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Campus Glow 嶺暉

Students' Union Press Bureau 嶺南大學學生會
編輯委員會

3-1992

嶺暉 (第19期)
嶺南人編輯委員會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ampus_glow

Recommended Citation
嶺南人編輯委員會 (1992)。《嶺暉》，第19期。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ampus_glow/11

This Book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tudents' Union Press Bureau 嶺南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
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ampus Glow 嶺暉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su

!t'、
r

09 8U As

•

so 09 A9so

_ SJ

-

我們訪問了幾位受害的女同學，她奶
們I般對該次經歷的反應是憤怒及齊§
怕’並痛斥該名露體狂心理變態、行為§
不正常。事實上，綜合資料所得’該男§
子的犯案行為已越見大膽，若不早日捉|

§拿之’後果的嚴重程度難以估計。
§ 嶺委並不是危言聳聽’只希望同學
§從以下報導的真實個案中，了解到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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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嗎？’Amy便折返回Computer

的瀨尿！該男子又説：「你可以借條褲

透-因為條西褲淺色，她可以肯定他真

轉。Amy發現該名男子的西褲果然濕

我！’然後面有難為之情’把整塊面別

I臉驚駭説..「我已經瀨咗，你晤好望

訴他：「
Toilet就喺你後面。’但對方

對Amy説：「我好急！’她很自然地吿

她自己又只得|個人。該名男子背貼牆

驚，因為對方驚惶得連手都在顫抖，而

男同學及I名女同學做功課。期間她人
有三急，便獨自|人想去洗手間，當她
推開門站在compute「
cem「
e門外時，
卻發現有|男子站在那裏。該名男子身
穿寶藍色羊毛冷衫’米色西褲，手拿着
類似書包的物體’樣子顯得很驚慌。
Amy與他對望了 I陣，令到Amy都有點

Amy正在六樓ComputerCentre與兩個

十二月中某天’下午六時之前’

市場學系女同學

時間 ： 下 午 五 時 廿 分 至 六 時 之 間
地點：愛華堂六樓電腦中心門外走廊
受害人：Amy ( 假 名 )

誕假期前)

事發日期：I九九I年+二月中旬(聖

個案一

cent「
e

’打算找同學出來幫手，就對他

嗎？’Cathy感到奇怪，學生怎會不清

為意，沒加以理會，但當她步出銘衍堂
大堂之時，該名男子從她背後突然追出
來，問道：「小姐’妳知道廁所在哪裏

楚洗手間在甚麼地方？便告訴該名男

該名男子已不知所踪。Amy回憶當時

情景，因對方別轉面而未能看清樣子，

説：「你等陣先，我揾個男同學出
來。’可惜當她與同學再出來走廊時，

只記起他很高’身材魁梧’白白淨淨，
曲髮’樣子不太孩子臉’以往從未在嶺
南見過’而他操流利廣東話。

子：「Study Area就有。’然後他沒有
出聲’只用疑惑的神情看着Cathy ,像
不明白她的意思。Cathy便説：「二樓
咪有0|2.囉！’可是他仍站着不動，只

升降機門打開，I名staff ( 或 講 師 ) 從

開該處，找同學們研究研究。整個過程

升降機步行沘來’該名男子嚇得立刻放
開雙手，轉身飛跑開’沿着樓梯奔上I I
樓，Cathy卻在這時發現他的褲根本沒
有任何濕的跡象’便懷着困惑的心情離

•約三分鐘。

啦！’此時’ Cathy已發現有些異樣

因為佢好似想搵個靜D嘅地方咁。

•當時冇驚’只係覺得個人變態。後來
先知道佢係露體狂，好彩有個staff喘
啱出現’如果唔係，可能唔止咁樣。

感受..

參我果時都幾驚’因為得自己一個人，

兒(mentally-retarded)，表情像小朋友跟

了 ’看清楚對方的樣貌——神情像低能

Cathy唯有答：「你急就快D上去

説：「我好急，有冇近D嘅地方？’

態’只以為佢有需要幫助。後來聽到

*我只係覺得好奇怪’反正我冇睇到D

巴o

乜，但始終係光天化日，假如我早知
佢係露體狂，我實捉住佢或打佢一

搵人幫手，呢D人一定要捉住，俾D

®女同學一定要小心’佢個外表就好似
D普通男同學咁’如果遇到應該立即

的樣子。突然，該名男子用雙手掩着下

以外嘅地方就更靜’學校應該留意

*學校下午時都幾恐怖，尤其是愛華堂

懲罰佢。再見番我實認得佢！

心裏已在猜想他可能是變態佬’打算走
開之際’又，正猶疑應否幫忙他。剛巧，

自然反應地留意對方用手掩着的地方，

體説：「我已經瀨了。點算？’Cathy

對方賴死不肯走’擺出|副需要人協助

何「正常’嶺南男學生無異。她感覺到

母親説要上廁所I樣，身穿T恤’波
鞋’米色西褲，手挽書包，約5呎10吋
高’白皙，身材中等，臉型略狹，沒戴
眼 鏡 • 文 弱 書 生 型 ’ 20歲左右’與任

而 且 學 校 已 冇 乜 人 。 初 時 唔 知 佢變
有其他女同學見到佢露械，先知佢唔
正常。

•佢表面個樣好正常，成個嶺南學生
樣。我點形容都冇法令其他人認得佢
個樣，又唔係拼圖。我一定認得佢

行至地下。當時’有|名男子正站在升
降機對面，樓梯與玻璃門之間的位置，
面向着牆，背對着升降機。Cathy不以

亦已很昏暗，Cathy從I I 樓 沿 眷 樓 梯 步

衍 堂 I I樓的Study A「
ea埋首苦讀。下午
五時多，學校已沒甚麼人，很靜’天色

女同學Cathy獨自I人回校温習，在銘

I月正是考試期間，這天’社科系

社科系女同學

受害人：Cathy ( 假 名 )

時間：下午五時至六時之間
地點•.銘衍堂地下大堂

事發日期：I九九二年I月十日星期五

個案一

避免到。
•下次見到佢實追佢九條街。

呀？就箅有人陪去toilet又點，好難

•女同學防不勝防，一個女仔根本無能
力反抗，如果佢先問後除褲再做咁點

由o

議學校應check吓學生證’不應太自

free，其實security可做得好D ’ 我 建

參學校太唔安全’出入又唔查證’太

奶真實的情況和經過，當然’尚有個別個§
喋’聽講曾經有人捉到佢但放咗，太
奶案因為受害人的敢怒不敢言而無法取得§
可惜嘞，應該捉佢出嚟巡遊，或者出
i聯絡’但仍望能引起校方與同學的關§
張Warning or zotice等D女同學防備
咖注，早日正視問題。 §
,等其他人知道。而家想再捉就好
so 80so so 8U 80 so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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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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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動同狂少於個連
作學行而下案三
，詢事天午相發過
甚 問 的 色 五 距 生 去
至廁手又時的了的
除所法比至日多三
掉 的 來 較 六 期 次 四
褲位看暗時不露個
子置’的之太體月
露，每時間遠狂裏
體 繼 次 候 ’ ’露’
’而均。是而械嶺
手作先從學案事南
法出向該校發件校
大不受名比時。園
同文害露較間每接
小的女體人多個二
ooo cm coo un un un oo^ coo E O I

