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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身
致小讀者：
謝謝你的來信°其實，《嶺南人》很久沒有收到讀者的來信了

’

也許，大多數同學都不習慣以書信方式行發意見和感受吧！從來信
中，得知你認為《嶺南人》的學術味濃厚’欠缺時代觸覺，在此，想
有一點回應。
誠然，《嶺南人》的五版是局限了汲取其它方面的資訊，但要知
道《嶺南人》是三個月一期的刊物，若果要捕捉瞬息萬變的資訊，實
非易事，新料子一經報導，刊出時可能已成舊料子’但我們有一個
信念：盡量以有限的篇幅加以變化’注入更多與大學生有關或大學
生所忽略的事物，務求使各版多一點發揮的機會，例如專題版就可
以作不同類形的探討。而且，我們辦學生報的，都希望以大學生的
角度去看不同的事物，多用文字發出一些聲音（但希望絶不是廢
話），也希望能啓發你們多一點點；主見是你的’絶沒有人能代替
你。
信中，你對學生會財政揞据導致横委會編輯工作的多方限制，
可知你頗了解我們的苦況°值得一提的是你對我們努力工作的讚
賞，使我們十分安慰。是的，各同學除了上學，還要兼職糊口，加
上要兼顧編輯和行政工作，我也應該對他們説聲：「辛苦你們
了！

J

.

新一期《嶺南人》在驚溝駭浪下以「性」作為專題，希望能使你
們對「性」能正面地想多一絲絲：校園版繼續馬不停蹄為你帶來校
園的重要消息；英文版與藝文版可能予你學術味濃厚之感覺，但前
者今次嘗試從生活中取材，後者則介紹一些新鮮事物，希望能帶給
你一點兒新鮮感。（言詞永遠是美麗的，但絶不是説言）
今期是《嶺南人》出版第六十期，書到六十，應該慶祝一番，可
惜，礙於資源限制，不能大事鋪張，或許’你能為《嶺南人》唱首生
日歌嗎？

Happy Birthday to Lingnan Folk

，為答謝你，憑此書

可換取CD—盒，詳情請看藝文軒。在此’特別鳴謝「音樂聯盟」的
送CD行動。
最後，恭祝《嶺南人》會有更多六十期、七十期

萬歲、萬

歲、萬萬歲！（千萬不要讀諧音呀！）
總編輯

佛洛伊德説過「性j與「死J
是人類最大的禁忌。在香港、在嶺
南，「性j仍然是一個極度敏感的
課題，很多人會一笑置之、含糊其
詞’甚至不敢正視、避Jfli不談，這
一切都令「性j更加神秘。我們深
信在一個開明的社會裡，這種態度
是不能促進人類和諧與發展，因為
r性j與人的整體生活是不可分
割，我們必須正視「性j ，反省及
思考對「性j的觀念、價值和態
度，學習和理解「性」與人生的關
係，這樣才能建立快樂豐盛的人生
啊！

V

性

專題$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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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性交、性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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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錯誤！

「性」包括了性別——m&mm\
男女在社會上所扮演的g)©各有不同
現在高唱「男女平等」’然其實男女又豈可以平等呢？
毎個人應明白自己的性別造成生理及心理的差異，社會的期望也有不同
明白了 ’就可以切實的態度面對人生
性」還包括格想。有人認爲性愁是一種動物的供能
但是人類與其它動物有別

人類性愁不單渴望性器官的交合
同時’還要我們對爱抱著一種信细的態度，
0

從而建立親密長久關係的需求。
所以毎個人都有性愁的發浅，但不是漫無方向、隨心所愁的

性公半專題

我們明白自己的行爲會引起的後果，對性採取一種負貴的態度’

广

這是人類與動物的基本分別
旣然性是一種高深的學問、人生一大課題，爲甚麼要避而不談
就是因爲沒有正當途徑談性’社會問題由此而生
甚麼「同性戀」、「色情文化」、「媒妓j、「一夜情J 7
甚麼「未婚媽媽j、「子腹遺婚

離離合合J ？

0

幹甚麼？社會道德滴亡？

0。

不！皆因大家不識「性J。
我們不期望一個「•您」的環境會帶來「駒懸J的
但「開放」總比「不開放j好，至少我們知多一點點

'看客一點真‘看出 51觀 A主

當然，「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性開放可能使人生美好，使人性芜善，使生 xisi
性亦可以K®人性，汚染人生，轚礙生 叩

SJ.

無論如何，我們抱著正描及正面的態度面對，不難找出「性j是甚麼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編印〈性教育小册子〉，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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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Joan Walsh Anglund 説 過

在今天，一切都講求速度、
效率，人們只著重眼前的光景，

「愛是一種特別的感覺」，它能

就是連愛情也不以天長地久為

使我們感到安全、感到美好、感

贵，人們追求的只是一擦即逝的

到快樂。當我們和自己所愛的人

愛火花。流行曲在你耳畔不断的

一起時，我們會感到一切都是美

鼓吹「一夜情」，「再見亦是朋

好的，自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

友」等「激脱J的「現代愛情

人。

觀」。這一切都説明今天人們對
「愛」，對「性」甚為開放，甚

不過，現代人的愛愈來愈形

至在「愛」與「性」之間畫上一

式化了。有些人為了向對方表示

個等號。

愛意，便買下昂贵的花送給對
方，以為愈昂责的花，便愈顯出

可是，性是否等同愛？有性

自己的愛最真最深。由於人人都

是否表示有愛？性和愛的關係究

有這個想法，結果：情人節等日

竟如何？下文將嘗試就這幾方面

子，也自然成了商人賺錢的好機

探討一下。

(3)性活動，如性交。
上述三個關於「性」的意義

有些人更為了討好對方，不

中，第（3)項為一般人對「性」

惜把平日的真我收藏起來。結

一詞的轮釋，故在下文將為主要

果，結婚後便原形畢露，大家自

討論根據。

然不滿真實的對方，終於虛偽的

討論之前，我們得首先看看
「性J和「愛」本身是甚麼。
大致説來，「性」可分以下

會°

掩藏，只令更多婚姻瀬臨危機。

三個意思：
甚麼是愛？愛其實和人類社
(1)性別：一個人在生理上是男

會分不開。家庭裡有父母子女的

其實，男女的愛是人與人之

性抑或是女性？我們在填寫

愛、兄弟姊妹的愛；我們長大了

間傾慕和關懷的其中一種表現。

表格上「Sex J — 欄 時 ，

又可享受朋友之愛，男女之愛：

它包含了彼此尊重，信任和體

不是填上「男」或「女J字

有宗教信仰的人，又有「主内弟

n。愛是真誠的付出，它不含私

嗎？

兄姊妹的愛J。總之，愛是無處

心，它不含佔有。如果你愛一個

不在的。

人，你會盡一切的辦法保護和玲

(2)男性或女性在生理、情緒和

惜對方。

社會上的廣泛含義。一位英

一提到「性」，很多人便會

國婚姻專家説過：「性是人

立即聯想到男女之愛。由於不少

愛亦是一個學習過程，由我

格的完成」。其實，「性J

人對「性」和男女之愛的關係有

們感覺自己愛上對方那一刻開

不只包括男女兩性的生理結

所誤解，因此本文將以男女的愛

始，便要學習怎樣尊重對方，信

構和功用，還包括態度和行

和性為討論中心。

任對方，體辣對方。兩個人相處

為，牽涉到我們怎樣處理因

愈久，便愈發現對方的缺點。但

性而產生的情緒上和人際關
係的問題。

現代人很容易説「我愛
你J

；然而愛是一樣甚麼的東

我們得接受一個事實——每個人
總有他（她）的缺點。而且我們

性公早專題

？愛？牲、愛？ 生？愛9牲.、愛9 牲？愛9牲、愛
9 牲 、 愛 9 姓 ？ 愛？姓、愛？i|i生？ 愛9牲、愛？ i!生
、愛？牲？愛？性、愛:？牲？愛C? 牲、愛Q丨|1生9愛
？牲？愛？姓、 愛？牲？•愛：9姓、愛 牲 ？ 赞 ？
也不能只用自己的角度、自己的
期望來評價對方，批評對方 0 愛

時下不少青年人對性和愛有
著以下的誤解：

要是沒有包容便不可能長久。
(1)我們彼此相愛，為甚麼不可
以發生關係？

要不斷自我省察，因為面對這個

(2)如果我愛他（她），便應以

瞬息萬變的世界’每個人都在新
變。即使你不改變’你也不能阻

「性J來證明。

.性愛關係不是片刻的歡愉，
而是恆久的結合’它需要有深厚
的感情作為基礎，亦需要彼此願

(3)性關係可以維繁我們的愛
•
情°

止你的愛侶改變°愛是悟久的，

意，並能夠承擔责任。只求滿足
肉慾而不負责任的性行為，實在
與獸性無異’人之所以成為「萬

卻不是靜止的，所以我們必須不
斷省察自已’還要努力學習，好

性關係’這樣随便濫交的人，可
會是你心儀的對象嗎？

在「愛」這個過程中，我們

事物，新觀念的衝擊下不斷改

係，當然亦可随便跟其他人發生

其實’這都是出於誤解，或
者只是找尋片刻歡愉的藉口。

講自已可以和愛侶同步前進。

物之靈J ’就是因為他懂得「發
乎情，止乎禮J。、

首先，愛本身是生命，它需
愛也需要棟性，需要承擔。

我們希望和自己心愛的人建

要時間生長；它又像一朵構媚的

兩個人若是彼此相愛，他們必定

立裡久的關係，但是隨意溢交，

花’需要人們以關懷、愛護的水

有長遠的目標°要達成這共同目

只在乎「一夜情」的人，一生也

每天境灌。可是，一夜情只是刹

標，則需要大家共同承擔，因而

難找到真正的愛情。

那間的衝動，它不會使愛成長。

大家均需要構牲一些自我的私

從來沒有人會因為和你發生了性

見，共同實踐這共同目標。

關係而愛上你’你可曾見過一個
強务受害者愛上那強義犯？

方，我們不會作過份的要求，也
不刻意遷就對方、討好對方：我
們只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
相體諫。

