed and 持曦難舍縛坦白白管如 these
da}'s were υndollbtedJy far Rl(Ji'ë/，.iI制iJ;WhJt. ~.n. Ordinary
Vlsltor can expertence.

I racing back to Ihe time Sρ('rlt' ;n

r. . lelhollme， ' 叭'C'

h♂H

a very tight schedule ever}'d呵， visiling 'va ,.;o tlS p/clces allδ
infervÍl側 'ing people fro/rtm
èftr 、{司圖且We
about rl1 e current .S;

Differenl fIOm olher
atlend c1asses
- glish course , r.

js , f in 仰ery 8 ωu

no/οg }f，

pl的﹒ Sillgle-par原t families α阿 not unCOlJlmO凡

rt('d o (l r
rCii llY. a w('al
throughoul lIw ill l) ('r
and we lived wi1. h for{'igt~
arose s;nce lhen. f) !a;nly in the iJ Sp(,Ct s
of lra l1 sport and language. As some of {巧， indud;ng me,
were slaying quite far awa}' from lhe cily, we therefofC' had
to check clearly the t;me schedule of lhe public lra /J sporl
and lo leam I10W to go home on our own. Beyond our expeclatioll , some of us were lost when lhey were on lhe
wa y hdCk 1ο lheir host 包且lies. You can 't imagine hQw
dark it was ín lhe Sl ,b...... .. 1I... t' ven thollgh it was o l1 ly si~

lIomeless kids α阿 incre(lSÍng to αnα川mln9，.
l e, vel , usually α result of domestic violence . 句ld'
absence of family ωαmEth. .menamsexbm， 
rac的 m(though rwt 闕，到 se而Ol的 αnd' usually 'f??可
fined to the workin!]' clωs) :àn_d aIcoltolic prf!l.封閉E 人
I)u i. do not s句h-don't P!oble~ist in ' èVer引
society? Aωtralíα is- a Ü姐~αte witft an
est blished .Qoverru讀eni.6'. . .. . .• ricll provide:;

“

a/on日

-ez-MU
bo
su

。f the 八mtra/Îans. We even

them. both on current affa
th(' /1) we cO(l /d learn lhc di
of lhe Westemers and that of
‘

It was interesting to nme th
were not only busy at v;sit;ng and "'r'ñferv;ew;ng but a/so at
c∞king Ch;nese dishes for our host (amilies. We became
the constant custome丹 of the famous Queen V;ctor;an
Market, and the few Chinese groceries. We were .often ;n a
hurry to b'!y r.αXJ here ;n the morning before.we 'started v;sitç
or att.ended the Linguist;c lectures 仰的e University o( Melbourne. Some of us , who rarely cook ;n Hong Konι
5個rted to cook for their (;rs( time for the;r host (amilies. The
overall outcome was not bad. Our host families greatly
appreciated and praised our cook;ng. Some of them even
requested us (0 wr;te the recipe for them.
It ;s really hard to write down all rhe interesring things t/lat
-h appened ;n Melbourne but I can say t/lat I will miss the
days I spent ;n Melbourne and the people I met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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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bourne , I miss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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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 I1 overcome once we
th(' p C' riod of home slay ,

mu

，且，

s

mJ恥

Langlla ge- proble
c aling with our hosl
dif{icult lo calc h lhe

Ju

PU

Ilong Kong people like to u旭tch 知勻'Jrogrwnmes
αifter dinner but mány Australians would pre，舟r
family tαlks， d的cussing problenUi alld cr，α cking
jokes. They αlsot1 like to li切的 ta1ks ω ith friends;
th句 COl叭"的eir ~ problelns .w 1t içh rnay lead to
solutions , orω le，ω t pat.秘catiol的﹒ Talking
αtmosphere is wαrmαnd relαxed αnd el'eryone
e'!}oy!$.
Living ill α differellt enviommellt αnd enCOllll t. ering with different people. 1 wω inspired to look
αt things in new perspectives. 1 b句in to cast
doubt on α society which always αpplauds prestigeóus dressings αnd big spenders. 1 realized
what is known 如 be α reωon“ble， human life- .
style， α less mαterialistic one, which 1 real句 t向.
αsured and is rare in _o ur society. .All 1 leamed
ωill have profound inJl uenÇf!S 011 me and 1 welcome tltese.
Surely 1 have leamt just α bit o{the mαIly-Jaces
αnd-moods Melboume , but 1 still wonder if 1 c'αn
leam all t 1te above by joinillg 10 times lJack，句 e
tOllrs to Melbortme. ('nn l?

811lvia Tse Man 8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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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Mυ'S

Q) ALTER OUR WAY OF LIVING

t3()~r: -1

CHOW

a) Be 仁ous iderate

- Don 't smoke and protest against
other smokers.
(Both smokers and - second-þand
smokers have a higher chance of
getting I~n~ cancer and other respiratory illnesses.)
To reduce noise poll~tion， kl開pyωr
radio or cassette ‘ r~corder in an
acceptbly low volumne both at ,hOme
and in ~ public places.
I

b)Be A Sensible Consumer
- Don't be wastelul! Buy only' what
you n鈴d， 'because the more waste
we produce，‘ 的e greater the problem
of waste treatment .
Don't wear clothes which are made
01 manmade fiber.
~ . þòn't use sprays which 'contain
chemicals known as chloroflurocarbons (CFCS) and hal∞ s 'which are
éontributing 切的e depletion of the
o~one layer in the straωsphere.
佇he ， depletto t:' of the ozone layer will
. . cause an increase in the amount 01
uHra'訓。悔!t light reaching the earthts
. surfa鏈， which in tum will have
harmful 甜的ts on human health ,
suctr~ as increased incidences of
skin cancer , and on 0愉er organisms , e∞systems and materials
useful to man. Changes to the ozone
layer may have serious coìi鉛啊，
ences also 伽 weather and climate.)
,

苟，

ng tn Hong 1\0呵:Y0u'must hâve eñ=
countered its serious pollution problems. We
have dusty air, dirty water, noisy surroundings..... But do yôu knbw the causes of these
pollutions? And do you know the serious
adverse e何:ects of these pollutions on our
health and our environment? If your answer
is "Yes, " then you may skipthe table and jump to the next pa成 Yet， if your answer is
"No" , then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table
carefully.

Type 0/ pollut切n

AIR POLLU Tl ON

What can we do 切 protect ourselves as
well as our environ ment? t is not so ðifficult
a task as you might have thought. Rough!y
there are mainly two things which we can do.
The first t~ing is to alter our way of living.
The second thing is to urge and supervise
government action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唱"

SERIOUSNESS

CAUSES
Q) The main pollu妞"的 are
sulphur dioxide , mainly
from industrial h划。il，
emitted from chimneys.
(2) Nitrogen dioxide and other
noxious fumes due mainly
to the very large number
01 diesel -engined taxis,
light buses and g個Kls -vehi
des on our r，ωds.