嶺暉總第十九期
校園消息

個案一
事發日期：I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
星期I

時間：下午五時十五分至五時廿五分之間
地點：愛華堂四樓升降機門外走廊
受害人：Nancy ( 假 名 )

管理學系女同學

II 月 中 旬 ， 學 生 中 心 正 值 為 修 章 I
事成為投票中心。星期I ’ 其 中 I 個
的投票日。下午五時多，Nancy想往
洗手間，但嫌Canteen太遠•而三樓
又只是"Fa Staffonly- ’ 便 把 書 包 放

在I樓學生中心，獨自I人乘升降機

入洗手間前’記得走廊locke「旁邊有

往四樓的洗手間。當時因大部份學生
已下課，四樓已沒太多人。Nancy進
一女同學，但只以為對方在擺放東
西’不以為意。數分鐘後，Nancy從
洗手間出來，此時有名拿着袋和file
locker

’便走到升降機門前等lift ’ 而

的男子在走廊，她亦以為對方在開
該名男子並不在她視線範圍之內。
未幾’升降機在四樓停下，Nancy

見沒有其他人，進去後便順手按關門
的按鈕’正當升降機門快將關閉時，
突然被人在外按停了，而升降機門再
次打開時，Nancy竟赫然看見I男子
把褲除下，當褲鬆下滑落至膝部’該
男子才彎下身用拿着file的手將褲子

執起，同時，他居然向Nancy微笑了
Nancy站在升降機內靠右的I

然’

兩聲’擺出I副不好意思的表情。雖

聲，但追前找尋時已不知其所踪’最
後連廁所亦搜遍，找了幾層也再沒任
何發現了。
Nancy清楚記得，該名男子身穿恤
衫，深藍色外套，米色西褲，蓄短
髮’高大，魁梧，配戴眼鏡，普通學
生模樣。

個案四
星期I

(與個案三同日)

事發日期：|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

後十五分鐘)

時間..下午五時廿五分(個案三發生

地點：林護與中學部之間的長樓梯
and Sue ( 假 名 )

堂通過中學部的長走廊盡頭，即林護和
中學部之間的長樓梯其中I段。她們在
閑談着，並不知道，愛華堂四樓在幾分
鐘之前，剛發生了露體狂露械事件。當

這天下午，Angel與Sue站在由愛華

(兩名不願透露學系的女同學)

受害人：Angel

•當時唔係太驚，但我好嬲，因為呢D

忽然，一名身穿粉藍色Jacket外套’卡

向銘衍堂，Sue則面向Can teen那方。

感受•.
行為不可縱容。佢冇理由係唔覺意條
褲 跌 咗 落 嚟 ’ 一定係有心做嘅。
*我覺得佢係有心埋伏嘅’ 一直係度等
機會落手，專登等D女同學，假如果
日冇追上去，可能佢會繼續喺四樓等
下一個女同學重施故技。

護向下而來’迎面行近。他問道：「我

時 她 們 站 在 樓 梯 的 其 中 I 段 ’ Angel面

•佢應該唔係嶺南學生，學生冇理由够
膽咁做。若果再俾我下次見到佢，我
實不顧一切郁佢,踢番佢兩脚，等佢

Sue感到有些奇怪’ Angel心想他不是嶺

受，所以無可奉告。)

……(因Sue小姐不願透露個人感

-我唔覺得自己放佢係縱容佢。

學截停’將他團團包圍，當時他褲鍊仍
未拉好，條褲R穿好I半。
其中I名男同學R君問他：「你係

向o'ene「
al Office的盡頭角落，已被男同

咪嶺南嘅學生？’該男子答：「晤係。

個案五

事發日期：|九九二年三月十七日

ngCD和Sue才跑到來’可惜已來遲|

我約了朋友喺呢度等。’由於R君不清
楚他是否刻意在女孩面前除褲，只見他
的褲掉在地上，不能清楚他的動機是否
露體’便對他説：「我晤想以後再有這
類事情發生。’便將之放走。這時，

步，整個過程約十分鐘。

•女同學去toilet

•可能之前未聽過已發生過類似事件
所以冇乜特別感覺。
•後來唸唸吓就越覺得變態。

感受：

幫助。可惜再折回五樓時’該人已逃去
無踪。

覺該男子變態’就到Centeen去找同學

機門打開，z^m就沒再理會他，步入升
降機內。後來Kim覺得不對勁，越想越

答：「都話廁所喺後面。’此際，升降

邊！’但他仍站着不動’於是Km再
説：「廁所就喺後面I.’該男子郤説• •
「我好急，想瀨。’她感到奇怪，唯有

子’走上前問Kim:「請問知晤知洗手
間喺邊？’她便答•.「
Tot一et喺果

樓一ocke「取東西，當經過走廊時，發現
I名男子在徘徊，初時她不以為意。其
後當她取完東西在等升降機時，該名身
穿白色恤衫、牛仔褲，手挽書包的男

這天下課後’ Kim獨自I個人往五

管理學系女同學

受害人：Kim ( 假 名 )

星期二

感想.• (Angel)

時間：下午五時十分至五時三十分之間
地點：愛華堂五樓升降機門外走廊

•果個人好大瞻，話晒光天化日，好變

態。佢想令女仔注意佢。
•若果再見番佢，我實認得出，我以前

都未見過佢’佢有5呎9吋到，皮虜
白’好後生，20零歲’短髮，塊面

唔好一個人。

閎,巴巴也o
1定要一齊去，學校
匿藏嘅地方咁多’草叢多，出入千祈
膝部以下的西褲，下體剛被長Jacket掩

•佢當時有問有答’並唔係亂嗡嘢嘅傻
佬，可能佢斯斯文文的外形呃到我
啦，加上我又唔太清楚當時成件事係
點，為免誤會佢咪放佢走囉。

(R君)

神情怪兮兮’面有難色，便轉頭看過究
竟。只見該男子正彎身用手抽着已褪至

「晤好望後面I.’此時的Angel發現Sue

楚發生了甚麼事’便細聲對Angel説：

孩子繼續説話傾偈’不以為意。怎料該
名男子突然I聲不響鬆開其黑色有金扣
的皮帶’把西褲除下，滑落在地上。因
這時Sue面向着他’雖部份視線範圍被
Ange一所阻，但大家距離甚近’她已清

機，就揾到toilet嘞。’然後她們兩個女

温晤到toilet，請問知晤知toilet係邊？’