決條件。相反，「性J隨便只會
令你失去真正的愛。「有性無

真正的愛情依靠彼此的誠意
和信心來維繁0若我們真的愛對

「性」絶對不是「愛」的先

其次，愛亦需要彼此承擔责
任’但裡衝動往往只是短暫時

愛J絶對不會令你感到和諧、美
好，只會令你遣恨終身。

間°如果大家沒有長遠的計劃便
輕率發生性關係，試想如果女方

性和愛的關係密切，但性不

懷孕了，怎辦？堕胎？把嬰兒挪

能離開愛而獨立存在。沒有愛作

到街上？奉「子J成婚？每一條

為基礎，性只會令我們站在懸

看看現在的青年男女相戀

路都令你抱憾終身。一生前途毀

崖，随時失足，後悔莫及。

時，一般都比較開放’他們不止

於一剎那的衝動，你認為值得

拖手，搭膊，有些甚至發生性行

嗎？

•

為°根據最近愛滋病教育及宣傳
委員會對千多名中四至中六學生
進行的性觀念調査報告顯示，有
兩成被訪學生表示他們有活躍的
性生活，包括曾經有性經驗’如
果伴侶要求亦會願意進行性行
為’甚至接受多於一個性伴侶。

愛並非説一聲「我愛你J便
成，它是一個互相瞭解’大家分

再者，如果説性關係可以證

享，彼此願意横牲、承擔的長久

明你對他（她）的愛或維繁彼此

學習過程’絶非一時的衝動。如

的愛情’那未免太可笑.了。隨便

果我們能以成熟的態度正視性和

與他（她）發生性關係只可證明

愛的關係’它們便可以在人類社

,你是一個隨便、不自愛的人。一

會中發揮潤滑的作用，使我們的

個人既然可以随便跟你發生性關

生活更和諧、更美好、更幸福。

專題公早性

正

面

正

確

當一般人對「性」避而不談
的時候，香港電台於九月十六日
首播「性熱線」，毅然要打破傳
統不談「性」事的困局，筆者和
總編、副編專訪了節目主持洪朝
豐，看他對這個節目及對性的一
些看法。
他是一個開放、積極的年輕
人，他擁有無限創意，在電台節
目中摸索自已的道路，「性熱
線J可能是他的理想，雖然面對
現實的衝擊’他毫不理會，堅持
自已對真善美的追求。

食色性也
很多人都以為「性」是一種
神秘、高不可攀的事情，認為談

教育應多元化

性就會助長歪風。事實是否這樣
呢？
「食與性都是人類生活需要

洪朝豐有一個信念，認為一

笨者訪問洪朝豐時，「性熱

個社會的教育應該多元化，而不

線」只播了五次，但他已覺得香

應由上層決定。那些人可以認識

港人的性壓抑很重。

那些東西，那些人不可以認識那

的一部分。性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些東西，這是不合乎教育的原

悠望，我們需要吃東西正如我們

則°

「長久以來，香港對性禁忌
是很大的，特別是在男權社會

有性慾望、性衝動、性生活、性
交一樣。」

長久以來的壓抑

厂好好醜醜都要給人認識，
讓他們自己去分析、選擇。經過

下，知道性的機會少，抑制很
大。所以一有機會讓他們談論，
反應必然熱烈。J

洪朝豐認為性是很自然的

選擇的教育，並不是好的教育方

事，人類研究和發展多方面的文

法。性教育不夠開放、直接，會

化’而性為何不可研究呢？為何

使人更加認為性是神秘的事，會

洪朝豐很奇怪，世界上有很

基本的需要會成為禁忌呢？成為

產生更多誤解。同時’當沒有途

多國家公開談論性，可是香港遠

禁忌可能會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悲

徑去宣浅需要時’會造成更多壞

遠落後於人。就連中國這個傳統

劇°

事。所以一定要公開來談論。J

色彩濃厚的國家’已有很多電台

性公半專題

料。而且希望以一種正面的態度
去解決聽眾的問題，令他們有一
個較舒服、開放的環境’訴説他
們的問題。

個别問題等於大眾問題
洪朝豐身同感受，當解決個
別問題時，也解決了大家的問
題，而自己也會從中學會了很多

「我自己的初夜是不高興
的，現在才知道事實上很多人的
初夜都是不高與的°其資只要知
多些，很多問題就可以避免。J

節目談「性」事。而且內容的開

我會手淫、

放程度，是我們遠遠追不上啊！

我會看色情刊物

電台使命感

他亦發覺很多北歐國家，性

洪朝豐是一個比較開放的

洪朝豐認為「性熱線J最希

早已開放，因此一些色情刊物、

人，他認為「性J跟本不應當作

望能夠幫到人’希望在一些社會

物品不再成為一種誘惑。而且壓

一種禁忌。

問題上引起公眾的討論。例如-

抑感不大，所以性犯罪及堕胎也

社會上應否成立公娼’社會上應

少0

[；我會手淫、看色情刊物，
這是個鬆馳的方法。很多人還
「社會應容納不同的聲音，

在問一個星期手淫多少次才算是

文化不能禁制。透過多元化的聲

正常，我真的不知道説些甚麼才

音，令人去思考，由他們或市場

好°」

决定，那些該被淘汰，那些可以

否限制十八歲以下人士觀看三級
電影等。

「其實一個人到青春期有荷
爾蒙分泌，就影響到他們有性幻
想、性慾望、性衝動，是需要有

存在。其實社會需要培養獨立思

當然不是開放就足夠，作為

適當的途徑去宣拽的°我希望社

考 的 人 ， n e w voice是很重要

一/(固主持還要兼顧很多東西，例

會正視這種正常的生理變化’不

如看參考書、看有關「性」的資

需要限制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看

的° I

專題公早性

三級電影。若採用開放態度，讓

接觸性就要健康快樂地去接鍋

時，雙方的享受是高眉次及快樂

他們選擇，多看幾次就沒有甚麼

不誤人誤己就可以了。」

的事情。」

特別了。」
他説暫時沒有收到電檢處的
投新，當然個別的投拆是有，但

避孕套廣吿與性濫交

上層沒有施加壓力。相反收到很
多謝賞的評語，輿論界的反應也

「想居，我就是退到一個位

不錯。他再次強調，節目是以一

置：我不理你是否性溢交，但請

種正面的態度去探討問題。

別弄到別人有性病，自己有性
病，或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

我主持時，一點性衝動也

下，多了個兒子。性濫交不是別
人講就去做’而悬自已想做，不

沒有

是別人教識他們用避孕套。」
洪朝豐認為多談論並不等同

r性熱線J迴避的問題
洪朝豐説「性熱線」沒有底

驅駛別人去做，每個人都可以為
自己作決定。所以在他的節目上
不談道德。

線，甚麼都可以談，但坦白承認

小結

「性熱線」迴避一切道德問題。

洪朝豐真的比別人開放嗎？
「我要令聽眾清晰知道性交
的後果：一、有成孕機會；二、
性病；三、心理創傷；四、身體

人是需要r性J
「人是需要有途徑去宣浅，

損傷。我不談甚麼應不應該有婚

正視『性J

前性行為，不談甚麼道德問題，

性是一種享受。當進行性活動

,不要視之為罪咎，

筆者在訪問結束後，獨自細思，
他不比任何人開放，只是一般人
欠缺一種敢作敢為的作風。他實
在令我佩服，希望他的理想能達
到°

t

麟
錦

$
赛

/

彦

明明

訪文
採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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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破 禁 忌 大
1994年丨丨月4日，在嶺南學

表有愛情，但相反男性與女

院學生會楼委會室’幾位大專

所以我不能接受。

性由交往開始至终沒有想過

生，圍在一起，大談性事。

我相信如果環境許可，是很

與對方有性行為，這是否愛
情呢？

參加者：陳同學〔陳〕
(女’有宗教背景）

自然有「性行為」的慾望’
但在我個人立場，我會避免

張：這是一種自然傾向’與喜歡

這種事情發生。

的情人相處時，很自然地總

黃 同 學 〔 黃 〕

想擁抱對方’與對方身體上

(男’沒有宗教背景

有一些接解，思想就會控制

張 同 學 〔 張 〕

不到了

(男，有宗教背景）
主持人〔主〕：黃美美、潘
錦麟
記錄〔筆者〕：李潔明

0mm^
主：你們認為「戀愛」是甚麼？
黃：男與女所產生的一種化學作
用°
陳：一對男女情投意合，大家又
接受對方、辣解對方，又願
意一起绻續加深認識。
張：不贊成婚前性行為。現在很

張：男女相愛，可以彼此了解、

多人會這樣做’我希望他們

認識、扶持。

考慮清楚’不要過於随便。
主：你們對「婚前性行為」的看
主：戀愛牽涉「性行為」嗎？
張：一定牽涉，人本身有一種性
愁望’當愛對方，自然希望
有性行為。
陳：我認為戀愛涉及「性行
為」，但不赞成婚前性行
為°因為有念頭並不代表你
要這樣做。
黃：男性與女性有性行為並不代