EFFECTS

Th的e pollutants, ,especially
Some 1.5 to 2 million pe砂
ple are ~xpo揖d to unaccept- when -combined , can seriωsly
able levels of sulphur dioxide affect health.
ar吋 nifrogen dioxide and about Q)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health effects 旭ke the from
3 million 酹ople are expo個d to
of increased incidence of
high particulate levels many
respinatory illnesses, such
阱。p1e a間 expo留d to unacas asthma and bronchitis.
ceptable levels of all three 1101(2) The poIlutants 揖riously
lutants.

‘

I

"'

-:'

'

WATER
POLLUTION

Industrial
waste Over 2 million tonnes of sew- ~ ~ T恥 quality of our inshore
waters and inland waterwatuer and domestic age and industrial wastewaters
courses has deteriorated.
sewerage
contaíníng are generated daily by the comThis has led to the closure
dyestuffs and other munity in Hong Kong. This
of some six beaches, r，吋
toxic chemicals is åll huge volumn would fill 1000
tides , contaminated seadischarged by one Olympic-size swimming . pools,
food , and visual pollution.
route or another into daily.
the sea.
一 Only 10% of wastewater
Cooling water int泌的 have
receiv，的 biological treatbeen contaminated , and
ment before discharge;
anchorage bωγs and boats
40% receives partial treatsuffer accelerated corro .
ment; the remaining 50%
sìon ar吋 deterioration of
enters the sea without any
surface coatings.
treatment whatsoever
‘

•

-

•

h

NOISE
POLLUTION

-

-

-

WASTE

目

Fo叫 Pollution

3峰

Almost non叫op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in dose proximity to highdensi甘
r的ident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s
A small land area,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êt
neglect of envinonmental
issue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our present noise problems.
We have an airport virtualIy in the cent~ of the city.

I .Q) Huge population
(2) Wasteful habit of
dwellers
@ excessive packaging

-

q

ex-I 哩加ervousness

"但d daily to unaccept-I
~bly high levels of noise

Q)insomnia

I .@decreased working e伯ciency

-

from road tra佈c.
Nearly half a million ex.
"曾d 個 unacceptable aircraft n叫se.
2 million people are ex.
po 蛇d to excessive noise 1.
from construction, industr ial,
commercial
or
domestic activities
I間 million 叫 :iv

iantged in Hong Kong gemp
about 22500 tonn的
per day of solid and 甜misolid wastes during 1988.
This amount would 侃11 a
building the size of Exchange Sq uare Tower I ev.
erv week.

city.

I Q) over-use
and
mismanagement of pesticides
on vegetables.
(2) using t∞ many chemical

I
r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I Q)audio problems

ple in Hong Kong are

l'

energy resour仁es
Try to take a bus or a public light
bus inst，飽d of driving a private car.
Use paper sparingJy:
• dispose papers only ' when both
sides are used.
• re-use envetopes if possible
• uSe handkerch梅ves instead of tissues.
Try . not to use plastic tableware
which are disc御自d. immediately after use, and thus creating á pe時is
tent litter prob做吼 一
Remember to bring a shopping basket or some old plastic bags before
going to the market.

仁)save

aggravate the condition of
those
already suffering
frωn iII ness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onset of chronic conditions . @ lung cancer

f

h

C胡 give

rise to severe poIlution
of our air, water and Iand.
Th is al叩胎ads ' to the risk of I ~:
poisoning by chemical
wastes and the spread of
disease
from
hospital
wastes, decomposing carcas提s and other organic
matter.

Food-poiωning happens ratherl Q) Damage the nervous sysfrequently in Hong Kong.
tems of humans which will
cause death if ingested at a
high enough dose.
s心C的 and a叫icl
Cancers are resulted
in flωd processing.
Birth Defects are resulted.

d)To Prote仁t Yourself
- Try not to dine out .to avoid ex嗨，
sive a吋筒ci副總asoning
- Don't 倒lt proces鉛d f，∞d such. as
canned fl∞d or instant noodles.
- Peel fruits before 個ting 悔cause
some pesticide residue may stick
onto the skin of fruits.

e)Love Nature
Do not litter your ∞untryside.
- To protect our natural environment,
個ke great care t~ prevent hillfire.
- Avoid any use of insecticides which
are highly noxious.

質115 r4l!Search shα115 that many of our ch凹lir. al
plan~

workers are beoomi呵 sterile.

CV The White Paper was f!1èr_èlY

directωat

remedial measures 他r pòllution, which is
only one o" 't~ -,goals of, 'environmental
l
protection. -As suggest叫
by 伽e Unitω
Nations, tþere are three more goals:
的presevation of the unpolluted natural
resources.
~~king 9∞d use 01 resources 50 that
ø ~sustainable way 01 ， Iiving 開n be
1 .
achiev倒

c)protection of rare s~lès.
,

r

(2) SUPERVISE -

THE

現 GOVERN

MENT'S ENY.IRONMENTAL POLICY
Responding to t~e "World Environment
Oay" on 5 June 1989,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published a white paper on pollutiQn in Hong Kong. This white paper is an
outline 10r a comprehensive ten-year plan to
tackle~ pollution. H sets out the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policy objectives;assesses the
adequacy of current programmes; and explains the steps Goverment intends to take to
reduce pollution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It is definit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shown greater concer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峙， is that enough? No!
5ur~ly not !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agencies such as the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
Friends 01 the Earth and Green Power have
all pointed out that the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policy is insufficient. Green Power pointed out that the Goverment has not
triωhard enough to' deal with the polluters ,
most of whom are industrialists and
businessmen. These polluters are completely
Iree from any responsibilities to compensate
10r their evil conduct according to the legislation of Hong Kong. Instead , the government
assigns a large sum of money to ameliorate
the pollution problems caused by these
groups. That is to subsidize the polluters with
the money of the tax-payers! Spokesmen of
the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and Friends of
the Earth also criticizecl the government's
neglig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simply leaves the task 01 rais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01 the community
at large to these volunta吋 ~ge.nêies. This is
obviously inadequate and irresponsible .
Now , let us have a more d 個iled review
on the white paper.
九 -Jr
.
E

GENERAL COMMENTS

CD The government did not take the usual
consultation procedure:
Normally, the govetnment shoulël publish
a green paper and seek advice Irom The
public belore issuing the white paper.
Yet，的r this time, Hong Kong people
were âeprived 01 their right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towards 曰 having a better
environment. In fact, the environment belongs to every one 01 us. Therefore , it is
necessary for all Hong Kong people to
pa吋icipate in any initiatives on environ- '
mental protection.

