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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其，一早的嶺委總編生涯終要逝去

號夕f^方面，本屆是出版號夕K最多的一屆，

，成為歷史、成為遣憶。猶I己得上庄之日，自

内容包括X

己決意要在本屆内完成三期嶺南人的工作，言

事件等……務求以最快的時間報導同學所關

猶在耳，一早過去，第三期嶺南人終究未能在

的事。嶺彈方面，今屆只出版了兩期，内容

庄期内完成，實為本屆的最大憾事，在此，我

仍是以輕鬆小品及校園连事為主。

• 27事件、車船半價註事件、嶺南

回顧嶺南人的發展歷史，正好和學界的發

謹;^各位同學致歉。
豕過，話雖如itt，我們一班嶺委委員，仍

展息息相關。早期的嶺南人，大多以學術性為

是整守這個信念，努力在本學丰之内完成三期

主體，在評論及學術討論方面較多，文章的質

的出版工作，並且耗盡我們的毎一分力，流盡
毎一滴汗水，在那刺眼的燈箱上完成第四十四

素也較高，能酉己合當時的需要。

期的嶺南人出版工作。

备的要求也相應提高，當時除了注重文章質素

本屆嶺委會的最大缺失之一，除了是延誤
出版日期外，值得一提的是有關時事稿的問題
。過往，嶺南人不乏一些較具時事及社會性的文
章，而自己也曾負責編探•這一類稿件，然而，
當自己在任總編之時，卻無法邀約有份量的時
事性文章。

其後，隨着社會進步，同學的要求與及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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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版面設計上，本屆嶺南人的版面
設計可說是平平無奇，眾但沒有創新，就連叟
持一貫水準也稍、嫌吃力。或許是本人領導眾力，…
0

v

外，也開始注意版面設計，但整體上仍是走線
合性雜該的路線，沒有一定的主題。
直至今屆，由於委員普遍認為綜合性的路
線旣吃力且不討好，故此只有另謀計策，以大
專題的形式作為毎期學生報的軸'么，内容多以
一些能帶領同學思考的題材為主，減少時事性
及學術性的文章；這些改變，眾論是好是壤，
也可算是一項新窨試，在學術文章極為缺乏之
下.，遷改礙無疑是货合了嶺南的實際需要

… � �

此外，在文化藝術一環中，今屆也未見突。
出，音樂及藝術方面的文章只是曇花一•丨
未能在學生報内形成一股力量。其實，•卷屆濟，、

的齋會現己接任，想;另有其一
——J^其獨特的看法及體驗。在
：^‘‘們也久然會紋蛊腦汁，為嶺

嶺南人仍有很多值得批評的

實在是一塊實現夢想的園

所限，未能暢所欲言。但，—一

由發揮外，更是供It备發

賴嶺委會各委員的通力合作方可：

灣 , ' - I S .

付出的精神、體力和時間，是末可
謹藉itfcj^各委員致謝。

在這春：^•之時，正好標該着新一屆嶺

最值得一提的，便是今屆能避得兩位時常
為嶺委會奔波勞碌，卻絶無悲言的好友為嶺
委會出力。他們除了協助镇德面、走1：；^外，
更為毎期的嶺南人寫稿及gig意見.，他們是李
振源及黎偉德同學，沒有|11^的支持及13^^^?)，
嶺委會的工作久定會失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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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的成長；此刻，也許是我步出嶺委、步出嶺
南，溶入社棄的時候了……

香港這年頭的選擧可眞不少了。繼往
年九月立法局選擧後，今年三月又有區域
市政局和市政局進行選擧。嶺南也不例外
，在這選擧之秋進行學生會大選來湊湊熱
鬧°論規模’學生倉選擧自然遠遠不及前
二者大。但有一點却是這幾個選擧皆有的

特徵——奇蹟(Miracle )。這個字可解
作奇怪但却發生了的事蹟；雖奇却已成了
事實。逭個字的另一個解決之魔法
些不知胡盧裏買什麼藥的把戲；雖然這些
把戲敎你看得眼花撩亂；賺了你不少的歡
呼及喝采，可是标却摸不着頭腦究竟發生
了什麼事。筆者相信任何選擧皆有這情况
出現，而嶺南——當然也不例外。
要交代這些奇蹟和魔法，有必要在這
裏介紹學生會選擧的一些背景資料。在嶺
南，學生會的任期是由上任後至翌年三月
底，因此，大選必須他在三月底前完成。
跟據過往幾年觀察所得，學生會各候選內
閣及代表大都是一閣或一人上陣，然後被
選爲學生會成員，這和外面的選擧比較，
自然欠缺了一份刺激和可觀性。
正當各「老鬼」（即在這裏默了數個
寒暑，深知學院學生會各樣事情；也曾參
與學生會有益無益的活動策劃；有份上街
燒報紙、喊口號、上電視一登報紙、見高
官的準Graduates也）在茶餘鈑後詆病
新一屆的學生會選擧欠缺刺激性的時候，
在嶺南却出現了前所未有（由筆者入學開
始計）的罕有現象——二個候選幹事會閣
、二位候選代表會主席和一個候選嶺委會
(這個是最幸運的！）來湊這個大選熱鬧

i

要論盡這場龍虎相爭，當然要介紹有
份演出的演員。首先要介紹的是候選幹事
會，包括「振平閣」及「博愛、自由、平
等閣」。
「振平閣」的候選會長是社會系四年
級的劉fe平，他在二十一屆幹事會擔任外
務秘書一職’經驗也不甚缺乏，至於他其
他內閣成員，則只有一位曾擔任二十一届
幹事會一職’因此整體來說，「振平閣」
閣員並不見得怎樣經驗豐富。但經驗還是
其次，若要在選擧勝出，宣傳工夫才是最
要緊的。單看他們的類似基本法草稿的政
綱小册子’便足夠買下閣下的選票了。宣
傳一定要規模大’這樣才可保證無論閣下
去到哪裏，也可見到他們的宣傳；宣傳也
一定要落重本’這樣才顯得他們有誠意，
非要入主學生會不可。
「振平閣」的政綱早已不知從何途徑
得到了。政綱一共有三大路向，十大政綱
。乍看實在感到偉大得很，再看內容，實
在不得不令筆者一體投地（成個人目II落地
下），究竟在一年中可否全部完成'呢？但
他們是肯定做到的，所以筆者不禁由心裏
向他們致敬！
有一點是筆者不明所以的，就是「振
平閣j的政綱有點類似往年的幹事會政綱
。是否屬實，則留待大家比較好了。無論
如何「振平閣」的誠意是可嘉的，所以筆
者特意擧右手贊成他們，至於能否獲選，
且看下回分解！
另一個候選幹事會內閣就是「博愛、
自由、平等閣」，一看之下，有一種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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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國大革命的味道
種充滿了理想
、激情、愛恨、憤惱、被壓迫、被欺壓的
情神。這候選內閣的出現，令各同學感到
了一陣陣濃得化不開的火藥味——大戰將
要發生！
令筆者感到迷惑的是，在諮詢會前夕
，除了在指定報吿板貼出閣員的資料，並
沒有像「振平閣」一般派發宣傳單張和政
綱，他們的策略（不可說是戰術、因爲戰
術是有系統和有目的地攻擊敵人）令筆者
對此閣產生了一種神秘、•懸疑的感覺。如
果這眞是他們的策略——他們百分百成功
了 ！
在沒有充份資料引導同學了解「博愛
、自由。平等」的大前題下，於是乎同學
只好根據他們的閣名來臆測他們的政綱！
有人說他們政綱是要博愛——因爲嶺南沒
有愛；嶺南是被遺棄的一羣’有人說自由
是他們的政綱——因爲嶺南沒有自由；處
處受人制肘，有人說他們的政綱是平等
——因爲嶺南沒有平等；每每受人歧視，
又有說他們的政綱是博愛、自由、平等
——因爲他們沒有博愛、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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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同學想到這裏，心裏不禁
佩服這候選內閣的敢言和反映嶺南事實，
把同學心裏的說話一下子釋放出來，也十
分佩服他們的苦心和高膽遠嘱。在此筆者
不禁涕淚交集，長跪北向，時兩個響頭和
舉左手支持贊成「博愛、自由、平等閣」
0

介紹完兩個候選幹事會後，應論到候
選代表會主席出場。這次又有二位同學角
逐這龍虎相爭，一位是出身於社會科學系
的黃偉雄同學；另一位是出身於市場學系
的劉慶倫同學，他們皆是四年班的同學。
先說黃同學罷，由於他出身於名門望
族（社科系），因此他深明選擧之道，所
以在諮詢會前夕’積極地部署一切必要的
棋子，以求爭取足以令他上閣的票。爲要
衆t同學投以他神聖一票，他不辭勞苦地
進行宣傳（包括口頭上、文字上、眼神上
、思想上——後兩個是筆者加的。），例
如派傳單，貼單張等。

黃同學的政綱包括樹立代表會公正形
象’監察學生會運作°乍然聽來，似乎是
一十分精簡淸晰的政綱，但當想if 一層，
又再次令筆者陷入迷網中——究竟黃同學
爲何要樹立代表會公正形象’難道代表會
以往給黃同學的形象是不公正、不正義、
不公義、不……難道上一屆代考會..不
……魏線，_當然不會啦！須知會章說明代
表會是代表公義的機構，旣然是代表公義
的機構，怎麼還說要樹立代表會公正形象
，難道現在的代表會還不公正嗎?!我想黃
同學是言之有物了！
至於監察學生會運作，這確是代表會
一貫的工作，縱使一直不甚理想，但無論
如何這點是筆者極之苟同的，就這點筆者
擧右®I贊成。然而究竟如何具體落實執行
這兩點政綱，黃同學却在宣傳張未有片言
提及，不知黃同學是否已有一整盤完備的
計劃在心中呢？或許這就是黃同學的策略
罷！
‘在他的宣傳單張上，除了佔了大半版
的個人履歷和相片，還有一小行字印在宣
傳單張的頂上。這行小字寫着：「.服務精
神，全力以赴」不知他是說同學應該要有
服務精神，全力以赴；抑或他應有服務精
神，全力以赴呢？如果是前者，那麼同學
的服務精神是否是針對宣傳單張的相片，
人來說呢？如果是後者，是否可解作黃同
學是有服務全體同學的精神呢？至於全力
以赴，是指他全力以赴參選又或者是同學
全力以赴投他一票呢？

無論如何，黃同學在投票前夕，一直
被衆老鬼及衆同學視爲黑馬的，所以勝出
機會是頗大的。
另一位參選的就是劉慶倫同學，他在
二十一屆學生會曾擔任總務一職，他可算
是居功勞苦，若不是他，大有可能沒有影
印服務了。比起黃偉鴻同學，由於他不是
社會科學系出身，因此不甚明白選擧之道
宣傳、買票……）所以遲遲也未見他泡
頭（宣傳）。初時，各老鬼還以爲他在搞
什麼鬼（退出、杯葛？）日子很不容易才
捱過，最後在選擧前夕：說得正確一點，
應是在諮詢會前，他才派宣傳單張及政綱
。幾經辛苦才得到他的宣傳單張，可是却
只有四分之一的A4紙大（當時還以爲慢
工出細貨），因此有些失望。一望政綱，
感到有點耐人尋味，劉同學的政綱是「全
力爭取學院地位，積極反映同學意見」。
就這兩點，筆者感覺是效之於四海皆準；
無論候選幹事會、候選代表會主席、候選
嶺委會皆可以此爲政綱，可能這就是劉同
學所了解的代表會。
劉同學參與學生會選擧時，初期是以
極低調姿態出現。他的政綱也不例外。對
於全力爭取學院地位，這似乎應是其他兩
會的工作，當然這並不是代表會不須爲此
而努力。但對內部的監察工作，似乎是更
乎合代表的功能。至於積極反映同意意見
，筆者又是擧腳贊成的，因爲代表會在過
去一年中，對於反映同學意見是不甚理想
的，一方面可歸咎於同學的不積極向代表
會表達他們的意見，另一方面，代表會內
部缺乏人手也是另一個導致同學意見未能
充份向學生會反映。

劉同學犯了黃同學一樣的毛病，就是
政綱太簡單和个淸晰，以至同學未能就着

政綱作出適當的r解，實在感到可惜

另外一個候選内閲就是學鳴閣，即是
唯一的候選嶺委會°有一黙可惜的是往年
的嶺委會委員’席然沒有一位會留任，這
可令候選內閣失色小少0
拿着學鳴閣的宣傳單張，上面寫着：
學無弗思’知無不行」，又如以往一樣，
作一句好像很高深的文句以壯聲勢。至於
政綱（他們說前瞻•，給筆者有點「炒冷鈑
」之感，基本上學鳴閣的路向和前兩年沒
有多大分別’甚至如政綱在印刷編排上，
也留有以往嶺委很重的影子，也許候選內
閣只要求平穩過渡寵！
—
諮詢會在三月九、十、及十四日擧行
。筆者時常皆有一種惑覺，就是咨詢會可
有可無。諮詢會原意是讓同學有充份時間
和機會咨詢各候選代表及內閣，俾同學在
投他們神聖一票之前能對各候選代表內閣
有一較淸晰的瞭解，失望的是在三次咨詢
會中，參與的同學寥寥可數，筆者實不明
白同學在什麼基礎之下投他們的一票°
薛詢會前夕_，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少的
m波’事緣候選幹事會「博愛、和平、平
均J閣投訴「振平閣」「非法」使用學生
會會徵，使同學有錯覺認爲第二十一届幹
事會支持「振平閣」，認爲這有違公平選
擧原則。因此在咨詢會開始前十多二十分
鐘，才向選奉委員會投訴及作出杯葛諮詢
會的行動。事情愈描愈黑，在諮詢會開始
前，幹事長，代表會主席及選擧委主席皆
就此事作出調停，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
化無。無奈「博愛、和平、平等」閣不接
受任何建議，一意孤行杯葛諮詢會°當然
，如選擧委員會曾作出任何偏私的行爲，
這是爲各同學所不容，然而在事情未明朗
前，候選內閣以這原因來放棄出席諮詢會
，這不單令他們失去辯護的機會，而更重
要的是令同學損失了諮詢他們的機會。
在當天諮詢會，主席在諮詢會中簡單交待
了這件事，並就籌備另一次候選幹事會作
出承諾。

當天下午，「博愛、和平、平等」閣
在暢言欄中交代了他們不出唐諮詢會的原
因。而過後幾天也有多張大字報，就此作
出回應，當然不乏「做媒」的大作，但無
論如何，這事委實令同學從對選擧的冷淡
變爲茶餘鈑後的話題，也令同學比較「關
注」學生會大選。
在投票前夕，曾經有一羣同學聯署一
封《致學生會候選幹事會內閣的一封信〉
，內容大致是要求參選者以認眞態參選
，接受公開諮詢，不應因部份同學意氣之
爭，使下一屆學生會不能順利產生，影響
學生會運作，導致學院和同學損失及呼顢
同學積極投票。這也是近幾年少見的。

無論如何，在這多事之秋，危急存亡
之際，投票終於在三月十五、十六及十七
日擧行。
別以爲各閣競選必定熱鬧得很！在第
一天投票日，只有「振平閣」及「學鳴閣
」在投票場上派單張及宣傳拉票，而其他
候選內閣則不知所踪！投票人數也只是普
通而已！

在第二天投票日，候選代表會主席劉
同學終於露面，筆者實在疑惑爲何劉同學
面對强大對手時竟然如此「老定」，難道
他胸有成竹，知道他必定獲勝？
更加奇怪的是另一位候選代表會主席
黃同學在三天投票日中未曾露面’以至江
山斷送給劉同學，實在可惜！
至於各同學關心的「博愛、自由、平
等閣」也未有在投票日進行拉票，或許他
們認爲選擧不公平所以杯葛投票罷！
經過三天投票日後，約有一半的同學
曾往投票站投票，可惜的是有接近五分之
一的票是要作廢的，這或許是同學塡寫選
票前沒有仔細參考投票規則及不小心罷！
投票結果是「學鳴閣」、「振平閣J
及劉慶倫同學勝出。
這次選擧完畢了，但嶺南在日後也不
斷有選舉、投票，當然不少奇蹟和魔法也
隨着連綿的選擧而不斷產生。

這次選擧是否「冷手執個熱煎堆」、
「大熱倒灶J也就見仁見智。但奇蹟的出
現，其實在背後顯出了參與者的誠意。
或許誠意是很難量度的，因此參與者
是否有誠意，則只好由各同學衡量好了。
筆者想指出的是，日後在嶺南還不斷有選
擧，在選擧中當然有勝有負，但無論勝或
負，是否皆在光明幕落的情况下產生，這
是筆者關心的。

寫到這裏，筆者忽然想到蘇鞍的詞「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
兩句的礙山眞ifrifi，只緣身在此山中i，
如將後魔山」及「此山」變皆變爲「選擧
」，這是否可表逹各參選者當時的心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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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資本主義社畲中，談人
權、民主、自由的人委實寥寥可數
，我深信昨天在遮打花園內參與五
四集會的五千名人士，包括全港十
二間大專院校、澳門東亞大學及各
界人士均是一批具有理想及敢作敢
爲的人士。因爲至少，他們是願意
站出來爲香港人、國內的民運人士
說話°
我欣賞别人的敢作敢爲，但我
更欣赏那些能夠^^感」作「感」爲
的人士，在我而言「感」作「感J
爲的感是代表Sense，我强調的
是感應、感覺、感情及感受，當我
們能夠對周遭所發生的事有感覺、
有感應、感情及感受，再而因應這
些感覺及感受作出回應、行動、才
是最難能可貴。
我們可能畲有勇氣去做許多事
情，但我們對這些事情未必畲有感
應、感情、感覺及感受，故此，我
比較欣賞那些「感」作「感」爲的
人士。
踏入九十年，香港正步入一個
新階段，中國也正面臨着嚴峻的考
驗，學生的洪峯由悼胡活動發展至
民主改革的要求，各界正靜觀中國
政府的處理手法，而香港人也在靜
觀其變，若然中國政府在這事情上
處理恰當，那麼，他們的移民愁望
或許會減低，若情况比想像中壊，
他們自然會立刻收拾行裝，移民去
也！
在這歷史性的時刻，不論中國
或是香港，均需要培植一批具有「
感」作「感J爲思想的人，他們未
必一定要擁有高尚的情操、淵博的
知識，正如在五四大集畲中一位熱
心市民一樣，這位女士雖非擁有很
多學識，她只是一位寂寂無名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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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從業員，但當我坐在她身旁的時
候，看見她滿眼通紅，身穿寫滿了
P號的外衣，那份對中國發展的熱
情，對中國民主發展的關注，實在
與我所定的「感J作「感」爲的定
義完全賠合，我敢說她對中國民運
發展的感情、感應及感受都比我們
這批大專生更深、吏透徹。
然而，香港究竟有多少人能與
她看齊？關心中國政治、經濟改革
、民主發展的人又有多少呢？
在昨天的集會中，會有兩位發
言人士提出一句名言：「人生自古
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靑J ，這一
代的年靑人，雖未必要走到「以死
相諫」的境地，但畢竟我們將畲是
歷史的見証，我不會奢望全港毎位,
市民皆走出來要求中國進行民主改
革，但我認爲關心已是我們的底線
，若我們連這最低的底線也達不到
，那麼不但中國沒前途，就連香港
也不會有希望。
故此，我們在「感J作「感」
爲的專題中會包括數篇有關中國近
期民主運動發展的文章。另外劉健
芝講師也會講述她參與「四、五行
動」的赴京請願團的感受，而我們
也邀請了兩位講師及數位關心中國
民運發展的同學討論有關中國現時
民運發展的形勢。
與此同時，香港也存在着一批
「感J作「感J爲的人士，正如「
次文化」的總編輯彭志銘先生及星
期曰雜誌的程美珍小姐，又正如
香港話劇團及黑鳥樂隊等……他們
都可謂「感」作「感J爲，藉着不
同的媒介，不同的形式宣浅他們對
社會的體驗及感受。
要「感」作「感」爲其實並不
容易，你又會否有信心能達至？

ft

劉 酸
嶺南學院翻譯系講師

你是大專院校講師，爲什麼你
會上京遞交鋪釋成運人士的簽名

B

爲方便籌辦活動，這班朋友自名爲
「四五行動」。由于我較熟悉這個
時期的官方和民間刊物，所以協助
籌備中「中、港、台民運回顧與前

北京、上海學生.
這個急變的中鐘政
波只是一個插哦ite 0但赴京P風
波對港人卻有傲fe意義。•

，M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參
與‘，就不會有民主。‘

我是怎樣捲入簽名運動以至赴
京團的呢？.一班支持越南難民人權
、黑市勞工人權的朋友，在去年+
二月+日擧行人權日紀念活動後，
開始關注+年前在中國各地發展的
「北京之春」民主運動，M打算爲
天安門事件十三週年擧辦三項活動
一一公開論壇、綜合晚會、遊行。

三月中旬，夏其龍神父打電話
給我，邀約我協助籌組赴京團；我
認爲將簽名信赴京遞交，象徵港人
直接聲援國內知識分子的簽名運動
，而且可引起更多香港和國內民衆
關注政治民主化的問題；於是，我
便參與其中。七人團在三月二十八
日經天津赴北京，一人被原機遣回
，簽名文件被海關扣壓。事態發展