法是怎樣？

主：是不是受傳統觀念壓抑’即
使有性慾望也會壓制呢？

黃：只要有「愛J就可以接受，
男女有「愛」到最後就會有
「性J ’不過男女有「性J
，並不代表有「愛J。
陳：我不贊成，可能由於傳統觀

陳：可以這樣説。或者有其他方
法可以替代’例如：「接
吻J、「糖吓」就算，不會
再進一步有性行為。

念影響°首先我要對丈夫負
责任’加上我認為有了第一
次’就有第二、三、四次，
12

輦者：愛與性固然不可割裂’但
要切記「愛」這個字不能

性$竿專題
意’但後來一定畲介意，因
為很多離婚案都是由於這個
原因。
張：如我沒有，看女方是否仍然

事

接受我。如果我有而女方沒
有並不重要。因為我不明白
女沒有性能力是甚麽一回
事？

體鎵和接受對方

主：假設是「性冷感J吧。

坦白，男女之間到談婚論嫁

張：女性性冷感是心理的問題，

文

两L用，空泛浮面的愛有用
嗎？（詳情請參閲《性？
1

性

時，沒理由要隱嘛。
黃：若果對方隱喃’我就要重新
考慮與他的關係了。如果擔

主：你們對

心坦白説出來，對方會不愛

丨操」的看法是怎

你，那麼結婚後才説，可能

樣？

造成的傷害更大。
陳：可能受宗教或傳統思想影
擎’我不能接受時下的人有

介懷和不高興，但只要真心
相愛，我會原鲸他，最重要
是不要再犯。

這般重視。

‘怎、辦呢？
張：我會盡力與她協調，若真的
我仍然可以從其它途徑發浅

以問他！如果沒有了 ’我會

陳：男女都有，但男性可能沒有

主：如果「性冷感」未能醫治，

張：（衝口而出）男性「第一

沒有「第一次」呢？我也可

還是男女都有呢？

題，很難補救。

沒辦法’我仍會愛她。因為

陳：為甚麼女性會不知道男性有
主：「貞操」究竟是單指女性，

性能力，則是生理上的問

主：陳同學呢？
次」怎會知道呢？

婚前性行為。

我認為可以補救。男性沒有

肉體上的需要，我仍然可以
與她發生性行為，我會有慼
覺的。
主：那不是很自私嗎？沒有理會
對方的感受。
張：如果雙方相愛，我仍然會留
在他身邊，接受她。如果真
的不能夠發生性行為，我可

黃：我重視的，我會留給心中所
愛°當發展到有性行為的時

主：如果你決定結婚，才發覺你

候’雙方一定是感情深厚，

的伴侶沒有生殖能力’你會
不會介意呢？

所以我認為應該要從一而

能會自慰，想辦法解決我的
性需要。
主：你之前曾説愛自然想到性，
不是自相矛盾嗎？其實愛

終°
張：一個有贲任感的人應該對女

黃：我不會介意，基本上我不喜
歡孩^^ ’ 因 為 世 界 人 口 太

性負上贲任，千萬不要發生

多，有沒有子女並不重要。

性行為’若發生了，就要負、

張：我都不會介意。

上责任。

有沒有性呢？
張：因條件而定’要有原因而不
要性。不是兩個有性能力而
不去發生性行為。

陳：對我的影蟹不大，我又不是
男 性 ，男 性 可 能 覺 得 傳 宗 接

主：「貞操J是不是「第一次J

代重要°想真點，我會有少

呢？從一而终算不算？

去養育下一代、生孩子。如.
果有辦法醫治，我就希望能丨

厂第一次」。每一

夠懷胎十月，感受母親天職

次之後都是。

黃 ： 社 會 需 要 ’ 一夫一妻制是好
的°
張：我相信我的愛人不會叫我再
愛其他人。而且男性的基本

之偉大。

责任是養妻活兒。

主：能否接受愛但沒有「第一
主：如果沒有性能力呢？會介意
嗎？

陳：應全心全意愛一個人，如果
分枝出來，就不算專一的愛
情！

if

張：只要雙方相愛，我會體恤、

法是怎樣？

少介意，因為女性的天職是

黃、陳、張：（齊聲）不是單指

次」呢？

主：你們對「一夫一妻制J的看

黃：我會介意，可能初時不會介
13

主：t們對「婚外情」的看法是

專題公早性
怎樣？

傷。

常的事，如果沒有途徑宣

黃：不離婚，可能創傷更大。
陳：不接受，但有例外，例如打

決定離婚要視乎原因，我認

妻子，妻子在未離婚前，需

為離婚之後才可以發展另一

要男性保護，而所發生的感

段戀情。欠別人的錢都要還

情是可以接受。

清，別人才會再借錢給你。

張：男性其實天生是博愛，不過
有婚外情發生。
忌不到呢？

的事情。
陳：沒有甚麼不妥，我也認為是
正常的事情。

主：如果你們有性衝動，會如何
處理呢？

知自己的责任所在，要避免
主：例如「再見亦是老婆J，避

浅，可能會傲出一些更變態

有些人會看黃色刊物，還是

筆者：「婚前性行為J、「同

忘記性衝動呢？

居」、「結婚J都f要考

張：要對愛負上责任：愛要從一

慮清楚，可能由於傳統

而终、不接受婚前性行為、

「离操」思想所影響，很

婚外情……為求婚姻上的刺

多人會輕視傳統思想，甚

也可以。我覺得如游水、打

瀲而發生婚外情，最終總是

麼「一夜情」，但其實

波’只要不沉迷，就沒有問

不歡而散的。

「貞操」強調一個不可改

題。而且我不會認為這是

變的訊息——我們對愛或

罪’如果不看、不做，可能

主：你們對

的看法是怎

樣？
陳：我不贊成離婚，愛是需要包
容，要但久忍耐，大家去適

黃

性必須抱有一種贲任，和
以審慎的態度處理。當然

我沒有一定意見，甚麼方式

會對心理構成影響。
張

每個人都有性幻想，想完便

結婚要考慮的東西也特別

算’我不會自慰。看黃色電

多，在一紙婚書的拘束

影、刊物也不是好方法。總

下，豈容胡作妄為？

之我會逐漸忘記。
主
張

是不是「忍住」呢？
不是「忍」，完全不是
「忍J。只不過是一種幻想
吧°

黃

與吃飯一樣，我想「我吃飽
了」，可以嗎？

張

我認為不會，不久便會忘
記°

黃

其實這些事情，我認為大家
不敢説出來，其實很多人都
會做，我不怕説出來。你不
説出來，不代表你不做這些

張：我明白，但我真的沒有做。
主：陳同學的看法呢？
陳：男性與女性不同，女性需要
應吧。不過有例外，如傷害
妻子。
張：無論甚麼情況也不贊成。
陳：「勾三搭四」的情況呢？

围昌卽翁0 E 圓

不大，我不會去看黃色刊
物。不過，看《沉输》時會幻

？iBMmmm

想情景，但不會有甚麼行

主：如果有性壓抑怎樣宣浅？

張：可能因為再沒有「愛」。愛

動°

筆者：其實人到了青春期之後，

我怎會去「勾三搭四」呢？

黃：我會仿倣郁達夫《沉瑜》中的

性悠就油然而生，當然，

黃：我贊成因為虐妻虐兒而離

情節。（筆者註：《沉論》描

解決性悠、控制性悠的方

婚°
張：要明白對子女將來造成創

逑青年心靈苦悶，以自慰方

法有很多，例如：沖冷水

式宣浅°)我認為自慰是正

浴、喝冷開水、工作、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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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看書、聽音樂、祈

主：知識分子是不是有道德的彻

裤’也有看色情書刊、自

鎖而不談性事呢？

慰等，不過大家都會問，
這些方法有效嗎？當然沒

陳：知識分子可能是更加敗壞，

有完全有效的方法，人的

不！不可以用敗壞來形容，

性慾無限，不過有適當的

可能一直受傳統思想鎖得太

宣浅，總比

久，升讀大學，各方面都比

絶情絶悠好。自欺欺人也

較自由，所以放開傳統思

是不必要的。至於有害

想，幹甚麼「婚前性行為」

嗎？當然要視乎個人的能

「同居」的行為。

力，使用的方法和程度。

張：無道德彻鎖是很危險的事

只要不過份沉迷，處理得

情，整個社會會變得很ii。

當’就不需要視為一種罪
咎°

性教育受到很多衝瀲，例

Bmm^

如道德、宗教的限制。一

S (3S5SJ

般人都認為「性開放」會

主••中學性教育足夠嗎？

破壞社會秩序，影響傳統

張••不夠。我個人是基於好奇心

道德。不過我們必須清

的驅使去找一些書刊吸收性

楚，社會觀念改變必然有

知識。而不是憑老師在課堂

巨大的影警，所謂「牽一

上的講解，我相信沒有一位

髮動全身」，但毒害社

老師會在課堂上講解一些性

會、破壞社會之説太言重

名詞。

了。要知道性教育不等同
對性採取一種放任的態

現今青少年太過份了，我們

度，一套良好、完善的教

那時也會看一些書刊，但不

育，可能會令社會更美

敢讓別人知道，現在出版商

好。當然對於傳統我們要

「太無良」，甚麼《情人知

尊重，但也不能墨守成

已》、《姑爺仔》，沒有理會

規，要用一種批判態度、

社會風氣。
我再次強調性知識是不會從
老師、父母方面獲得的。
主：既然自己也會去找關於性的
書刊看，那麼不需要別人教
吧！
張：基於社會道德標準下降，性
容易被喧染，時代已經轉變
了 °
主：社會開放，所以青年變得
「大膽」。
張：但社會開放，並不代表社會
道德會好。

理性思考傳統、道德和宗
張：傳統不是不好，但要「擇
善」L例如女性纏足、女性

很深呢？
陳：是。
黃：人是很容易受外界影響的。

小結

性的範碟太廣，座談會不

需要寺生寡就要改變’但有

能全都談及，加上個別同

些觀念可以不變。

學只能代表他們的意見，

黃 ： 是 ’ 殺 人 是 錯 的 行 為 ’ 一百
年後都是錯的。

並不代表本刊立場。我們
不希望大家認同座談會的

主：大學需要性教育嗎？

意見，但透過座談會的内

陳：要’我不知道這有沒有

容，刺激同學自我反省、

呢？大學性教育不單是性，.