@ In a付icle 1.ω， the government puts forward a proposal to provide a new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to carry out existing
environmentel programmes and new initiatives, inçluding << es個blishing a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 Land 8ranch(PEL8) , a Drainage Services Oepartment (050) , as well as a Planning Department. 'It is undonbtedly a 9。“
course of action. 8ut it would ev側 be
better if the following tasks c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is new policy.
a)lay down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Supervise the proper enforcement. 01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
c)allocate resources to help voluntary
agencies in promoting conservation.
d)d raw up and 到rengthen the legislation
on-proper use 01 resources and prevention 01 pollutions.
,

t他 ωvernment sho啊.as~as
possib峙， tighten ,up Hsω耐划"恥

Q)

dispo詞1 Qf èhemiçal and 帥"划"榔
胎cau~ 伽ese post e前晦"叫盼rω aB
living ', biings:_' N側，馳"閥割鴿 arest叫
I

mixed up wHh öther non-to~iè， wastes.
Hence, it is the Government's res~si
bility 切側翎re that 伽lØ Chemical WasJe
Treatment Centre (CWTC) ~: ωniuuctecl
~nd p~t in切 operatioR; as schu伽led. B叫
whåt is' more 'impc;兩nt is the:ena'ctment
and enforcement of '" ntw ~isl~tion on
the ∞"的tton， treatment á耐 final disposal of these wastes.
c

WATER QUALITY AND SEWß, WRA(ìE

(1 ' Concerning the treatmerit ànä di5posal 01
séwerage, the white paper has proposed
two very different methods. 9ne option is
to have high stand~rds 01 sewage treatment and dispose of th~ effluent close insho時. Th e other option is to have very
Ii削e treatment but very long sea outfalls
that discharge the wastewaters well away
Irom our shores. Clearly, both methods
are not good arrange-ments. To car吋 out
the first method, a large coastal site will
ber閃uirω10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efficiency sewage treatment plan t.
which is nearly impossible. .Furthermore,
前 'there was any mechanical breakdown ,
a huge amount of sewage wauld then
have to be dispos叫到 directly ' inshore
wftich would 悔ad to very sérious adverse
effects.
As to the method 01 using sea outfalls.
since the sewage is only slightly treated
峙的時加ing ' discharged , the ecosystem
in offshore areas will definitely be damag~d. It is therelore necessa吋 for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more studies
into the matter and cousult public opinions belore making any linal decisions.
,

,

,

Management of Wastes
CD It is heartening to see that the Gòvernment is encouraging the recovery and recycling 01 wastes. Nevertheles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minister certain policies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instance,
the Government can' set up a systematic
waste collection network and make it
known to the public. 5he can also encourage the separation 01 wastes to
make waste recovery an easier task.
(2ì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phase out
the incinerators in unban areas is
praise-w~的hy， but this also brings
about a ne的 headach~， because the
closure 01 these incinerators rneans
that more' wastes have. to be sent to
the landli11 s. This ~ot only quickens
the saturation of the landfills, but
also lurther pollu悔's their surrounding areas. 郎， the"Government must
work ωt a plan to prevent the landfills from contaminating the environment.

In fact , a ve吋 effective method could‘ be
used to .prevent .those difficult-to-treat
and non-degradable pollutants from flowing into the sea. Apart from those industrial wastewaters , it is ce此ain that domestic sewage can be broken down by natural process in a short time.
,

t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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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fI， a( ItUl_.;th~，go~~rnm~nt is ta/c峙的六:2::1: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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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is crucial in . promoting con“rvation. 50, in the long run，恥PI:'"'!'!"前
~hould lay do,!n a compr訓18nsive p跡，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exam帥， to p"t "environment COUrSeS in切 the
curricula of primary .schω尬， seωnωry
sch∞Is as well as universitie$ amfo甘w
tertiary i，，~titutions can surely ~p三

The G9vernment should also speωup
its plañ ' to exte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Legislation
仰PCO} to cover all territory: waters. 的
1990 instead of 1991 , all territo吋 water
should be declared as Water Control
Zones.

AIR QUAUTY

@ ~ Nône of the ~government .depa酬糖『晦"

sourωs of air pollution in
unban ar倒s are all related to 仙el oil. 50,

CD The main

?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to . prohibit
the use of high sulphur fuel oil and to
use lead-free petrol is sagacious. Ye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reducing reliance on dieselengined vehicles.

, , "'g

"Yeøh , ù' ø

oceøn
-b.. those were big
lølus, t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D In 'the White Paper,.the chápter on en.

cî) The White Paper has neglected the problem of indoor air pollution, such as those
caused by asbestos and carbon monoxide, which are equally harzadous to our
health. Besides that in factories, air qual- ~
ity in public places like res個urants and
theatres shouJp also be closely super-

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the weakest and
the most disappointing on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recognises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o systematic or constructive planning in thjs respect is found in the White Paper.

@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affirmation of
伽e significant ro悔 played by the .volunta吋 envii'onmental agencies, she has not

shown 'any substantive suppoñ.,for these
句encies. As a matter of f~çt;'. the Govemment should subsidize 伽ωe 句encles
financially 鉤的 to make gõod use of
伽ese existing resources of~tt1e : soc梅ty.

vi鉛d.

NOISE

“

The implementation: the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has not yet 悔en ∞mplet，側， so its
ef{ectiveness is still in question. Yet, there
are severat aspects of the NCO which may
need some improvements.
( i ) Traffic noise is not under ∞ntrol.
(ii ) There is a lack of reasonable ∞mpensa
ti甜lS to those people who suffer from
noise pollution caused by road work.
~ iii ) The NCO does not s個te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possesses the right of appeal if
they are discontented with the way the
EPD treats their complaints.
Strange enough, .on 伽e con甘ary the
organizations being complained of have
this right of appeat .

恥恥私學婆婆婆婆婆迦迎這d 逛逛 f

也)

Th e Governme~t simply mentions the
current facilities or arrangements again.
Thus, we have every r 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ntend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he wants to make passive
encouragments only. ‘

smdally 紛ign釗 to 個胸 up the '關“
promoting enviro.nmentalωu個ltion in
the White Paper. U is really essent旭1 to
førm a special group under 伽e Education
Depa前ment to design suitable. cou陷es
for students of all levels. H is also impc)_rtant to form a unit under the Environm開
旭I Protection Depa吋ment which will be
in charge of envi~on.mental eduωtion 0 f
伽e general public~

Couclusion
Although rapid improvements cannot be
- exp叫“ right away, we must take i酬，“iate

@ What the White Paper suggests are mereIy fragmen旭ry work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introduce subjects that are relevant to enviromental protection work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only at sElÌor secondary level
and at university level. This pi!ωemeal
plan will never from a ∞herent type of
education: for every Hong Kong people,

~ps to , prevent fu前her dete吋orati.on ..of our
開viron胸前， and , gradually improve 帽
<

through our earnest pa的icipation.

,

Now, Iet us 1∞k forwà叫 to having ~
cleaner, healthier and brighter 仙ture.

f f f f !' ~安迪密密~~主截鐵~~截鐵....會孝通~~~誓言
kf甘、1::' L\J.~

iÈf~t?E~' S 、 ，".﹒ F
τ 叭已
The refugee problem has been a hot issue of"!~ t持
town recently. Arguement is furious over the justifica( tç> n
of the pr叩osed forced repat削on policy. A社台海e
bloωshed on Ta1 A Chau , and also in
what shaH 愉e Hongkongese do? ShaU we put
of humanitarian1sm aheäd of our society's interests
It is aH too easy to blam
ment for the lack of faci lit ies in
western governments have bearing on the
quite ambivalent for them , on one hand , to ig
duty on admitti t1 g refugees to the West, .and 0
other hand to batter the refugee problem of Hong
which has been the first admission country for m
than a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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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Ioog , the sub-branch of UNHCR spelt out
their ftnancia' difficulties. Absurdly , the UN officer bombarded Hong Kong Government on the app~ling Itving
conditions in the refugee camps while the former deferred the payments for tOO dafly expenses of t憎 refugees.