並非我們始料所及，但官方的遷制
却替赴京團的行動廣爲宣傳，使要
求民主的訊息更廣泛散發。

經過赴京團事件後、、我更珍惜處身香港的中國人享有fti^ffiS；^
的客觀條件’ • 財 瑪 得 各 i 餐 i f e ?
，可發表各種言論,，激：:々
辯，可進行各種結i
們是是否以中國:A；自唐rs否齒fc - ，
中國的發展，推動中國的發展？在
今次要求釋放民運人士的簽名運動
中，簽名的香港人超過兩萬人。是
漫不經意隨手寫上自己的名字，還
是深思熟慮後莊重地寫上自己的名
字？如果是後者，是不會簽了名便
完事了，而會努力到底，直至民運
人士獲釋爲止。我們有這勇氣和堅
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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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國的民主問題’多年來成爲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的焦點’
近期發生一連串有關民主運動、民運人士的事件；知識分
子聯名要求釋放瑰京生、扣押「赴京圑」的簽名’陳軍事
件胡耀邦的逝世，國內學生要求民主自由等。在香港，學
界對中國民主問題亦引起廣泛的討論，本會特地在扣押「
赴京團」簽名後，擧行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應邀出席的
有：文史系高級講師胡詠超老師、翻譯系講師劉健芝老師
、翻譯系四年班的容志榮同學、李景賢同學（幹事會外務
秘書）、社會科學系的譚耀宗同學（廿一屆嶺委會總編輯
)、張永剛同學（廿一屆嶺委會資料鬼集主任）及文史系
三年班的馬慧雯同學（筆者）；探討作爲大專講師及學生
對「民主」與「民運」的意見。
胡：中國缺乏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民國以來的所謂「民
主制度」都是象徵式的。然而，中國卻又相當「民主」
，那就是「民本」思想。故此，對於自「五四」以來，有
些人認爲傳統與民主相違背，我卻不以爲然。中國很
久以前有位晏_初先生，推動平民敎育不遺餘力，今
日之菲律賓、泰國、東南亞國家深受其恩澤；晏氏認
爲羅斯福所提出的四大自由還不夠，應加上「免於愚
昧無知的自由」爲最重要者，如缺乏之，則其他四大
自由便不能落賨。他的基本理念得自夏商周以來的祖
先遺訓：「民爲邦本，本固邦靈」我認爲此八字眞言實
爲民主的基礎。中國旣在久遠以前已有「民本丄思想，
何解又不能產生「民主」制度？相反，西方無這「民本J
思想，但卻激發民權、「民主制度」來，眞使人大惑不
解。再想，我國旣有這「民本」思想爲基礎，如能落實
推行，應該自然地衍生出「民主制度」來。
譚：中國旣有二千多年歷史，但正如胡老師所說，中國旣
有「民本」思想，爲何開_不到「民主」路途來？
劉：所謂「民本」思想，凡事以民爲責，反映在客觀的狀況
，很多事情須有大多數人參與，社會才能發展。反觀
，西方的民主制度的發展與經濟環境有密切關係，特
別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人權的重視。現代中國的民主
可在「五四」時期開始。一方面是新文化運動，一方面
是經濟摸式的改變；而經濟模式的改變，引領資本主
義的發展，「民主」觀念隨之帶入。這是與中國的「民
本」思想有別的。
胡：那麼，我們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話，連帶民主制度就
會出現了麼？
劉：這是不一定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出現，與資本主義社
會有關。但資本主義在中國發生時，中國正處於列强
佔有絕大優勢之下發展。在這形勢發展下，列强不是
入中國扶植「民主」制度，或將其本國之「民主J制度帶
進中國或東南亞國家。相反，列强卻只扶助其本地之
精英集團，如在中國，列强結合一些地主階級或一些
「買辦」資產階級來發展的，以前的俄國、中國都有這
樣的情況。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一定會產生「民主制度
」。.這要看情況而定。所以有些先進國家有民主制度
，而有些東南亞國家及拉丁美洲國家反而實行獨裁制
度。兩者皆有基本經濟因素在後面支持。
容：中國大陸要求四個現代化、要求民主與科學，這是由
「五四」開始，知識分子早有要求。但爲何亦只停留在
「要求」和口號的階段，而中國還未落到實行之階段？
這與中國爲農村社會，「民智」未開，「民主」對之無迫
切是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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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西方民主由小單位發展而來’中國幅員廣閱’難以推
行。中國人只庄重解決「衣食」問題’另外亦與敎育政
策有關。
劉：中菌在「五四J時’提出「民主與科學J,當時提出此槪
念’認爲中國以西方爲典範’依循着西方模式走，就
能走向「民主與科學J，就能使中國富强’這個槪念在
十九世紀末已提出’但中國的情況發展下去，根本不
能如西方般°如以今日的角度來看，一些落後的國家
發展下去’只會更形落後°因爲一個强國在與一個弱
國交往時，均會出現很多不平等的交換° 二、三十年
代不提民主’因當時面對亡國之痛而進行救亡運動、
抗日戰爭，以避免西方侵略、列强瓜分之危°五四時
所提出民主和科學理念，以爲可以跟西方那一套便行
，但却不了解當時中國和西方列强的關係。
容：中國是否無法推行西方式民主呢？
胡：中國人向重在解決衣食、生活，如果連衣食也不能解
決，其他東西便不着邊際
容：民主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在敬事上以尊重大多數人的
見解爲準，與中國人重衣食應沒有衝突。
胡：我在鄉村長大，有所謂祠堂’中國的祠堂是古老宗法
制度之一，是每個鄉村的中心地，用以保持鄉人間之
聯奪，由父老主持作爲解決紛爭如租界問題之地，在
此採納大家意見，雖無擧手投票’但亦具民主之難型
0

容：知識分子要求民主’要求釋放民運人士 ’而中國政府
却採保守態度。
胡：這不單因中國幅員廣閱，普及敎育之不足，形成無知
。當政者以孫中山先生最具民主作風，但其他執政者
一學者均缺乏民主作風，如胡適，他縱有「學佛」稱
譽，牟宗三先生却指其「盤據北大J ’毫無民主之風
度，如熊十力先生曾向胡適推薦牟宗三，但胡適却捨
而取瑪友蘭，而：宗三則認爲瑪友蘭是北大哲學系
中最愚義的，被熊十力稱譽「北大自有备學系以來只
‘
有一個牟宗三」的牟宗三先生的文章中明顯地表示出
對胡適之不滿，以一個民主戰士胡適竟尙如此’何況
一般人呢！因爲「一個「民主J戰士尙無「民主J何
況他人。
劉：「民主」是對自然資源有使用權利，.是「生活問題’
和社會經濟生活有關，誰擁有經濟政治，誰就攏斷資
源分配’攏斷生活。祠堂制度雖仍是中央集權’但與
資本主義是一樣的J强調「天陚人權，以民爲本J，
强調自由，晚離土地的束縛，政治權力保障經濟生活
，合理享用自然資源、社會資源。
譚：中國乃務賁之民族’向有「民以食爲先J，重衣食，
民主爲不着邊際之事，而知識分子，能否担任先鋒之
角色呢？
胡：從「牟宗三與胡適」（前述）一事，便可窺見知識分
子在某程度上自視甚高。知識分子對「權J認爲是較
低的層次，知識分子重「羣」不重「我」，重「大我
」不重「小我」，而民主在爭取「小我」。從英文「
我」用大草的「I」，而中文我字用「竊」’縮得很
少，可見，中國人强調大我，而民主則强調小我。
劉：「我J是個體，而集體是由個體組成。「民主」，並
不是由集體取代個體，每個個體都有機會發揮潛力’
如多接受敎育的機會’充足衣食’就業權利等。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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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傳：「以羣體俺蓋個體」，但如個體不能發展’
整個羣體也不能發展。
胡：如無「我」是不能產生「羣」’歷代執政者是騙人的
。如每個人都能維護自己的權益’就不會容易給統治
者所把持。
劉：每人都能認識到自己的權益，乃是民主的基本，不單
是政治，如爭取「直選J，推進「民主化」’要每個
人認識自己的權力’爭取自己的權益°發展下去，個
體尋求方法而生存，從而發展成「民主制度」°
胡：「楊朱」，實民主先驅，是極端個人主義的發展°與
西方產生之民主’有暗合之處°墨霍是團體主義’楊
朱是極端個人主義。，
_
譚：民主，雖由私利出發，但却有一個好的機制作爲協商
之場地’以求達到共識’這種由協商而至認同的政策
比中國現行的一言堂更爲可貴。
李：劉老師，你認爲「民主J是爭取政治權利’但五四運
動時，知識分子主要是希望改革中國而已’與爭取政
治權利的關係不大。其表逹方式更與新文化運動結合
，由於外來思想的冲擊’出現了百家爭鳴之局面，爲
何當時不能找出政治出路，而却演變成政治鬥爭？爲
何當時的知識分子不能批評過往的傳統文化？ _
胡：一般人喜以「五四」運動與新文化新思潮結合，這是
錯誤的。故「五四」運動應該是「成功」了，但仍「
夭折」了。在爭取「內除國賊，外抗强權」的成功之
下，如繼縯發展下去，應很容易發展出「民主」。民
國五年，行文學改革，辦新靑年雜誌’民國八年「五
四」運動爆發’可惜，後來當「五四」與文化扯上關
係後，便出錯了。「五四」原來的精神是「維護國家
的利益，保衞民族尊嚴」。當時要維護山東’因山東
乃孔子的老家，故眞正的五四精神是不會「反孔」的
，但當年嶺南擧辦了一個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中，陳
疏祥先生却說「五四J是「反孔」，確是荒謬。「文
化J是會锐變的’中國文化是會新生的，如「五四」
只朝政治上走，是不會如現在般的局面°
譚：從討論中可見中國在「民主」方面實有支持能力，但
因種種因素却跪殺其成長。看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
件及近期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提出民主改革的大致
可分爲幾派’有邀進的如魏京生’亦有溫和改革派。
各位認爲在現實中，社會主義國家中能不能發出「民
主」呢？
胡：就現實來說，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趨向極權。中
國有史以來都講「和J，凡是成功都是「私」，行「
公」多會失敗。人性是「私」，由「私J昇華至「公
」雖然好但爲數却極少。共產主義强調「公」’是違
反人性要求，故產生「搶杆之下出政權」。
劉：回應剛才關於五四的討論，五四運動好像與新文化運
動結合，其實五四運動中，新思潮進入，工人運動興
起，整個社會自二十年代以來’都非常動通。而五四
與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扯上關係，是因爲記述歷史的都
是文人，文人關心文化是理所當然，故中國五四運動
才與文化有密切關係。看看今日中國的民主，不能籠
統地說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之下能否產生民主，如香
港，雖奉行資本主義，但它有沒有民主呢？故我們應
探討這具體的情況，政治架搆，代表那個集團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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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歷抗日戰爭與及幾年內戰’國民黨統治腐敗’
通貨膨張，-而共產黨推行土地改革得到支持，故在一
九四九年正式由社會主義所管治。但四九年後的社會
主義，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比資本主義民主更高
一籌」，除了地主資產階級的人外「人民均享有更多
權益」，其統治也是由一小撮人所控制，由上而下的
權力架構模式。至於社會主義下究竟有沒有民主呢？
東歐所行的是「赏踐中的社會」主義與「北京之春」
所說的中國所行的並不是眞的社會主義’但又不是資
本主義。中國與蘇聯等國家在實際上是無民主的，民
主不但有管理政治國家的權利，且包括經濟、社會生
活。中國人民是無統治權的’單看知識分子簽名也干
預便可知嘵；港人聯名赴京也遭扣押°但如說中國正
朝向民主上走’到底又在那一點呢？前景是否樂觀？
我們又能扮演甚麼角色？這便很難界定了。
譚：胡老師，你認爲中國將應否走向民主呢？
胡：將來中國當然要走向民主。民主初頭’縱使只是形
式上也應行，行而久之，漸能走向眞正的民主，凡是
關心中國者，都應支持民主。
譚：知識分子有積極的帶領羣衆作用’民主素養’但有七
八成勞動人口集中在農村作業上，他們可能認爲根本
不須理會政治，那麼，怎樣帶領他們去具民主素養？
胡：最重是敎育。以往一套愚民政策’封閉思想’使民智
閉塞，要行民主’必須要開放。
劉：蘇聯、甸牙利，均有第二個政黨’如沙卡洛夫，証明
已有「變」的情況，在上者在推行政治、經濟改革過
程中有惑發展不大，其政治聲望日低，於是便依靠强
暴。但現今人民已意識到上層的貪汚腐敗、意識到政
府的愚民政策，羣衆力量開始凝聚及提出要求，如要
求釋放政治犯及提出言論自由，人民希望提意見’而
「簽名」只是起點，民衆意見以一共同點（力量凝聚
)表現出來，把分散個體集結凝聚。十年以前，中國
通過知識分子出版民間刊物，把民衆意見通過文章流
傳，由個體的凝聚，進一步朝向組黨，探求出路，現
時中國的趨勢是知識分子與羣衆連繁表達見解。
李：五四時口號爲「內除國賊，外抗强權」’但現在沒^
國賊，人民向內部爭取權利，中國文化到底有沒有培
養民主思想的成份？
劉：今日中國農村勞動力可能只得五成，要推動民主’需
要文化及敎育水平不斷提高。反觀西方’美國有獨立
戰爭，法國一七八九年有法國大革命’他們民主初建
立時，敎育水準均不高。但關鍵在於他們能否將大部
份人動員起來，去爭取自己的權利，與敎育水平是沒
有直接關係的。
容：知識分子有先知先覺之優，有責任推動「民主」。香
港幾乎是中國人社會中接收資訊最自由、最通暢的地
方’承先啓後’帶動整個推動民主之工作。本人雖對
中國民主前途不大樂觀，但人權並無國界之分，故我
們應積極爭取。
胡：對於前途，我是惑到樂觀的，由於資訊發達’中國必
須開放，將鐵幕拉起，而中國越多特區就越會開放。
編者按：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對現今中囷的民主運動
作出討論與探討’及就有闞中國民主運動的未M向提出
意見，同學如對此題目感典的話，大可惠稿加以討論。
胡：胡抹超割：割健芝譯：譯棵宗
容：容志榮李：李景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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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缺乏肥料耕作，上繳太多
；工人工資偏低，未能追上劇增的
通貨膨脹；知識分子待遇極差，
敎育不受重視；人民面對物價暴升
、貪官强權、官僚制度，哪來生活
質素的提高？經濟改革帶來的所謂
利益，只落在少數「有能之士 J身
上。平民百性間只有怨聲載道，不
滿加上不滿。這種壓抑已久的情緒
，終於藉著胡耀邦的逝世爆發出來
。北京、淸華等大學的學生連曰在
天安門示威、遊行及集會，高呼「
民主萬歲、打倒獨裁政治及團結到
底J等口號。又向當局遞交了七項
建議，更加企圖衝入中南海，與士
兵人牆對峙，希望會晤李鵰，討論
民主。這一連串的行動：，似乎R是
一個開始•個有計劃的開始。
若不見被當局稱爲發起簽名運
動釋放政治犯的陳軍可以安然抽身
離國嗎？爲何偏偏選中他呢？十年
前戴著這頂帽子的人可以得到這般
的「優待」嗎？整個簽名運動過程
中.，當局並沒有强加鎮壓。這一切
，雖然不致亮起民主運動的綠燈，.
但相信無人會否認這是一個適當的
時機。而上天似乎亦拉他們一把，
及時將胡耀邦召回天國。學生悼念
胡耀邦之餘，藉此機會便爆發對管
理階層的不滿。但他們卻將胡耀邦
抬得高高的；然而，事實上胡耀邦
並沒有參與八七年一月的全國學潮
；他被迫下台，誠然是成了學潮的
犧牲品。可能正是這個原因，這位
「代罪恙羊」便更得學生們的支持
了 0

而官方對這次大規模的示威、
遊行，還未有壓制式的禁止，對中
南海門外的學生，亦只是將他們驅
散，並沒有拘捕任何人。而且將自
己一手迫下台的胡耀邦重新抬高，
還用奕棋的殺著「馬後炮」安撫學
生，說本應準備平反胡耀邦，可惜
已來不及了！再者，當局可能會邀
請一萬名學生出席爲胡耀邦擧行的
「最高等級」葬禮，以滿足他們的
要求。這樣的反應，並不能眞正滿
足學生的要求，他們心底裏的需要
，絕非限於這一點點「厚賜J，故
此，相信類似的活動會接踵而來。
至於學生提出的民主自由「七
點方案」，似乎仍有绘留的地方。
他們知道不能一擊而中，故此並沒
有直搗黃龍，將現存的不民主，極
權統治連根拔起。他們並沒有亦未
敢公開打碎「小瓶」，矛頭暫時指
向李鶸而已。進一步行動全繫於政
府所作出之反應。
也許他們可以提出更多的民主
方案，政治犯獲得釋放，不都是民
主、自由的一大躍進嗎？這些無端
入獄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因民主、自
由而犧牲的，爲什麼只爲死去的人
平反，而忽略仍然處身苦海的戰友
呢？
增加敎育經費固然重要，但制
定全盤的敎育政策才是根治敎育問
題的方法。不單要提高敎員薪金，
研究經費的提高亦不可忽略。R有
重視新科技的發展、研究，才可使
中國走上科學之路。而中、小學的

發展更不可置之不理。超過五成的
農村人民文盲，若不能提高人民的
學術水平，縱然獲得言論、資訊自
由，甚至新聞自由，人民也未必懂
得從報章上獲得消息呢。
此外，單單公佈高幹子弟的財
政狀况，對解決積壓已深的貪汚問
題有什麼幫助呢？要知道欲列出中
國貪官冗員的貪汚罪狀，耗盡長a：
之水，亦未必可以寫完。但相信一
套能貫徹執行的法律，才是勉制貪
汚的方法元司法獨立、法制社會，
才是實現人權、公平的烏托邦。更
重要的是制定法律的過程，必須是
一個民主的過程，斷不可讓一小撮
人決定所有人的命運。當然不可效
法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J
的模樣——「幾乎每章要共識，本
來自由何處覓，發現之時恨太遲！

J
事實上’人民要有自由、民主
，權力當然不可再壟斷在一小撮人
手上；權力應歸回給每一人民手上
。所以中國需要一個由民主選擧產
生的政府，是毋庸置疑的。而現階
段，最低限度應該讓多黨存在，黨
的力量才不致大得可隻手遮天。
深信藏在中國學生、人民心中
，有著無數民主的願望，希望他們
終有日如願以償。而中國的學生對
民主的渴望，需求已經表露無遺了
，暫且偸安的香港大學生或大專生
又如何呢？是否仍然只是喊著我們
「四個堅持J的口號「車子、妻子
、房子、銀紙J萬歲呢？ ！

，二者旣有不同，亦有雷同之處，
因無政府主義的前題是反强權而不
是反建制，R有當建制與强權間畫
上了等號時’ 二者便會混爲一談。

訪問黑鳥，一直是寫學生報音
樂稿的願望。在現時本地的樂壇之
中，當大部份唱片公司、唱片騎師
、歌星、以致樂迷本身，都在拼命
地追求各種商業掉頭，而缺乏多元
化品味及對音樂的誠意之下；由他
們所控制的大衆傳媒已不知掘殺了
幾許音樂人的創意和熱誠，同時也
令到另類音樂的發展逐步向主流文
化精神妥協，面貌雖有異，‘但其中
包裝手法與目的，也不過變成另一
種標榜自我、强調「品味」的流行
貨品而已。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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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請容許我再不厭其煩地簡
介黑鳥的歷史。自八零年組成起，
一直不斷出版錄音帶、巡廻演出、
參予劇塲和街頭演出。成員方面，
包括了集作曲、編曲及演奏於一身
的郭達年，墳詞及演唱方面，除了
郭之外，還有狂是漢、莫昭如，及
彈奏低音結他的咱式。出版過的作
品全爲錄音帶包裝，較爲人知的有
東方紅/給九七的一代，及八七年
的活此一生，其中尤以活此一生內
的音樂及歌詞撰寫來得成熟而多元
化。此外，樂隊的活動則主要爲巡
廻演出，曾在中大、城市當代劇場
(與民衆劇社合作）和RICK'S
CAFE等塲合演出。

訪問當日’ 一行人來到莫昭如
的家中，在塲的只有郭達年、莫昭
如和狂是漢三位，我們圍坐在客廳
中開始這次的訪問°話題是由各人
的一些背景資料開始°首先談到的
是敎育背景，由於樂隊對現代社會
制度批評意念很强烈，故此，我們
希望從這個題目上發掘到一些根源
和線索，但答案並未如我們所料，
狂是漢表示他自己完成了中學的敎
育，就讀的是紗廠辦的中學，名義
上是搞福利，實際是吸納童工以解
決人手不足的問題。而郭達年則表
示他不知自己是否算是讀過書，因
他不曾認眞接受過正統敎育所給他
的知識，反而近年倒也認眞看過一
煞書，有關他們的宗敎信仰，他們
都是沒有宗敎信仰的，狂是漢則補
充說，宗敎在社會精神上是有一定
的作用，但多是自說自話，即使是
解放的宗敎亦然。