其色西褲，手挽袋和file的男子，從林

除得咁自在，咁逍遙法外！
•假如捉到佢，應該先施以懲罰先，然

南學生’便指着cnateen的方向説：
「你行到見到玻璃門’行入去見到收銀

locker放喺走廊’令到條路暗

後再報警。佢-而再再而三咁做，根
本冇尊重人。

•而家D

咗，而學校又好似冇乜security ’ 除

咗夜晚上嚟I;樓趕人外，唔覺佢哋有
做過D乜嘢。但我知，係好難限制外
人入嚟嘅。
•女同學千祈唔好一個人去廁所’而且
要小心D，三樓個toilet應該開番俾

學生用。
•呢個人思想唔正贫’要將呢件事傳出
去’等多D人知，小心防避。佢想嚇
倒人，我哋應該鎮定。

着。Angel在那刻亦已心裏有數’知道

這個男人不正常，就對Sue説：「
晤好
望佢。’幾秒鐘後’該名大膽男子竟

説：「晤好意思，條褲皮帶扣甩咗。’
兩個女孩便| | 三 | 大 步 跑 離 現 場 ’ 飛 奔

入林護求救。
在林護內遇到同系的三個師兄’

•我冇後悔放走佢，因我冇權捉住佢，

Angel説：「出面有人除褲’我哋需要

亦冇權將佢交俾學生會，學生會冇權

•因為我唔知之前已發生過呢類事件，
所以我至以為佢可能係條褲鬆咗粒
鈕。
人幫手。’於是三名男同學立刻跑到現
場’發現該名露體男子正站在長廊盡
頭’褲還未整理好，當他見三人來勢洶

處理佢，唔通報警？又冇證據。況
逃 走 。 此 時 剛 有 I 名 o f f i c e g i 「l 經 過 ，

且捉住佢同放咗佢嘅影響唔大，除咗
嚇倒D女同學外，佢唔會傷害到其他
人。

I邊着褲_邊朝着Gene「
al io

Angel制止她勿行過走廊’而該名男子

着file ’

I起折返四樓。其中|名男同學在走

邊，而該男子自己又彎身把身體重要
部位遮掩’令她「看不到甚麼’，但
Nancy立刻意識到發生了甚麼事’心
想沒理要自己再望着個變態佬’就
乘升到I樓學生中心’找來兩個
在票當值並相熟的學生會男同學’

因要整理褲子而跑得不方便’在走廊面

洶’就馬上拿着放在地上的袋’ I 手 拿

廊盡頭曾聽到有人整理褲子的拉鍊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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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校園中各女仕：
如果閣下曾經看過本女俠在「暢言
欄’上所寫的|篇宣言’那麼閣下就會

更有興趣，會更關心以下的I個駭人故
事。

主角：路底亡先生、本女俠
上文題到：「當本女俠指點了I名
約五呎十吋高，皮庸白皙的「大專生物
體J往茅廁之路後，欲以輕功彈入電梯
之際；(他)那畜牲竟脱下自己的西

褲，並説牠已忍耐不了。’在此情況

(以下簡稱畜牲)再次狹路相逢。畜牲

下’簡直使我無法相信那畜牲是無心之
失’因為正當電梯門關閉時，我清楚看
到牠正在向我淫笑。
回到|樓儒生中心，我立刻找來
「藍貧友’及豬俠衝上四樓’欲捉拿該
頭可恥畜牲、變態淫魔、短小無能、無
法無天、無所不為的露體狂。可惜，那
畜牲已逃離案發現場I了。
未幾，在案發現場一 | ’又發現該畜
牲的踪跡’而且本女俠與「靈體狂’
此時正以同樣手法向兩名女儒生作出自
暴其醜的行為’但當畜牲感覺到I股強

大而正義的殺氣從本女俠這邊迫近時，
各位，據本人愚見，|、畜牲顯然

牠便拔其狗足而逃……
對本校地形頗熟悉，因為牠可在數分鐘
內出現於多個地方。二、畜牲看來越見
膽大，竟敢在光天化日於長梯階上放
肆，我相信牠可能會有更變態、更卑鄙
的行為出現•’所以我請各位女性、儒
生、夫子、官差、甚或村婦、婆婆，在

行經幽暗或人少之處時，盡量結伴和要
要求，女儒生立即加入「大(磚)女生

小心以提防畜牲作惡。三、本女俠強烈
自治聯會)’以團結悍衞婦女界權益。

入會方法很簡單，只要各位在校園範圍
內經常帶備I塊大磚’當遇到該畜牲便
即時向牠要害擲過去’然後盡速往I樓

儒生中心求助，儒生會職員’及本女俠
與好友等’定必以畢生最大的攻轚力把
憤o

畜牲捉拿或擊殺之，以洩本女俠心頭怒

露體狂：
本人乃「社科三民女’之好友「藍
貧友’，得悉你有特殊僻好，喜歡向人

乂是由先天或後天嚴重的性缺陷或性|

展露自己的缺陷，深感同情。因本人熟斤
滇心理學’知道你患上的是由極度自卑早
i理所形成的變態心理病症，而這病患
济引致的。所以’現本人向你提出心

从邪歸正的方法，以及I個「挑

万法就是以最高速度跑到就近的

也人。

-處求診，以醫治你的心理病，

男同學可能唔知我係七
认感到陌生，我係邊個？
,瘋魔萬千大專生，製造
Hi!你識得我嗎？唔識我唔緊要，相信男同學「

』：擎.

侍舊年「通天大盜’同我

水，但係女生們——嘿！嘿！睇怕都唔會對我感到陌

知唔係高大威猛，英俊不凡’迷倒萬千少女，瘋魔葸
山校嘅教職員及學生永遠都

大眾熱門話題，玉樹臨風嘅「露體狂人’囉！
入得手’甚至連將你嘅所作
本來我都唔知「嶺南’咁好玩喋，記得舊年「

甩信，點知經過我一而再，
講，話喺「嶺南’做案，非常過癥’皆因全校嘅教
找嘅「長處’之後，大家依
睇你唔到，捉你唔到，梗係令你無驚無險又得手’
唔信。但係有一點我好唔明
所為話比人知都費事，真抵死。初時我都唔信，點
』我嘅存在咁呢？甚至嗰個乜
再而三，三而四咁在眾女生面前Show off我嘅「耳
你我Show得唔夠多’唔夠放
然若無其事咁俾我繼續做案，真係唔到我唔信。妇
，感覺唔到呢？真奇怪，等我f
解，點解到目前為止好似唔係太多人知道我嘅存’
咖嘅，傳咗出去比我D同志知

S5時話，我都要唔該你哋落力f

乜學生會或學校方面都乜反應’係唔係我Shoi

w^^b》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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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料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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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女俠要向該畜牲宣佈：
「再會之時乃你最後|次作惡之時！)