We have borne this ag∞ ising burden for t∞ long. There
are not enough camp sites , money and even administraI tion staff. The western governme~ts have no defit11te
, pnswer fOf the probiem. De Sp ite <11 the a切嗨， -' Ite stMt
,}'take 臼re of lhose homeless refu~明l. ‘
It is somewhat abject to force the refugees to reAfterati , what they are seeking for is free些~ler living standards whi的 we ourse1ves are
樹奄þ~jng deprived of after 1977. However, it is
ility of our govervment if we shoufd put
仿 rced repatriation 防站cy. It is rather the
me o f. the poor reüability oJ the western gover仟
concerned.

treé}'t ~home ，

The refugee problem is too arduous for Hong K∞9
e to tackle. We surely deny the forced repatriation
policy. Chances a舟， however , that we sh aU be bewltdered by ωr standpojnt if the 9ω研'fl ments concerned
continue to refrain from their share Orl- th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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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早已對「六四百日祭 J 所抱的期差

已三令

六月四目的晚土，我坐在大專會堂看

仿、在五月份的百為人示威遊行中唱了什麼

CHICK COREA AND THE AKOUSTIC

歌?有人說，歌曲本豆子的好與不好或是厚、求的

不高。說實話， í 六四百日祭 j 的象徵意義，

BAND 的音樂會，朋友們，特別是那些在學

意義並不重要，祇要牢眾懂得唱、又能掀動大

是對六四當日的死難同胞作出紀念及哀悼。九

生會全身投入民運事件之.中的那一萃，他們彎

家的情緒便可以 T ， -從策略性的觀點，或是搞

月十一日，即「百日祭 j 前一天在報章的娛樂

訝地質問我怎可以在那樣的日子還有閑情去聽

運動的人象說，這種想法絕無問題;但另一方

版見到， í 百日祭 j 的監製竟是落、台的著名

音樂會，記憶中，我並沒有怎樣正面回答他們

面，為什麼在學界的「五四 j 集會上，又會有

藝人及一連串表演歌星的名單，已經有點深惑

- 人就「義勇軍進行曲 j 和「國際歌 J 的性質家

，但我知這自己在做什麼 o

在音樂會前的 2是個小時，台已達才已有打算

去看的。在那段日子，每天都在談著局勢、組

不妙。故九月十二日當日使抱著[姑妄言之、

質疑大會的路線?作為一個對音樂有些認識和

姑妄聽之 j 的心情去參與。當晚，果然不出所

執著的人，台已不禁要為大進行所唱的歌，而

料，完全是先要樂性質相當重的「音樂會 J '而

織同學、上街遊行、思索若無數的問題，六月

向本地，者無文化質疑，我們所唱的氏這歌曲，

非一次沉重的追悼會。一開始在會場所播放的

四日凌晨天安門廣場的新聞直播並永引起太大

是多年前電視肥皂劇的插曲，是趁當年反日情

是與氏這毫無關餘的歌曲，加土台己任職於媒

的情緒波動，驅逐廣場的學生是很多人的意料

緒高漲時所出版的民族歌曲，歌詞頌揚了「龍

介的關餘，故了解到台土的歌手不乏 j~ 真心表

j 、「長城 j 和「億家文化 j 等事物，無巧不

達哀悴的，因為整個傳播樣介是受到一定的政

中事，令人在感情上感到是憤、難受的是在六
月四日之後的日子中，中共的暴行及血腥的場

成話，被裁定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河海 J

面逐漸被傳蝶所披露所渲祟，連日泉的失娥與

的撰稿人，卻正在詛咒這等東西為封建權力的

至是為了幫助宣傳。結果，自己永及完場已離

擔憂，疲乏的身驅無法支持我參加六月四日「

象徵;然而，要值得慶幸的是，香港、台灣也

去。

黑色大靜坐 j 個人並沒有參加，也就構成了去

有一些音樂人在當時寫了一些氏這歌曲，以致

反觀整個「六四百日祭 J '可否將矛頭指

音樂會的動棧，人的思想總不能丹面地每時每

整個局面也不太難看。但心里始終要慨嘆的是

向籌持百日祭的演藝界人士呢?咎其實，這霉

刻意~談著政治，精神需要接觸谷類不同的文化

為何我們的學壇如此滴落，政治話趨一向都是

演藝界人士，在其能力範圍內可傲的亦不出以

訊息，‘使大腦可以有機會新陳代謝，對於思考

禁區，也不打緊了，因為歌曲的內容早已遭受

其之專長去表達，且平心而論，就當日會場的

的靈活性也有幫助。況且，政治只是構成歷史

政府和傳媒的于預，但可是的是，進一些談及

燈光、音響、乃至秩序尚算不錯。真正令人感

的一個斤段，其跨越歷史時空的能力，遠不及

人生、社會的「非情歌 j 也少得可憐，難道我

到這織的是 f 支聯會 j 籌備百日祭之心走。本

文化帶泉之漫長。

們的年青一代除了愛情，使什麼也沒有興趣

家當目的霉眾集會，是傳播民主信念政治意識

麼?其實，

的好機會，但支聯會為何不擔當起統籌之任務

最重要的是這類爵士膏樂會並不像本地，偽

r j~ 情歌 j 在外國的流行晉察市場

治壓方，加上有些人對氏運實不大關心;更甚

í

像的演唱會那樣充滿綽頭、哨子聲、笑話和豪

也很易推銷，也佔了一定的份量，為什麼香泛

而炙手演藝界，是否真的要享應宣傳所講:

華的佈置，所以我並求有{象其他人所想的，在

的音樂市場竟如此淺薄?

現在應該冷靜下來，學守崗位，做好本份 J 本

國家危難的日子，遠去尋閑心的罪惡感 。 當晚

求此乃民主派人士收實政治本錢之好機會，為

的音樂會很靜，可能是全部用了 Acoustic 樂

何白白放過?是香、本人的政治文化低落了這是

器的關餘，氯氣有點像古典音樂會，除了

真的激情過後，一切回復平靜!

John

Patitucci 的 Bass Solo 和 Dave

用音樂會的形式去作進思，哀悼不是不能

JT 段比較熱烈外，整跪在

。在六零年代永期，我們曾經用胡士托(

COREA 引領底下的鋼琴演奏都有一

Woodstock) 音樂會去表達我們對戰爭、愛、

的 DRUM

CHICK

Wecøkl

Solo

份很典雅味迢，說實在當晚自己的情緒並不能

完全投入於音樂之中，腦子案還是氏運的事，
但至少我清楚地感覺到、看到一位台己十分喜

和平、人權及環境保護的意見。但是「在香萃
，我們開音樂會，我們又有些甚麼人站出來唱
些甚麼的音樂?