話題很快便扯到他們的信念方
面，因爲在樂隊的歌曲內，反映了
不少無政府主義的面貌，旣有直接
說說這個槪念的，也有透過表達他
們對左翼共產主義和西方議會民主
的不信任，顯示他們對現行各種政
治制度的不滿。就這方面，郭首先
澄淸要求我們不要LABEL他們樂
隊整體爲無政府主義，R是部份成
員的信念；由於他們是帶有反建制
的色彩，故此，我們提問了一個問
題：反制度(ANTI-ESTABLISH
MENT )與無政府主義（ANARC"
HISM )的分別。狂是漢的理解是

基於反强權的命題下，黑鳥所
批評的現象是多方面的1這方面在
歌曲之下隨處可見，但卻總找不着
一些實際的建議或立塲去解決這種
種問題。郭認爲，音樂與話劇R是提
供觀衆一個思考的方向；因爲不同
的思考能力，創造條件，是需要個
人不同的本質而加以發揮的，因此
,即使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其
他人未必能做到’不同的人有其本
身不同的功能；况且大家亦不能要
求一隊樂隊去定一個出路°沒有人
能提出一個方案，然後迫使其他人
照做，這是非常危險的。故此，要
求從音樂或話劇的演出中要求出路
，這是錯誤的要求。然而，面對像
香港這樣一處的地方，人對自己也
感到迷茫而無所適從，加上建制及
社化的成功，要剌激羣衆進行獨立
而批判的思考的可能性是很悲觀的
’郭則認爲，人們是畲無所適從’
但非無出路，因爲總好過有人走出
來說「信者得救」，將權力集於一
身，搞得十億人也瘋狂起來°無疑
十億人要作整體的改變是很困難，
但至少可以用一個人影響另一個人
的方法，使人自覺地去感受周遭的
事，從而自發地去做一些事，莫昭
如也認同，他們亦有信心去做，
無疑，建制的敎育是成功的，但相
信他們可做一些東西去改變，雖然
範圍有限。此際，他們正觀看他們
在觀塘區的一個社區巡廻的錄影帶
。但在香港’他們要面對的，是一
大羣迷戀市塲機制，只顧賺錢’甚
至可以抛卻自我尊嚴，甘被剝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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羣衆，故狂是漢指出這是生活態度
的問，黑鳥亦是講生活態度，而
非政治、經濟，他們講求心靈或生
活上的快樂，而生活上是要接觸經
濟、政治及人與人的權力關係問題
。郭繼續補充，面對這樣的羣衆，
他們並無責任去改變他們，只有講
出他們的生活態度給他們聽便是了

談到對敎育的批評，郭認爲我
們根本不需要這許多知識，人們用
知識萬成權力，也造成了科技官僚，
我不禁問到，人總不能夠不受敎育
，做個文盲，那我們又怎樣理解、
明白和判斷事物呢？郭則反問我們
，是否一定要讀博士才能有客觀分
析呢？郭繼續舉例，「如我的父母
沒受過甚麼敎育，但其對我的開放
與尊重，比很多身爲博士的父母，
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人倫親情的
維繁，而種種的知識。分析和學問
，R會令人更疏離，科技不是摧殘
人性，而是助人溝通。莫昭如也說
，人只要有好奇心，便會從不同途
徑去吸取知識，是不一定要透過大
學等機構。郭也認爲人感到有需要
就會去學，如追求異性一檨，學校
未必需要，而圖書館對於開放資訊
是很重要的。莫昭如指出他旣不支
持四改三或是三改四’他關心的倒
是是否人人都可以有機會使用一些
類似大學的資訊設施，現時無疑是
將知識資本化。

音樂創作方面，他們不想有固
定格調，各種音樂，R要適合便會
採用，他們的音樂簡單，重熙都放
在歌詞方面，歌詞所表達的意思，

如話劇用對話來表達一樣。然而，
用藝術媒介是否有限制？如一般藝
術技巧的訓練都需要時間，金錢，
而且很精英化，會否限制一般人的
參予？郭並不認同；音樂、話劇的
訓練不需很長時間，就算是專門性
學習，也不過四至六年的時間，他
們的成員，就是從演出之中逐步掌
握到一些知識，但無論怎檨，以結
他爲例，表現技巧還是次要的，重
要的是表現的內容，狂是漢也指出
，所謂藝術，並不是神話，不少藝
術工作者，自畫界線與羣衆割離。
莫昭如也認爲誠意去表達個人所長
，肯磨練，詣藝自然高。

話題落到九七的轉變，狂是漢
認爲，歷史是發展的，九七不是突
然出現，很多時，是取決於港人自
己的意願。但目前民主發展的進程
很慢，基本法的草擬過程也很荒認
；莫昭如的見解是草委會應該解散
，要在香港爭取民主，就要向北京
施壓力，我們必須要知道香港要有
民主，就必先要使中國有民主。目
前，市民反應冷淡，主要是過去對
九七問題提意見，主要都是資本家
或是科技官僚，勞苦大衆講了也沒
有用，希望往後的曰子能有多些人
站出來講。狂是漢認爲，人們未意
識到其權力可由自己掌握，其他殖
民地之獨立，權力轉移很快，但英
國的卻很慢，並且選擇性地轉移出
權力，港人應意識自己有權決定自

己的未來，所以應該要政府立刻交
出所有權力予市民。

選擧制度方面，莫昭如認爲代
議政制令到一般人將管理自己事務
的權送與他人而造成代表的精英化
郭則表示自己連直選也不贊成，
狂是漢說：「王希哲問過，民主是
手段還是目的。香港的民主是手段，
英國人的代議政制是利用民主去安
撫民衆，但我們要民主是目的，要
求毎人都能發表自己意見，而不需
要代表，尤其透過現代科技，可用
類此提款唔的形式接受處理毎一個
人的意見。」

最後，莫昭如拿了一些他們自
己寫或翻譯的書給我們看，好等我
們對黑鳥成員的思想有更深入的了
解，其中包括一本叫「選擧」是探
討民主政治制度的，也有一本叫「
生態學與革命思潮J ，及另一本譯
自「意大利的無政府主義辋領J等。
這次的訪問J•在我們的思緒之中，
也起了不少衝擊。

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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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旺角中心第一座1311 室
九龍旺角彌敦道577號地下

電話：3-966629
電話：3-7808684

星期日雜論
在•港，若你希望能投資在一門可以花
光你所有金錢的行業時，肖先選擇辦另類雜
誌，特別是有關义化、藝術的雜誌，因爲投
資在這行業内，小但:f備功夫多，加上人手
缺乏，乂纟i要靜心等待讀者接受雜誌，期間所
牽涉的時間，可能要等上兩、-：年，一y-你
沒有足夠資本支持，那麼，你的雜誌肯'定會
被市塲快速淘汰，什即時死亡。
話雖如此，若然你的情况是和「星期曰
雜誌」相近，那你大可放心，因爲生存的問
題Li被克服，你大可專注在如何辦好雜誌而
無須理會雜誌如何生存，在這情况下，雜誌
的質素自然被保證，而編輯也將精神和時間
放在處理雜誌的內容上。
星期日雜誌是附屬於星島晚報之內，逢
堪期日隨星島晚報附送，內容主要是圍繞文
化、藝術、人權、公義、愛、良心等問題上
，主要是報導一些有别於日常報章所刊載的
內容，以另一角度來表達事件，是一份主流
以外的雜誌。
星期日雜誌的辦公室是位於九龍湾的星
島中心，而被訪者是星期日雜誌的主編程美
珍小姐°
在訪問前，我們對星島中心是全然陌生
的，也對它的規模毫無認識，中心的保安設
施十分完善，全部電子控制，而辦公室的設
計是十分寬慠，採全開放室的設計，而訪問
就在辦公室旁的會議室中進行。
訪問開始，話題自然是落在創辦星期曰
雜誌的過程身上，程美珍的答覆是：
「星期日雜誌主要是附屬於星島晚報內
，與坊街上買到的雜誌不同，而條件也不同
，故此可以走高檔文化或精緻文化的路線。

雜 誌

「很多時，因爲在資源方面可與星島晚
報分享，加上不用理會廣吿發行、管理、紙
張運用等……所以，我們只須全心發展內容
而無須計較市塲的需要。J
至於當初爲何搆思出版星期日雜誌，程
美珍指出最初只是把它當作副刊而已，內容
則以雜誌形式，而程美珍認爲一般副刊皆以
娱樂爲主，但現今香港卻有一小撮人是不需
要這些大衆化的普及刊物，他們是比較喜歡
看文化藝術及一些批評性的文章，可惜的是
，在現存的社會中，是嚴重缺乏這類雜誌，
故此便希望藉此提供一個選擇給讀者。
另外，程氏認爲星島所針對的讀者也正
正符合了這種特性，加上報館大力支持，所
以這班委員便開始試辦星期日雜誌。
作爲報章內的副刊，究竟它所倡導的思
想及格調會否和報章有衝突呢？

「基本上，星島的讀者也是-些中解的
人士，他們需要的是-份健康的讀物’是町
以深入家庭的，還有，由於他們主要是一暂
有學識的知識份f"，所以星期日雜誌所走的
路線是不會被他們所抗拒的。」程美珍爽快
地答道。
根據過往的經驗，在星期日的報章上加
送副刊，是希望藉此擴展銷量，爲此，很多
報社均多走大衆化或普及路線’但反觀星期
曰雜誌，卻與此大相逕庭，原因何在？
「星期日的副刊如只是作爲娛樂之用，
肯定作用不大，因爲這些娛樂的文章大致上
可在平日的報章上獲取，我們的原意是希望
在每日的報章內均夾有不同類形的副刊，如
星期一可能是馬經、星期二是關於體育、星
期三是敎育等……這些Supplement的路是
很長的，且有很多路等待着我們走」。
其實，星期日雜誌的路線，會否主要是
針對知識份子呢？
程美珍謂這不是針對與不針對的問題，
因爲報章上的資料大多是單面的，而星期曰
雜誌的作用，是期望在這單面性報導的主流
中提供多一面的意見，使一般讀者、可對事件
有更深入的瞭解。
「正如在越南難民的問題上，一般報章
均認爲越南難民是佔用香港的社會資源，而
報導多是以歧視或排斥的角度去看整件事。
J

「我們是希望提出一些新的意見給讀者
，把一些被人遺忘的觀點重新展現，但主要
是介紹一些被人遺忘及鮮爲人所提及的論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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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眼界中，我們主要介紹一些少
人介紹的作品，佴這並不代表我們是否定了
大師的地位。」
「音樂方面亦然，我們發現一些音樂資
訊是値得令讀者知悉的，縱使主流是有必要
報導，但我們深信，一些少人提及的是沒有
途徑發表的，人們一窩風報導的，我們是不
會報導的，我們主要是將那些被人忽視的見
解提供給讀者。」
「我們提倡的是人權、環保、愛及和平
，因爲這是我們的理想。J
當被問及星期日雜誌是否在推介次文化
時，程美珍答是。
但她强調星期日雜誌只是報導一些較偏
的新聞及事件，因爲這些資訊讀者想知，雜
誌也有責任報導。
此外，程美珍一再强調，他們的雜誌仍
不夠「勁」，因爲星期日雜誌只是商業機搆
的附屬品，雜誌終歸是商業性的刊物，嚴格•
來說，雜誌應可辦得更專，更勁才對。
「例如Graphic方面，我們是十分有利
的，但現階段星期日雜誌未算是次文化，因
爲仍然是十分主流，而由於前述的各種有利
因素，引致內容的自由彈度很大，不過，話
雖如此，星期日雜誌所寫的東西仍是十分普
通。」
有關雜誌的編排方面，程美珍說主要可
分專題，文化、藝術，人物專訪等，而專題
則是維繞一些社會現象，諸如人權、公義、
和平、愛、人心等，其它則爲一些少人講的
言論，外界人士雖認爲是偏激，但程美珍强
調一些如人權的問題，作爲一位新聞從業員
，是有責任報導的。

离搶文化乎

不過，程美珍認爲做了這麼多期的星期
日雜誌，最終是希望能逹到沒有框框的地步
，像水一樣，沒有特定的形態’致令雜誌的
自由彈度更大。
因爲很多時，由於有這麼多特定的框框
，如這版要做什麼，那版要败什麼等，是很
容易給人誤會，認爲雜誌的內容只是差不多
而已。
程美珍更希望能辦到每當讀者打開星期
曰雜誌，便可找到一些適合自己的娛樂，取
高檔文化及藝術而棄流行的事物，是因爲一
般知識份子皆是環繞這些文化消遣活動。

對於雜誌的悬見，程美珍指出希望能夠
專一黙’如一個專題最好能橫跨數良’做到
首尾配合及徹底一熙’而小；^丨要那麼多的特
定，令討論可更加深入。
有謂在？？港，搞文化雜誌是沒有出路的
，程美珍的想見是肯定的，因爲在商言商，
若然老闆並非文化人的話’自然對出版小瞭
解，在對編輯方針上自然是有小同的埋解。
但一旦是文化人搞雜誌’那麼這雜誌必定沒
有好結果’因爲他們大多不懂經商.。
如前所述，星期日雜誌是很著范於公義
及人權等問題，但爲什麼會只偏费於這兩方
面的理念呢？
程美珍指出這純爲新聞從業_的基本責
任，其次’她認爲這些理念皆是合乎人性的
，是十分正確的。例如眼見一些不公義的事
情後’便必須宣之於口。
在審稿的過程中’程美珍表示二些沒有
理論支持的或牽涉到人身攻繫的文章是不會
收錄的。而在講求人權的同時，雜誌是以大
衆利益爲依歸，一些個人化的立論是不會被
接衲的。
程美珍認爲新聞從業員是必須有使命感
，許多時當專題刊登後收到廻簡時’是一件
.很開心的事情，因爲這可肯定自己的立塲°

約稿方面，星：期日雜誌的稿源多是來fl

專業人士的’而一般太Popular的稿也不食
約，小過，程美珍說是會刻J；地發掘一些新
秀（寫作人才），希望藉此令雜誌更「勁J
，這包括在設計或內容方面。
個多小時的訪問很快便過去，而星期曰
雜誌的訪問也可謂大功吿成。
星期日雜誌，毫無疑問是出版界的淸泉
，有宗旨亦有見地，町說是「旗截鮮明J ’
而對於人權、自由、愛、和平等的執着，又
怎小令我們這一代被譽爲政治冷感、缺乏社
會意識的大專生汗顏呢！
我深深地被星期日雜誌所感動。

鳴謝：纖程美制、姐及細紋(H
比较親切的稱呼)接受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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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文化J
猶記得那次相約兩位摯友到流浮山拍攝
風景照作爲學生報的插圖時’由於心恐路途
遙遠，在車程中缺乏話題，故此特走近巴士
站旁的報攤劉覽片刻，看看可否挑選到一本
心愛的雜誌作旅途解悶之用，正當眼睛在報
攤內的雜誌打量之際，注意力特被三個字（
中文字）吸引’那便是「次文化字，心
中感到一股無形的興奮，因爲在這商品文化
充斥下的出版界，居然能容納一本如此有意
思的雜誌’於是立劍在袋中祠出十塊錢（十
分貴）購下次文化雜誌的創刊號。_
次文化的創刊號，果眞是「嚇人一驚」
，因爲封面內只有一張細小的黑白相片，相
片內的人物毫不認識，但一經細看首三二四
頁’直把我嚇了一跳，因爲封面中的女郞竟
是電視台的魏角——余慕蓮’相片中的余慕
蓮，不但不醜，反之，是百媚千橋，女性味
十足，不得不佩服此雜誌的創作人員的心思
0

適逢今期的嶺南人是以「感作感爲」爲
主題，故此心中自然萌起訪問次文化雜誌社
的念頭。
訪問次文化總編輯彭志銘先生實在是一
件快事’第一眼望向彭先生，不但沒有老氣
橫秋的感覺（此乃筆者對老總形象的偏見）
，換回的卻是一絲親切的笑容。
訪問甫開始，筆者當然希望知道彭老總
的一些個人資料，而彭志銘的问答也極爽快
0

「我本是當電影製片和編劇的，也曾在
新時代雜誌中一個名爲特别行政區的專欄內
當過兩年編輯工作，這專欄因只佔十六頁，
故很易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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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志銘認爲創辦次文化雜誌，主要是因
爲他有很多槪念在電影製作過程中足用不着
的，如以余慕蓮的情况爲例，電影中是無法
得以實現的，另外，電影也不可以容納一些十
分時事性的題材。
彭志銘指出由於這些槪念無法在電影中
展現，所以他的一班好友（他稱之爲壞人）
便建議自立門戶，成立次文化雜誌。話雖如
此，這班好友大部份仍繼續其現有工作，雜
誌社的工作就只得由彭志銘及幾位友人負責
0

由於雜誌是以次文化命名，所以，也不
得不問其因由。
彭志銘的回答是：「以次文化爲名，只
是隨便想個名字而已，我個人是不想搞文化

刊物，也不想有文化責任，我喜歡Subculture這個英文字，後來改成中文名稱，.於是1
成了次文化雜誌。」
彭志銘謂：「每個文字只是符號，無需
理會它的解釋。」
他更進一步說：「我們不算是很有文化
，但我們不甘於看一些無謂雜誌，每逢在車
上看見一些道貌岸然之士但卻手執一本公仔
書時，我便感到十分傷心。」
彭志銘對於次文化的路線，是定下了一
定的特色的，他强調雜誌要有「時代感」，
他希望次文化能保留一些香港地道的本土文
化，而他大量利用廣東話於其雜誌之內，是

因他認爲：「這是我們後生仔的language�
0

•

彭志銘希望雜誌能以「輕鬆手法，以另
一種方法來看東西，更以另一種角度來寫東
西°
或 許 考 7 、 會 認 是
級而設，可是，彭志銘卻認爲他

卻丨是一批「有文花，有Sense的人士：
明白雜誌的內容，但又不會認爲這！
幼稚的，一旦他們有這想法峙
次文化的讀者了。」
,彭志銘謂他們只希望以本身玲3 駕駄
一砉在他們之下的人士 ’佴主要是那te敎育

程I比較高的人。

‘

由市面上很多雜誌垮是被讀•着鼻
子寿，故此彭志銘認爲他們「必須*讀者
要^什麼，喜歡些什麼，然後在他_出第一
步；4前先走一步。」
•7’ 二
他作了個比瑜I.「_.今夏流行•袖衫，
我fl便會在短袖衫中想i法！；令人們接受，
但我們不會反動地要人們穿著冷衫，丨因爲這
會令人不可接受。J這正正反映了釋文化雜
離讀者，但也不會流於_者主導
與此同時，雜誌究竟有ff_if不同的
地方宛？
-•>；
彭氏指出現時市面上很多雜_一窩風
地做一些事，但他們卻會不斷創薪：
一些鮮爲人知，鮮爲人「認J的I
圍繞邊雖存在，但不易察覺，
在的拿：。
除此之外，雜誌中也會有大專生的文章
，主要是寫一些他們身邊感受到的東西，更

會選取一些十分白話化，旣有感情又「有料
」的文章，而一些中英夾雜的文章也會刊登
0

雖然直至目前爲止，次文化彳4月要賠本
十萬八萬，但他們卻珍惜這滿足發表愁望的
途徑，因爲這是•個理想的塲地供他們寫東
西°
對於近期出版界的蓬勃現象，彭氏指出
，社會上時刻也會有新事物出現，這並非出
版界的專利，由於生活節奏太快，故此毎天
也會有許多新的事物、新的東西，在這情况
下，我們只好「鬥快、鬥食腦」不過，歸根
結底，也是因爲社會步展太快吧了！
有謂「次文化」內的文章多以短小精悍
爲主，這是否與專欄文章或副刊的內容相近
呢？
彭志銘謂：「社會實在轉得太快了，每
'個人也沒有時間及耐心看長的文章，因爲短
的文章是比較容易接受的，旣容易接受，也

容易放棄，讀者如對Caption不喜歡，可隨
意選擇第二篇文章，但問題是太似副刊了。
不過，要作者寫文，只可一千幾百字，因他
們不會承諾或沒時間寫長文章的。-」
筆者認爲，次文化其實也有其特色的，
就是邀約了很多電視或電影人投稿，這是否
有助宣傳呢？彭氏認爲：「他們雖爲圏中人
，但他們也有自己的文化，加上他們身在娛
樂圏，見識自然也較廣，至於是否搏宣傳，
只是一部分而已，但最終是要他們「有料J
’如果是沒有內容，讀者也不會看’其實，
他們R佔雜誌內四份一吧！其餘四分三的作
者有的是文化人，有的是寫影評的，有些是
散文或遞白i……」
一
，运今很多—’它們