反思。「性」是不是要避

而且可以包括整個道德觀

而不談呢？我不知道，但

念。

座談會後，同學均説獲益

黃：與其有太多人歪曲一些觀
念’為甚麼不去教一些正確

主：傳統道德觀是不是對你影響

教。

的觀念以作抗衡呢？

不少，更加清楚自已對性
的親念。
有時了解自己也是人生重要

張：可以深入一些’例如：同性

的一環，所謂「知己知

戀、堕胎，談一些比較高層

彼J，對事物有更深入的

次的東西。

了解，不是更好嗎？

15

專題公华性

大專生追女仔
談情説愛
不知道是前言還是後語，寫

覺」，更甚是一些同學支吾以

個「世界」走在一起，要認識清

完整篇文章之後，發覺有點兒強

對，只説：「隨緣吧！」。其實

楚真不容易！但只要真誠和投

調大專生不談愛情，就沒有其

我們必須想清楚自己找對象的條

入，必能找到真正所愛，大家太

它。其實，我的看法很簡單，大

件，條件也不宜空泛，你去訂一

多掩飾不是好事，可能到最後還

專生在讀書、兼職、上莊之餘，

個蛋糕、買一件衣服，總會要求

是鳴呼哀哉。不過，當大家認

愛情也是大專生活的一環。

甚麼款式吧！我不否認有一見鍾

識、互相了解之後，也是最痛苦

情，但在鍾情以外，難道沒有其

的時候，大家面臨一個抉擇，我

無可否認，有很多同學不談

它因素嗎？一眼看見那條自己喜

能否接受他，永遠愛他呢？有很

愛情，只顧讀書、上莊、「攪

歡的牛仔裤，不會即時就買下

多人説愛是非理性；然而有些問

會」，要令甚麼大專生活過得有

來，總要考慮顏色、布料、剪裁

題我們不能不考慮，例如他的飲

意義。當然，不同同學有不同想

是否得當，還要試穿一下，才知

食習惯、宗教背景等，都不容忽

法，我既不是鼓吹同學談情説

道是否合適，所以找對象同時也

視，要知道戀愛或結婚並不如買

愛，但也不反對。試想想自已已

先要確立自己對對象的要求。漫

了一條牛仔褲，不合穿的時候可

是「二十出頭」，談情説愛、談

無目的，随遇而安，可能三年大

以拋棄。當遇上了矛盾、困惑

婚論嫁也不算過份，大專生活多

專生活中也竟不到你所謂的有緣

時，怎辦？怎樣取得平衡呢？相

元化，想清楚自己該走的路向

人啊！

信這個需要大家去摸索。

吧！
有了條件後，又怎樣？有了

不過，整體而言，找對象是

若你希望找到心中所愛，可

條件並不足夠，還要思量自己的

需要冒險、付出代價和投資，你

以細閲下文。若你從沒想過，請

條件’你要求一個像楊采妮的女

不用心經營，恐怕是一門;^本的

保存這篇文章，他日再看，可能

朋友，至少你自己也要像巫啓

生意啊！世上沒有必定賺錢的投

對你來得更有意義啊！

賢，同樣你要買一條Levis

資方法，投資總會有風險，我們

501 ， 你 要 有 足 夠 的 金 錢 才 可

必須膽大心細，要「输」得起、

怎樣去找心中所「愛」呢？

以。所以條件要合乎自己的能

放得下，所謂「失敗乃成功之

這個問題是「性」重要的一環。

力、情況。或許你會問：「有沒

母」。總有一天找到自己「心中

當然，我不談甚麽愛需要容忍、

有例外的？ J山吹老師都嫁了給

所愛」啊！

體量、包容、雙方承諾，對愛的

博士啦！當然，事情總有例

W釋一般人談得太多，反而沒有

外，但無可否認IQ博士也有他的

人考慮對愛人的要求或找對象的

優點，足以補償他的缺點啊！

....

學勤

條件。
認清條件、確定條件之後，
在迎新營，同學總會問別.

當然依方法去找自己所愛的人，

人，你希望將來的對象是怎樣？

每人的方法可有不同，有的採取

很多同學都説「只要合眼

主動，有的採取被動，在這個過

緣J、「只要他愛我J、「只要

程中，必須相互了解，認識對

性格配合」、「只要有觸電感

方、認識自已，始終大家是從兩
16

權囲「大専生追女仔.
作者在文中描出大専生對兩性U係的
I.無給男、女，都缠用的。

有人會説i近的性生活如何°大家對於這樣的建議或許感

X才對呀！」

到驚詢，但為何不能呢？

對性生活放縱並不等同性開放。我們應當以一種開放
個陰暗的角落裡’視若無睹，聽若罔聞。

的態度對待與性有關的問題’而不是把其深深的收藏在某

=想望的分別。食物、水等是人费的基本需要，是必需的。而性科是-««望輝麽tt單，它不容易找到代替的東西，没有

采，連S甲也是藝術品。
直至本紀，世人才忽然頻見閉塞
地把.裝扮自S蜀跟於女人，男裝必須

XX

了性.你舍感受到人生是不幸福，舍《爲生命裡有很大的損失，所以違是-種較爲複雜的基本需要，就像我^„封衣服、

意思“現在可好.
將！IS稿預先發下’在演講考K
腔之前，&衆其齊已知道：®串
講汁麼了，然後仍然鼓掌把如
請上台，去贸出人們已經看调

又雜免：？？得不順,台下gl」衆由

的 每 I商 字 ， 許 多 演 講 者 敢 瞎

XX

是如先知般卽笑「埃.應該畏
找人演講而又預先派發講铺
’在侮辱了講者的同時’也瓶

辱了聘衆1—你是怕我聽不印
S .運是怕我不識【子？

吃的方面’例如：吃甚麼菜或到甚麼地方吃等等，但總沒

宇，到演講開始.
講者就在台上？？稿’聽衆就在
台下看瞎.
那要演講者來铃什麽？

括而言，大家都抱著少説為妙的心態。

侮唇智慧
進食和睡覺一樣。當朋友間聚首的時候，自然的便會想到

檢演講.是現的’不是看的
。如果怕人總不淸楚’乾脆I

有時也會打趣説上數句’但總是點到即止，不去深究。總

然而彭

面的問題，我也很自然地不會揭他•人的底蘊。當然’大家

單調，欽弍五十年不變！
環過，以前歴屈港督仍有羽毛冠和
i官袍’到丁彭定康才打破傳統，

呢？本人可沒有考究過。反正大家也不會主動地談及這方

1上任’被讚

為何性會成了這樣的一個忌諱呢？是甚麼時候開始

份承

友間很少會討論這個話題，在家庭更是一個忌諱。在這種

ild的莊嚴

人發份講稿副本，S家看去。
如果怕人看不谨稿子，那就讓
人靜心展講好了，何裔發什麼
文稿？
說到讚稿,任何演講者都讚
不過新聞報道貝，•旣然如此’
何苦遼要演講者當衆露拙呢？

環境下，性成了一種社會上不可愈越的界線。

狄白領西裝友形

.來以爲英誇升至十ilii

•來回倫敦機票，亜加盼

英國又有I,削便戰」<

回票本來是五百五卡这
三十天內回程。這證叫
但香港線卻因維珍的I

,比香港的更化算。好幾位本來不打算回港
「賤物鬥窮人」.。這溪的包辦旅行仍然「便
’竟然便宜至

斯 本 三 晚 住 五 星 酒 二 五 七 拷 (

’坐英航正式航班住^^！^

匪 夷 所 思 的 地 步 。 玩 ’ 冬 天 尤

旅遊「轉口港J ！

.-

戀愛中的男女’更

手都是性行為的一種。

之——想不到吧’手拖

愛撫、性交都能如是稱

初起拖手、接吻，進而

體接觸，都可説是有不
同程度的「性行：^」，

實上兩性任何階段的身

為」不單是指性交，事

章’其中説，「性行

接 觸 。 曾 經 看 過 I篇 文

的就只有這回事，他們
的腦子才是有問題。
「性」的整個內
容’可分「心理」和
.「生理」兩方面。「性
心理」是心理學中的一
門，是專門的學問’並
非人人都懂。「生理」
方面，當然是生理上的

中國人的觀察和概括能力，十分髙超，這可証於不可
勝數的成語和俗該，其中’「食色性也」是一佳例。此語
是吿子説的，很多人誤以為出自孔子，這裡先要澄清；也
有一句意思差不多的説話，不知是哪位先賢説的：「飲食
男女’人之大愁存焉。」。兩句話’都髙明之極’時至今
日，若有人仍反對’實在是迁不可救。
先賢甚麼不説，偏

將「食」與「色」並列

一起，可見兩者對於人
的價值是相等的’而且
都是光明正大可拿來詩
論研究。然而’事實上
情況不是這樣。若有人

説：「我喜歡吃！」旁

人會竞爾；但假如有人
高聲宣佈：「我喜歡
性！」，•那便是十惡不
赦的大罪！這真是沒道
m:

理。

也只能怪那些假道
學、腐儒們。他們學識
淺薄，偏要裝成有道之
士。「性」所包含的內
容，其實極之廣泛’絕

非單指「性交」這種行

為——假道學們腦裡想

•色」與「食」皆是人的本能,忌色不忌食’無謂之極也。

之所以反對，是因他們想歪了，把「性」醜化了 ’要知「

所以説，對「性」忌講，是非常沒道理的，假道學們

都是「性一中的內容。

加會知道，兩人相處亦是一種學問：婚姻關係，更與
「性」息息相關。大言之’有關兩性的一切關係和問題’

李子

、不聚§1的「離岸」
英倫，不在香港。
現代男人不必太扮喷，但舉巨皆是
西裝友和牛仔.的確大單調了。

經
常
飛
返

性不是色情

人 同 行 ( I同 出 發 一 同 回 來 ) ， 毎 人 的 香 港

想不到在英國更有獨特

m

I臼’某行家問我：「你看到搞文學

....
轄

L

I是否貼切呢？其*「色」與「食」有少许分別。我們没有食物舍死，但没有「色J又供小f忙•T•！小通，
以「食J比喻

：S白_

ill

削
價
的X X , 有無漸塊？」立刻睹之以！^

性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尤其在中國人的社會裡。朋

純是則邁

艾另代

狩柯

安
苗视—’伐73}洞倘劇不》S小束把，
悔酷芳張受玉演木蘭花樓秀珍’楊紫壤做
大反派。……搞不成’因爲不夠現代（當
然’七十年代的故事)’市面上又忽地出
了幾部近似的戲。
後來他們改拍「東
方三俠J。老贫說