愛的爵士樂手，在演奏技巧和誠意方面都能給

與觀眾一個滿意的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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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火
個的

的一中
魚 。爐
能…縮著
仲看

欠下地
上動
或不

x

，柳輕狂又拿著散發迷人色
是巴肥大朦朦的玄劍，素置在

就 3

好劍手 資IJ 身美半透明，用時帶著 k

一條身影靜悄悄的走迫赤身

袋敵人為其所惑 。 奇劍 。 J ~民看

一點兒聲響 。 這身影的主人，是個

劍身，為自民滲出絲絲愛意 。

男子，年紀看求約二十左右 。

「為你，我命也可豁出泉 。 J

「 少俠夾訪是朽，不知所為何事 ? j

他拿著半隱半現的虹劍，使動了名震

赤身漢子仍是背著俊俏男子，靜看爐火 。

江湖的柳氏劍法，劍劍章法森嚴，整套和F

少年回民屑一揚，隨即進: I 敢問閣下
是否江西第一鑄劍師胡大師?

x

氏劍法使罷，即向上一飛，舞出數層劍花

J

, 1史舞進笑，神往逸然。笑聲由小至大，

赤身漢子轉過身泉，竟是一個滿胺皺

隨而化作長嘯，這正是他白創的劍招「笑

紋的老頭子 。

凌宵]。

「 不錯，我就是 。 j

X

少年仿似仍不相信這是人就是剛才背

'一. ~

x

~

^.

(輕狂不愧為名家子弟，使動劍法，

著他的赤身大漠 。

「你是為玄鐵六劍而象嗎?

招招隨情而發，劍隨意到，爹曾說，若人

J

與劍有惰，則劍手應已突破了取劍的境界

「 是 。 本人柳輕狂，到永特掌大師能
割愛讓出玄鐵六劍，白銀~雨，台當奉土

，輕狂庭、到了這一娃，步 。

q

數年了，輕狂做我們的主子已有數年
、 ，他對我呵護備至，夭夭早已我清潔身體。

「柳家向晨起愛劍世家，且家傳柳氏劍

亦常常向我透露心聲。還記得有次他綠劍

法亦享譽武林 。 所謂寶劍贈名士，乃理所
當然，但......

綠豆悶挂，哭著對我說: r 虹，就只對你

J

「 但是什麼?

一人，我才敢哭出來。在鈞、面前，我有一

J

種遂于歸家的感覺 。 J 他喜歡撫摸我，從

胡大師緊盯著搖曳的爐火: I 玄鐵，六

劍鋒到會j 稜，劍承劍環，甚至劍犯劍穗。

劍，依次排名是武德光明玄虹，乃以天外

他就是這樣是巴愛給我 。

無名石所鑄成，哥資IJ 各有性惰，甚可通靈

我已不能沒有他。他握著我峙，我親

，武德二劍，平贈當今武林盟主天下堂堂

身感到他的血在流動，他濃濁的男子氣息

主老人家 。 而光明二劍其性其情亦似與少

亦纏上了我。為他，我願永遠在出生入死

俠不合，倒反合是夫隱居之心 。 這樣 吧 !
玄虹二劍便送給你， ~í年是于是于照顧他們 。

~

的居民月里蹉跎 。 真的 。

x
X

X

X

(多年前，是參使我們六人降臨人世
。 論年紀，我這才已虹;香j 是最小 。 這記得是

爹在我出生，峙，不休不哦，夜以繼日，細

心地，把我身子瑕處修補 。 他的汗，從額一
滴一滴流向手中的錢鎚，再滴到我的身上

x

風雪夜，和F輕狂一人獨酌 o 虹釗就放

在桌上，沒有套上劍鞘，他是人的光彩，
似甸人要酒狂飲。

起F輕狂微笑中隨手把杯中酒澆在劍身
上，光彩亦jJS.上了一分令人嘿嘿的碎意。
他瞬即拿起劍來 品，腳踏碎步，回民丰悶，口

，使混身灸熱的我，得到了一點滋潤。他

半張，左劈右刺，全無幸法可言。虹劍的

的汗，已變成了我的淚，看見是爹額土皺

光芒亦化成了數個光球，國看他打轉，一

紋一日比一日漾，借來的淚水瞬即流畫 。

轉又一轉。

是大是二數年前被老爹送走，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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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好一套碎劍，是于一把醉劍。 J

今天是五和我又走土這條舊路，難道爹不

一個老僧士徐徐走進泉，身上沒半點

疼我們嗎?也罷，也罷 。 新主子是個字L 臭
永乾的臭小子，他有哈本事管我們? )

雪。目光無中 4年柳輕狂一一手一一中握著
的劍。

沒有了從前的風采? J 我拚命裝出滿有神

采的樣子 。 說劍這糟老頭押進: r 從它身
上，我又見到死的丸 。 J
不錯，我的心已死 。 )

x

x

x

天下堂內，說劍先生橫屁大廳，伴看
身傍無數的死人，有忠有奸 。 活看的又二

人，老人家與柳輕狂，他們正準備最後一
場決門 。

x

X

"

>予

(我不想言。老大是二爭門，是‘五我想
鈞、也是 o 老太是二，你們忘記是爹的教誨
嗎?你們怎可助持~虐 二 是爹曾說，抒發!
壞劍，分不在劍，名禽1) 劣倉1] ，又看用資IJ

你們變質了 。 你們是捨模樣?老大你已不
是王者之資IJ '; 而是霸者之哀 。 老二，仿、已
戴土了仁義的假面具 c 是爹看了，他的﹒之二
還能不海透?

輕狂， 1年的右肩受傷了 失 剛才你是為什
塵不素了三~.ñ.而進那?劍 。 他對仿、真的那
麼重要，比我 。 小﹒之二!是大的釗刁'可防

空傷人，令人防不勝防 。 當心是二幼薄的
劍身，他可隨意扭曲傷敵 c 用我吧!用我
吧!

哎，巴，是大仿、真這麼狠心，你要毀了
我嗎?哼，是丘，面 我可不要仿、的幫忙 1 仿、
快護若輕狂，是二可不是易應付的 主

是爹，你曾說: r 虹，你當﹒心為情所
累 :: J 難 i乏這就是我的命 ζ 狂，你到這生
死關頭仍緊握著老丘，你們已經是一體

嗎?我不就成了多餘的一個 主 我恨﹒恨自
己幹捨這淒涼情， .t民台乙 fh 拾折磨看白已

ε 唉!管他天 1里去 i逞，就讓多餘的我去
，巴!