拔k評蕞至键苦锁人爲主』次文化
H i i 是 走 這 者 呢 ？
J答案是肯定4會。T•過，蕃於文章
<由怍绪自由發揮及釗作故此i葦會比較
：他說一期之内是沒有町^^麼多挖
：：的交章，但每期均會
“他續說：「我覺得不及f隻大笨
弯舞有貢獻，我們_直說出杀；在感
f面，我會讓它_地惑性，但我們
_事情有自己的眷法時，便参把它說
出_，此外，挖苦也有瑕多
會fe二fe拉攏式的挖苦

r\

. . . . . J*

一個地方在某些時間下的主流文化，否港根
本沒有根，故此很難界定何謂主流何謂次文
化，爲此，只好像香港般「講亂文化」，台
灣因有其中心思想，所以台灣是有主流文化
及次文化’但最好是自由決定。」
至於在香港辦文化雜誌，會否因很難生
存而導致雜誌走到嘩衆取寵的地步呢？
「首先，我淸楚自己沒有實力搞純文藝
雜誌，但我們卻不會爲此而哮衆取寵，我們
只希望讀者能明白到我們是有腦、有idea，
講一些社會上大家人講的東西，亦希望藉此
保留一些地道香港文化，但這往往會涉及到
一些市井的東西，被一些衞道之土批評，但我並不介意，因爲我們實在無法令所有人皆
喜歡我們’這會令我們變不倫不類’不過
，爲什麼尸layboy不會被人鄙視呢？若P1-

ayboy換-了是蔡瀾的文章，我想也會失敗0
門雖然會在未來數期中開_重於商_
，粗這只是爲了生存,’若然生存的機會是
_，又怎可支_們繼續說話呢史上
_了很多文化雜誌都是失敗的.，；^，我
們fe希望在雜誌內夾雜數詹較有文彳$文章
，#我們沒有「地盆J，雜我們將#^麼途

徑I洩我們的意見呢？」
t彭氏的答覆，筆者也有同感，在這商業
社I裡，「物競天擇，適奢生存J是件十分
自4的事，要在理想與現寬間徘徊是存在
着章I多問題及困難的。
I彭志銘的熱誠，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
態f^，實令人欽佩，然筆奢始終覺得次文化
雜||在_辦的過程中_歡忽忙，也略嫌欠
缺續入討論{筆者之個人惑想#te)。然而
，ai見地鐵上一些年靑人手執着一本次文化
雜_，心想：「這總比手執漫畫書好吧！」
，ti^ii�慶有這麼多人擁護「次文化+。
無論如何’「次文化J中的一夢工作人
‘•稿人員’確寫做到了卜感•、爲」的
至少，他們能將一些心•#、的事及•
I，藉文字展現於讀者眼前_不乏一
_長或是値得人深思的辑，與坊間i
I誌相比，實屬難得，
.繼_長，創造出自^^._0
T

沒有主流文化及次文化，特别在香港，根本
沒有什麼主流與次文化之分，次文化可能是

鳴謝：訪問得以順利進行，賁有賴彭志、銘先
生在百忙中撥冗接受訪問，謹此致謝！

MIRA

•

MeraTravel

adventure travel specialist

il達旅遛
‘尼泊爾豪華

飢達旅運服務多元化，
獵奇之旅，及路線遍及歐洲、美加
廉價機票，世界各地交通証
熱誡友善，誠意爲每一個顧

©impt§yri^，更代理
面的旅遊服務，職員態度
遊組織聯會(FIYTO)
年証，持YIEE者在購買
名勝等皆享有優待。
手續簡便。
孝廉靑年、學生機票。

mmm

次使角_十六國之火車服輪
不 " P I 汝 數 使 序 • 本 • 營 的 兴 率 � - t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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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有意摄脫傳統的旅行團，大可參加一些年靑、活澄的靑年團
團友來自世界各地，團費經濟。
RADIUS專爲18-35年靑人仕而設的歐遊露營團，採用豪華冷氣房車，有十多個歐洲
旅程，供君選擇0

AiidrioiR

Adv^fityfd路線廣遍美國、加拿大，選用十四座位馬力勁房車，
大城小鎭，深入探討。

Eo©@yRt©p ©v^riind以改裝軍車、遠足露營的方式跨越非洲、南美及南亞
地區’並有橫跨歐亞大陸長征式的特别路線，是考驗意志及具挑戰的旅程。

3-900811 3-7875183

九龍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一座1307-9室
星期曰辦公時間：下午一時至五時

旅行商牌照號碼：3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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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編居然呌我寫劇評，自問對「江湖J
不大瞭解，又豈能「笑傲江湖」，R好廣邀
好友助举，熱熟鬧鬧的胡混過去。

上镰子fS•愁巧S上舞色，甚具_
mr笑截5教丄

S 滥 賓 隳 零 攥

，因它入物衆多俄節饍嫁爾糴

針分将明

p a 个 分 贿
篇幅所限，不能盡錄。（其實是筆者早
已將各方好友的批評忘得一乾二淨。）

圊話笑傲J

風疆翻

某電視台編劇

得詭異神秘，令孤沖的逃激亦太輕易了〜令
本來罄結難舒的令孤冲變得兒媒了。
以後令孤沖率領羣雄營救聖姑、臨危受
》接掌值•粒秦禪絶臣月^敎、與任我行
肩
園
相
殘
殺
事 等 等 ， 劣 ^ ^ ^ ! ! ^ ^ ^ :_交代得
却甚突疋
舞合^！!^^，演員穿梭佈
.
彼伏，不但ilb出山雨欲來風
更视托出江湖中的危機四伏。佈素是建何
組合，極之能利用舞台空間，亦能紀合劇
，作出適當的組合。

要A用不少‘
台藉言
著的祌

迴雁樓一幕，令孤沖與田伯光鬥智严》
力，營救女见儀�林’幾乎將原著每"WiK^節
’都演譯出來。欣賞的時候，每每預知劇
發展’當演員演出傳神時，觀象也不禁為
雀躍。及至峡谷爆布旁，儀琳照顧傷重的备’
孤沖，剩情是誇張了，令孤冲亦欖笑得
：
之後，令孤冲不再有、；g澤中戲弄盈
輕佻，但這段戲却是全劇中，男女感情演譯
：趣事，有的只是用意境刻刻令孤沖與盈蓋
得最别緻有赵的。
I愛’層次是高了，但高不可攀的愛情W
1 一般人所能理解°
劉府大廳，割正風金盆洸手，時空交錯是
18

一大特色，劉正風突然跳出府第，與曲洋見-

時的話劇裏

要將笑

I

/西湖底，黑獄中的教，本就不及^^丨

砂

時是求

容

赴

减

夫

婦

C

’

去木業教揚徐險®认沖‘
^，抱•,l^德：r演乘甚有•。高潮
， ， 但 當 時 着 彳 甚 有 共 5
寸r有&習惯了那種沒有减'範的 寞 ，
之所至，沒舞穿插解釋V反正大g二
'M #故事。键之觀象看話劇時呀辦
體會尉枣並县現出來的趣叙東

藝

SI
S
TS}S

• 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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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江湖乎
夢非飛

「大江東去浪淘8 ,千古風流人物J ,
猶記得百萬軍中藏阿斗，赤璧火燒連環船。
然不論是羽扇_巾或雄姿英發，都隨江水去
。至今’又有幾人記起猪葛孔明，關羽雲祥
,趙雲子龍？世間才俊笼爱求名，豈不可笑
？毛澤東說：r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J
結果就是給人評他功過三七倒；郭靖曾對成
吉思汗說：r就算你得到天下，最後截着的
還不是哪丁點地方。J大人物、大領袖下堪
尚且如何，何況草_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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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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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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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冷禪、岳不羣、東方不敗都是豪傑，
又可有好下壤？要天下無敵，稱霜武林；不
單需要武功蓋世，選要手段高明；更要處處
小心在意，提心吊鼸，以免走漏半點奸雄本
色。岳不羣爲了棟就辟邪劍法，弄至轚音變
尖，鬍鹿難落，險皮變滑；但我想岳不羣就
是不練辟邪劍法，也會鬍鬆盡落’甚至頭髮
也晩落——因他終曰盤箅這兒，留心哪兒’
不想得秀頭才怪〒糖牲那麼大，然爲甚麼選
有這許多豪傑’汲汲求權呢？

« 冲 能 夠 棄 劍 ， 算 是 的 糾
纏，在衆多的江湖人物中，他箅是眞正能傲
德工湖，也只有他能_江湖人的糴絆——
r天下無敵，_統51^�0能夠Jii^江湖，
走到台下，他算是採取主動了。然而，我想
他的扶擇是無奈的，他的笑容也許是凄然的
——自己最敬愛的人，竟是奸雄’至愛的師
S、師妹都死了，這些能不敎他凄然「
笑傲江湖J之於他，也許不大對題。

有人說：「這是權力愁的關係。J我想
as心理的問題，爭取權力的入都缺乏安全
感，他們腰間都繁着，�力一即使手中無刀
’
刀一防窘家對己不利，或趴
^ 臺 ， 來 個 , 殺 他 措 手 不 及 。 | |
可惜當他們得到!P力後 > 又恐Rfe拷台，紙，
好爭si®^的權力〗、幾至不能、自拔，食不¥

寧，fii不安枕。一上了台，就休想能下台’、
必須把戲演完，管那—萬Tli化，也得在 1
台上「吃J立不倒，？、任那_萬千
變尔，內涵仍是沒％^生不息的權競
笑膨工湖MS字對池i^fea^意義*
1能瑰高—站在# f望se下的_
“ 一 ‘ 一 者 , 高 呼 「
房 秋 — 特 谷 4 ^fc广台;tA豈
_

rnm&m^'爲自

我想在大
他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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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他們就連家事也漠不關心，更
逵論國事了。
參加五四大集會後，實在令人
，更慨嘆今天的大專生十分無知。

後果眞不堪設想了。」
翌曰，在一個港台製作的節目
上，訪問了幾位剛畢業的大學生，
問他們知否五四運動是什麼時，他
們R是支吾以對，對這件事根本毫
無認識。
誠然，我們是不可以將這麼多
責任及重擔傳給各大專生，但旣然
他們享有這麼多的福利，擁有這麼
多的優待，所謂「取於社會，用於
，雖不至事事關心，但至少
也需要對一些重大事件有基本瞭解
0

我從不期望社會上毎個人也可
以敞到「感J作「感」爲，即對社
會上的事情有感覺、感情、感受、
感應，但我堅信，R要人能毎天抽

現今的大專生眞幸福，出入可
乘的士，有的更可手持「大哥大」
電話，購物消費大可利用信用结，
他們滿腦子念頭，但想的東西卻令
常人費解。
「今天要到那裡補習呢
「中午往那裡吃午飯呢？中國
？廣東？」（不是地方名，是酒樓
的名稱而已）
「下星期要交Project，明天
要Present，忙死啦！」
�Counselling
又有 Part- time
啦！」
看看電視上的

「千祈晤好參加遊行、示威，

看一些有意義

否則當不了政府工。」

文娱活動，培

「罷課？眞好。不，還是上課

姜多方面的興趣，那麼，人生將會

好，我們堅決不罷課。」

更有意義。

「罷課？我們考慮一吓才答覆

吧！」

「感」作「感」爲這專題，是
旨在介紹一些正在從不同層面、不

還是劉慈卿小姐說得對，「究
竟你們這些大專生在忙些什麼呢？」

同形式從事一些有意義的事及活動

我無言以對。

甚至是行動的人或事。他們有的是
在工作上找尋意義，有的則在工作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

以外的時間裡找尋着人生的目標及

心」這句話在香港是否適用眞成疑

方向。雖然，要辦到這一煞，絕非

問，今曰的大專生眞是忙得很，我

rj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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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但我們是希望能藉着這專題
的內容，喚起讀者對生活的意義作
出反思、作出批判。

跋

rjRj M

.

了相，又入了鏡，若給阿媽知道，

^v

因爲，當日在畲壤上，不時瞧
到有人說：「不得了，剛剛被人映

M

感到慨嘆，慨嘆今天的大專生怕事

W i

民間文學，在原始社會裏，是指人
民的口頭創作；在奴棣社會裏，則主要指奴
線的口頭創作；在封建、半封建社會哀，却
主要是衷民、手工業者、工人的集體口頭文
學到作。自然，這也包括了一些民間故事家
、民間歌手的個人口頭文學作品。這種文學
在平民大衆中廣泛流傳，直接而鮮明I•！現
了他們的思想感情、願望、社會生活、風俗
習憤和人民智慧以進行自我敎育和自我媒樂
0

至於民間文學的分類法則歷來象說紛fe
，沒有一個接近公認的標準°總而言之，神
話、傳說、民間故事、童話、動物故事、寓
言、謎語、錄語、歇後語、笑話、民歌、童
讓、儀式歌等都可歸入民間文學的氣面内。
粗略言之，民間文學便包含了尊象口頭創作
、民間曲藝、民間戲曲這三大額。

民間文學的特激
民間文學各種形式的作品，從創作到流
傳，從不斯加工到長期保存，始終與基層平
民這個集體有極爲密切的關係。正由於這個
集體性以玫它在思想内容上，最能表現人民
的共同生话、心理、願望和要求；在藝術形
式上，則表現了他們共同的I術情趣、美學
理想。這與作家的書面文學作品以個人創作
爲特點是有本赏上的不同。也正如此，它就
更爲人民所閩心、愛好、欣賞和共鳴。
民間文學的集體性，首先體現在作品的
創作過程上。集體的即興創作方式是民間文
學作者所喜用的。人們面對眼前共同的生话
環境，贼現某個主題作出發，你一句，我
一句，你一段、我一段地進行組合；它’可
說是由世世代代千萬個人民凝聚而成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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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作品的流傳過程上，民間文學是在
專衆口頭上不斩傳播的「活」的文學°就傳
樁者而言，便是由一人傳至另一人；就空間
說，則是由這傳至那；就時間言之，却是由
一代傳至下一代以致遙遠的將來°可見得人
民不單是民間文學的集體創作者’同時，也
是它的修改者、傳播者；是作品的講速者或
演唱者，同時也是它的“本聽象。
I
在傳統的民間文學中，「口頭」就是創
作與流傳的唯一工具及形式，這也是民間文
學與作家文學的顯著區别特徵。因爲對於以
文學寫作爲表達形式的作家而言，口占口速
只是輔助性質，文字寫作才是必須的。反之
，民間口頭文學雖可用書面文字記錄下來，
但文字形式只對民間文學的流傳起輔助作用
，且只屬次要方式。
民間文學的口頭性，亦決定了它與表演
藝術的密切聯餐，即與演唱者的姿態、聲音
、表情、動作、音樂、舞蹈等藝術手段霍话
結合起來。從思想到藝術，都充滿了民族色
彩、地方色彩與生法氣息，易講易僅易記。
更何见民間文學從創作到流傳，都法在人們
的口頭上，更利於集體創作，即具即景，密
切辦餐現贵生话，迅速反映當時當地的人物
、事件是當權者所難以禁絶或消滅的。
然而，一根針總沒兩頭利的道理，民間
口頭文學的特性，令其易於被人遣忘，以致
許多優秀的作品無法流傳下來，更談不上远
速楼大它的流傳面了。

院文學硏究所担任民間文學領導人的f芝曾
謂：「流傳是民間文學的集體性的一個表現
，也與它是否能爲尊象喜聞樂見有關°」它
是「尊衆創作能否成爲公認的民間文學的一‘
個閫键。」（轉引自譯達先著’一九八零年
商務印書馆香港分馆出版〈中國民間文學概
論〉)

民間文學在流傳過程中，因爲沒有用文
字形式固定下來，口傳心授的作品只得靠記
憶保存及傳授，這往往導致同一母題的「異
文」出現。不管是什麼藝術形式，只要在尊
象中流傳，便會產生變異，從語言、表現手
法、人物形象’甚至主超上都會產生變化；
先是量度，然後是質變。如就作品的藝術形
式來說’箱文作品较易記牢，所以變動校少
；散文故事則很不固定，難以記牢，故變動
亦多。

此外，作品淡傳地區的遠近，時間的長
短，都決定了作品變化的大小°上一代流傳
下來的民間文學作品，往往不斯以當代的生
活内容去補充或改換原作之内容；就是那些
民間藝術人在說售中’也時常變動自己的作
品。他們有時爲了突出某點而多說幾句，多
錢句，甚至把兩個作品結而爲一；有時却
爲着聨I當時當地聽者的生话、環境、風尚
、眷術情趣等而進行改動。變異的結果’使
形成許多大同小異的作品°由•之文染的：
確切截，已難考知作品出現的先後次序。

民間文學的「變」與「笨變J
民間文學作品由於採用集體口頭創作和
傳撸方式，便直接決定了它本身總是處於不
斯變化及流傳的狀態中。
中國社M學

民間文學作品固然有不斯變化的特徵，
但是，同時又存在着一系列相對穩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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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民間文學與作家
文學始終保持密切關係。

民間文學的傳承性，除了表現在内容上
增承現贲主義及某些形象的沿用外’主要遣
表現在長期以來形成的比較固定的藝術形式
上。人們在不斯進行口頭創作的同時，逐渐
根據本民族口頭語言的音節、語調、語法結
構、修辭特點，創作了各樣的藝術表現手法
和形式，並且不斷爲人民所承磨、鍾煉、承
認和使用，代代相傳，形成了一些鮮明的藝
術特點。歌讓在表現手法上，就有起典、排
鼓、平列、重複等手法。此外，根據口頭語
言歌抹的音節特點，各民族歌讓又成了自己
特有的句式和詩節章法，並形成了演嚼歌謠
、說唱和小戲唱詞的補字形式。這些補字大
多是爲了調節演唱節抬時夹在詞句中。這些
都是音節、格律上的傳承特點。至於文字方
面，民間文學善用精棟方言詞，在額文作品
演唱上更承嚷了待有的感嘆語詞的使用，以
加强扦情的藝術效果。

文人作家採集和編幕民間創作；他們在
創作中也常運用民間文學的題材、形式、語
言和藝術形象，把民間創作加以提辣，或再
行到作。這當中值管會損窖、歪曲甚至墓改
民間文學的情形，但總的來說’古代人作家
保存民間文學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况且，
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從民間文學中吸取人民思
想和藝術的養料，以致他們的作品能有更强
的人民性和通俗性，有時甚至會由此引起一
個時代的文學發生變革。

另一方面，作家文學也必然會給民間文
學一定的影響。明代通俗書面文學作家的著
名小說〈揚家將演義〉、〈楊家將傳〉，由
於說書藝人在說書場經常出現，或通i«曲
藝人在剩場表演，這些戲曲故事、人物，
勢必給工人定的影響，於是亦間接
W 7 他 們 ^ 定 程 度

上，促其躲。
另一方面，民間文學的散文作品在流傳
過程，也逐漸固定了 一些講故事的套語。
在故事的開端和結尾，經常加有固定的起句
和結束語。有些還在講迷中穿插固定'的韻語
，以増故事的表現力。這種講速上的固定套
語，使聽聚聽起來易於習慣及接受。

總括而言，民間文學是別於書面文學的
，這可從民間文學的兽遍特徵，即集體性、
口頭性、變異性及傳統性裏得知。事實上，
人民創作民間文學作品，是爲了自我媒樂及
教育，根本不是爲了名留史册，亦非爲撒取
功名、利益；所以即使原來有作者姓名的個
人作品，一旦流傳開去，經過尊象集體的测
改‘、補充、豐富，便自然成爲集體的，傳播
者亦會把作者名字略去。「匿名性」的存在
，正好證明了民間文學是普羅平民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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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基層人民多不_，自然無
法袭it專案作家的各移P秀彳ft^I此書面

古代優秀的神話，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土
壌。在後代作家文學作品中，如詩詞、地方
戲曲、散文、小說亊’就有大量作品採用神
話爲剌作的素材、題材。在内容上，神話有
深刻的思想内容；也同時創造了不少典型人
物形象，他們具有頑强鬥志、勇於爲民窖
的高尚情操，和對軟人至死不屈的高潔品質
。在藝術上，神話以積極的浪没,主義傳統，
包括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超拔•的構思，豐
富的幻想，豪邁的氣魄，务流的熱情，以大
膽誇張，進取的情神，影響着後代文學。

在詩歌創作上，戰國時代的愛國詩人屈
原，他的詩從内容到形式，都從神話中吸取
“養分，並繼承和發展了它的積極浪漫主義藝
術傳統。楚國民間祭歌加工創作而成的
〈九歌〉，便充滿了神話意味。他描緣了一
系列神話人物，如日神、雲神、山神、#
、司命神等，使他們的思想活動晚具人的性
格，*又有神的特點。這樣淵源於神話的詩
怍，就其形象描緣的細圾上M超出於神話
。在奇特的長詩〈天問〉中也保存了許多失
傳的上古神話。

此外’東晋「田圍詩人」陶淵明在〈讀
山海經〉中便吸取了「精衡」、「刑天J、
「夸父」等神話故事；一方面讚揚他們不屈
不挽的戰鬥精神，另一方面也寄托了自己的
悲愤情緒。在手法上是象徵、曲折的，意義
較含蓄。這些詩作，從情調到風格’都與其
他詩作有别且具深刻意義。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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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中國詩壇上的天才詩人李白，也
大量吸收了中國傳說的精莘’而創造出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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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開係

產生於人類遠古時期的神話是民間文學
寶库中一項重大的財富，亦揭示了民間文學
從一開始便與人民的生活和歷史有着密切的
關係。無論是早期的自然神話或是產生於原
始社會晚期的社會神話’皆反映了初民横素
的世界觀’和他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神話
坆事亦因依附巫師和宗教儀式而得以流傳。

jgL麗的詩句。例如：〈彩道難〉，它以神話
傳說的材枓作基礎，加以想像、誇張，描堵
穷中地勢險要，最後指出潜在分裂危機的時
局，痛斥藩鎮割據。再加臉灸人口的〈夢遊
天嫂吟留别〉更可能是李白根據浙江人講速
新昌縣有閫「天嫂山」的神仙傳說，‘加上虛
構而成的離奇幻境’供托出一個神話境界。