相信沒有人會不贊成對性的需要是人的本能之一 ’正如

專題公罕性

你窗否是漫畫中的主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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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r大||•生跃性J是否一定會
楚來瑪多，風雨第。是的，我的

括.師、翻。，以;^@
的纟丨、姐，^itir

一 多 謝 ,

們身我們將遣^£胃意見線合， 、
問卷亦作出多次修跃•，情時尸^
前

，

嫩

某

)

丄艮象同學

| v

客 联 條丨
件
牛眾夸容
許許 .
問卷亦奔波 ’經逾：

I 於
：「專題

A海服0週刊的粮道雖然：

—"'"^‘'’"‘1我‘，彩奪刊物的，

珠張失责，但至少可以反昧一

:_,’真的不知道遣

^^钱會對r抹j提取的應，
I。r戟輕色變j，完全不再考(

今邊

對其他執行編

我暗自东

'太不公平了，一本刊物每=

麾茶麽礎性思考、！^判分析»辆

為專题版不廨像一般的報

鍵磁榜提敬敬「性」，我沒
有郎時作決定，反而遣問他對

血，專題果可獨自領功呢？鍵編

希望探對同學切身的月

I

個腺性角度

語 ， 我 都 躲 記 於 ， 但 遣 — 丨 ' 滅

自我思考與批判

f•生」的看法，為甚麼要談

t

給

勵

、

：

^

^

r 性 j ？他輕掩淡sou的說;7叛

問卷進行輿否已不再直要。
只要同梦能夠湘注「性」違個專

長久被應抑、大專生周题

题，遣就是我最大的願了。

一

用嗎？對不起f射不起，所斤？m、
心 專 题 版 的 人 ， M 專 题 可 *

句，镇甚麼r性」在中國人社會
绝正面的應度

句、一字都是同學的心

術研究，將資料铺陳

々
；

負衆望。「蓦擦卸首彳哪人，
在 ， 拔 火 城 身 费 ’ 。 ^ ；m

’

然°

回看專題版，惹來閒言閒語
真茶少，歷力不知從何而來。各

t間卷餅脚

同學都會湖專题版的内^，他

斤辨校警j，大，
反審更水，)同爭多iiJiPl卷楚否
、寒馘精缴野，惨止是面參多麼厢
因 ， 是 努 學 生 ？ 遣
些問超幾乎逾博我球過版
來。

„

“ 逭 篇 文 束 ， J l l ^ 转 替

熟和镛春出氣梦大概是希si^同
i

了解笨同人、)it同機.

鲜值值歉，界同的ife^。
我要系謝學

專題版執編著我寫一點冇關^
今期專題的感覺，想了許久，

^的性"巧今另要視之爲洪

理不出一點i貝緒來，就

7]^^，避之r吉？其赏假如我
没 有 甚 麼 可 寫 的 ， 爲 清 ’，,,、所的態度是正確的，那麼又
高 ’ 但 總 不 理 解 1彳
有甚是不能谈的呢？假如我們
性 ， 難 道 l y ^ l ^ W 沐
放
著
艱
深
勺
數 學 ‘ ， 於 敢 不 休 的

是心存歪念的話，那麼任何保守
和正經的事情，我們也可藉以胡
作妄爲。

11’衫‘、向人請敉；

Lmi

-個罕見的字-我們也會
問-fi老師，但何以

龟•^麥爭考事務竊^^。往
後，我們沐有接解^^見，包

r 藝
：

评

哪

'MA

/T

、

驗眼•配鏡
隱形眼鏡測試
專業視光師

提供全面視覺護理
(包括弱視、斜視、色覺及隱形眼鏡等測試服務）

視力中心（香港）有限公司
OPTOMETRIC
PRACTITIONERS (H.K.) LTD.
(An Optic raft Vision Care Clinic)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行805A室
1；話：521 4939
Rm. 805A, Melbourne Plaza,
33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九 龍 旺 角 中 心 第 一 期 1 3 1 1 室 霄 話 ： 3 9 6 6629
Rm. 1311 Argyle Centre Tower 1,
688 Nathan Rd., Kowloon. Tel.: 396 6629
Tel. Booking:

396 6629

Tel. Booking:

521 4939

(Mon-Sat. 10:00 am-8:00
(Sunday

Tel.: 521 4939
(Mon-Sat.9:30

am-7:^0

pm)

(Closed on Sunday)

12:00 noon-5:00

pm)
pm)

九龍登打士街56號柏裕商業中心1302室
電話：385 6068
Rm. 1302 Park-in Comm'l Centre,
56 Dundas Street, Kowloon. Tel.: 385 6068
Tel. Booking： 385 6068

V

(Mon-Sat. 10:00 am-8:00

pm)

J

敌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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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册處
就眾同學對柱册處存有一大堆疑問，尤其是對
其職員的工作態度和服務質素。筆者曾邀請柱册處
處長梅樂活先生作了一個簡短的訪問，並藉此機會
向姓册處反映同學的心聲。此外，我們更可以抱客
觀的態度看亊情的真偽，而不只是r公説公有理，
婆 説 婆 有 理 J 了。

同學：代表衆同學

梅生：代表梅樂活先生

究竟每批輪侯註册的學生有多少人？

梅生：從前的處理方法是將學生分十組，將十組數
字以抽截的方式排列次康。後來發現以此方
法會出現不公平的情況，如某數會有機會多

同學：我們需要輪侯很久，而且註册時又出現擠擁

；
一

次出現在同一位置。現在雖仍以抽戴的方

的場面。

式，但將十組數字分爲兩部份，兩部份會在

梅生：這是以統計學的原理計算，簡單來說是一個

上、下學期對調，而每部份內五組數字就再

年級的總人數除十。這樣便得了一個平均

抽截排列次康。這樣可說是較從前公平。

數、每批輪候註册的同學約六十至七十人°

J

呢？

、

同學：我們很懷疑爲何自己組別的數字永遠不會排
第一，這樣對學生是很不公平的。究竟註册
處怎樣解決這個不公平的現象呢？又會否公
平地處理學生註册的先後次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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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册處是以什麼方法編排學生姓册的先後次序

也使我們要另作一個全新的安排’因爲我們

ti册處是否編排了充足的時間給學生柱册呢？

要考慮敎師的人數、堂數、課室安排等等事
情。向這一大堆墳碎的事只靠人手處理，故

同學：前批同學選未辦妥手績，後一批便進入禮

此需要花約一星期時間辨理°

堂，這樣使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可見’同學

另外，學生收到通告後，應該即時閱資有關

根本不可以在短短的十五分鍾內辦妥手績’

自己系的事，面對職員大意一事’可能是他

註册處可謂沒有理會我們的感受°

們工作盡多所致的°

梅生：以舊生來說，十五分鐘辦理一批學生的註册
手績，像是不夠時間。但我則強烈反對這個

可是中文強化課程產生一陣混亂！

論調，可以肯定地說註册的程席可以令學生
迅速辦理妥當，因爲註册的步驟一步接一
步，所以十五分鐘是很足夠完成註册的程

同學：我們在註册那天因辦理中文強化課程而遇上

序。至於賁際的情況，我則有所保留，因爲

很多波折，例如一大批同學擁著一個小coun-

有些系的職員不足，可是輸侯的學生甚多，

ter , 擠 來 擠 去 也 未 能 登 記 。 選 有 ， 這 情 況 更

如中文系，通識敎育部等，故此令到在場學

影響了中文系本科學生的註册程序°爲什麼

生久等。另外，由於學生對註册的程彦不了

中文強化課程不獨立設一個counter呢？

解，這樣便出現了很多程席上的錯誤，以至
梅生：這情況出現可說是由於中文系的人手不足導

令他們花很多時間更正，更阻礙了其他學生

致。註册處會考慮將來另開Couftter來處理中

的進度。

文強化課程註册的同學。但是這要視乎中文
系的人手是否充足。註册處對此事已深入研
究，希望可以盡快解決。

imM

為何修改上課時間？

同學：在註册日那天我們才收到一份上課時間的

续戈兹

「修正通告j，這樣便打亂了我們原定的時
間表，我們又需要再花時整理時間表一次，

什麼是柱册處與學生之間的漢通渠道

可謂費時。而且，一些粗心大意的職員也不
告訴我們注意通告，只是扮咐我們每樣取一
張便算稱其職，惜其份。他們完全沒有理會

同學：我們不僅認爲與註册處的溝通不足的’甚至

我們是否明白。因此，對新生引起了很多不

對註册處一些簡單的工作程席也不了解°並

方便，甚至混淆的情況。

且，我們不知道可循那些途徑與註册處溝
通。而對註册處頒佈的事宜均不知情’如

悔生：註册處是礙於很多因素導致該處在最後才給

checklist幾時拿取，成辑表幾時出等°

一個旣修正且準確的資料給同學。原因是要
收集各系敎師的資料’才可以編排時間表，

梅生：註册處的工作程席已詳細記載在香港嶺南學

但是各系的人手又經常作調動，如臨時受聘

院概覽內；學生有義務看湳楚，否則有可能

人未能出任°因此註册處對於任何的調動，

令到自己增加額外的麻煩°選有，註册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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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改的事宜均會透過通告告知學生，•而通

時，職員便需要立刻更正，所以妨礙了其他

告會張貼在飯堂和註册處外的玻璃播內。我

學生。至於更改地址，該處基本上會立刻辦

認爲學生爲了保障自己的權益，實在需要培

理，對於該處在半年也未能爲學生更改地

塞多看通告的習慣。至於，在放長假的時

址，是因爲該虚剛巧更換了一套新的電腦系

侯，註册處便會將資料寄給各同學。

統。因此，在過渡期間可能出現錯漏，但運
種個案是絕少的，所以運與其下颶工作怠慢
是絕無關係的。

對兹册處職員的觀感。
同學：從嶺南辦理入學手績開始，註册處職員均使
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差不多所有嶺南的同學
都認爲註册處職員態度惡劣，對學生哩呼喝
喝，尤其是當同學詢問他們時、往往會受到
不禮貌的對待。有時詢問處沒有職員當値，
而學生屢按鐘也沒有回應，難道它失靈了！
另外註册處的工作效率也很低，如更改地址