你哋好自為之喇！哈！哈

呢？定係你哋時運髙，睇唔到，聽唔到，感覺唔
.D悶呀！次次都可以比我順利！
都檢討一下先得，如果唔係你哋當我流嘅，傳
.所又再次得逞’真係I D刺激
道’咪乜嘢Pace都冇哂！唔得！不過話時話，
，我唔擔保我會做出更進|步嘅
D追捕我啦！你哋知唔知我開始覺得有D悶呀丨
逃脱，最近一次喺三月十七日五樓廁所又再+
性都冇，再係咁比我我逍遙法外落去，我唔擔f
行為來吸引大家嘅注意。

致各同學：

就最近接I 一連三在校園內有「露體
狂’橫行之事，學生會已作出|些行
動。在嶺委會方面，今期「嶺暉’已報
導了關於此事件的個案•’務求將最多和

最可靠的資料向同學們公佈，使同學尤
其是女同學對「露體狂’有所防範。代
表會方面，本人曾經與輔導長周國正博
士談論此事。而周博士對此事極表關
注，稍後學生事務處亦有向學生會查詢
部份曾遇見「露體狂’的同學的資料，
並與她們聯絡•.但至本人投稿前，仍未
收到校方作出行動或任何措施的消息。
在此，由於校方就此事件未能作出
有效和快捷的反應，本人希望各女同學
盡量找同學結伴才去校園內幽暗寂靜的
地方；而學生中心及學生會內經常都有

頗多同學逗留至較晚的時間，學生會職
員及其他同學一定可以對「露體狂’起
阻嚇作用。所以，如有女同學再遇上
該「露體狂’，請保持鎮定並盡快趕往

以h雖然不是最佳的應付方法，但

I樓求救。

「露體狂’再出現，I定會是第I個衝

在學校還未能改善保安措施前，同學間
應互傳消息’避免單獨前往校園僻靜
處。而身為學生會職員的我’如知道有

出追捕該禽獸的人。
最後，希望學校的職員們，在遇到
有同學求助或須要報警時，不要像當日
「露體狂’出現後’「林護圖書館’當
值的職員那樣，不能盡速或拒絕為同學
報警。至於校方和學生會’應該盡快作
出有效措施及行動，以保障學生及教職
員的安全。多謝。

结語：各位姊姊妹妹好自為之

第三版

社科奇女俠(民女)

鏟大「磚’女生自治聯合主席
書

-九九--年三月八曰

露
體
狂
入

盧家興

第廿四屆學生會代表會主席

；M藥人舞___你
/

露體狂人致「嶺南」的公開信

孓、O旁
m m S妥 >
$鎮_

瑜
例

#

慘s、

U

致露體狂的公開挑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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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has just finished.
Participants of the Students' Union last year have just ended their term of office. Here are some of their feelings.

The term of office is nearly over. The
24th Students' Union has been full of struggle and pain. The members lost their ideals
and escaped from reality.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re
were a lot of problems left.
Some
people
said that
the
Representative Council has been a battle
ground of struggle. These people professed to be above politics. But this claim
shows that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spirit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tudents' Union.
But for us representative, we firmly cling to
this spirit and responsibilities.
Anyway, man is not doomed to failure.
When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we have to
overcome them. "I want to show him what a
man I am and what a man can do...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I hope that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ent's Union will always
cling to this notion.
Chan Yan Tat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
in the Representative Council

Having been chairlady of the Marketing Society for nearly a year, I have
gained valuable experience. It has
been a challenging job for me to run
a society. However, the cooperation
of my colleagues has eased my
workload. Without their support, I am
afraid that the operation of the society could hardly have been carried
out. The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members made things more efficient.
Although the workload of each member was heavy, they did their best to
complete every job. The spirit is
highly appreciated. For myself, I think
that I still have many things to improve. But anyway, it gives me a
good chance to learn things that I
never had learned before. In conclusion, I want to thank all excomembers and organizing committees
for their support throughout the year.
Chely Chan
Chairlady of the Marketing Society

Having been The Acting President of the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uncil of the Students' Union, I had
to bear great responsibilites, Internally, we had to keep up with the
routine work and had to organise
large-scale activities for the Students'
Festival.Externally, we had connections and contacts with other social
organisations. These tasks were
heavy to a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uncil which had only a 4-month
life. Lack of time and shortage of
workers were the problems we faced.
This was particularly in external
affairs in which very few people
showed interest. This is because
many people think that tasks related
to external affairs are somewhat political. Some people would rather devote their time to earning money and
love romance. However, no matter
how people responded to our activities and how heavy was the workload, I still deeply believe that what I
have done was meaningful
Angus Lo
The Acting President of the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uncil

嶺暉總第十九期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L.C.S.U. the dissolution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last October came as a shock to
us. More importantly, it came at a very critical moment when the College was upgraded as a degree-conferring instit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campus
had started. The effort and morale of the
Students' Union was greatly weakened.
Although the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set up, the workload rested
increasingly upon the Representative Council. Unfortunately, communication and personal problems made the Council unable to
function smoothly as it should be.
Nevertheless,these unpleasant happenings of the SU had positive impacts on me,
I realised that enthusiasm and sacrifice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SU are very important. Only by frequent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cooperation of the staff could a students' Union become strong and powerful.
Courage and confidence help us to overcome challenges. Though my performance
was not very satisfactory, may I send my
best wishes to the 25th Students' Union.
Do not laugh
Do not cry
But to understand
Eva Hong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
in the Representative
Council

I have been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ociety for eleven months. During this time,
I have been what I've never been before: a
leader. By and large, "lucky" is the best
word to describe my life as chairman this
year. I have the following words to say.
Firstly, I appreciate all the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TIS. This year was really difficult for us. There were many troubles
to overcome. Yet, all did a good job.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everyone did his utmost in
order to serve others at the expense of his
own interests. I am proud that no one resigned and everybody kept working patiently
and industriously. Also, I have to thank the
friends of mine on campus, especially
those from other departmental societies.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other members of TIS including the staff of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and your help. Professor Simon
and all our lecturers, thank you for all your
support. I hope the ex-co next session will
be as successful.

Four months elapsed since I have
been the Acting Financial Officer of
the Students' Union. This position has
been an adventurous challenge for
me. At first, lack of confidence and
inexperience seemed to be great
obstacles for me. Fortunately, with
the help of my colleagues, I was able
to catch up with my work. Throughout this period, I have learnt to be
persistent, assertive and to show initiativ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give my heartfelt
thanks to them. With the lesson
learned, I am striving for a more
meaningful endeavour. In the near future, I hope I can enjoy my school
life in Lingnan through service.
Eliza Ng
The Acting Financial Offic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Nathaniel Choy
Chairman of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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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Orientation
P r o e r a m 1991
One year before graduation,
I decided to join the Business
Orientation
Program
(B.O.P.),
which was organized by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in an attempt to
gain
more
exposure
to
the
business world.
B.O.P. is a fourteen day
program held in every summer
vacation since 1982. This year,
under the theme of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Far East, a number
of 37 business students from 2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Macau, China and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e
program.
Luckily, I was one of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Lingnan College.
In accordance with my wish,
by visiting the chosen companies
in difTerent key sectors, I gained
first-hand knowledge of a broad
cross-section of successful industries
in Hong Kong. In particular, I
was greatly impressed by the
preparation that the companies
had made and their whole-hearted
attempt in answering our questions.