中囷小說的根源，來自遠古的神話和歷
史傳說°作爲藝術形式來說，神話和小說的
共同點，是具有虛構的人物和故事。而其不
同處便在於神話的故事比校簡單’人物性格
着重刻畫•丨某一點’而小說的故事則校豐富，
人物性格的刻割亦校具體和多方面。

正是由於神話形式的不斯流傳與啓示’
才促進了小說形式的產生。古代神話便是魏
晋南北朝「志怪」小說的先輕。而〈山海經〉
、〈穆天子傳〉這兩部搜集了許多神話的書
對「志怪」小說影黎尤大。晚然魏晋南北朝
時候的「志怪」小說抄勢並發展了大量的古
代神話故事，爲何不乾脱对它們作「神話集
」？對此，近人割葉秋有過中肯的論速：「
……但魏晋南北朝的『志怪J小說雄然一
方面和神活傳說有一定的繼承關係；另一方
面又受它本身時代、社會的影響，大量記錄
了仙鬼妖怪，宣揚宗敎迷信和封建道德的故
事，與神話傳說的精神實質背道而耽°它的
被稱爲r志怪j小說’而不对.傲丨神話集J
，正因爲它沿着另一條?I•^展“，有
社會内容的緣故。」（轉引食^
,
九八三年商務印書箱香港〈中國神話研
究〉）
u
‘

此外，後代有些神話小說的人物
，都是直接從神話中吸取並加以變化的
在晋代干寶的小說〈搜神記〉袞’便泰縫
、祌農、西王母、炎帝、河伯、雨師蒼:r
、昇等神話中的人物：在梁任坊的小•迷^
異記〉裏’則記錄了大為、神農、，‘、堯
、穆天子彳俞彳契等神話人物°有^^^^的]
說，也有從神話中吸取過素材的迅的
〈故事

除去上速所言，神話對後代的寓言創作*
亦.有不可分割的影黎。至於其對寓言的影黎
過程則與小說的大致相同，這兒略過不談了

假如說神話故事是民間文學寶庫袞的珍
貴寶石的話，那麼民歌便是那夥趙舍荐光的
珠了 °

民歌是人們集體的口頭創作’屬於民間
文學中可以歌《昌和吟誦的部文部份°它具有
特殊的節奏、音額、章句和曲調等形式特徵
，無論在内容或藝術上都表現得豐富多姿。
然而，礙於篇幅所限，，本篇只能集中介紹香
港方面的兩種民歌*「哭嫁歌「及「哭喪
歌」°

迎代斩界農村，多用太公祠堂遣產的公
款蓋「姊妹屋J，專拾村中未婚少女齊集，
作唱歌、话動、遊藝乃至睡覺之用。至「出
閣J前三晚，少女才回家中「閣子J袞住’
稱作「上閣」。這時，過去和她要好且準備
「倍閣J或「送嫁J的少女’便會在单摩上
倍睡。這晚’新娘便要唱「上閣歌」°第二
天早晨’新娘又要唱「開口歌J ；接着的兩
天，她便频着家中長幼尊卑的先後，向每人
唱一首哭辭作告别。當客人送來賀禮時’她
便在閣上唱「答禮歌」以答謝客人。至新娘
出閣之日’便由一個多子多孫港有福氣的老
婦給她行「上頭」儀式；這時新娘便唱「上
頭歌」。當花轉抬向男家途中，至三又路上
時，她便要抛去一塊四方白布手怕，然後…
「棄巾歌J ’象徵從iit^去哀愁，及對前路
充滿憧情與期待。

「哭嫁歌」沒有很固定的藝術結構形式
純爲一種即再體口頭詩歌’但再唱一首總
是和相應的誉。—

粥m
等地後集到的哭
挽歌」傳統的
一帶的専語哭查]
喪歌相"tb郎，因而在藝術風格上，多少有些”I
近似，但到底仍具獨特的生命力。

倘若因父母或袓父母逝世而回娘家哭喪
的女兒，按照風俗，當她到了娘家村外的面
(閘）門時，必須「現行J入屋，還得邊唱
哭喪歌，直哭售至沒力氣、聲音沙!£，才稍
作停止，待一會兒再唱，以示孝心。而其他
送丧婦女則要陪唱相應的哭喪歌，以加强喪
儀的哀博氣氛。

其贵，疼體作品中，表現手法的運用是
十分实治和具創作性的，晚有一種修醉法獨
用，也有兩種或三種修辭手法合用，如：「
何仙姑走娘家——雲袞來，霧裏來，霧哀去
」，既是對偶’又是引用傳說；「老鼠挑在
替糠裏
場歡喜一場空」，晚是比喻，

m
—衆ii^^/外的一切生物及先物作人
格化，使它具有人的某種特點。如：「老鼠
跌落書箱——咬文嘴字」、「黃狗坐稱子

——不識抬舉」、「泥菩陵洗ilfe^——越洗越
哭喪歌完全是一種清唱，不必用任何何
動作和伴奏的樂器紀音，但必須以凄苦感情
作輔助，才能汗發陰陽永隔的悲痛。

歇汰語

「陸榮廷_——mmm^^
「傍蟹過街""""«行_」
「六指頭搔癭一格外奉承J

「盲公竹——督人晤督己J
「光頭堵担遮一無髮（法）無天
「紙"一•輕輕J

計數借數目字的推算，來顯示某種奇特的
結局。如「十個田螺九個臭
成不變」
、「一二三五六——沒四（譜「沒事」)」
、「一文錢買十一個——分文不值J、「十
五隻吊桶——七上八下」。但有些抽象事物
，只需理性分析便能推知結果的，如「二十

曰 中 國 民 間 文 學 截 論 先 著 > 商務印書
館香港分館一九八•年十月初版
(四）〈中國語文研究〉第七期，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文研究〉編輯委員會編，一九八
五年三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
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出版。
(5)—九八五年三月十六日〈廣角鏡〉第一百
四十六、一百五十期，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版。

iii

「山水耋——無人J
「半夜雞啼一不知丑（羞）J
「老婆跌落水——妻（凄）涼J
「理髮師的徒弟fiJt頭學起J

餘」等’令所寫事物栩栩如生’晚便於抒發
講者的感情，也能聽者發出會心徵笑°

一天不出雞ijL蛋」。
誇張把事物或事件加以誇大，以突出其意
又。如：「老鼠i秦描鼻——送死」、「頂着
石麿做戥——吃力不討好」、「鼻樑骨上推
小車——走投無路」。這種手法不但吸引聽

mSmmzM-^-mmm

「雞子翻身——浪蛋J

講打」、「歪啃吹火-

對於這些短小精警、引人發束的歇後語
，你該不會感到陌生吧。事實上’在我們曰
常生话中，無論是摸文閲報，或是與人港通
，都不期然地用上許多生動傳神的耿後語。

输）J、「黃牛落水——角（各）核角（各
)」、「三更半夜出世——亥時人（窖死人
。兩種手法皆是言在此，意在彼
又妙絶°

精巧的歇後語’晚是藝術的語言，也是
最簡短的民間文學怍品。它們來自現實生活
，閃雄着民間智慧的火花。在藝術表現上’
它講究語言的高度鐘鍊，貴乎鮮明、生動、
巧妙、深刻，有專語口語色彩。後語的表現
手法需富多姿，這點是不容置疑的’現試就
所知舉其最常見的十種表現手法，以爲佐澄

引用便是引用歷史名人、神话人物、地方
掌故來表遣意思°引用歷史人物的，如「美
太公封神it剩自己」；引用神話傳說人
物的，如「四金剛擇地——大材小用J ；引
用寓言人物，如「縈公好龍——口是心非」
•等。

詞讀音的相闞，如：「秀才手巾-

後記

0

直鼓也講白描法，就是以簡軍說話說明，
不加任何雅辟。如：「西瓜路——蝙(滑）
死人」、「盲頭烏叙——礼撞」等，看來雖
像隨口而出的淺近話，實則却是經過深刻觀
察才能得到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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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翁這是採用人們熟悉的人、物、事來給
生破的東西或道路打比方，使它的特性更鮮
明突出；如「生虫拐杖^•靠哈住」、「一
根勝子通到底——只會說直話」、「黃連刻
壽星——苦老頭」、「黃連樹下彈琴——苦
中作樂」。

此外，遣有引用小說人物、戲曲人物、
’地方掌故、地方風習、特產的，都給耿後語
注入不少民族文眷色彩和鄉土生活氣息。
對保敢後語中的對俱形式，是口語化的，
容許在兩句，出現某些相同的字或詞，不需
厫格約平反相對，所以它比古詩甸、對辨嚴
格的平反、對偶來得更通俗、音律自然，更
易記憶。如「吸子說，勢子聽——兩不悝」
等。
設問 「客麻袞掛狗皮——那是什麼畫（話
)？」用的便是設問法，使歇後語的表達更
法港、更有吸引力。

主要有兩•因素促使我自動請瓔替文藝
版作民間文學的專輯，其一是爲了配合今期
「謂南人的大專題；其二則是想把較「陌
生J的事物介紹給同學，而民間文學則剛好
符合薦不是條件的「條件J。
其實，要說中•民閭文學是「新事物J
，寅在是很牽強，也叫人感到可悲的。中國
民間文學無論在質、量方面，都既多且豐；
其消源之流長抓與正統文學不遑多讓；其表
達手法之多采多姿更和任何形式的文學不相
泊丨中。然而，肯致力研究民間文學的學者較
之正統文學，則是少得可憐1 ‘
在搜集有關這方面資料的過程中，面對
浩如烟海的民間文學作品，一方面總爲這些
珍賁的民間寶庫而感到騖喜、自傲，另一方
面卻因篇幅有限而深以爲憾。唯有拉雜談談
，把民間文學的一小點展現同學眼前，望能
引起同學的_趣。然而，三言片語的介說，
又豈能盡道中國民間文學的特點I

維 蘭

0
什麽是文化？

0

思

化

文化的界線很難淸楚釐定。有
的人以爲「文化」只是受過高等敎
育的知識份子才擁有的專利，於是
文化的範疇便縮窄到一些普羅大衆
可望而不可及、只爲少數特殊份子
而設的層面、諸如滿口牛津腔英語
、三句不離弗洛伊德、尼采、柏拉
圖；到大會堂聽哲理講座、聽管弦
樂團演奏、看深奧難明的現代舞蹈
……如果「文化」指的只是以上這
些，那麼香港大部份沒有受過高等
敎育的市民，便是沒文化的一羣，
香港便切切實實地成了一個「文化
沙漠」！
可幸的是，以上只是少數人（
高級知識份子1 )的偏見。其實根
據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見解，「文化
」是指一個社羣的生活方式，其中
包括物質上的衣、食、住、行，亦
包括精神上的各項藝術、思想，如
宗敎、文學、道德、哲學、風格、
傳統思想等等。總而言之，「文化
」標示了在一個特定時代嚇定地區
中，人民共有的生活模式，思想特
徵，是社羣的「共相」而非「殊相

香港文化的三種形態
社會學上把文化分成「高等文
化」（high culture )、「鄕土文
化」(folk culture ) 和 「 大 衆 文
化」（popular culture )等不同部
份。

1.高等文化與Yuppies的神話
前面說過，一些受過大學或以
上敎育的中上階層知識份子，他們
所喜好的强調高品味、藝術性的活
動，便是所謂「高等文化」，從另一
角度看，亦可稱之爲「經典文化」
。但須特別强調我是，「高等文化
」或「經典文化」只是文化的一小
部份而已。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的「高等
文化」受西方潮流影響，出現所謂

的「城市浪人」（Yuppies)�這
名稱始見於美國，代表年齡在四十
歲以下，有專業知識、懂享受、追
求名牌的中上階層的一屢，但另方
面亦反映了他們在道德論亡、理想
破滅後的叛逆、頹喪、墮落。

但當Yi^^pies這名詞傳入香
港，並在近三數年間流行起來後，
却變成知識份子夢寐以求的「名牌

階級」。Yuppies間流傳的是個「
白手興家」的神話：平凡人如你我
，只要努力進取、抓住機會，加上
有專業知識、能操流利外文，便有
成功機會。其實這也充份反映了，
在瞬息萬變，競爭激烈的香港，一
些處於中等階層的有學識、有膽識
的人，滿心想晋昇爲高等階層人士

的功利心理。
2.鄉土文化
文化是整體社會生活表現，但
不同地區有其特殊的傳統風格，爲
這地區的羣體獨有，即如粤劇、京
劇、長洲的太平淸;、孟蘭盛會、
天后寶誕等等，便是香港的「鄉土
文化」。
3.大衆文化
有人指出，大衆文化是指給普
羅大衆享受及大量消費的項目，是
流行和普及至社會上每個階層，每
個角落的文化，爲羣衆樂愛，如電
影、電台、.電視、流行音樂、流行
文學作品等等；這種以商品形式出
現文化，最大的市場當然就是廣大
的羣衆了。
而大衆文化的產生，除了與科
技飛躍發展，經濟繁榮，港人消費
能力因而大大提高等有關外，近十
年來通過各種大衆傳媒，如電視、
廣播、音響等，令信息不斷地滲透
到社會上每一階層，每一角落，成
爲市民生活中的一部份，並在思想
方面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他們，形成
一套新的價値觀。
具體來說，香港的大衆文化是
指大部份市民共有的生活方式、人
生觀、談話內容、詞彙、價値觀、
衣着好尙算等。
—
我們試試分析八十年代香港大
衆文化的特徵：

1.生活方式——「潮流興移民J、
厂太空人」出現；「五十年不變」
、「馬照跑、舞照跳」，以維持香
港九七年以後安定繁榮爲最高理想
，但另方面因生活枯燥而追求新剌
激，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傳統做法
如「遊埠」（近至深圳、澳門，遠
至非洲）；「食在香港」，遵照古
人「民以食爲天」的千年不變格言
；更不變的是：「人不爲己，天誅
地滅」！

2.談話語言、內容——要夠high
，又要夠style ；內容不能說及
「八卦雜誌」中的「八卦新聞」，
還要有大時代敏銳的新聞觸覺，談
談直選、間選、普選，「三改四」
「四改三J、「綠唔
「綠印、
J等等，內容不一定是正確，意見
也不需要中肯。
3.價値觀——萬事以有「着數」爲
重，但近年人們喜歡談「豐盛人生
4.人生觀「面對現實」
過往的由他去吧！將來的管他去呢

CRISIS

由於大衆傳媒是種單向的輸送
，由一小撮人在放送點，放送給大
量的接收者——羣衆接受訊息者與
訊息發放者不能作直接而且即時的
貫通回應時（feedback )，訊息發
放者如果不負責任，對我們思想上
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
因此，有識之士有見及此，認
爲此風實不可長。如「突破雜誌」
第76期中，有〈抗衡大衆文化〉一
文，作者許迪辦搜出：「我們的大
衆傳播媒介不但未有負起督導社會
前進的責任，反而推波助瀾，鼓吹
物貧滿足和消費主義、「人們便會
失去生活的方向和信念，道德敗壞
，行爲腐化，他們對世界大事失興
趣，只關心個人利益，響往日趨靡
敗的時尙，生活在更狹小的圏子裏

° J

以上論調或許有人覺得有點「
危言聳聽」，但確能反映香港社會
的某些面貌。
但我們應該明白的是，只有思
想言論自由開放的社會，才會有潮
流一浪連一浪的情况，時尙並不等
於腐朽，大衆文化也不等於低俗。
大衆文化正不斷發展、提昇，在今
曰香港社會上的種種時尙，均處處
强調個人風格、品味，唾衆取寵的
只是一小撮人而已；而從潮流的盛
衰轉替，更能充份反映出一個社會
的特徵。從梅難芳、張國榮、譚詠
麟的歌曲，又看到些什麼？
結語
當我們反思以上種種問題時，
可以參考〈抗衡大衆文化〉中，作
者許迪鏘提供的幾種方法：
1.「培養分析及批評能力J ：以獨
立思考來辨別是非，而並非看見
接收大衆傳媒、傳播的訊息。
2.「建立正確人生觀」：確立個人
目標，各人就其個性才能發揮所
長，不能事事只顧跟從，別人的
價値取向。
3.「發展多方面的生活方式」：關
心社會、人際相處、個人修養等
方面，均不能單從聽收音機、看
電視中得到，最重要的還是個人
實踐，發掘多方面興趣，令現代
人變得狹溢的胸襟重複開朗。
我們要被潮流牽着鼻子走，還
是由我們帶動另一種更具新命力
、更有創意的潮流呢？

Reebok�Bossini
�Esprit�Puma
�Giordano-••

5.衣飾好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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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人都說資本主義擁有社會自
由民主，市塲機制能保證公平競爭
。然而資本主義的自由是否代表各
個階級均可擁有自由？放任的「負

面自由J

( Negative Liberty ) 並

不能發展個人的價値與道德，所以
我們同樣需要「正面的自由」（
Positive Liberty )，但資本家和
中產者卻憎恨勞動階層的自由和權
利，恐怕這會侵犯他們的自由和權
利；精英政治、專業團體和考試介
分了人的等級；自由市塲說毎當人
有需要時，市塲便會滿足他們，但
我們需要淸潔的生態環境、多元化
的資訊、藝術、娛樂，但市塲卻給
了我們工業汚染、生態危機；電視

台毎天都播放着ENJOY YOUR -

S E L F TONIGHT ！非洲的饑民要
食物，超級大國的農民爲了市價，
把以噸.計的食物當垃圾傾倒，政府
把軍火賣給饑民！我們看到這個資
訊發達的後工業社會的宏觀機制內
，是存在了不少的死結，所以我們
需一件「批判的武器J，去解決以
上種種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本質

作爲一種左傾思潮的經典理論
，首先要弄淸楚甚麼是「左」，和
馬克思理論在學術範疇的位置，與
及目前的共產國家所行的社會主義
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在共黨詞囊中，左的槪念有二
：一個是不加引號的左，它的意思
是正面的，即指政治思想上的進步
和革命，面對社會種種不公義的現
像時，保持高度的意識醒覺和批判
態度。另一個槪念是加上引號的「
左J，是指過「左J的思潮，或從
路線上稱之爲「左J傾機會主義，
它的特黙是：思想超越了現實社會
的發展階段，超越了羣衆的覺悟程
度，主觀地、脫離實際地提出了過
高的要求，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
上激進，在鬥爭的問題上過火。（
註一）這裏，我們有必要認知左翼
理論在社會改革方面的進步性.。

要評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價値
和貢獻，就要視乎你從那一個角度
去肴，一種烏托邦式的宗敎，一套
批判社會的理論’ 一種哲學，一種
政治革命的搆思，還是一套科學的
辯證法；在筆者個人的觀點來看，
馬克思的貢獻，主要是在那個歷史
的時空裏，他是第一個，也是唯一
的一個，（麥斯.韋伯（MAX
W E B E R )要比馬克思遲了一默日
子）對其所處之工業資本主義社會
作全面的剖釋，當中包括了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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塲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8泉

政治、宗敎、文化和階級的層面，

馬克思主義的困局

自孔德（COMTE )起’歐洲人便
開始審視工業革命後的各種社會變
化，但只有馬克思採用了一個全新
的角度一從階級和歷史入手，進
行批判性分析，以祈找出和解釋資
本主義自由社會的局限性。這方面
是集中於他在一八四八年之前
^，(這時期亦稱作靑年
或 思 主 義 時 期 ） ， 重

這裏我們已在探討馬克思主義
中，發現了幾項問題，令到其理論
在實踐時出現了困難。首先是那套
唯物歷史觀的辯證法，在當代哲學
的探討中指出這套唯物歷史觀，是
黑格爾的¥心論將其倒轉過來的一
套「封閉體系J的理論，這是建搆
上註定其一定有_出現
圖使一個理論系統去
事物，基本上
這種唯論的

？ _ 著 � 1包 G E R M A N
^'jbEOLOGY., T H f e ^ Y ^ C T OF
：
二 J^HILOSdPHY, E C C ^ ^ I C AND
:PHILCfeOPHIC M ^ U ^ I l P T S
,tOF1844, T H E CO
f Mi^IFESTO %

, 主 義
^,
志蒙、‘_在寞反對％<
摊—义憲識中：，或純粹的神”’
賓中<辆®人的本質」不
‘‘」何一種似乎揭/节;r#界本原
‘爲「絕對眞S�杀理論體
主義無疑是一種關心社會’.
&類謀幸福的學說——它译
.c^問題恰恰是人類在現實生
到的伊本問題’要批，二々
‘
公正的現(註

5想i作舉一套整體
治思想或經濟t析
：一些致命的不足之處，但亦與凄龟
思站在十九世紀的時空上不
資本i義體系的變化是何
速和復雜_。這裏要闡明
.何保留那f芬批判社會制度和推
會變革的精神，務求使人類敢
至一個公平和諧的世界。P

有人或許會拿蘇聯'iil

此外、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

論J ( DAS K A P I T A L )中

國和中國在共黨統治，所
現的極權專政，一_二亩’
馬克思主義的失敗；加上各
家現正積極推行政革，~更是等於 1
佈馬克思主義的死t� ‘

論述的有關剩餘價値的經濟理
k，e被現代的經濟學利用機

OPPORTUNITY C O S T )