對學生與姓册處之間的衝突有何看法？

一事，竟拖了半年；更正成縝，也要花兩個
星期，更對學生說改或不改影奮不大，他的

同學：基本上同學向註册處詢問事情時就遭到冷

態度可說是不願敬。

淡、甚至乎不理不採。曾發生一職員只顧補
粉添莊’同學唯有站在一旁呆等。在那些情
況下，同學又怎會不氣呢？
梅生：在任何事情上均需要了解事情的經過，並且
需要以客觀的角度來分析。因此，當學生在
註册處遇上不愉快的事情，應以正確的途徑
來投訴，如以書面向註册處處長投訴，取代
寫大字報等大吵大罵。這樣同學的投訴大可
以得到適當的處理。至於，學生的態度差亦

梅生：身爲上司，下®自然對我恭敬有加。我覺得

會使兩者產生衝突，所以學生不可只說該處

我的下屬盡忠職貴，態度認眞，工作效率也

職員態度差勁。對於該處職員的態度一直被

不俗。屬下對我未有不禮貌，在我面前更不

非議，如態度不友善，惡言相向，這些均需

會疏備。至於註册處的職員工作效率低也可

要學生向該處反映，他們才可以調査、改

說一時逼不得已！學生往往在學期初轉堂時

善。註册處是會採接納的態度來收集學生的

一窝蜂到註册處，使我們出現短暫的.人手短

意見。學生與註册處之間的誤會，希望可以

缺，因此才出現效率低的錯覺。另外由於學

循正確途徑來解決，這樣便可以避免雙方再

生不湳楚「Add or drop科」的程原才會出現

有衝突。

繁複的手級。原則上，爲了使各系知道本系
學生的修讓科目情況，所以程席上需要系主
任簽核，而撤費一項需要到總務處，乃因註
册處不可以辦理金錢上的事，十八元的費用
是行政手績費而非罰學生，並且可以防止學

_

生胡修改科目。Checklist方面，該處職員
要爲一名學生辦妥手纊後，才會爲其他學生

t i M I
kk^

辦理。故此，當有一名學生的checklist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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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意！

先肆奪人I
但例也奇怪，反而在各屬會聯招的時候，「深
思思J卻沉思起來，莫非在「深思思_^耶？出奇制
勝已使他們吸納了很多新會員，他們以不同的海報
九月三十日的迎新日，一陣強勁的呼喊聲：

遞漸地顯示出其會特色，潛移默化各同學，並吸引

r深思思」、「深思思J，配合胸前掛著宣傳牌的

同學的注意力。按其會的目的是令同學學習批判性

一群奇異的學生，不單只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更吸

思考，如提出「今日的大專生去卡拉O.K，看電

引了在場所有人的注意力。他們是誰？一個名為

影，逛街等已非時尚J，取而代之的是使自己變得

「深思思J新屬會的幹員。他們這次r出位」的宣

更強，更有思想及幹勁，最重要是敌發我們潛在的

傳手法可謂大收功效，可謂忽然地在嶺南當「紅J

能力，實在不是一個玩樂的屬會。故此，與其拉撒

了°

同學入會，不如任何事也不幹！所以他們希望藉着
不過，這宣傳手法也惹來一番的評論。筆者曾

海報上的問題，刺激同學的思考，這樣同學入會後

接稱其主席，詢問有關這次搏「出位J的亊。她直

便覺得有意義！

認不譚，並認為此乃最快使人對該會留下深刻印象

在此，筆者無意推介這個屬會，只是它令我得

的方法°而他們選擇迎新日只是為了將來能招納更

到一點反省的機會，所謂大專生有何了不起呢？只

多新生，實非求「出位J。對於當日他們使大會出

是有較高的學術水平，但能否成為一個「完人J則

現不便的情况，委實感到遣憾，因為其會經费有

看個人的修為了。若我們只是追求學術上的成就，

限，他們唯有靠自己的天賦本錢一高聲呼喊來作

那又有甚麼成功感可言呢？我們要達到更高的層

宣傳手段，但聲浪太大所造成的滋擾，實在逼不得

次——培養個人的思考能力，才可説是個r有料之

已的。

人J。筆者希望藉着深思思屬會來引起各同學的反

話説這麼早便進行宣傳是不按本子辦事。但擄

思。最後，大家能否輕易地説出自己在三年大專生

鍾同學表示，其會實在是依章行亊’早已辦妥姓册

活中想得到的•是甚麼呢？你們又有沒有信心達成理

手绩》

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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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 n

r最好的辦法當然是要求政府冰結學费政策，

十月廿一日，筆者參加了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下
稱學聯》反大專加费小組的會議。

因政府自己也不能解釋把『一刀切』定為百分之十

r日期是十一月十九日，地點是布政署門外停

八的理由。另一問題是學生應付的责任……如果我

車埸。我們將自行封了那兒，眾所周知，學聯的行

們認同在一個專上敎育下，我們應負责任，那麼該

動是不會向警方申請……J説話的是學聯副秘書長

怎樣負……當討論這問題時’應將之理解為你們應

曾國豐。

怎負责任，而不是由政府釐定你的责任是甚麼，遑

r時間尚未確定，但不能太早舉行，因為大家

應以承擔能力出發。J

一定會遲到……J眾人都笑了。「但不能太晚，雖

但港督已在施政報告中承諾多撥三億餘元資助

然政府機構名義上是一時下班，但十二時已沒有

大專生，那會否削弱小組所持理據呢？

人。J他半開玩笑的憶述在政府任職的經驗。而

「這不難解的°政府剃了你的頭髮，然後给你

且，他道出人總是湘惰的，遲到早退已是定律！

一頂漂亮的棺子，你是否接受呢？我要跟它爭辯的

r…應約十時，十時半形式上開始，十一時真

是為甚麼要剎我的頭髮，我不理解為何政府有權這

正開始。J説出這個逗得大家不亦樂乎的理論者，

樣做。J方志文缋説道。•

正是早前頻頻爆光的犯仔方志文，學聯的職員鑪稱

「常委目前還在爭辯中，但普通均趨向由政府

他掀起了 r 方 志 文 現 象 J 。

全面承擔學费。J曾國豐説。「但現在要面對的是

身為反加费小組成員的方志文，是年維然停

税制問題，目前的税制是優惠富人而不利窮人，這1

學，卻沒有減退他這方面的工作熱誠。

正是問題疲結所在，是政策組要處理的。J

這個小組會議，一直在歡愉的氣氛中進行。

若如方志文所言，以市民承擔力來決定學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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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舉例子，因為香港與其他英聯邦國家的敎育結構
有異，對收取學生學费亦不同，如新加坡。酱生、
工程師一類可預期學生將食賺取很多金錢，所以對
這些學生舍收取較昂责的學费。在如斯情况下，政
府如此『一刀切』，細看便會覺得十分之不值。香
港各大專院校提供的課程有機會一樣，但成本肯定
不同。若根據以上『一刀切』的原則，那麼收讀成
本較高的學生便應多付學费，很可惜，香港只有原
則可説而沒有實踐。尤其是科大『就冇得好計啦！』
曾國豐此番暗示惹得哄堂大笑。
其實，不理百分比定在哪一水平，每個價錢和
成本「掛钩J後都構成一個百分比，只差在怎樣楚
標準該如何歷定呢？

定這個學费，根據甚麼政策呢？但現在的政策很簡

r我們的想法是以市民工资收入的中位數，這

單，「成本掛釣18%—刀切J。

個較合理的數額，來計算他可撥出多少錢支付學

r梁生的解釋是方便計算，而且有grant-loan資

费。這個數額應是扣除了一些最基本開支，包括衣

助學生，但對為何要採成本『掛釣』，為何要定百

食住行後，還餘下多少錢呢？而政府計算消费物價

分之十八卻完全沒有予以解答，這就是為何提『剩

栺數是有清楚分類的。為何要談這個呢？因為就算

頭髮』的問題，給你一個漂亮的假髮是沒有意義

食物也有平责之分，如海味這類，政府是知道一般

的。J方志文滔滔不絶地説道。

所佔比率是多少。計算出這部份後，才知道市民能
負擔多少。現在情况明顯超脱了這個考慮，而我們
是希望以前述方式計算百分比。J
「你們是否絕不贊成政府在短期或長期將百份
比調至百份之十八？ J 筆 者 問 道 。
「我們暫且不談將百分比調至那水平才合適，
而是反對政府無故將之定為百分之十八……我懷疑
只因為他們於十八號開會°他（筆者按：敎育統其
司梁文建）只以其他國家來比較，但他所舉皆為英
聯邦國家，且對於本土學生資助之優厚，實令人難
以想像grant-丨oan是可以這樣的°敎统司梁文建可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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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府無理加费，集會上總要有些行動吧？
r不如唱歌吧！但恐防沒有樂隊伴奏。J有人
建議道。
「樂隊一定有的，我和你加起來也算一隊樂隊
啦！ J 這 個 … …
「自焚吧，肥仔！ J曾國豐•「建議J道。
「不好，不好，我自焚又沒有人在旁哭……不
如找個痩的同學扮窮’沒衣服穿吧……還要淋
水.•…"J大概是走火入魔了 ！當然沒有自願者啦！
「不如馬拉松靜坐、靜坐到……J