)

x

x

x

老人家的釗就要砍中柳輕狂時﹒虹盒JJ

徒然碎間﹒化成無數劍丹透入老人家的身
體 企 每一塊金Ij}r 上、有看血‘有著淚﹒有
看血淚 r 籍看老人家的身體，虹釗淌下了
:鼠、紅色的:良 =

4.3

少、
A 司 、心‘ 

j

那白守候我逢年少，甚至不懂得什麼叫

\

起侮。他離去的時候，我一滴淚也沒有流。

我只是覺得寂寞，非常寂寞，因為再

'

也沒有人陪我一塊放學了一一一那時候我們
放了學，就坐火車到大埔走一段不知名的
山路，或者步行到大角吐碼頭看海。閩中

也會看一場戲(我還記得第一次是到南華

融融

蚊院看少林小子)來吃一點， 1 、食(因為我
們的家用錢並不多) ，然後到附近的在仔

明偉在電話並沒有提起這件事。他只

街看鬥蟋蟀 o

是告訴我他去了，我有些不敢相信，但第

有時候我拿不定主意去行山好吃還是

去看海‘他就掏出一個錢幣來，說:

忙父

二天回校就詮實了這件事。我看到有些同

仔行山，獅子看海 。 」向空中一抱，接住

學在哭，但我卸哭不出，我只是有些惆悵

.詢問手掌﹒往往是-A仔那面朝上，所以

有些落寞。我想我從此就失去了一位待我

如妹妹的好朋友了!當然，明偉並沒有食

我們多去行山 ε
山路婉婉蜓蜓‘但不坎河，只是經過

言，他常哲等我放學，陪我回家，但幾個

一些農家的時候，那些大狗， J 、狗遠遠就跑

月之後，他到澳洲唸舍去了。起程的前一

追求﹒吠得人心驚月旦跳 。 我緊緊地摟看他

吭，我們一起吃飯，他說出他離去前一刻

的手臂，躲在他身仗 c 他一邊叫我不用害

所說的那句話，他說台己並沒有好好地鑫

怕‘一邊把手指放在唇邊.

r 噓一一」真

通責任 。 你為什麼這樣說呢?我說 ， {年對

奇怪﹒那些狗隻眨眨眼，無可奈何地搖了

我很好呀，仿、到了澳洲要好好地唸書呀，

搖尾巴﹒然從掉頭走了 3 但不是f持有狗隻

我嗎?鈞、放心好了，我這麼大了，懂得照

都那麼聽話，牠們不停地吠，於是他按起

顧街己的。當時我看到他眼中閃著淚光，

一塊石子扔過去，才把牠們嚇跑 。

聲者有些沙啞:我們是十幾年的好朋友了

他愛跟我說起小時候的事 c 我呢，對

，我跟他就像親兄弟......融融，我知道妳

童年的事並不記得太清楚，最難忘的要算

心裡難過，但妳為什塵不哭呢，哭了出來

是 3ft 哥哥吵祭打祭，有次把哥哥的頭敲破

心裡才痛快，妳變得太 f董事了，我反而有

了一個洞﹒嚇得我以後也不敢跟哥哥打祭

些不放心。他的話還永說完我的淚就已經

-j !但這件事並不值得一捷，因為每次想、

流了出泉，像缺堤的水，一下子拔了滿驗。

起仍﹒ζ 有餘悸，幸好哥哥很快就復原了，
不致使我從悔一輩子 3 於是我也就熟言不
語﹒乖乖地聽他說 。

直到那個時候我才懂得什麼叫起傷。
我從來沒有如此傷心地，哭過。什麼心如刀

絞、心力交萍、心傷欲絕一點也不錯，並

從他臼中我陸陸帶苟地想像出一些關

不是文學家的誇張。在這以前我一點也不

於他. J 、時候的事:大概是生長在一個背山

懂得傷心是怎麼一回事，又來者根本就沒

面海的地方， f旦郁地方並不富饒，他們一

有什麼事值得傷心。即使台以為是毯，那

家說耕種也捕魚，主F 仍然兩餐不繕，很多

愁也是淡淡的、輕輕的，如一幅山水畫或

日守候得挖野菜充飢 c 他年紀很少、就要做很

一縷雲煌。所謂龜，又不通以為鴿鴿偏愛

多事﹒例如:捉些 . t、魚· 1 、蝦去賣，上山打

哥哥多一點，於是就懷疑起色已不是這個

來、挖野菜之類 。 他不止一次提到遺留在

鴿媽生的(其實這懷疑一點也沒有根據)

老家的祖父母。我說，你很想念他們鳴。

一點點罷了(

他才是是的，我常常夢見他們。但你為什麼

因為考第一的

，衣回去看看他們吃。我來了香港就不曾回

知道愁是什麼

去

常取笑我.

他說的時候，眉頭顯然皺了紋，一段

難言之隱寫在驗土。我也就不再追問他了。
他離去的自守候我益不在他的身邊。哥拉

r

哎呀，會的 古城誰要訪時候沒有眼淚
! J 只是永到傷bZEaEjo 歌想。

是表春的一個黃昏，清明進後幾天，巴，他，

§我覺得吏，口寂寞了!我並

是被一輛私家車撞倒的，送院途中他已經

，但又不長道有什麼可做

停止了呼吸 、 當時只有他的知友呢偉在海

.看到他並沒有流血，以為本來嚴重~ )向

他:你覺得怎樣?沒事吧?的4.沒有純
至u....'

﹒只是說了一句話:我把融絃寞，全修了，

他好容易受傷，又不僅係護 eet ? 我
﹒明 f幸就
1奇主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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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使他就閉上了他

泛起一絲微笑。

漢無目的草包逛，一下子竟
覺。環顧個周，畫是匆匆
鈴，我又是個舉目無親的
還沒有說，那時我剛剛轉
，還沒有認識到一個談得來

那時我也沒有把心思放在認

,/

好幾次我坐火車到大瑜，希 i塞到那條

我們一起走進的山路，看看往昔的足印 。
但我每次都失掌而田，我始終4戈不剎那條

路的入口 。 我又到美手我那條山路，但我
不知那條路的名字 的 那是一條街上傾斜的

然後我就沉熬了 = 我發覺我們的話趨

山路，而且很長，只要你由下往上走去，
你會發現天造就在眼前司 ，白雪由頭頂飄遍

是這樣少，甚至已到了無話可說的地步 =

，隻手可以攬日，你以為你已經走到天邊

﹒唉，對於一個看不僅「小王子」的人，還

的盡頭了，但腳底下的路去r]像布匹似的不

有什麼可說呢?那次我把心愛的「小王子

斷延長、延長......我稱它為天堂路 。 有時

」送給他，他很快就返回給我了﹒說看不

我會奇揍他想，這路的鑫頭會否真的.il.往

懂，還是妳、自己保存吧、反正妳那塵喜歡

天堂呢?但我們並沒有走到絡的盡頭，我

它 。

們走了兩小時就已經大汗淋漓、氣喘如牛

不久他進了大學﹒而我吃﹒仍然留在

了!我們就躺在路旁歇息，他伸出手臂作

這個小小的山崗升讀大專 = 有次我們說起

應該多考一年大學究還是就此安安份份唸

、 我的枕頭 。 可惜，這條山路我也找不到!