‘
亦列爲生產資料等槪
質疑，營g市塲經濟學者的論

是絕gin 51��例如他們無
^ ‘-回答這個問題，筆者fe^意
採用馬國明先生的論黙二
據他指出，這說法實在是M化"r問
題，因爲我們先要作出提問應是
一這些國家是否百分•之一百按照
馬克思主義的淸神i實踐呢？答案
是否定的（這在t玄將加以分.折，
要重新#慮殆桌^^會主義在實
程中出了甚盆子。他認爲目
產國家所行的是另一套發展模
特黙是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完
資本主義的資本累積，蘇
大戰時，以建羅安本年的i量
可對抗當時全歐_强
辦 家 — — 德 國 爭
產瓶爭的
在短時間內翁 她 的 集 體 化 竊
實際上是_箧槐農民，
的收入和te锅價格•，將國家財富

集中搞重工業的發展fj^'w^r^主y

出資本i所賺的是否

於Pfl^fj^搆思、管理活動
；^風正如「剩餘價
m，.已_二個劍削勞
步？

•�

J?一個有關馬克思主fe

__

有闕歷史與階級的j分，
克思隶說，在
人類的歷史演 ~
雀 邀 級 對 立
所推動的--：，"這裏奴受討論^
包括了人與歷史在相斜存•^：之卡''：.
互爲影響的關係’是「“^灰性的二
歷史創造了人類意志、，，i是人意
志創造出歷史的發展？此外，如果
將個人自我發展全交給了階級的發
展，會否在過份注重階級整體發展
下埋沒了個人的自我存在價値？

�

一連串有關新馬克思主義與現代哲
哲學本位的研究。另一方面
思主義也結合了現代精神
主要是二十世紀初，弗洛
研¥達至一個相.
令始認識對

的批判理論
~
述了克思主義作爲
一套思想理‘所存之問題之
後，若要克服歷史的挑戰，理論的
進一步發展是必需的；特别是在這
個人類歷史發展得最急速的二十世
紀，第一次世界大戰爲資本主義世
界帶來了災難，俄國十月革命的經
驗，及其後史太林的極權統治下，
企圖將理論完整化，不惜把馬克思
主義敎條化，一切以他個人對理論
的^爲依歸’理輪權威.的地位
並將理論泛爲
要的工具
馬
(此所謂
克思

^ 營 中 ，

1897 Fromm

'W{ f } M e \ m Reich,
姆（Erich

)集中研究個
人>1>理&態：與資本主義制度的關係
，進一步將馬克思對階級的分析擴
展入階級內的每一個人，而成爲人
i馬，克思主義重要的一環。
具體上而言’對現代資本主義
社會進行了最深切的批判的，要數

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斯（Herb-

ert Marcul )和六十年代積極參與

國的學生運動的哈巴馬斯(Jurgen

.Herbamas

)。前者提出了有關科
與現代社會的關係，指出資本家
U用科技理性，掌握各種資訊，配
'口 一羣紙有技術知識而沒有人文精
神面貌的高等勞工一技術官僚（
T E C H N O C R A T S )如何用種種管
理、控制的制度（所謂工具理性IN-

S T R U M E N T A L REASON)對羣

衆進行全面的壓制和麻醉，再透過
大衆傳媒的宣傳，羣衆並不意識到
¥自身步向科技的異化的危機，並

ix追求科技資訊以換取部份源自資
：！：家的權力<反過來控制羣衆爲樂（
M ^ )這：^面的論黙筆者個人以爲
_常卩丨调爲香港政府目前正積

i鼓fe展從:f、商業技術爲主的

1 貝 出 批 判 的 先 驅

粒、‘.電森堡(Rosa x ^ u x e — . 1 8 7 0 - 1919)，喬治•盧卡

G^Org i S k a r - 1971^
斯(Karj^Korscli -1 継 ， I

T s 扔 中 ， 盧 卡 奇 爲 匈 牙
利共黨人，其餘二人爲德共，但整
體來說，三人都深受德國文化和哲
學所影嚮。基本上三人都在基本哲
學理論層面上認同馬克思理論的核
心思想，也致力研究如何具體地執
a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他們批判
.•/J'ii要命題是針對日漸敎條化的古
馬克思主義，和重新建立批判理
論的批判能力。
- 庚 ——
；

：戰薦竟思主義作爲一種批判理
論着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
歷史哲學關係，並結合了「生活哲
學」-對形而上學的批判，及原有馬
克思的唯物史觀，開展了所謂「開
放的辯證法」。這方面的研究主要
集甲’东法闌克福•�派的社會研究所

所長霍爾克海默（Hokheimer,)的

資本主義社會問
並未見到獨特精闢的見觯
’霍爾克海默和馬爾庫斯
年，亦因理論與現實上突
得意志消沉。
；，

i育，學生本身的智性及學術研究
由常被壓制，目前政治上的精英
_度，也將一大羣技術官僚擺放在
決策的中心，誰可保證這羣「
人士」一定有政治智慧和良心
至於後者哈巴馬斯，作爲第二代
.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强調承繼
南克.^{:傲的精神，以社會批判爲
L、，發展一個以哲學爲基礎的、
科的，關於社會和歷史的多元
理論；故此，其研究重心較側
象哲學的探討。此外，除了法
福學派以外，在批判理論陣營
中，也有其他學者曾努力爲馬克思
主義進行伸延，如阿爾庫斯(ALT H U S S A R S )便嘗試將批判理論
與功能學派作一結合，但並未獲致
很大的成功。

結 論 ^ 揮 批 判 的 精 神

無論怎樣‘新馬克思
在仍有其一定的債値；在哲學_
，他們承繼康德和麥斯•.韋‘妇的)^

維，又嘗試調和純理論（RATI…

ALISM)和經驗論（EMPIRI

I S M )的爭端，和修訂馬克思時接
史唯物辯證法，創建進步的批判理
論，且並不要求理論成爲一自我完
成的系統。社會批判方面，他朽提
供了一個新方向去剖澤現代資本主
義社會的新問題，或許這些問題常
出現在我們身旁，但能否意識到其
存在已是一個疑問；故此，最少透
過這套理論，我們能尋到一個方向
，一條路線°

後語
新馬克思主義或批判理論所涉
及的層面是相當廣泛的，但礙於篇
幅和研讀理論的準備不足，未能就
毎一位學者的重要槪念加以討論，
實屬遺憾丨但謹此希望能以本文作
一拋磚引玉之擧，因學生報方面，
無論是嶺南或是其他院校，均缺乏
嚴肅的學術理論文章，在此尤其希
望修社會問題與政策課程的同學，
作爲修讀社會學理論這專科的同學
，能多加投稿和討論，因自己並不
是主修這類科目，當看到這些理論
書籍時，倍惑吃力。
•

註釋：
1.中國現代史資料册，P. 39.
2.號外，No. 148，丨0/88，P. 134.
3.在中國方面，不少畢者均就毛澤
東的思想與政策進行分析研究，
從種種紀錄和分析顯示’從雄衆
路線階級鬥爭爲辆領的「中國式
社會主義J

，正是要跨越馬克思

主義中，有關生產關係、生產力
與社會發展對落後的中國曇村經
濟社會賁現共產主義的限制。
4.這方面的論據詳見於H.

MAR-

CURSE 的名著"One Dimensbnal Man."

1.中國現代史資料册，「有關••左J

傾思想的探索J
2.「新馬克思主義導引」——高宣
揚着著

儘管法闌克福學派遭受不少嚴
厲的批評，其歷史哲學觀曾遭到當

代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 )猛烈的評擊，也有其他
人指斥其哲學思維缺乏邏輯理性；
同時學派的成員全是中產階級的猶
太人，由於過度學術化，亦被激進
的支持社會改革行動的人士斥爲一
羣自我陶醉於象牙塔的哲學貴族，
而並未提供具體改革行動方針；此

3.「法籣克福學派J——TOM
BOTTOMOPE著(中譯版）

4. “Sociological Theory —
D. P. Johnson.

5•文化新潮7/85「理！^死J

-

郭月晴
6 . 號 外 ’ No. 148,10/88 ’馬國明訪
問°

7.「階級分析與香港J——附錄：

馬克思的階級理論STUART
HALL著，馬國明譯。

1989年畢業z後成為運

今日，你是校内精英；不久
的將來,便會成爲社會上的
新動力.持有美國運逋卡，

會員獨享專有權益

毋•在公在私，你必定更
滿懷信心，成竹在胸.須知
專有權益，一如優異成績，

並非垂手可得.即日申請，
爲投身社會作好準備.

f傍身世界通行

The world
Interwined
A mixture
Can we go

wears a face
with love and hate
of dirt and grace
beyond the gate?

Heaven on Earth exists in not a place
The soil is fettered to cruel fate
Devil is well trimmed with lace
Beauty faded day after day

Painful chains are not loosened but replaced
Tightened belts are here to say
Hunger resists any charming phrase"
Is the world better today?

n

Til e

Everyday at dusk they begin to gather here. They com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most of them look very young. Day after day, routine work and boring
lectures blunt their interest in a normal life ruled by decorum, yet they are
still keen and relish their leisure time. The monotony of daily life is so harsh
for these young minds, and a good time is all they need to blow o f f steam. So
they like to be here. The dance hall is in complete darkness. Deafening music
surges from the amplifiers and takes possession of their emotions. Ceiling
lights are flashing, incessantly flinging bright shafts into every comer of the
hall.
Hearing the music, they twist their bodies, wave their arms
deliriously, and look as if their utmost joy is in this constant movement.
Under the cover of vociferous sound and flashing lights, they scream with
joy and yell with laughter,
leaving behind the tedium and unhappiness of
daily li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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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接受我們的遨請，
普身成爲美國運通卡會員
您已獲得預先核准會員資格.
在芸芸的應屆畢業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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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榮譽，不易擁有，因爲美國運通在審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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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美國運通不但爲您預留了
運通卡的專有權益，還奉上精美實用的畢業禮品•
運通卡會員，處處備受歡迎禮遇.
美國運通卡會員全屬身份顯赫、地位尊貴的
人士，因爲美國運通卡絕非一張普通的信用卡，持有
它，無論購物或消費，處處備受歡迎禮遇，世界通行.

閣下剛完成高等敎育，邁向成功之路，美國
運通卡正好配合您的身份.爲恭賀您學業有成，美國
運通特别贈上選料上乘、手工精細的美國運通眞皮
銀包一套；印上美國運通獨有徽號，更加出衆.
預先核准會員資格及
會員獨享專有權益
畢業禮昂，只在I 年
8月31日前生效.
接受申請限期爲
1989年8月31日，幸勿延誤,
請即塡寄申請表格，成爲
美國運通卡會員，超越
卡傍身世界Is行
同儕,踏上成功路.
989

1989年畢業同學運通卡會員申請表
請確保已附寄以下副本：
•身份證副本
• 1989年畢業學生證明文件

UG926

C.信用資料
來往银行及分行名稱

A.個人資料
請用正措堪妥本表格
中文姓名

如持有其他<1

先生/女士
车
請用英文正措请楚堪窝申講人擬在信用卡上使用之名字

i_i
住址（請用英文正框塌寫）

申i禹人iS保證上述資料全部正確無lit ’並謹此申請及授權爲本人開戶’按表內列出之人士發予信用
卡’予以換發或補發’直至本人窖面通知取消爲止’並授權取得及交換有関信用資料申iS人同意
湧守每張信用卡（原本，換發本或補發本）所附之信用卡會員規章’除非將信用卡剪成兩半’述將
兩半交回。•根據信用卡•員規章條款’申請人須負責其信用卡之一切張軟。
美國運通卡的基本卡參加费爲港幣250元，年费則爲港供355:
款項，肤翠將於稍後寄上。

居住年期

請勿隨申請表附寄任何

D.申講人簽署

不同住址之近親或朋友

住址

紙限本公司記錄之用，不必窝.

B.學校資料

QUA.

DECRSN.

Add Data.
地址
DELIV.

u

CB.

DEPART.
學系及主修科目

MTR.
美國運通將保®最後發卡權利.此預先核准的會艮資格纸«用於居港工作的睾業生.此申表格不過用於申ill附屬卡.

Fee.

ASTROLOGY

and

1

Personality

Introduction: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says: 'know yourself.
This is a good advice. Owing to our limited knowledge,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our choice wisely. For instances, in education (what should / study?), in choosing a career (what
should / pursue?), even in love (with whom should I marry ？).
Indeed, whenever we have to make some important decisions
about our future, we usually get confused.

Thus, it is the point of many subjects that try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themselves. For instance, in psychology,
various theories ain{ing at explaining one's behaviour are
developed. The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one obtained in one's
past experience. It asserts that human behaviour is the result
of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Personalities vary greatly owing to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s in the course of growing up. In
contrast, the psychoanalytic school focuses on the
unconscious motives which direct human behaviour.
According to Freud, sex and aggression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instincts that drive human actions. Personality is
shaped in relation to the extent which the two instincts
are satisfied in one's childhood.
Both approaches assert that one's personality is
influenced by one's past experience. External enviro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owever, there are other approaches
that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genius factor. Astrology is
one of them although it is never said to be scientific：
Astrology asserts that human personality is governed by
universal law.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ime of
birth, the specific planet position, one's personality and his
fate. According to the Astrology approach, mankind can be
grouped into twelve clusters by “month” (from the 21st of
each calendar month to the 21st of the next calendar month).
People bom in the same month, even though they experience
different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they would have certain
kinds of common qualities, in other words，common personality.
-

？SiCHONUS

Due to many of these different approaches on how personality are developed, we have great curiosity on exploring
which approach contributes the greatest part of explanation
of human persomality. Astrology, which has been criticized
by many people as non-scientific is the first approach that
is chosen by us to study. Thus,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was
held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
2 Methodology:
a. Personality Variables: In common usage, the word
"personality’，has a number of meanings. When we say
that someone has “a lot of personality ”，we are actually
referring to that individuaVs social effectiveness and appeal
In this study, we divide personality into six variables.
Firstly, Projection, that is,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others.
Secondly’ Vision, that, is, a strong belief in the central
importance of goal. Thirdly, Creativity, that is, a strong
instinct for problem solving. Fourthly, Introversion/Extroversion. Fithly, Calm I Excitable. And the last one is
Rational/Emotional
Population: all citizens in Hong Kong whose age are
over 18.
c. Sampling Method: Quota Sampling (non-random)
method is used.
d. Date Collection: Survey is used in which 101 close-ended
item questionnaire are made to collect
data by interviewing.
e. Sampling size: 100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WITH HIGH TENDENCY IN THE FOLLOWING CHARTERS
ASTROLOGY
PROJECTION VISION CREATIVITY EXTROVER EXCITABLE RATIONAL
CAPRICORN
0
100.0
50.0
0
50.0
50.0
AQUARIUS
0
50.0
50.0
0
50.0
50.0
PISCES
0
0
100.0
100.0
0
100.0
ARIES
33.3
66.7
33.3
33.3
S3.3
33.3
TAURUS
50.0
• 50.0
0
50.0
0
0
GEMINI
0
50.0
75.0
50.0
75.0
75.0
CANCER
40.0
40.0
40.0
20.0
40.0
80.0
LEO
50.0
0
0
0
0
0
VIRGO
40.0
60.0
40.0
20.0
80.0
40.0
LIBRA
66.7
66.7
0
66 J
0
33.3
SCORPIO
25.0 •
0
73.0
50.0
50.0
25.0
66.7
SAGITTARIUS
66.7
33.3
100.0
66.7
100.0
Fw

Conclusion:

S. Result:

The result is quite surprising as it show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astrology. Is it a fact of astrology
that the position of planets determines human personality?
It is certainly difficult to give an answer since it involves
som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However, from our viewpoint,
this phenomenon may be related to the widespread astrology
approach, When, an individual believed what the
astrology approach says, he may internalize these beliefs
and gradually become part of his personality. If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the same internalization, types
of personality will decrease. It may go to the extreme
that there will only be twelve types of personality left in
the world.

Due to technical problems and limited resources, we
decided only to interview one hundred people who are over
18 years old. By fading out some problematic and unsuccessful cases, we have roughly got altogether seventy-two cases.
Thus the response rate of this research is roughly 70%.

We use SFSS for statistical processing.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constellation is statistically
supported. The graph below is plotted by Chi-Square and
Lambda and it is high enough for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The general personality of each constellation is presented
in the matrix below.
In fig. \, it is very clear that each constellation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character. For instance, half of the Leo
respondents have high tendency on projection, therefore,it
indicates the Leos are generally good actors and are great in
public relation, leaving others a： strong and positive impr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Leos lack Vision. This makes them
lack the strong motivation to “compete’，or to work.
Moreover, they are weak in creativity which means that they
are not good enough in problem-solving, in other words，
lack critical judgement. Leos are also introverts with calm
personality but rather rational in making decision.

From a more sociological view, the process can be
termed as socialization. With the help of mass media, astrology approach come into people's mind. Just as Herbert
Kmgman mentions, advertisement influence human unconciously. When an individual received three times of the
same information, the message will be stored into his
mind unconciously, and it works when he has to make
consumption decision. Astrology approach also shapes
people's personality under the same way. Through mass
media, people receive many times of the same information,
^hen they have to make decision, the message deep under
his mind will contribute a certain style of action. In other
people's eyes, their behaviours is therefore highly matched
with the astrology approach.
5. Limitations:
This research is just an exploratory study so that, there
is of course some limitations. Firstly,the sampling method h
not in a probability way. This greatly weakened the ability
of this research findings infer to the whole population.
Secondly,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what is personality. Our
indentification may not clear and distinctive enough‘ Lastly,
the indicators in the questionnaire jnay not accurately
reflect what an individual's personality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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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came and the bird flew back
with enthusiasm. However, the tree had
gone and what was left behind was just
the root.
“Where，s my friend? " The bird uttered.
"It's been cut and brought down to
the valley.-^
The bird hurried to the valley where
he found some noise coming from a large
factory. He settled on the entrance and
asked the door,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tree is,，
“It's been cut into pieces of matches
and sold to the villager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
The bird rushed to the village at a
stretch and he saw a little girl sitting by a
lamp.
"Little maid,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matche& are?''
‘'They have all been used up, but the
fire made by them is still burning in this
lamp. “ It was the reply .
He was shocked and stared at the fire.
He began his favourite song with tears in
his eyes!'
A good friend of mine told me this
story one evening and I love it so much. I
do appreciate the effort of the little bird
in keeping his promise and / have an
enormous admiration for the deep bond
between them. Though it was not possible
for the tree and the bird to live together
again, the bird should have been very glad
to know that the tree was so faithful and,
dedicated himself in fulfilling his promise
in spite of all the har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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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haps all these seemminute to you.
But do you realize that we, human beings,
always find it hard to keep our promise
even tG- our dearest friend? And I remember
what a lecturer once mid:
“Don't make any promiseor you'll just
find yourself telling a lie.“
，
Promises bewteen lovers are always
illusory. Don't believe your lover if he
promises you that his love for you never
change. Or I should say, 'never make any
promise because once you make it and
break it, it will instantly become a fault
of yours and you will always be
reminded that you have broken your
promises, ‘ Promises are dangerous and
harmful both to the person who gives
them and the one who takes them.
However, no one could be blamed as
it always seems that we are not master of
ourselves but slaves of time and circumstance.

in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forest, there
lived a bird and a tree. They were very
good friends and the bird sang to the tree
every day. They enjoyed their life with
each other. Winter fell and the bird had to
fly south.
"Goodbye, my dear friend. Promise
me to come back next year. I yearn to
hear you sing, “ said the tree.
"Sure, I promise you to come back
early this spring and I wo Id sing you my
favourite song!"
They were very sad in leaving each
other but they both had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y could come together after a few
months.