一 語 未 畢 ，

眾人莫不碑然，險些兒弄出人命。

不論十一月十九日的集會用甚麼儀式舉行，策

「看，你們這班人怎幹的° j 方 志 文 一 面 説 ，

劃的同學都要投入大量精神。但他們所面對的卻是

一面模仿眾人歇斯底理的反對聲。

有財有勢的政府，這群人曾否想過自己的努力將會

「那你坐嗎？ J 一干人等連忙質問他。

付諸東流呢？

「就坐吧，但當然不會坐全程，你都明白

筆者曾和小組其中一位成員交談。言語間她透

啦！J畢竟學聯的職員並不等同聖人。

露早在參加這小組之初，已預計這個行動會失敗，
故她並未太擔心這個問題，但她仍希望能盡一分
力°
又與本校幹亊會外務部一位成員談話，也予筆
者有此感覺。「最重要的便是參與的過程，再者，
現在情況也不盡是悲觀的，至少我們已能令政府重
新討論。J
故此，反對大專加费成功與否，端賴各同學是
否積極參與。正如曾國豐私下向筆者表示：「我頗
同意張文光議員所説，這次行動是否成功，有賴同
學的參與，若他們自己也不站出來反對，他們是應
該繳付這麼昂责的學费。J
同學們，你支持他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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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質索的腿
圖

難

光碟是一些储存各科目資料的系统°從前一隻
光碟只能儲存一些提要式的資料，如作者、書藉和
雜訪的名稱，有時候也會附有部分的内容。但是現
在的光碟已能將整篇文章儲存，甚至連一整套百科
全書的资料也能存放。所以，你只要在圖書馆借用

近來，家庭式電視遊戲機推出了一系列的光碟

(CD-ROM

)遊戲，它們擁有高解像的畫面，配合

有關科目的光碟’放進光碟機内，便可透過電腦尋

身歷聲的效果，無論在視覺和聽覺上都突破了傳統

找適合的書本，然後透過焚光幕翻看書中的資料，

的範碑。其實，光碟的運用日漸普及，不單只是在

感覺如真實看書一樣°而且，光碟不僅讀取資料快

遊戲方面，甚至對於儲存資料，也起了很大的作

捷方便，更能省卻存放書本的空間。此外，若果搏

用。光碟的儲存量廣，所以不論在個人或商用的電

磁碟比較，光碟的價值高出很多。因為光碟不會因

腦中，光碟皆得到廣泛的使用，而圃書館的電腦也

接近磁鐡而毁滅所存資料，假若不是被惡意刮花或

是其中之一。正如林護闺書館，亦具有光碟的設

扭曲，它可以作永久的保存而質素不變°加上一張

備。因此，現在當你在圃書館尋找書籍時，大可不

光碟儲存的資料可等於十餘隻磁碟，所以，運用光

用在書架堆中翻來翻去，只須在電腦的光碟機上，

碟可節省更多讀取時間，不像某些磁碟要更換多次

輕輕一按，便能從電腦中得到所需資料°

才能取一個程式。

J)isl<e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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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校的圃書馆，便具備大量的光碟

期三個月的閲讀註，自由出入和使角其他大專圖書

供給同學使用。一套全文檢索(FULL-TEXTDATA

馆（理工學院除外），但是卻不可以外借書藉。所

BPO (Business Periodicals
Ondisc)和SSI (Social Sciences Index)兩類，儲存了
BASES) ’

共 分 為

以，假若同學從學校電腦查閱其他大專圖書馆的書
目，發現合適的書藉時，可使用圖書馆的Inter-Li-

braiy Loans服務。同學只要填安表格，附上書藉資

大量有關商業及社會科學的資料。商科的同學可從
BPO中’查閲大約1200本自八五年出版的商業雜兹

料，圃書館人員自會把書本借回。縱使同學只有書

的索引和摘要，以及约500本自八七年出版的商業雜

藉名稱，圖書館人員也可以代為查閱哪一所院校存

訪的全文。而SSI儲存了自八六年出版有關社會科學

放着該本書藉。然而此項務服只限於有真正需要的

雜訪的索引和摘要约400本，自八九年出版的雜愁全

同學，每名三年級同學一年借十本書為限。

文約200本，為修讀社會科學的同學提供了大量的參

此外，你曾否在圓書馆的電腦上查閱書目時，

考資料。除此之外，圖書馆也備有很多其他科目的

發覺有些書藉在「位置J的一項顯示着�Closed

光碟，包括會計、電腦、社會學、哲學和心理學

Stacks J的字樣？這時你也許不知道應該從哪襄尋

等。

找此書。其實’這類書放在愛華堂地庫的資料庫
内，只要你將書藉名稱告訴圓書馆的管理員’他便
會把書本拿來，供你借閲。
圃書館一直提供了多方面的服務給同學，只是
我們沒有主動去了解和運用它們，白白浪费了寶责
的資源°而闺書館的管理員態度友善，樂意協助同
學，故此，當你需要在闺書馆找尋一些資料的時
候，不妨多使用館内所提供的資源及多向管理員查
詢0

書I
此外，嶺南的圓書馆為學生所提供的參考资
料’其實已很足夠。但是三年級的同學，往往需要
參閲其他大專院校圖書馆的書藉或资料來協助完成
習作。故此’圓書馆特別為他們提供與其他大專聯
繁的服務。同學經講師推廉後，可向圃書馆申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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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屆旗南學院學生會為了應付同學日漸增

及後第廿六屆學生會成立GESTETNER特別

GESTETNER INTERNATIONAL

加的影印量，遂決定添購三部影印機，並由是屆學

跟進小組，並與

生會會長與GESTE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負责人就有關的財務問題及影印機問題

LIMITED簽訂為期五年的三部影印機合约。而在這

進行緩商。在九三年八月末，學生會接獲

五年内，學生會除了缴付三部影印機的供款外，亦

GESTE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一

得缴付每季的「最低服務费J，約港幣一萬八什七

封來信，内容大致是説該公司已暫時停止一切予嶺

百五十元正。

南學生會之服勝，並要求學生會於七日之内還清欠

可是廿四屆幹事會解散、有關合約的遣失，導

款，否則可能訴諸法律行動。而經當時召開的聯席

致臨政的同學，以及日後的學生會職員，都未能徹

會議，通過由學生會備用基金撥出港带三萬九千九

底跟進該合约產生的問題。故此當九二年末，三部

百元正以清還部份有關欠款。

GESTETNER影印機頻頻出現故障，該屆學生會決

時至今日，學生會累積的欠款已接近十萬元港

定購買兩部RICOH影印機以應付同學的需求。惟直

带，假若要學生會在短期内一次清還欠款，實非易

至九三年年初，GESTETNER INTERNATIONAL

事。以現時學生會的財政而言，要應付日常的活動

LIMITED才寄發有關單擄給學生會，至此廿五屆

經费，已非易亊，更莫論有餘錢清還欠款。至此，

學生會才發現三部GESTETNER影印機尚須供

或許有些關心學生會財政的同學會問：「那麼，學

款，以致當時學生會須在同一時間内供五部影印

生會會否因此而清盤呢？ J

機，亦導致學生會的財政出現緊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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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會更換一批性能良好的影印機，避免經常壞機，
達致維修成本的效益。除此，該公司亦得定期檢查
影印機，並且當影印機發生故障時，該公司維修職
員要在六小時内前來修理。
至九四年十一月中，GESTETNER跟進小組成
員與影印機的負责人接洽，商議後議決横南學院學
生會需於三年内償還欠款，定首年還六萬，次年四
萬，第三年還二萬的還款期限，而GESTE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亦答應更換三部影

o

印機。但GESTETNER跟進小組仍在詳細考慮
中，暫未作出決定。
倘若學生會真的要清盤憤還債務，那可説是大

雖然「GESTETNER欠款事件J纏繞了多屆學

專界的大新聞。據GESTETNER跟進小組成員羅

生會職員，但僅希望廿七屆能徹底解決這個歷史遣

子豪同學透露，他們會開會商討償還債務問題，並

留下來的包狱，亦希望各同學能吸收今次的經驗，

以半開玩笑的形式説：「倒不如把横南學院學生會

在日後無論是在儲存文件方面，還是簽訂合约方

清盤來償還欠款吧！ J當然，這純粹是開玩笑，相

面，都能伐慎行事，絕不可掉以輕心°

信誰也不希望此事發生。那麼現在廿七屆學生會再
組GESTETNER跟進小組，又有什麼辦法解決問
題呢？ GESTETNER跟進小組各成員已很積極地與
GESTE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負
责人傾商，並在十月中與該公司的負责人聯络，並
初步取得共識：假若該公司能更換三部性能良好的,
影印機給學生會，學生會便缴付欠款。由於合約的
關係，學生會必須屣行及承擔一切的財務责任，因
此學生會計劃在兩年内，動用學生會備用基金約十
萬元港带，以清還債務，但GESTETNER
INTERNATIONAL L I M I T E D 亦 得 替 嶺 南 學 院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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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九年發牛在東歐和
聯的巨變

令不少人都對世界未
S

來發展之估計，產牛不可磨滅的
衝激，故編者特別找來了一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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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是令人難以忘
懷的一年。
當解放軍的裝甲車在長安
大街上奔馳，士兵向手無寸鐵
的群衆開槍時’電視機前的觀
衆都沒有話說’有人哭了起
來’持練了一個多月的民衆運
動’以大家都不願見到的方式
告終。
十一月十一日’世界各地
數以億計的人’再度透過電視
赞光幕’目睹發生在彼邦的景
群德國靑年摘起大
像
鍵’狠狠的往牆上狂槌，以鋼
根混凝土構築成，在柏林市a
立了近廿年的柏林圍牆’牆身
出現了多處凹陷的地方。
當一九八九年接近尾聲，
西方國家都潘漫著耶誕的歡愉
氣氛時，電視機赞光幕再次逮
住了人們的注意力’他們看到
了羅馬尼亞的導領人壽西斯
古，被群衆大喝倒采的進垃
模樣，也看到軍隊和市民在冰
冷的街道上’與殘餘的秘密警
察進行逐屋戰鬥。