Y o u n g M i n g Sze
After touring companies, we
were grouped to prepare and
present solutions to assigned case
studies based on the year's theme.
As
each
group consisted
of
students studying and living under
different systems in different
areas, there was a combination
of skills and views. Discussions
were anything but boring. On
the whole, it was a precious
opportunity for us to develop
problem solv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Exchange of ideas is never
confined
to
business
a flairs.
During outdoor activities such as
the sail, the visit to Ocean Park
and the outward bound school, we
talked freely about any interesting
subject. As fourteen days passed,
it seemed that we have known one
another for long.
Today, the 1991 B.O.P. has
ended for more than half a year.
However, every time we gather,
we remain as enthusiastic as
before. We are glad that our
friendship be lasted and are proud
to be B.O.P. participants.

SLOW VOICES
乍暖還寒時候
最難將息
三杯兩盞淡酒
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
正傷心
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
憔悴損
如今有誰堪摘
dn^^'zi^ E3

獨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細雨
至j黃昏點點滴滴
适次第
怎一個愁字了得

Searching
and
seeking,
Cold and
desolate,
Miserable
and sad.
Fickleness
of warm and cold
weather,
Makes me restless.
Two or three cups of thin
wine,
How can I resist it?
At night with strong
wind,
Passing of wild goose makes me sad.
Yet we were old
acquaintances.
Heap of withered
chrysanthemum
piling on the
ground,
Now, no one would have a heart to pluck
them.
Sitting next to the
window,
How can I survive alone till
darkness?
Drizzling
rain together with Chinese
parasol,
When dusk comes, dripping
and
dropping.
//
How can the word
sorrow /\
Describe
this scene!

By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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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配合整體敎育的銜接，故此只是重
量不重質，同時大專學費又大幅標升，

※由於會章規定必須有全體畲員五
分I之信任票方可當選(全體1249

問我港府是否本箸「肥水不流別人田’

的心態，你話呢？

人，五份一即250票)，故有三名同學未

能當選，但無論當選與否，我們都好應

檢討是次投票，投票比率與去年競

責，賺錢有錢分，又無風險，又能服務
同學，點解唔做?•

畲長FELIX點解，佢話蝕本系會無需負

※情人節《襯MA同學買枝花俾女

閣相比’*在相差很大(去年780票，約

※但MA系會最近出大字報話，利

多謝他們參選的誠惫，並希望新|屆學

六成半同學參與；今年共551票’約四成

益虧蝕亦全歸系畲所有，但意見欄有人

友，原來有八成半利潤全歸五位同學所

半同學參與)所以成敗往往在於候選內

有，只有I成半給管理系系會。問

閣和候選人之宣傳與拉票；並且從票數
話沒有在會中通過……，結果FELIX話

生會要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

之分佈，可見選民並非隨便投信任票，
蝕了 I 百 八 十 六 個 八 ’ 由 M A 會 費 塡

道理，恭喜！恭喜！

故此以後有興趣參選的同學必須認眞準
數，唔知係咪我記性有問題呢?.

※某系講師其中I課程I星期原需

呢？

興趣同學不何參加，是否壟斷公衆資源

※學院內國際企業研究中心、亞洲
太平洋研究中心、現代中文研究中心、
電腦中心和圖窖館都是爲全體同學服
務，而不是驅於某學系或某系畲所有，
但亞太研究中心的星加坡學術交流_
「只限社科系同學參加’，爲何其他有

備及全力以赴丨
※相信大家睇今期專題’都畲好似

_五悄報組，重酬！

致電5745684，I

我們咁痛恨個衾獸，如有任何情報’請

※如果各位女同學認爲缺乏安全
感，可向小竇部買本「安全感的建
造’，由嶺南學院出版，江紹倫敎授編
著，優待嶺南學生，特惠價二十元正。
※不約而同聽聞屯門某鄕紳捐款六

位數字給江敎授作爲出版及研究之費

上 課 九 小 時 ， 但 卻 窝際 只 敎 授 三 四 小 .
時，唔通設計課程時出現咁大問題7定
係咪亞SIR呑……
※話咁快又大半年，希望有關方面
唔好學上年咁錯誤估計收生悄況，令到
社科系向其他系已取錄的學生招手，雖
然係咁，怛我都好欣賞其他系以大局爲
重而放人，同埋不將責任推到某系身
上，而採取集體負責制，好丨

因此調低，而且學分又出現問題，好在

走得咁突然，影籌到社科系同學的成積

議0

校圍發展事務委員畲是因應遷校及
未來校圍發展而成立的委員會’其目的
是• .H爲同學爭取理想校圍，,及㈡爲學
生會爭取合理資源及提供校園發展建

委員畲之工作大約在十11月中旬開

始。若果同學留意到，應該都會看過梯
間的大字報、學生中心及飯堂外的壁報
展霓，同期，委員會成員亦不斷與校方
及有關人等接觸，從而了解學校的態度

課及做.pressentato-n，反應並不熱

>EX—»— LLC"

們所不滿的是甚麼’旣然要我們遷入屯

門，便I定把那裹惡劣的環墁改善；況
且，透過這些行動，我們的惫見更可達
到屯門區內的有關人士及組織中，促使

入有莫大的好處。其中最希望我們遷入

他們I起與政府改善，對將來嶺南的遷

的，首推新界鄕議局。他們爲求嶺南的

得知同學的要求’更有利於學生會日後

遷入’實在做了不少功夫；現時他們更

果不是立刻可見’但我們亦爭取到|些

向他們爲同學爭取更多的東西。這些成

改善。例如將來同學的津貼肯定會提

及其與政府磋談的進展。不久，委員亦

卷調査’並且在系會的協肋下發起簽名

發出了I份關於「未來嶺南校圍’之問

處理廠有I套?4*的改善方案，興建罾

的五公頃到現時的八點七二公頃’汚水

生宿舍機會提高，以及交通的改善等

高’可發展的地方更有所增加，由起初

畲代表I同前往行政立法兩局謙員辦事

等，都是我們現時見到的一些預期成

運動。委員會更連同問卷調査之結果及

處，向議員表達同學對今次校舍搬遷的

果。我從來不相信不勞而獲，只有$

接近I千個同學之簽名，與學生會及系

及夏佳里在事前並未作出準備，以致未

意見。由於接見同學之兩位議員司徒華

取’劣境才有扭轉的機畲。

經過幾個月來的工作，對我這個加

能與我們作出討論及提供意見。然而委

惓。或許我可以在此’寫出|些委員»

入嶺南不及半年的同學來說，眞的很疲

員畲並未就此氣餒，我們立刻與敎育及

人力統籌科的官員聯終，經過多月來不

校方——校方將資訊保密的作風絲

到目前爲止所遇到的困雞。

斷的接觸及磋談，委員會終於在敎統科

的安排下’與政府各部來I次「六方’