價值觀是相對的而不是絶對的°因爲價
值是由自己創造，每個人的價值觀皆不同’
沒有那個價值可稱爲標準的，我們不能用客
觀的衡量方法定出最標準，最正確的價值，
就算是很多人都接受了的價值標準都不能說
是客觀，而只不過是相互主觀的現象籠了。

‘
什麼事物或事情應該附以一個高的價值
或低的價值是因人而異和因文化而異的，絶
對沒有永值不變的準則。是否生命應該附以
最高的價值？答案當然是不一定，這個得看
情沈而定，有時，孝或者忠比生命還來得更
重要，價值更高’故什麼生物性秩序並不是
絶對的。

價值觀人人皆有異，而價值觀又是自己
創造，但創造的過程受到社會的影響。在農
村社會裏，進步緩慢，生產方式傳統，維持
社會安定也较容易，社敎化也來得校爲單純
，所以價值觀的變化也來较慢。但在現今資
訊發達的社會裏，人們的生话節奏加快了，
傳統的觀念已追不上社會的要求，要維持社
會的繼绩運作與發展，價值觀也隨之而起變
，價值的轉變渐渐加快，人們不、斯地追逐
新的價值觀，往往在未能握着新的價值觀而
又覺得舊有價值觀不能再認同與接受時，就
會出現脱序現象，故人的行爲就變得不統一
，甚至對事物作評價也有問題，不知套用什
麼價值標準才對。所以城市人很容易表現出
無奈的心境，茫茫然不知所措。

人很多時都不了解自己的價值，自己也
給自己欺編了，而相信自己外露行爲的表現
，又或者，人潜意識地不能接受自己的價值
評審，爲了使行爲從其他人眼裏得到合理化
，人就會自欺欺人’使自己内心好過一些。
所以人的内心其實是考慮過才作出決定，不
過，很多時是連自己也察凳不到而已。故事
實上人就是理智地表現出看來不理智的行爲
，表面上，外露行爲有時給予人的感凳是非
理性的，但這理性應從潜意識裏去追索，才
能發現其理性的源流。

每個人對同樣的事物都會有不同的觀感
與評價’這與一個人的计景與及其價值取向
有閼。對事物所抱的價值可能會是偏見的後
果’當某人對某事物已先有其一套的思想構
式時，他很自然就會有由這套思想模式衍生
出來的一些觀點、感受，從而就這模式作出
相類的評價。故一個人的價值觀其實就是由
他自己創造出來的。

c±b

值

一止

人在衡量事物時會用機會成本去量度，
機會成本愈低者價值就愈高’而人在作出決擇
時會採取較高價被的選擇，亦即是暹取機會
成本较低的選擇。而計算機會成本時少不了
要考慮交易费用，交易费用高，機會成本相對
地就提高。假設人是理性的’人會作出最理
想的暹擇，當然這個選擇是受到規範的，而
因爲有規範才會有棧會成本的出現。故從這

些條件下人的外露行爲（overt
就能表現出他的價值取向。

behavior )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能夠在外露行爲表現
出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果良好’那麼兩
者評價對方的情兹就會高’亦即是在這方面
相互的價值就高。不同的價值評價就有不同
的外露行爲。當朋友相遇時連招今都沒有，
面無表情時，這顯示相方對對方的情控的價
值並不高。打個招t是件很容易的事，當然
,打招+的行爲是包舍有棧會成本和交易费
用的，打招需要時間，身體要有動作’而
且又要估計對方的反應，諸如此類’但it些
费用或成本可以說是根低，但如果一個人衡
量這些費用比情設還高時’他就不會願意付
出這些费用。從這角度去看，我們就不難看
出這份情救是那樣的淡薄了 ！

大家同處一地，如學校’工作間等，人
與人之間是否眞的就連打招峰，問候一下的
時間都沒有？对一聲一起吃午飯眞是那麼痛
苦？人與人之間的情控的價值莫非眞是比不
上開開口說句話所需的價值？請問問自己！

這樣的價值的考慮或許你不能意識到，
但這個評價却無時無刻在你的潜意識裏運作
着。其實，最眞實的答案只有在潜意識裏出
現，因爲有時外露行爲是受到修飾的，只着
重外露行爲的表現就很容易中了團套，人要
從外露行爲裏找尋到潜意識中的眞正意義，
這樣才能了解一個人的價值觀。

每個人的思想體系都不同，考慮的東西
都不同，對不同東西的價值準則亦有分别，
所以人才有不同的行爲表現，要了解一個人
的行爲’不可從自己的觀點出發’這樣只會
把自己的價俊觀行使到别人身上，而引致對
别人的行爲造成誤解°所以必須以這個人的
價值觀去了解他的行爲，去了解他的深層意
義。而評價别人的行爲就要先評價他的價值
觀，但價值觀是沒有對與錯的，只在乎你是
否認同他的價值觀罷了。

現代人的價值觀渐浙受到社會潮流的擺
佈，外露行爲更難找到深層價值的源流，一
個人作出暹擇時的規範也變得雜礼而繁複了
。爲了合理化或理性化自己的行爲，自欺欺
人的程度就吏深了！

有時眞希望這個社會變得簡單一些，人
的行爲就會校眞，更能符合潜意識，價值觀
與標準會较爲統一，在判斷事情的好壌時就
更容易掌握。但，社會發展至今日的局面’
不知何日才到達這個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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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能力7
當有人對你說你可用自己g力
量去學會一種神奇的技巧’而這種
技巧可爲你帶來不可思議的能力，
譬如在考試時，僧強你的記憶力使
你過目不忘，考取好成績；又或者
磨強你的思考能力在乍上有進一
步的突破；甚至將惡運變成好運二
以及順利達成願望等等……我相信
你一定會追問究竟是什麼的一 IS事
，畢竟此種超乎常人的能力的確是
人所渴求，而事實上以上所說的特
殊技巧便是曰本眞言宗大師桐山靖
W?說修練密宗所帶來的威力。
「密宗」、究竟是什麼？一般人只能理解它爲佛敎的一個支派罷
了1但事實上，其與佛敎一些主流
敎派有着重大的差異。在香港、密
宗而已開始流行起來，或許有人會
問：「眞的嗎？爲什麼我不察覺呢
？J但如果提起季居明、心經、奇
簡雜誌、佛靈人等名字時’大家或
許也聽聞過罷I李居明居士在香港
所提眉的心經3^^法《密，法
的其中一門’通過_誦心經，開發
腦細胞，啓發個人潛在能力，而達
到改變運程的目的’其說是眞是偽
_並非本文所關注，但心經的確在香
港M熱潮’筆者希望透過此文爲
大家介紹密宗、以及它以甚麼方法
使人獲得「超能力J，並分析其在
香港發展的潛力。
’
密宗是什麼？
密宗如一般人所想像是彳•一
®支派’與佛敎的顯宗有明顯的不
同，顯宗是注重敎義而密宗則注重
實踐修行，由於佛敎初傳入中國時
，均被視爲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
因此注重敎義的顯宗是較符合士大
夫的要求，而密宗則被視爲不可登
大雅之堂，更在唐武宗滅佛後更形
衰微，但密宗並未因此而消失’更
向東西_，西傳入西藏是爲西密
，而由空海法師將之東傳至曰本是
爲東密，並演變爲後來的眞言宗’
特别是其流播性之大可從一些曰常
用品如杯\筆等均有以心經經文作
爲設計式樣可知一二，而且價錢之
昂貴更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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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的特徵是主張身、語、意
三密加持，以修練實_法，以達
到脫離生、老、病、死、苦等人世
間的苦爲目標’而此目標與一般佛
敎顯宗的目標沒有大分别。

達成超能力之修練法
—,三密加持J
所謂「三密加持」，其實是一
種修練的過程’「加持」意即將精
神極度集中’以念力使份子改變，
而達到目標。其過程即先通過手結
契印（身密）使精神集中於某固定
方向的姿勢，然後念誦眞言（語密
)如念誦心經，以使精神更加集中
，再通過觀想佛尊的方法，使表面
感官意識去除，三者相應，彳f可「
即身成佛J ，而根据曰本眞言宗大
師桐山靖雄措出通過「三密加持J
的修行方法，能將訊息直^4送達腦
部而不需經由感官的傳送，便可將
之刻劃在潛意識當中’正如佛洛伊
德所說潛意識截一個人的行爲思想
有着深遠的影響’而密宗帶出的意
義抓相類似，即通過三密加持，使
訊息直接刻劃在潛意識中，從而改
變自己的行爲，僧強信念’並足使
目標的達成。另外，根據桐山指出
通過修練，能自然而然地開發赐細

胞，如洞悉未來，僧加iJfP能力，
僧強體力，堅強意志’改變自己影
響别人，以及改變環境的障礙等一
般人沒法獲得的超能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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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可學
密宗的修練者不必是一位虔誠
的佛敎徒，更加不需對佛敎敎
一定的理解.，無論你是基督敎徒、
天主敎徒，甚至是無神論者，只要
你對此種技巧有信心它的確能爲你
改變命運，這樣密宗便是一種實效
的方法，使你通過鍛練，而擁有同
樣的效果，故被桐山靖雄視爲人人
可學的一種徹底改變自我_身原
理°.

密宗在香港發展的章義
香港之所以能缀掀起心經熱潮
，最主要是和香港人的生活意識形
態上有着很大物合而造就其發展的
還力。

此外，密宗並沒有如其他佛敎
支派一樣否定財富的價値，此對其
在一個注重功利實效的社會中存在
有一定的優勢。李居明居士而曾在
緑色茶座的密宗與生活的講座中指
出，要眞正達到成佛的境界，必須
要從無到有，才可從有到「無」，
事實上這是一個過程，因爲當一個
人特別是現代人，當他是一毛不文
的時候，往往只希望找尋方法已求
獲取更多的財富及更多的滿足感，
無論他選擇的是辛勤工作或是賭！^
也好，對他們而言仍是可行的途徑
，根本沒空閒時間來理會其他與他
們生活無直接關係的事物，故此如

果你在此時對他說：�iW不要執
着，有便等於無，無等於有」，相
信未待你說完，他已把你臭駡一頓
，甚至被轟出門外，但密宗所提出
的「三密加持J的技巧，則是一種
使你從無到有的技巧，並非一開始
便向人•輸一大准深奧難明的敎義
， 及 並 非 要 人 將 之 奋 乍
出信仰，而是要人視之爲開發個人
•能的特殊技巧，而達到「有」的
境界，即擁有豐足與幸福，因爲密
宗相信當一個人擁有一定的財富，
不需爲生計而煩憂，或事業有成時
，不謂尔的提點，他也會自然而然
地去追求更高層次的形而上學問，
或者才會理解佛敎「無J的眞正意
義。

故此’密宗的技巧M—種使
你從無到有的技巧，可能有人看到
這裏會駡我胡說八道，但嫩開眞偽
與否問題不談，密宗的修行方法所
帶出的意義，強調個人潛能，並不
是說你通過修練便可得到財富千萬
，從此生活無憂，而是藉着修練，
僧強自我的信心，調節個人的世界
觀及擴閨胸襟，'並將之溶入生活實

_，生觀便會變得更力Dffl
極樂觀，而對社會筋有積極推進的
作用與及價値。

參考書目：

(IH^山積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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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出版社

(2郭朋著
隨唐佛敎
齊魯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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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工商業發達及注重個人
成就的香港社會裏，作爲一猶上進
的都市人時刻拼命工作及爭取機會
進修，以求達到事業有成的境地，
而且要面對發展迅速的社會所帶來
的轉變及壓力眞是不勝枚擧，故很
多時使人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而且
在強調個人主義的時代，當有問題
時，抓未必可即時找到你信任的人
幫助，因爲的確每人均有他自己所
面對的困難，那有空來理會你呢〒
可能你會說此乃氣駭之言，但這是
事實。故有很多人會借助不同的宗
敎的力量去慰藉及择解心內的煩憂
，但有一些人根本沒有這耐性去慢
慢咀嚼各敎的敎義，而更未能眞正
領略各敎的眞話，加上功利主義及
即食文化的風氣影響’一般宗敎所
提供的實效似乎略有所限，故對某
些人而言，密宗的修練法，是旣簡
單又方便，因爲它只需修練者念誦
眞言，而不需特意對眞言加以解說
，而認爲只要你能糊ti行技巧持之
以恆，自然而然便可有所領會，並
可開發自己的潛能，以自己的能力

去創造幸福，而不需外求，故此密
宗的修行方法是存有自我肯定的重
要意義。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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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宗 7
前陣子’一本「撒旦的詩篇」
弄得滿城風雨。這使我聯想到與基
督敎、伊斯蘭敎並稱爲世界三大宗
敎’在公元前五、‘六世紀時，釋迎
牟尼在南亞大陸所創立的佛敎。
_道三敎，對中國人的思想
發展有着莫大的影響。所以身爲中
國人而言，佛敎能擠身於三大宗敎
，應感到一份自豪。與此同時我卻
感到佛敎正曰漸衰微，雖然現今有
不少人拜佛’但又有幾人能眞正瞭
解到佛的眞義I
一直以來佛敎給人的印象都是
十分之抽象而難以理解，有一種摸
不着邊際的感覺。一談到佛，人們
不是聯想到消極避世的虛無主義，
便是迷信等負面評價。其實這與正
信的佛敎有著一段距離。大約在東
漢（佛敎傳入中國的)時期，佛開
始與神仙方術合流，到南北朝的中
晩期，統治者更利用佛敎作爲鞏固
統治的工具，強調「逆來j頃受」「
追求來世」等思想以麻醉百姓，存
有極濃厚的迷信和拜偶像的色彩。
故此漢化後的佛敎，巳滲有道家思
想，乃佛道雙修的混合體，再加上
中國傳統的祭祖風氣，中國人的佛
敎已是自成一派，即使釋_尼再
生，涉足中土，也未必能認出這就
是自巳一手創立的佛敎。
而作爲一名大專學生，我想除
了要吸收知識外，更重要的是發展
我們的靈。特别是在香港，生活
緊張，壓力源源不絕地從四方湧至
，再加上金錢和感情等種種的問題
在心中纏繞，使人不勝負荷，而導
致神經失常的例子巳是屢見不鮮0
簡言之，當我們知識累積愈豐富的
時候’所遇上的問題而相纏僧加，
包括了形而上或生活上的問題。•
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上，有
人求助於宗敎，孤有人求助於哲學
。但相對而言’我還是覺得宗敎比
較好些’因爲宗敎可以使人產生信
.心；當彳尔堅信心目中的「神J可以
胞尔解決問題的，就等如將憂慮從
心中趕走，而敬每一件事也特别有
自信。

其實所有的宗敎，都同樣是敎
人要充滿信心地面對問題，只不過
是演釋的方式不同罷了。但密宗有
一個特色一它是一種非宗敎式的
宗敎。
什麼是非宗敎式的宗敎呢7但
凡宗敎的建立必需有信徒，及
拜的對象。而密宗雖被稱爲宗敎，
基本上卻是「無神論_1者，內—
於哲學，於一般宗敎不同。可是它
卻又存有具大的魔力，深深的將入
吸引著。
初接觸到密宗，還是一件很偶
然的事，可能正是佛家常言道的「
緣J罷。一直以來佛給我的印象都
是一些不切實際的空言，而佛寺則
是避難所’讓一些受k創之後，無
法再站起來的人隱居之用。我等常
人只宜遠觀，頂多取其認識，作爲
閭聊話題。
但至今我明白到一眞理，人在
受創後，才能眞正的面對宗敎，以
公正剪心對其敎義作出深究0當然
這鹿因爲宗敎的治癒能力高，見效
快，才能使人信服。我/亦曾求敎於其它Z胄，彳旦唯
獨是密宗，最能吸弓哦。這並不是
說其它的宗敎比不上密宗，引用李
居明先生的一句話，其大意是「適
合自己的’能產生好的影響的，便
是好宗敎J ,所以世上沒有一個宗
敎絕對是好的。
密宗雖說是人人可學，但最重
要的還是一個「恒J字，想要吣
些密師般擁有高深的法力，非
數十年的修爲不可。不過我想我們
抓沒此需要’人生在世短短數十年
，所追求的是什麼呢？我想不同人
有不同的答案。但當你細心想一想
’無諭尔的答案是什麼，最終是否
還是以快樂爲依歸。而密宗的中/(^、
思想正是敎人脫離痛苦，通過一些
修練，達至瘦樂境界①’而所謂導
人成佛。
至於修練方式，更是令人目不
暇給，東密、藏密不盡相同。而且
眞言，結030多不勝數，要將之全

數記在心中，也非一年_不可，
而且密’向給人神秘莫測之感，
主要是因爲不易外傳，所以要學而
非容易。近曰在香港牽起了一片<
心鄉潮，此經乃由玄突法朗把其
六百多部「大般若經J精選濃縮而
成的精髓，爲羣經之心藏，深受密
宗所推崇。亦可作爲入門之基本功
夫。
‘
現在修心經的人’有很多是希
望藉此發達致富，甚至可以心想事
成。而其成效如何，則不得而知，
我丽無法在此下一定論。
或許我將自己隐誦4、經數月以
來的經歷，與大家分享一下，讓大
家去判決其效用罷。
有一點我首先要說明，我所修
習的方式是據李居明先生所提供的
先隐誦，後求解，所以每人的看法
不一，領悟而不盡相同。可能有人
會懷疑這種敬法，會否行得通，但
我卻極之贊同，因爲人的潛意識現
在還是個謎，而其理解力之高/1K不
能估計，很多時我們想不通，在夢
裏卻能找出答案正是一例。其實我
們對任何一篇数麵學文章’不

immm，自«會受其文章所感
染，不單是心經。
而心經帶給我最顯著的好處，
就是丨_較平和，人總會有鬧脾氣
的時候，而多是一時衝動使然，隨
即便覺後悔0若在發脾氣前能有一
刻的時間，給我們作出決定是否應
發脾氣的話，我相信就不會有發脾
氣的情形出現了。而心經正好給了
我這一刻鐘的思考，於是怒氣自然
消除了，現在生活過得也自然快樂I
得多。
其次就是自然的眞理，傲事只
要盡其努力，不要問成果，如一塲
球賽，若你老是想著要得分，拱命
的扣殺，可能成績更強差人意，相
反只要順應其來勢，在適當時間作
出反攻，才能得心應手。

宗 7

7 力
余季生

還有就是「空的哲學，當我
們初來到世上的時候，是什麼都沒
有的，所謂一無所有，現今我們所
得到的巳是賺回來的。有一彳固朋友
，就等如賺了一個朋友，縱使一個
都沒有，我也沒有賠本，可是一些
人卻因爲強求一些不屬於自己的東
西，而使自己終生窮鬱不樂，甚至
弄得慘淡收塲。
最後，我希望那些經常患有失
眠的人士注意，雖然我很少失阪，
但每晩差不多隐完三遍的心經，便
能哩呼入睡，有時甚至末念完就巳
找周公去也。我一向也沒有午睡的
習慣，但伏在案Ji也可憑心經引我
進夢鄉。故當你睡眠不足時，不妨
一試°
此外，我最欣賞密宗的還是它
的寬大和積極的思想，它並沒有禁
止信其敎的人不可接受其它宗敎，
而是可以容納其它宗敎的存在，而

且着重實行，敎人以一種「SBj的
態度去發奮，用自己的努力去達致
目標，但同時又提醒我們不要受物
懲的蒙眼語重深長，處處充滿慈
愛0

最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適合自
己的宗敎，踏上快樂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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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脱離生老病死苦的極樂境界
②咒語和平的姿勢，用以繁助自己
控制情緒

39

夫二十多年來罕逹
—
痛 快 至 極 。 不 在 怎 ¥ 樣 ？ ！ M.
兒，自妳娘十八年前去世，只餘我係相依爲
命，你便是爹的一切。爹爲了称，從不敌
输一塲我要令我的好a給天下人知道
>^：^有一&名動天下的父親。蓮兒，爹閉
閼窝山一年，獨留称在家中，0鳴？妳
自小對爹忽冷忽熱，這點爹是明白的’不
錯，妳娘可以說是我間接害死的。但称知
炸娘罵什麼，她罵我始礼終棄，贪新忘舊
，有了正妻還娶妾侍。,！不知妳爹我若
不是爲着番燈有權’也不會納了妳的二娘

爲妻。妳出世那年’你娘又怪我iii^�二娘
小金佛，大吵大鬧，還趕走了妳二娘及年
僅一歲的哥哥，爹费盡工夫也查不到她倆
下落。此時此地，妳对我怎不發出半點怨
言，部知你娘竟一氣而死。埃丨妳道一個
人徒然失去妻兒好受嘱？怎麼，蓮兒，爹
給妳的那串佛珠，收好沒有？它是爹的命
根子’自與伴看妳爹長大，妳記着’替爹
好好的保管着。

霸•

X

X

X

X

八十招已過，楚君左肩受傷，軒轅右股染上一片裼紅色。雙方再度休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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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不愧爲劍皇，劍術着實壤窖歡'
軒轅一絶不會爲你所嚇例的。爲了我和暮
兒的幸福，這仗我是檢不_。蓮兒，雄
維然不願告訴我炸特家世，但從_言行
便知妳是名門之後。妳不會吐露半
點家世，是怕我自卑嗎？不錯’我軒轅一
是個孤兒，爹不要我，娘又早死，若不是
隔壁析較教頭牧留，遣不餓无街頭才怪。
我每天練劍，先飯時線，行路時練，甚至
出恭時也練。這樣做爲的是什麼？以前是
爲自己爭口氣，現在却是爲了妳——我的
好蓮兒。半年前觀花會上的楼面，便已知
：道我的命已是妳釣0妳還記得我厚着臉跟
妳搭如的情形嘱？妳那張水枕紅的臉，那
雙撫人心底的痕晴，那陣陣_人的幽香，
差點使得我這傻小子站不穩來。知否這次

r午;

想起
爹：f
朗 華

主角積克由羅拔坡尼路餅演。作為—個

無可否認，喜劇在本港電影市傷—直估
有举足輕重的地位；今丰的中西賀歲片，也
是以喜劇為主°從票房方面看，港產片又達
在西片之上°
在資本主良社會裡，一切以商業價1直為