我走進了美亭的每一個角落，但主F找不到

大專算了!他當然堅持會考大學的好處﹒

一個通往山路的地方 。 我想我是記錯了，

最後還說.

也許山路的入口並不在美亭，巴!

少錢，只是希~妳能跟我分享大學的生活

!J

那麼我能去的就只有大角啞碼頭了!
我常常一個人站在碼頭上，由早晨到黃昏

í我並不是在乎妳日從能賺多

但有些人是口是心非的.我不會不知

道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r

「我知道你不在乎﹒但我在乎﹒太在

，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做，只是塞著海

乎了!你是一個大學生﹒一出來就可能月

水發呆 。

『 然後我認識了他，是在一個交流管認

入過其﹒而我只是一個大專生﹒一字之差
.薪水就差了一哉!我怎塵不在乎.!! J

識的 。

一如往昔的他，他也有一雙明亮的眼

結果大家當然不歡而散 r 之{友好幾{閻

啥，高而授的鼻讓人想到山，微微上揚的
嘴角讓人想起台信來台傲 。 唯一不同的是

，前者總讓人覺得他宇眉間有放鬱氣，而
後者卻是快樂無憂的，笑起來回民唷甚至彎

成一個新月，好一個快樂王子!
但我並不快樂，這一點 性 很快就察覺

月他沒有 J尋找 fE- 我也沒有找他 ‘ 他示像

r

他. ~包是不會這歉的 ( 雖然失許緒不在他

)

.我忌，這 ﹒

直到情人節那天﹒他送了一盆 1 1;..1:鬼求
J 晚上吃飯的時候他說.

í 有時我會在示

了解妳﹒像今天.我送凡 1鬼給女1、.主1] 看 -{:

了 。 妳為什麼變得這塵不快樂呢?他說﹒

到妳是閑心呢還是不開﹒ ζ ﹒我一點也看不

記得第一次見妳的時候，也就是在交流發

到! J

裡那一次，封、是開朗而愛笑的· f旦~什麼

我沒有答他，他又說.

妳、現在押這塵悶悶不無‘呃， ο 也許人是多面

妳究竟喜歡那一類型的男孩 ?J

的罷，仿、只是看到我另一面而已 u 我淡淡

我笑了.

í告訴我吧，

í我喜歡的男孩子呀，首要

的說 。 其實我也不知為了什麼，每次見到

條條是大我十歲，我有戀父狂的呀，仿、不

他，我的心就不斷往下沉、往下沉..... .

知道嗎 ?J

「我們上山頂好嗎?我什麼地方也不
想去，只是想上山 。」
那次我們出來司令我這樣提議 ο 他去[1 就

.

í 山頂有什麼好看的，不是山就是樹﹒

還有就是那個是視亭! J

他是r 沒有笑，一言不發娃，吃了斂，然

後就說有事先走了。此後他再也沒有我逼
我 o 初時我的反應是覺得台尊受損，但很

快也就釋懷了!
對此，我不曾後悔，永不!

我甚至比以前快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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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弟弟
宜興5!Æ;f<才有一 f固富翁，因為，有了錢，就

末店主教下寺的，復出了 1固典故音，他們猜 :

r

俄文斯文﹒附庸風雅 ﹒戶。他有兩 1固孩子﹒一定

朱夫子生令子，二手觸三百研è;.王子來矢口令

宴請 f固有名的斐師;雖然揍了好幾徊，他鍵

舟J

設 A 末澈，章。

末矢口其出自何經何興，又末好，愛是用 1圓明白

有一次，朋友介紹他 -1.立翰林· 11!l 5!t 高
興，就撓了?民重盛的互之蹄，請老師喝酒。~

，用在紅葉《用峙，他們聽到他教孩子們〈金
會y:

期，東紛以對聯來試試翰林的文汁，

「對聯祇有三徊于 t ， 叫做『風入戶 J
~

r 可對 r 日熙、窗 J

0

0
V

J

1 .翰

,

'"'

J 東翁聽了，

並末言贊好，祇說一聲 T 唔 ' 1 J 接著說:

~i還有第二耳鼻，上耳算是

照畫題祠

r 自主載以來，海其一巷，討將"ifi'\ 5，孟之

，精在三蔥，秉國於陡，三五相爭，大王強

林一是皂，這樣的上聯. ;美近極了，就末假定

繁地道:

。他們雖然熱讀詩書， 1JH真末帶頭腦，

r那

...1 、王弱，主 1 、主戰矢沙場，豈末痛我 l 豈末

哀故 1 J

雖未知道這文章也處， f且聽文章的

氣勢的確末銬，大家都目啥口呆，保JUb學
鰻拔地。

1 r:之中魚兒躍』。

翰林弟弟，想起長此

」翰林聽了，一想覺浮末難，險些兒笑了也
來，就對這:

r屋邊蝴蝶乘。 J 東翁聽了，

更是淡漠; 5民顛哥'ñ~兒，他並末看浮起這位

翰林， ，--席結束，翰林非黨、沒趣，教了一天
書，就稱病回鄉 。

翰林有一弟弟在鄉周種田，自末識 7

淳，走此事，決系，其叉子色末平 。 次日，

4

翁家自薦 T乍斐師 。 東翁 1乃禧提一桌‘

「女子!末過沒有別的對'
的，第一句叫『風入戶

祇霎對 『 搓扉擋 』。

說

r 矢來殺了

?民器重他 。
遠近的

，在畫上加了

幾個字: r 相貌歪歪無此，掛在蓋
房屋裹，間是何人之照?郭丰三郎
令弟。 J '畫師也不客氣說，這也
可給我錢了。但十三郎說: r 這畫
既然是畫我的弟弟，這不rl 我並不相

干。 J 於是畫師叉提起筆寫: r 相
麗堂堂無比之容，掛在書房屋里當

中，間是何人之照者哉?郭十三郎

令弟之兄。 J 十三郎看了，皺著眉
頭說道: r 繪畫飯平常，是重詩吏累

贅;嚇切善索錢，東家之災嗨!

島

a
服"召集下麗，設壇敲鼓，一直到

有 f固惡客，賴在別人家裡不想

月亮出來才罷。 J 他說了反問對方

走，主人很討厭他。一天，主人陪

rj邪們家鄉是不是也這麼搞的?