會談。除了學生會及敎統科的人員外,

委員畲之間的信件往來’我們很多時都

毫不改’尤其是與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

收不到’嚴重影響委員之運作，特別是

更有參予決定選址屯門的各個政府部門

署及屯門政務總署等有關官員I同出

方I直對學生會的猜疑未有改善’尤其

與政府官員接觸時更顯混亂。再遇上校

如規劃環埴地政科，環境保護處，規劃

席，解答及聽取了我們的意見。我們亦

對委員會缺乏了解的情況下寫出，將委

是江副校長於明報中幾篇特槁，都是在

畲利用今次會談所得的資料，作爲學生

會與校方及屯門有關方面爭取未來理想

便畲全力進行草擬未來嶺南校園發展之

的臨委會又缺乏人力去跟進’系會亦對

後，代表會忙於穩定會內事務，剛成立

學生畲及系畲—學生會大地震

員畲誤認爲一個與校方對立的組織。

校園的一件「好武器’。之後，委員會
建議書了。

事 實 上 ’ 雖 明 知 這 些 工 作 1 1 疋影饗

遷校問題反應不大，故此在各方乏力協

不到政府遷校屯門的決定，而本人亦從

來未曾想過嶺南I定要遷入大埔。爲甚

肋下’委員畲工作頗爲艱難。

烈。再加上同學在興建好新校舍時經已

同if―那段時期同學多忙於交功

麼？•首先’未來的香港發展將會全力轉

發展。其次，由於現時的專上院校方佈

畢業，沒有機畲享用，更覺「事不關

移向新界西，以配合未來機塌及社區的

上升，加上行政立法兩局裏|些有力人

並不平均’而且屯門區內人•正在不斷

己’己不勞心’0

委員〈
i―委員會成員可以說是龍

士的積極爭取，嶺南遷入屯門更是雔以

蛇混集.-有些埋頭苦幹.,有些答應鹜忙
後連影也不見，亦不乏有沽名釣譽，開

改變。

才成立(詳情可參閱第十八期之「嶺

I定出席的人，亦有畲茫茫然不知自己

書及工作勞動等可免則免，見官會談則

由於委員是在學生畲大地震後很久

嗶’專題)，所有決定已非任何人可以

在做甚麼的人。整個委員會便在好幾個

改變得到..再加上校方亦覺政府對社會

福利承擔日漸減少，機建、科大超支等

在此，容許我借少許篇幅，多謝委

勞心勞力的同學支撑下繼續運作下去。

的協肋，更多謝每I個關心未來校園發

員畲內熱心鹜肋的同學，學生畲及系會

所以，委員畲I開始便把目標放在爭取

的的確確對嶺南之發展有I定的影籌。

資際利益上，而不是箸重遷往大埔及屯

不是可以用單車的價格買得到，同學要

我從不相信神話，所以我知遒嶺南

展的同學。

門。

出大字報’將資料發放給同學’是

坐單車或坐福特，看你了！

希望他們知道當時的情況，做問卷調

局及敎統科等’則是藉此讓政府知道我

査、簽名運動，向報界發表聲明，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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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您們好！本情報組初次與大家
見面’相信大家都對本情報組好陌生，
但等本情報組講完情報後’大家就會好
明 白 ， 唔 「 寫 」咁 多 ， 大 家 慢 慢 細 心 閱
請以下情報.•

※第廿五屆學生會選舉順利選出新
I屆學生會，幹事畲明閣、嶺委會浩然
閣及普選代表中文系蔡I聰及社科系梁

子健當選，結果如下：
用，而呢筆錢足可以出版九十期「嶺
嗶’’唔通「嶺嗶’原來眞係

cheap?定係江敎授本書熨金包裝？
※唔講又講’講開又講，某鄉紳認

眞疏爽，因爲該先生已經資助某些學系
的活動，如果繼續，相信大家都唔會反
對搬去屯門卦丨
※前I排校方話大會堂非拆不可，

因爲要開學位課程，必須改建大會堂爲
但現在考慮將愛華堂之溫習室及AAI改

※唔知點解署理社科系主任張博士

建爲圖害館，而大畲堂或畲拆去部份座

有身兼署理副校長、署理社會科學院院

圖書館以配合圖害和學生人數之比例；

位作其他用途’削減現大會堂之地方。

院長、署理社科系系主任及通識敎育部

※今朝民主牆又有句話：「普代出

「X X X 死 ’

現！這些詩句，唉！離開嶺南吧！

行不畲在我們這-間「高等學府內出

※有關「民主牆’有涉及人生攻擊
的詩出現|事，本人深表憒憾！「民主
牆’設立原意是希望同學們就國際性或
本地時事發表言論，用以增加「嶺南’
同學們的社畲及公民意識。當然本人亦
同惫同學提及-些校園內及-些較私人
的問題’但絕不贊同-些同學把「民主
牆’當作爲「攻擊別人’及「發洩’之
地，因爲達背了學生畲設立「民主牆’
之目的。最後，希望如此「羞家’的言

落。

主任江敎授出手「擺平’先至吿I段

※前幾日係快報睇到陳校長話嶺南

九五年搬去屯門,咁即係又要等多年！
※雖然搬校與我們似不相干，但本
情報組非常相信搬校畲直接影響學位課
前，以現有地方、資源相信實不足以滿

程之開辦，何解？•因爲在九五年搬校
足開辦新學校課程之比例，極其量只能
維持現有兩學位課程的自然增長學額。
同時以政府緊縮開支政策下，政府必然
不畲再花大量金錢投資於現在司徒拔道
之校舍上’故估計必須搬校後嶺南才能
※港府大量增加大專學額’可以話

全面發展所有學位課程！
係金錢掛帥，唔明解？•因爲平均毎-學
生 出 國 留 學 - 年 便 需 十 | -萬港幣，如每
年 有 - 萬 人 出 國讀 書 ， 那 - 年 便 失 去 -

千二百億外滙；而且收生要求降低，但

了I個大淫魔’唔通係……陳？黃？
張？梁？蔡?.康

前校園發展事務委員會召集人羅穎嫻

「神話的回應」

二五情報組j
I~r

讀者來稿

我又一次踏着一樣
的夕陽，回到這熟悉的
地方。
這是一個被遣忘了

的角落：百來碼的一截
舊街串連着兩三條更
短、更狹的横街，一幢
幢只有五六層高、外牆
刻滿數十年風霜印記的

可不是嗎？記得在
昔日的夕陽中，這幾條
小街裏，總充滿着孩子
們追逐嬉戲時的歡笑聲
和工人們粗俗但率真的
笑語：主婦們總愛三三
兩兩地聚在一起，喋喋
不休地談論%来的價格
和郎家的瑣事。晚風吹
來的，是汗水混和着汽
油的氣味、是汽車排出
的廢氣、還有路旁熟食
攤和樓上住宅傳來的飯