積克對「公趋」那種種慢相惜的感情也就禾

職業捕快，他被委.；；^追捕一名盜用公款劫富

難理解了！雖然，這種兵賊問的徵妙感情在

濟貧

掉號「公再」的黑手1:會計員°本

現實世界襄是誇張了些，但這樣的誇張正好

片前半部交代了積克因£挺受f而鉢去警員

跟現實作一個對比鲜明的調刺。术是嗎？在

之職，轉而從事私人捕快，可k•他是一個不

這個以一巳為中心、绝對個人主羡的功利社

甘同流合污的正良之士。在失意之餘，他的

會，誰又可以真正做到正視他人尊嚴、正視

主導；影作為一種商品，也就無可避免地

愛妻不幸又被同事所專。正是：好人不得好

自己的民心？人際願係的疏離，更把現代人

要迎合親衆的•味，講究娱樂性°

輯！觀衆在激愤的同時，也不無「同病相憐」

推向一個抑费、苦周的困局°每個人都在狂

之概。這就是導演馬田庇斯希望達到的目的

呼「我空虛、我寂寞」，可是毎個人都吝惜

當然，喜劇講究嫉樂性，也就離不開一
個字：笑°喜劇如要堆椒笑料並不難，難就
難在如何有所起越和提高，除了令觀衆大笑
狂笑之餘又回味無窮、發人深省的，才能在
衆多的笑片中脫穎而出。可惜，這樣的喜劇
在本港影界一直欠奉，充斥市面的是笨斯的
舊橋翻新，使觀衆有熟口熟面的感覺。道多
少反映了本港鬧電影劇本荒的嚴重性吧°在
銀幕上，觀衆看到的只是一堆笑料的童叠，

，使其作為下丰部的伏.線。

愛、理解和被理解，但是每個人都不肯把心
並沒有出人意表的結局，跟衆多的大團

圓喜jiii片一樣，無非是吉人天相、邪不能勝
正……積克終於戰勝了他的黑手黨仇人，又
得到一大筆錢來實現他的夢想••開如啡館

丨可厚非了。

靈敞開，眼睛透過門縫來看世界，稍有風吹
.率動，就把門缝也閉上，寧願永達躲在黑暗
裏痛哭，也不敢接受陽光°而「午夜狂奔J
在這方面確是發人深省。

結局雖然沒有令人意外的驚喜，但那種大快
人心的感覺卻發揮得淋離直致，觀衆被彡此起
的激憤之情至此傾盆而出°

除了得唤笑外，觀衆可說是一無所獲°不過
，作為一部较粹以娱樂為主的喜劇，那也無

1寸出，也不輕易接受；毎個人都渴望愛和被

在現今社會褢，工作的屋力和人際開係
的緊張達到某一程度時，宣改是夫然也是有
需要的，而喜虞；/在此方面是功不可沒的。所

然而，該片的成功之處並不在itb，而是

以喜;iii電影的取向，多少反映了現代人，尤

在於人物間對立卻又惶惶相惜的感情刻到。

其是早靑人（因電影觀衆以早靑人為主）的

這種刻主要表現在積克押解「公爵」這兵

「品味」和心應。本港喜劇片未來的路;^，

在今丰的賀歲片中，西片票房雖然達在

賊一遣—逃的過程中。：^錯，「公路」是一

港片之谈，但就影片本身而言，西片無疑是

實在應該向「千J片借錢，可望推出更高質

個賊，但他是一個劫富清賓、又具有正義感

較為出色的，尤以馬田^^£斯的「午夜狂奔」

素的喜劇，則吾等影迷有福了！

的「傻」賊。在被積克押解的途中，他不但

獲得很高評價°
該片的成功之處，是導演能夠抓住現代
人落寞、蠻蠻不得志的心理，透過片中人物
刻到出一“(固笑中有淚、暴力中卻又處處温情
世界，使人在開懷大笑之餘，抑蠻的
感情得到了宣改，空虛的心靈亦得到了小]、
慰藉°

不關心自己的生死存亡，反而多次詢問積克
為何鉢去警員一職、為何跟同事不和、他的
妻兒又為何離棄他等等，都表現了他對別人
的關切和渴望理解的情懷°

人非草木，面對如itt可愛、誠想的一個
賊，觀衆也難免產生一種旣惋惜又憐幌的感
情來，何况積克遣個俠骨柔腸的漢子！所以

.it^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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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許多越南人一樣
他是一個宿命論者
：：撫難纖醇

A 麵 發 生 的 械 輯 • • ； T^lfev五年资
：
國
族
府
申
請
，以及去年頸剧經濟雖fe和给lifefe策‘
以上的各項赛件，都港市民
注和爭議，？II開始明白難民問翮；^重tt

,實在不顏時’地fj嶋Wi民求
漸 漸 纖 _ 慣 涵 着 法 這 齒 痛
往往建基於港入和越直接溝Sfii?

情況下，r極有可藥傲_s|�有見及
此’我們透過香港基督敎難离fe務處的協助
’得以和"他接觸,取他們的遭遇一

一 一個越南難民的故霍阿IteCv�

當第一次見到阿Dac的時候，我們各人
都有黙驚訣，眼前的他，並不像我們最初想
像的老邁，也不像坊間對越南難民所言，充
滿淚氣。他今年廿九歲，穿着一件灰色的西
裝外套，有黙陳舊，但顯得樸實。
他在南越出生，家中排行第二，另有五
兄弟妹。正如許多偸渡來港的越南人仕般，
一家以捕魚爲生。
當我們問及他在越南的生活的時候，他
講了兩件童年往事，並且表現得十分興奮。
這兩件事發生在他十五、六歲的時候。當時
的越南，由於戰爭的關係，郊野遍佈棄置的
手槍和炸彈。少時的他，在好奇心的推使下
，拾起一枝手溜彈，並向外拋出，發出了隆
然巨響。這時，他還矇然不知，只知身體並
無損傷。另一件事，發生在他與另一位朋友
身上。他的一位朋友，在地上拾起了一枝M
16手槍，向他睹準，並按下扳機，連扣數下
，卻毫無反應，槍管好像被沙粒阻塞，子彈
射不出來。阿Dac取笑他，連隨把槍奪去，
向天一按’槍聲一響，把他們二人嚇室了。
這些情景，他現在回想起來，才感到害怕。
到了十九歲那年，正是他的大婚之喜。
當時他有黙不願意，但在傳統觀念，一切婚
事由父母作主的情況下，他也只好順從父母
的意見，婚後他育了兩個兒子。但收入.亦交
由他父母處理，讓父母給他們買屋蓋房。原
來他們認爲，父母辛辛苦苦把他們養育，到
他們能自立謀生時，理應照顧父母，並以大
量收入，作爲回報。故此，對於現時港人對
待父母的態度，阿E^c表示並不太習慣。
在阿Dac的回億中，他常常懷念一九七
五年前的生活，即共黨佔領前的生活。他覺
得當時生活較爲舒適，一年只需六個月出海
捕魚，其他的時間，因暴風雨的關係，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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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便會留在家中，眺望海景，做其喜歡
的事。而每次的漁穫，亦盡歸己有，生活自
然比現時難民營佳。但是，七五年後，一切
盡變，所有的收入需要平分’十分之七的漁
穫要交給政府，生活漸感困難，在此情況下
’他的兩個兄弟，便嘗試逃離越南，乘船往
香港’可惜被共黨捉回，被判入獄。而他的
妹妹，也曾經嘗試乘船離開’經過一日一夜
的旅程’船隻仍返回原地。但由於生活實在
太艱苦，在明知九死一生與及父母强烈的反
對下Dac與他妻子仍然決定於一九八一年，

離開越南，經過約二十日的航程與及捱飢的
痛苫後，終於到達香港。
到港後，他們首先被安置到深水涉銀禧
禁閉式難民營，其後，才調到現時啓德難民
營。在港初年，無論居住環境、語言、衣著
，甚至食物也不大適應，到了後來，才慢慢
習慣下來，並且，多生兩個小孩，這時他
才知道養兒育女的辛苦。在地方少，人工固
定的情況下，多一個子女，便多一份負擔。
這些觀念，對於越南人來說，完全是陌生的
，他們的傳統，往往認爲生得越多越好，因
爲這就保証了自己的宗族壯大，可是，這些
觀念，在香港的社會環境下，便產生改變。
在港期間，阿Dac分别在契涌的工廠傲
過啤工，亦在運輸公司傲過搬運，可算是找
到一份安穩的工作。但是，好景不常，一九
八五年，也遇到了交通意外，在橫過馬路時
，一輛四十沢長貨櫃車，向他迎面験來，他
當時立刻閃避，可是，他的腳仍被貨車_過
。之後，他要求晤償，直到八七年，加拿大
政府批准他們家人的移民申請，但由於賠償
手續仍未辦妥，阿Dac只好一個人留在香港
，而讓太太和子女先到加拿大。到加後，他
的太太以援助金來維持生計。另外，三個孩
子到了適合年齡，已進入學校讀書。
對於難民營內的治安，阿Dac有以下的
看法，他認爲越南難民並非全是壞人，而壞
的份子，也只佔少數，他們也絕非有家室之
人，而是一些單身漢，這些人仕由於不適應
香港的環境，不懂香港的言語。同時，他們
憂慮和排心的事情太多，有時爲了解悶，便
借酒消愁，以致酒後亂性，做出錯事來。另
外，由於這羣單身人仕，欠缺父母的管敎，*
故此，便容易學壞，受人利用。而一些難民
，從前當軍，他們在戰塲上出生入死，旣然
戰火也嘗過，還有什麼値得害怕的？曾經就
有一個十八歲的靑年，手持利器向着十二個
警察，而竟無一個警察敢向他走近，這年靑
人覺得大不了一死！不過；上述情況’現在
已改善，原因是越南難民開始習慣了香港的
法律，並且，遂漸適應香港的生活和語言，
找到安定的工作。同時，過去一些恣事份子
，現在巳將白粉戒掉，重新敬人，他們明白
到，如果要移民，就不可打鬥鬧事。
至於，來港後的工作情況，阿Dac認爲
香港工廠繁多，一定可以找到工作，只怕自
己不肯做。而上司只要待他好，他便會以同
樣態度對待上司。工資方面，他認爲沒有問
題，做得好，自然「揾」得多。
對於人生，阿Dac正如許多越南人一樣
是一個宿命論者。他們往往認爲生死有命，
一切由天註定，可能這和他以往經歷，有密
切關係。.現時的阿Dac，在啓德難民營內做
一些翻譯的工作。同時，經常向有關機搆，
查詢有關移民事宜，希望盡早和家人團聚。
在此’我們祝福他’並且，希望透過這篇文
章，使讀者對難民生活有較多方面了解。

讀鬌來函

易:

IS
仍要生存。他們（我們？）沒有一
種英雄式犧牲的感覺來肯定自己’
因爲他們並不是犧牲自己上船的權
利令人得救；他們只是沒資格上船
，剰下的是一種阿Q式的無能感在
否定自己。一夜間，香港變成一個
「弱者城市」；一個「弱者市巧」
，一切「潙希望J、「偽牽幸福」
傾銷的地方。

「危機管理學」或「危機意識
管理學」，將會代替MBA成爲香
港最「殺食」的科目；因爲香港已
變成一個「危機城市」，掌握香港
人的普遍情緖，便掌握財富與權力
的鏡匙。 •

我們在購物時，在溜覽琳瑯滿

目的SOGO�八佶伴、M&S的時
候，重獲一種「廉價J的幸福感覺'
。誰說我們可憐，看我身穿的聖羅
蘭。香港涨漫著淸晰的末世情懷，
一生的享受都濃縮在這八年內一次
玩完。
無奈無能的感覺需要處理：昇

香港人無奈，能移民的無奈，
不能移民的更無奈；只有那些可以
移民，而爲了某種偉大（_居）原
因，而決定留下的人，才有少許
Free Will ‘ 一切都是那麼 Neces-

sary °

華或反昇華（Desublimatioii ) �

移民或留下，同樣是向一個「
未肯定J.作出賭搏性的抉擇。那一
樣較幸福，你都不會知道，因爲你
不能活兩次，作出比較。你爲了獨
生兒子，決定移民，可是他却在加
拿大的公路上給撞死•，或在一次反
黃種人的暴亂中給人打至殘廢’或
無意間與一洋妞接吻染上AIDS.，
那麼你會問自己「假若當日沒有選
擇移民的話……或選擇移民澳洲的

昇華作用把弱者變成爲改變環境奮
鬥的戰士，但它需要「希望」、「
意志力j和「忍耐」’昇華是難的
；人只會選擇易的——反昇華——
發洩和忘記。
.、_
1.
笑忘城市
香港變成一個暴力的社會。電
影中我們要看見周潤發被李子雄打
到鼻血直湧，成龍的膝蓋在空中打
了個空翻再撞向抬角才感到興奮。
阿力舒華辛力加和史太龍的身體成
爲崇拜的對象，安全感的象徵，吸
引女性的手段。要管理這樣的一個
社會，警察得大幅度加薪’消防員
，干你們什麼事！.

話……或……」，這一串“What
if’的問題會折磨你一輩子，於是
你希望香港發生一次像「南京大屠
殺」的事情，來減輕你的罪咎感。
那麼當天你爲什麼移民呢？不
是因爲你有「獨羸」貼士 ’因爲你

不能活兩次；只是移民Makes

you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 沒
有移民》你和那些低收入〃無學位
專業知識，無一百萬存款的蟻民有
什麼分別呢？沒有「天堂」，義人
和罪人有什麼分別呢？爲了獲得這
「分別J的惑覺，你不得不移民，

It's still a necessary ！
二、

困獸文化
•

剩下來的人就像未能上「挪亞
方舟J要等待洪水災難的人。他們
比挪亞時代的人更悲哀，因爲他們
確知末日的日期，而且在末日之後

‘ t jr

忘記是很難的，越刻意忘記越
忘不了；只有在笑聲裏，最善忘。
番港是一個「笑忘城市J，笑聲越
響，人們的記憶力越衰退。
喜劇再不像古典喜劇理論所說
，是揭露人性弱點或社會被扭曲一
面的工具；今天喜劇再不指示被扭
曲背後的眞善美。笑差一種裝飾，
減輕生活中不幸的惑覺，我們笑別
人的愚蠢，企圖在不幸的「死囚」
當中再分出一種優越感給自己。
笑的電影當中，我獨愛徐克，
他笑得有歷史’最愛是「上海之夜
」。可是當炸廣島都只一個誤會
，一個Gag的話（「我愛夜來香

」），歷史本身會否反過來被

Dramatize/Comictize ( ？ ) , 歷

史變成一集集的悲喜劇？ All

that's solid melts into a i r �

笑令人善忘，忘記過去也就是
忘記歷史。沒有歷史作背景，立體
的宇宙失去柱，一切都倒塌，只剩
下碎片，將來失去意義，現在變成
分割的片刻。片刻的不幸只値片刻
的傷感，你不會愚蠢到爲「明周J
悲傷一輩子dS?!「古今古事，區付

笑談中J.。

2.

夢的 Demand & Supply

笑忘發浅是反昇華，民主政治
則以昇華的勢態出現在香港的歷史
舞台。•
民主政治在九七危機當中提供
一個理想、一個希望、一個夢。
太平天國是一個夢，三民主義
是一個夢，共產主義是一個夢。在
滿淸滅國滅族危機後，企圖在危樓
上建天國理想邦的夢。夢的實現到
掌握實權，需要大量的犧牲，「一
將功成萬骨枯J ’夢在抽取你金錢
、血液和靈魂’可是，「人活着並
不是單靠食物，還需要神話（夢）
0」
唐吉詞德怎可以生活在一個沒
有惡魔的世界，沒有惡魔，他怎可
以成爲屠魔武士？ Again It's a

necessary ！

原來「民主政治J一段尙有下
文，但現在只記得一個片段：在聖
誕節那晚走過「崇光」，看見敎授
在路旁呼籲反對主流方案，風很大
，我和他對望一會’似乎偉大和跟
小仍有分別，敎授沒有結婚，也沒
有談戀愛’在聖誕街頭向一對對戀
人聲嘶力竭地發聲。R是沒有人理
會，因爲他不屬聖誕節，他的位置
本來是聖誕老人站的。
對於一個失業了半牟，明天還

要在Classify找自己位置的人’

necessary
，R有寫好這篇文章是not necessary o

一 切 都 比

necessary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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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备
那個初春，我踏進嶺委……
「《•果，趕快交稿’否則休想步出嶺南°」
「令曰開常會，明日開編辑會，後日要排好
版°」無言以對，唯有靜靜地’靜靜地起革
「革命？革誰的命？」「革 「誠意J的命
革•"嶺降J的命。J
嘆’時不與我兮，非戰之罪
「對！窣爲玉碎，不爲瓦全
X X

XX

XX

這個春季’我踏出嶺委……
「哈！終於思難。J
「"圭！出面陽光普照，令曰去海灘，明曰去
棒戲，後日去宿營。」
忽然人聲鼎滞，各路好漢齊集S.U.�
「參事唾械？」「我"^«!1<^住同3.1；.買人
壽保險。」
「啊！皆因班内功彡M赞長老聲言要遠距離
發功「？ ？」整爆S. U.條水管喝！」
「以後唯有勤練求雨舞，祈望天降甘露。J
無言以外更無言！ ！
XX

X X

隨
一向對只顧埋頭埋腦挽學生會话動’而
不理學業成績的人’感到反感。因爲如他們
成靖不好，失去學生身份’再也不能攪甚麼
學生會话動。但只有一位同學我認爲是例外
，他就是除國樑，他是我的同班同學，初認
識他時，對他那種「全職學生會’兼職讀當
」的行徑，感到不好，但當我察凳到他那種
熱誠和理想，使我對他的觀感有所改變，因
爲他不像某些人只希望得點好處或方便或特
權，而投身學生會，其實可能任何應做的工
作也沒有做邋。

在「钱南事件J集會中，他大聲对喊：
「舉起有力的右手J ，使每個人都全心投入
。他的魂力’和爲「嶺南」的精神，使我逡
個只愷坐在燈箱旁做有貼工作，自凳有點惭
槐。個人凳得「嶺南」能得到玫府的撥欲，
雖數額很少，但有一半的功勞是屬於隊國樑
的。「嶺南J日後的發展，除了學校本身方面
外’就有賴像辣國類同學的身上了。

X X

.

余溢德
五月十一曰

一個春天，我念起嶺委……
唱盤轉着一首古老的绸子「天各一方」
那斗室，是終生的思念
人浮於事抑或事浮於人？
唱盤轉出了 ‘Those were the days，
葉美德八九年春
(後語：老編硬要各人交感想一篇，唯有硬
漆幾個片段充數。其實，片言隻語豈能盡解
與嶺委的情意結！）

把聲音調較至最溫柔度，面上掛上一字
型微笑說：「嘻嗜……寫成煞呀？麻煩你啦
！還有兩日就截稿啦！幫幫忙啦！（未到最
後一刻都不會說的一句）最多交�&稿請你貪
mm丨」心想：「死人頭，過了截稿成個幾
禮拜，仲晤交稿，一拳打死你_！ J 仍 保 持
温柔微笑，直至大俺背影消失，突然一隻重
約千斤的巨手拍在余肩膊上，一陣最弦，心
知不妙，皆因此拍實在太熟悉了，未待回頭
，已聽到巨攀說：.「熙呀，實在幾時可以交
稿呀？」嗜嘻…•“同檨溫柔徴笑，但隨即而
來的R有我的支吾以對，哦口無言！！

有Gloria在叫悶、
Gilbert在怒吼、
阿Jack在傻笑、
阿花在大笑，
哈，還有……。
就是這些口水，
我老了
胖了
教了
我們卻成長了。
一年有四季
沒有了怒吼，傻笑，叫悶
還有
何時可尋回，
都是這些日子。

mnm八九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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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一年有四季，
四季在嶺委，

X

常聽到：「哮，七又甘魔，無七新哦
，都晤知煞做睹！」晤好誤會他們說的是環
天大酒樓的飯，而是拿着我脚喂te幾個月的
嶺南人呀！眞是鳴呼哀哉！而我亦R有藉然

側身低頭走ill……

X

X

X

誠然，嶺南人可能仍有很多未盡善之處
，亦知道旣然願意担任此份編輯工作，亦
不免會預料到有此一遭，不過，坦白地說這
三年嶺委工作的確爲我增加對嶺南的歸屬感
,編輯經驗，信心等等的寶貴經驗，雖然是
有少許肉麻亦是本人平生第一次說的一句話
：「嶺南人！我的老朋友！我永遠愛你！ J
瑪麗5京
一九八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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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萬國寳通學生VISA唔」是特別爲
學生而設的信用唔。
如你仍在求學階段，但爲應付多項開支而
甚感煩惱；今日，「萬國寳通學生VISA唔」將爲你
帶來各種消費方便，令你理財更感方便靈活，
在學生活更加輕鬆優悠。
享受與一般信用咱無異
「萬國寳通學生VISA暗」由萬國寳通銀行
信用唔中心爲你提供，照顧妥善周全，消費用唔
簽張，可獲多項服務優惠，與一般信用唔一樣方便
•在全球五百四+多萬家商戶均可使用，盡享方便C
•環球預支現金服務。

•完善失唔保障一失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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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活結賬方便一毎月只需繳付結存賬額之5%
或HK$50(取其値較高者）°
容易申請，條件簡單
如你現已年屆廿一歲；爲香港永久居民；並正
就讀於嶺南學院之全日制課程，即可申請「萬國
寳通學生VISA唔」。申請表格可向本行索取，手續
簡便。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5-8934300萬國
寳通銀行信用唔中心査詢。
在踏足社會前，早日掌握理財之道，建立信用
基礎，爲未來生活，邁開成功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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