他一悶在門前閑步，看見樹上有一

」

只鳥，竟有雞那麼大，主人對他說

「不，在我們家鄉是講 f 求j

「我去拿斧頭砍倒這棵樹，把這

的 o .J

隻J鳥捉來給你下飯。 J

「怎麼樣求法?.J

f也還先知先覺，說

「大家合掌叩頭，對葛天狗求

道

r阿 彌陀佛，你老人家也吃得

主人就說

太厲害了，就省點吃，留點給大家

看看吧 I

J

r只怕樹

砍倒寸，鳥也趕走了。」
r你不知道，這是

隻呆鳥，即使樹砍倒了，也不知道

.J

飛走的。」

'

J

林勇
P

我?民是皂寺訴你 -1固震憾人，也的故事，然

然研他們何以月 3學慨呢?他們真的別無

吉布在這 1固轟轟烈烈的大哼代菜，霎言囂的故事

11t寧可做嗎?這是令我氏，吏的周題，也是令

太多了。你聽過 Æ 衷逃生的學生聲漠的控訴

我錯悍的所題。

，你聽過那才是的廣場上刺穹的槍炮;你見

中國境旬老話當今似乎?民適用:

r 各家

過許多 1圓滿 Jj羊血的房寸，你也見過隆隆tEt

自掃門前雪，休理他人民上霜。 J

克車站1IJ弋立的血肉之矩 。 我還給誰什麼呢?假

，我海到一 1固結論:中國沒希望了，起碼+

1吏尚有+萬 f固血白質臣費文!我又能說甚麼呢?

亭、八卒中末會有甚麼起色，中國人將其一

面對著這黨干桑殷紅的絢采!

次泠鳥， r 東亞竊夫J

然莉，我 1乃是霎說，我霎告訴你我的所
見，我的所周。也許你會覺滯，我的見周離

風荷爾的靜風，全是我們龍之于辣的血和汁。

了。所末舟的是，一古

平前中國人倒在的是其團聽其面前;如今中
圈人卻霎倒在美國香煜之中。

照那四月的是哀、五月的趕著、六月的，建壯
太遠。那又走路樣，這每一點每一滿全是暴

看到這些

我就撒著這樣的建港結束了我的探鄉之

放。

x

x

x

x

一九八九平一月我其次踏足離別+辜的

四月份的一聲劈雪，末止嗔握了中國人

故鄉都市一一一北索一一一的土地，竟會泛的一品

，也喚醒了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自由的

，一芹的竟會主之 。 大街小巷擠滿了外趣的「流

人。北索的學生和人民寺訴我們:中國人沒

動人口J

·有合幹白色，有探親的，也有旅遲

有屈服，中國人沒有倒下.

r 周;學 t荒」的中

或是碰運氣的 。 黑聘單島的人室，黑車島騁的都

國人旦，爆炸了，炎黃子孫正在以站所未有的

布 。

勇氣真真正正純站起來了!

我走訪了妻雙 1固老用亭，他們差末多都結
了錯，主兒實女了 。 他們末小了，都已三+

我末知道應該乏樣杏對比，各衡量步走較

早所見所鼎的輿如今展現在世界人民 DR 甫的。

四、互了;他們也未大啊，這丰齡~只末過

今天，他們的鮮血或已化作殷紅，他們

是人主的朋始 。 然那他們卻似乎都只沉醉於

頭上的煙霧 1乃是一圈套著一圈，但他們沒有

「弄兒無」之中了 n
他們告訴我，上班浪清朋，除了聊天，

洗桑，洗衣之外還可以在吞雲吐霧之中下棋

,

言了其重早 "

我問他們 ~ :

倒下 .fjñ 是比以 3主任何特候都支旻弦、東挺
直使此立譜。

那手中志學的且-.J.吏，那風中情姆的農稍

'那血誨的風采啊!
r 末抽煙末汗嗎 7J

一九八九辛苦月+一日

「末汗，太用海悅。」
啊，我似乎找到了答索:他們全太用海
申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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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言己;學數月前，三軍線索臨別贈言， .賽結好

「予了玉皇J A 教委，好讓他安也「離香」

。按倍以

來，.，dq也已有無窮持憂。學生會「卒輕化」教

委果全面「卒輕 f 旬

，全位都是「新鮮人J

'

踏進教高校園牟平多，沒有俗人的足夠培訓I ~
帶傾;在改多事情的處理上固 ，都龔自己是卜摸索

，難免挨打誤打誤撞 。

力。上邁進「多事之私J

; X ﹒ 27 之餘汰，

﹒ (進會制)、學運一- - --教學生會有點難以給察

。 在首忙中總算出版了南斯「雪妙的，一期「繳
嗶J

'無論就只容上 . ，版面設計上都學賽進一

步改善，弄就工作方酷、時期控制 ρ 結件處件
上，自己會有檢討的內奏。

然可吭，籍海安趣的是教委fiiI人在這混鼠、

繁忙之際， 1乃角主拿出最大的，之甜，作最大的努
力，共.Fa1杏文 JI~ 困難，治1 妨邁進。

〈積宙人〉紋後來為主夠在我們手上設揚先
久，也來為主令「莉人」的幸替耕耘付諸流水!

願在手艾蓓泣，之日，為主無愧於諱攏，鬼、 Shir

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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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o 、乃至歷屆老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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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Make the PERFECT GIFT For Any Occasionl
BOOKS FOA EVERYONE ON EVERY SUBJECT
- FACT OR FIC Tl ON , ART OR SCIENCE , WHAT.
EVER YOUR CHOICE , YOU CAN BE SURE OF
FINDING BOOKS FOR USE OR FOR ENJOY.
MENT AT OUR STORES. OF COURSE, ANY
PARTICULAR BOOK NOT. STOCKED IN HONG
KONG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OUR
MAIL ORDER SERVICE CONVENIENTLY.

辰衝圖書有限公司

SWINDON BOOK
MAIN .sTORE:

CO. , LTD.

WithCompJ凶lents

香港圖書文具有限公司

HONG KONG BOOK CENTRE LTD.

13-15, Lock Road ， κ 。wloon ， Hong Kong.
Te l. 3-668033,3-668001 , 3-684712

On Lok Yuen Building
25 , Des Voeux Road , Central Hong Kong.
Tels. 5-223669, 236895

九龍尖 r少 咀樂道 十 三至 十 五號

香 港德、 輔道中廿五號安樂園大廈地下

歡迎訂閱
三 期連郵費:

本港一一港幣十元 (HK$10.00)

海外一一港幣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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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表格

樓嶺南人編輯委員會編輯室或郵寄:

香港司徒拔這十五號
嶺南學院學生會

茲附上 郵 票 10/15 元正 ，以 訂 閱〈嶺 南 人〉 三 期
姓名/機 惜名稱 :

嶺委會收。
仙也

一般稿例:
( 一) 來搞不限題材、字數。

( 二 ) 來篇須與事實相符，不得誘謗他人或作人身攻擊。

電話 :

( 三) 來稿如層轉載、翻譯、或會於別處刑登之稱件，論註明:惟不得
一搞兩役。

( 四 ) 來稿須付真實姓名、系別、級別及通訊方法:稿件發表時可用筆

本人 * (是/小是) 嶺 l 何學院畢業 生

名。

( 五) 來積論單面書寫，中交稱論用原篇紙，英交稱件拍打字 或用正楷
書寫清楚。

t真妥去給後論剪下這f 交:

香港前徒被迫十五號

( 六 ) 本報保留列登及刪改權，知不欲刪改 :話，請註朗。

嶺 l幸j 學院學句:會

( 七 ) 如欲退稱，論註明.。

嶺 l幸j 人編輯委 t::~ 會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