香……一切一切，都使
這小小的角落洋溢着温
馨和生氣。但在今天，
剩下的就只有一片冷
清，街上沒有一個人
影，十間店鋪倒有九間

再看看那位老闆
娘，仍是往日那一張和
蔼的臉容，可是卻已蒼
老得多了。雖然店子沒
麼生意，但她卻忙
過不了，一會兒把貨品
搬來搬去，一會兒又拿
着抹布到處拂拭。那隻
蹲在門邊的貓兒看着主
人忙碌的樣子，似乎感
到不大耐煩，頻頻打着
呵欠。老一笨人的勤勞
純樸，懂得欣賞的人已
經不多，更何况是一隻

貓兒呢！

離開了店子，往街

舊樓，緊緊地擠成一
堆，填滿了由街道劃分
出來的每一塊地方。在

關上了門’住宅也去空

啊！那小麵攤居然還

往對面的横街一望，

道的另一端走去’偶爾

四周高樓的遮擋下，外
面的人根本已忘記的這

了不少。看來不僅外面
的人遣忘了這塊地方，
就連它原來的居民也離

到了舊居的樓下’

正要踏上樓梯時，隔郯
一間關閉了的店铺卻牽
動了我的思緒，凝望那
條棬纒在閘門上的粗大

鐵鍊，我不禁呆了好一
陣子。那本是一間中藥
店，是我小時既愛到，

邵又怕到的地矛。每次
我看着店夥從那堵抽屜
砌成的大木牆裏翻着掏
着，找出一大堆不同形
狀、不同氣味、不同頰
色的東西，把它們切
碎、用小秤子秤了，再
倒在紙上包起來，便覺
得興味無窮。我只覺得
那是一種極古怪，邵又
極有趣的玩意。然而我
卻最怕店裏飼養的大黄
狗，牠最愛躺在店門邊
的夕陽裏打盹，我總覺
得牠便是外婆説的故事
中專吃小孩的「大熊

起蹲上長櫈上的小櫈

和外公來，我們才會一

看見我的窘態，也常笑

$談笑的材料，$

她抱着進去，放在櫃碴
前的園櫈上，從不敢走
到地上來。店夥們知道
我怕狗，便故意把那狗
牽到我的櫈子旁’看我
站在櫈子上一動也不敢
動，急得要哭出來的樣
子。自然這也是他們和

人’！所以每次随外婆
到店裏買東西，我都要
轉過街角，發現那
破舊的小店仍在，這是
我最熟悉的一間店鋪：
門前是一排圓鼓鼓的大
玻璃瓶，盛栽着「夾心
餅’、「克力架’、
「花尖餅’等各種餅
乾；而各式的糖果和零

子，看店家煮麵，吃店
家煮的麵。我望着那張

怕。可是當我真的要哭
的時候，他們便會把狗

在。那是一個用鋅鐵片
和木頭搭建在行人路旁
的小攤子，旁邊擺放了
兩三張小圓桌，攤子前
還放了 一張長櫈。童年
的我最愛碑在那長櫈上
擱着的小櫈子上，看下
廚的把雲呑和麵條例進
熱氣蒸騰的窩裏，再撈

食’就陳列在一堆凌亂

長櫈，忽然領略到外公

不會在長櫈上坐，只有

的面前來。記得$從

新鮮熱辣的麵便送到我

起來例在碗裏，淋一勺
湯、灑一把葱花，一碗

地堆疊着的紙盒裡。小
時候，當我每次纏着外

陪我吃麵的苦處：要一
到這小店朱，讓我自己

J，然後不知從那個

補償，當我吃着零食
時，甚麼害怕也都抛到
九霄雲外了。

裏’作爲他們惡作劇的

抽屜中掏出一些「陳皮
梅’、「山楂餅’之類

朱他是把餵我吃麵，看
着我吃得津津有味的樣

好受！但外公卻從未表

今天它們也像往日一

子便引以爲樂，因此忘

的零食，塞到我的手

樣，一排排地靜躺在紙

了蹲坐之苦吧！

現過不舒服的神色，想

個成年人屈着身子，蹲
在長櫈上吃麵、责在不
挑選，而我每次在左挑
右選後，總是選上一種
在包裝紙上繪着水果圖

盒裏，等待着主顧呢！

案的四方形軟糖。看！

罵我沒用’見了狗也

糖吃時，他們便

公$,要他們给我買

掉！

封窗户上那一抹暗淡的
斜暉，我不得不承認，
這片地方真的老了。它
的生命力正迅速地流失

棄它了！望着映照在塵

個地方：而它也甘於接
受被遣棄的命運，在殘
照中不發一言。然而這

所以’我又回來了！.

裏藏着的一些片段，卻
是不能在別處找到的！

舊街仍是從前的老
樣子。路面上嵌着的一
塊塊污漬，永遠也洗擦
不掉，貓狗的糞便、果
皮 、 廢 紙 水遠是街

上的當然装飾品。但卻

永不會i璃瓶和空鐵
’決不會白去在地上

罐’那是拾荒者的寶

K

的。窄窄的行人道上總
是堆疊着竹籮、鐵桶等
雜物：一輛輛的木頭
車，仍舊歪歪斜斜的阻
了半邊路面。這附近的
居民大都從事小贩、苦

力等職業，這些東西，
正是他們的謀生工具。
然而，迻些東西都明顯
地減少了，四周也變得
一片寂靜。和從前相較
起來，這裏的「人的氣
息’’责在消退得太多

好一會鈴’也沒人答

到了舊居的門外，
想進去看看，可是按了

是天台’我倚在欄桿

應，想來裏面的人也都
搬走了。再往上走，便

上，跳望黄昏的街景。
只見前面一排矗立着的
高樓大廈擋住了西方天
際的夕陽，不許它把温
暖送到這邊來，而它們
卻肆無忌憚地把巨大的
陰影籠蓋着這幾條舊
街，彷彿要把這裏的一

被推倒、被壓碎，被一

切也吞噬掉似的！我
想，這一帶的舊樓終會

些當時得令的新貴——
現代化的高樓大廈__

踐踏在腳下。但不管怎
樣，童年的歡樂、規情
的温暖、坊衆們的純樸
親切’已成了這裏留给

我的最寶貴紀念品，誰
也不能把它們從我的記

憶去了！

當我一步一步跨下
那又高又窄的樓梯時，
一幕幕往日的回憶，便
隨着我的腳步，再一次
深印在我的心上。也許
我下次再來時，這裏已

成了我不認識的新型屋

記’我有無數的歡笑、

邨，但我卻永遠不t

無數的美夢’是從這幾
條小街中開始的。

更正敌事..

第十八期嶺暉的學生會
選舉宣傳廣吿中，將選
舉委員「譚路’誤植
「譚露’’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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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志輝

城裏的孩子

總第十九期
嶺暉

讀者來稿

堅尼地城是西區的
盡頭，那裏的環境永遠
都是那麼簡樸、沈靜..
沒有應有盡有的購物商

場，也沒有值得遒$
觀的美好素物，更不是
情侶幽靜談情的好地
方，就因爲這個緣故，
它就得以平平凡凡的由
一幢幢的住宅和錯落殘
舊的店鋪堆砌而成’可

以説它「根本沒$麼
欣賞價值’，但我這個
中途捨「她’而去的負
心人’卻是時刻牽掛着

「她’的。
這暖暖的小城呵護
着我的成長，現在每次

步經舊址——消防宿舍
時’我便會帶着歡笑去
看消防叔叔打排球，辞
啪辞啪，在不斷的吆喝
聲及跳躍亂閃的身影
闊結责背項的父親’仍

中，我會幻想着擁有寬
好勝逞強地拍下殺球，
但雷動喝采聲迅即令我
驚醒父親已不再年輕’

排球只不過是他年輕時
的玩意吧了。
沿着宿舍向南走’
海風迎面’清清爽爽的
看到「嘉零幼稚園’’
那是我接觸群體生活的
開始，那時候無憂無
慮’唱歌兒、玩遊戲、

拍拍手兒蹦蹦跳，開生
日會時又有很多色彩繽
纷的糖果，及各類小巧

新奇的玩意兒：有發出
聲響的吹氣棒，有金光

o

閃閃的國王式帽子，及
形狀古怪的氣球等’那
時我便會興高采烈地一
一向接我放學的母親炫
耀，和她玩上好幾天
了

幼稚園旁有一間古
舊雜貨鋪’店铺老聞常
把幼小文靜的我誤作女
孩子，那時我剪的是
「冬菰頭’，眼睛水汪
汪，臉蛋又紅，故老聞
常用力揑我的臉蛋’但

卻可換回一片好味道的
大冰糖。每次母親到那

裏買米，我會把一堆堆

’

的米粒弄平，然後又堆
回圓柱形，彷怫這是泥
膠玩兒’是特意爲兒童
而設的。可是這些玩意
如今已失去娛樂性了
因爲兒童的雙手已被輕
巧的遊戲機所操縱了。

一吃一喝都是暖

和母親共飲’呼嚕呼

型，像一個兒童食堂。
那些豬皮蘿w麵更是我

陋’鯈上櫈子都很微

雜貨舖對面是一間
熟食麵鋪，那裏陳列簡

搖動身體以示不滿’可

學。我們要經過一列店
鋪才到達上學校的斜
路’那裏有涼茶铺，我
喜歡喝那裏的火麻仁，
味道怪怪的，卻很香
滾。中間的一所理髮
店，老闆是我的童年髮
型師，我着责不喜歡
他，因他按在我頭上的
手力度很大，我常故意

步返學校——呂明才小

規也輕攛我的小手’慢

每天吃過麵後’母

嚕’

童年時日日牽掛的，那
些豬肚、豬紅、蘿蔔、
雔翼都煮得好香好香’
麵條爽滑爽滑的’加添
辣醬，每每吃得舌根吞
吐’耳根也紅了，那時
我會要一樽綠寶橙汁’

意，和無限的笑意。

惡的他卻常向母親投
訴，可是忠奸分明的母
親卻沒有理會他说的讒
言，她只會勸我不要亂
動，更會買一本「公仔

書’給我看哩！

仔’’説那是給死人玩

. 最神祕的，莫過於
那間陰暗的紙紮店，小
時候還以爲那是一間玩
具店，店内有多層的洋
房，内裏檯櫈、電視機
一應俱全，依稀記得郯
家女孩也有一款這類的
玩兒’只不過不是紙製
的吧了。店内又有一些
很大的紙製公仔，樣子
恭恭敬敬，但母親卻不
許我碰這些「大姐姐公
的 ’ 我 當 時 嚇 了 一跳，
那些紙製公仔的樣子亦
頓時變得陰沉’神秘兮

兮的笑容着责令我慌了
好幾天，後來每當經過
這裏，便硬拖着母親扭
彎避開了。
到達往學校的斜路
口時，如果還有空餘的
時間，母親會和我坐在
靠近路口的石櫈上，爲

我解下書包的重擔，替
我抹汁，或看看水壶盛
滿了水沒有。竭一會
兒，便慢慢步上斜路’

化爐的異樣氣味’兩股

經過恐怖的牙醫診所，
漾烈的藥味刺湧朱’但
卻掩不住右邊屠房和焚

氣味異常曖昧地混在一
起，母親芬芳的手掌便
於這時掩着我的鼻子，
把一切臭氣和刺鼻藥味
隔開。

進入校n不久，有
一小小的休憩處，名叫

「自然閣’，那裏有一

的o

簇簇小盆栽，還有一個
小魚池，憧管池水已經
很糟，我仍很喜愛撥弄
那些又胖又趣怪的魚
兒，當我的手觸及它們
的鳞片時，它們會微微
一震，一擺尾，便飛快
掠前’像是樂於安守現
狀，不願意有所轉變似

這時天色已晚’我

沿斜路離開學校，旁邊
幾間舊店舖亦變得更殘

舊—涼茶舖灰塵滿

佈：理髮店裏的燈光發

編备的話

胡幗明

隨着這期「嶺暉’的出版，一年的

莊期亦已屆滿’終於，我可放下雙肩沉

想起上莊時許下的諾言——希望

甸甸的負擔，深深吁一 口氣了。

「嶺暉’能成為一份清新而輕鬆的校園
刊物，建立一個與嶺南人校園版有明顯

分別的風格。這點，相信從「嶺暉’的

專題化及統一化的特色裡，已是有目共
睹。然而，心裡感到歉意的是’尚有許
多不足之處是有待改善的。
回顧這一年來在嶺委裡的日子，從
實踐編輯工作過程中，得到不少編輯實
務的知識，並在整個籌備工作過程中’

獲到極大的滿足感。同時，也學到很多
編輯以外的東西，看到許多人與事，這
一切寳貴的經驗，都會一一銘記於心。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是我在嶺

委工作的宗旨’大概’我只能用「不過

但無論如何，在不能細數箇中得得失失

不失’來形容自己在這些日子的表現。

持和豉勵，小女子衷心的説聲：「謝

耐’以及關心我的弟兄姐妹給予我的支

之同時，對嶺委同人給我的協助、忍

謝！’

了霉似的黄澄澄：紙紮
店更呈幽深，像通往冥
府的入口，忽然一群青
年在對面街新建的遊戲
機中心門口叫嚷，男的

粗 言 穢 語 ’ 一副惡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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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相’女的只有十五、

眼，心頭微微一顫’她

六歲，我看了她們一

們的眼角不是叫我銷
魂’乃是叫我驚心，一
張忸怩不堪的面孔上塗
了很厚的粉，油腻的嘴

唇正叨着香堙’在煙霧

繚繞中，我的雙眼模糊
了 ’我看到一群厲鬼正
在城内到處遊移，偶爾
傳來陣陣喊叫，正在慢
慢腐蝕這個平靜的

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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