非共產化運動
被蘇聯領導戈巴卓夫風采
攝住了的人，畲將一九八九年
東歐發生的巨變，歸功於他的
新思維’而西方的政客，則大
聲叫»這是資本主謙的優越
性’終於戰勝了萬惡的共產主
義’姑勿論這年所發生的翻天
覆地變化，是什麼因素所促
成，公元一九八九年帶給人類
的震據,絕不亞於兩次世界大
戰。歐洲大陸（不包括蘇聯）
上的八個共產主義政權，有六
個場下了，餘下的南斯拉夫和
亞爾巴尼亞亦搖搖欲堕；兩年
後的除夕晚上’蘇聯也成了歷
史陳跡；第三世界的共產主義
政權急於改弦易辙，以至中共
的日益世俗化’均顯示全人類
正踏進一個新的時代。

天

m
的自政聯組束助代
幕。義蘇義結協年

序動主’主戰的+

時 共 I成 地 次 黨 ’

開運產來產大聯七
揭化共以共界蘇、
代產個立的世在六

新非第斯各二共權
個的年羅界第各政
這球七俄世。歐了

爲 全 I在 助 動 東 取

正I權 即 織 後 下

是九，協活’奪

全盤失敗？
回顧歷史’自馬克思提出
他的主義’至俄羅斯十月革
命，建立共產主義政權’再到
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本身已
經歷了不少轉變，首先是列寧
等人給共產主義注入了新的理
念’又有盧卡奇等人和法蘭克
福學派的出現，當然更少不了

自居，伹觀乎自工業革命至
今’大家即能察覺到兩者間已
是千差萬距。當年馬克思筆下
所描述的勞工階層和贫苦大衆
的困境’在西方世界裡已不再
是 種 普 遍 存 在 的 情 況 了 ’透過
財富再分配制度和廣泛的社會
保障，普羅大衆不致陷入過份
贫困的生活。

解放軍的坦克部署在北京街道上
德國人狂摧柏林圍牆

， 共 共 I供 上 已 的

代批列聯提質現上
時 大 整 蘇 動 物 J車
的了動，運和頭列
獗現帶頭義據車’
娼出爲車主理火力
最 均 作 機 產 的 r動
義洲。的共上這的
主美家車的態惟日
產、國列球形。昔
共非義權全識持了
是、主主爲意支失

更亞產產直了的喪

羅馬尼亞的人民與秘密警察激戰

5十至七十年代的新左運動。
2些改革或運動，有的激烈，
有的溫和，•有的從根本上杻轉
了共產主義的方向，也有的只
是*花一現。伹總括來說’這
些內部的激逢’均未能動搖共
產主義作西方資本世界唯一強
而有力的挑戰者。然而’近年
來整個世界所走的方向，而不
能再讓共產主義的信徒，以這
種身份身自居，五大洲的人們
或唾駡它，將它丟進歷史的垃
g桶中，或痛定思痛，搜索枯
1’翻書倒榧’望能爲共產主
義重新定位。

捷克人紀念在抗爭中犧牲者

巧客’要麼便自己想法子開動
這列車’再踏上通往理想國的
证途’或乾脆棄車，另謀他
法0

西方的轉變
縱使西方世界不以勝利者
37

雖非所有人皆支持這種體
系，但它確在很大程度上協助
西方渡過了較安穩的四十餘
年’這恐怕不是共產主義奉行
者所預見的。
事賁上，不論共產主義抑
或資本主義的理念’在過去數
十年均巳經歷了重大變革，而
在未來仍是會繼縯。二者或相
互抗衡’或融合匯流’繼績豐
富人類的思想世界和改善社
^^ 0

第四權
現代資訊科技發達，資訊所
包括的範圍甚廣，有害藉、報
刊、雜誌，亦包含一切電子媒介
如電視、電台等，資fR與我們生
活息息相關，影響個人的政治立
場 ’ 一個國家的政治，或整個世
界的政治氣候。
在一個民主政體之下，資訊
的流通是很重要的。民主國家有
所謂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
法獨立’而資訊透過電視合、電
台、報章的自由報導’有人稱之
爲第四權，有監察政府運作的功
能。假若人民沒有資訊的提供，
統治者可以將人民蒙在鼓裡’賁
行愚民政策’或者組織秘密警
察、特務機構，對人民進行秘密
逮捕、審I凡和監禁等政治逼害。
以下是一些例子，可看出資P•對
政治的影審。

且一向反共，在與蘇聯冷戰時
期，美國參加越戰’人民反對聲
音不多’大多數人都覺得美國戰
績輝煌，必能以強勝弱’在短時
間內，取得勝利，但美國估計錯
課，雖然美國擁有最先進的軍事
武器，但北越採取了防不勝防的
游擊戰術，讓戰爭變成了一場消
耗戰，戰爭拖了幾年，美國電視
新聞記者在戰地賁地報導’讓美
國人民在電視上看到戰爭的慘
況，帶來的悲劇，例如有越共被
當街槍決、和尙示威自梦死、赤
裸小女孩由戰場衝出來，無數的
士兵遺體送返美國’棄據性的畫
面令人民改變對戰爭的態度’越
來越多人上街示威反對越戰，後
來福特在公衆壓力底下決定結束

先例可援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確規
定：「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法律…
…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J
而美國先進的資訊科技對新聞自
由提供了一個必需的有利條件’
給記者在搜集資料方面提供了極
大方便，在七十年代，美國總統
尼克通秘密派遣特工到反對黨的
總部放置偷膀器’記者利用資料
唔中心的資料庫，搜集資料’將
總統不誠實的行爲報導出來，後
來他因此而要辭職’這次「水門
事件j，可以說是傳媒對政治監
察的一次代表作。
六十年代，美國介入越戰，
支援南越。抵抗共產蘇聯所支持
的北越’美國作爲世界警察，而

電腦已變成現代通訊不可或缺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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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傳媒帶來的影響，可在這
場戰爭中，清楚看到。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美國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
美國電視網絡扮演著極重要的角
色，大選前，候選人會建立一個
鮮明的個人形象，透過電視廣
吿，發動很猛烈的宣傳攻勢。美
國電視媒介可以#觸到的觀衆數
目，可以過千萬，透過電視廣
告’候選人可以省卻在地方拉票
的時間。同時，美國總統選舉有
一個傳統，就是競選前，候選人
要在電視上，進行政治辯論，彼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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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國之外，傳媒對國際
政治事件亦有很大影響。天安門
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八九年’中
共黨總害記胡耀邦逝世，學生悼
念的活動變成了愛國的反貪污、
反腐敗的學生運動，後來黨的喉
舌《人民日報》將學生運動定性爲
「暴亂」，激起學生在天安門廣
場絕食抗議’共黨調動軍隊入
城，封鋇新聞，軍民衝突’屠殺
事件發生……傳媒突破封鎖，毎
曰將最新的事態發展，報導給世
界各大城市’本港與世界各地華
入社區的迴響是最大的’當本港
市民從報章、電台、電視台看到
學生絕食，軍隊開槍的鏡頭，有
過百萬人上街示威’而本港一些
民主團體爲學生提供藥物和帳

i1

此質詢，回答一些挑戰性的問
題，因此，一位口才好、形像
佳，臨危不亂的候選人’會在辯
論中’佔盡優勢，而這次辯論的
結果，亦直接影響大選的結果，
傳媒的影響力，實在不容忽視°
傳媒對政府起著監察作用，
亦對政治人物影響巨大，例如，
近年傳媒揭發克林頓的風流帳，
性醜聞，「白水門事件j和總統
夫人的專橫，加上國內經濟、社
會政策失誤’大大破壞了選民對
克林頓的信心’結果美國中期選
舉’參衆兩院的謙席被反對的共
和黨佔了大多數’可以說令克林
頓變成了「披腳鴨」的總統，雖
然克林頓在外交政策’暴有佳
績’如促成以巴和約’軍事威脅
迫令海地軍方強人落台，但由於
傳媒對他接擴而來的不利報導’
可能令他連任美夢破碎。

行政治文化廣播，而共產國家亦
會作出廣播干擾，可以說冷戰的
戰場就是存在於資訊廣播裡。

r地球村J
由於資訊科技發展飛快，發
生在地球一角的事，次日在地球
遠方一角已經知道了 ’隨著經濟
發展，文化交流，國家與國家之
間關係拉近了，不同種族之間藉

美國傳媒報導了不少對克林頓有負面影
響的消息’

蓬，透過傳媒’學生與本港市民
互相影響’學生穫得鼓勵，繼縯
進行抗爭，令中國很多大城市都
有示威抗謙行動。雖然中共實施
新聞封鎖，但現代資訊科技先
進’如電訊機、傳眞機、電話等
商業通訊設施，是不容易，或不
能夠封鎖的。另外，在這次事件
中，亦有某些新聞從業員未能客
觀去報導事實眞相，如報導「李
鵬中槍」，「27軍和36軍戰
鬥J ’「都小平逝世j，剌探政
治形勢’用主觀願望去左右客觀
政治情況’他們嘗試用傳媒去影
響政治。但無論如何，這次事件
經傳媒不斷報導，變成了國際關
注的政治事件’由於共黨下令屠
城’令共黨在世界人民心目中，
失去支持，六四事件間接促成世
界共產黨遭人民摒棄。
美國很早以前，由冷戰開
^
始’已經利用資訊廣播，作爲政
治渗透的工具，如「美國之
音J，就是向共產鐵幕國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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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記者常受炮火牽連

著資訊交流，而有更大的溝通’
因此有「地球村j的概念，現代
人越來越重視資廣播’例如有
CNN有線新聞網絡’透過人造衛
星，向世界各地廣播，世界發生
的大事，如東西德統一、南非放
棄種族隔離政策、以巴和約、盧
旺達種族屠殺•南斯拉夫內戰
等，這些消息讓人類知道世界正
朝著什麼方向走，資訊科技的進
步’確保人民對政府及世界有更
透徹的認識。

#

緊密接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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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數以億計的觀衆’在
過往數年裡，透過電視樊光幕，
看到了蘇聯、東歐和世界各地的
轉變，大家都顯得興奮莫名。在
很久以前，資訊傳播的手段還沒
有這麼發達的年代，世界各地的
人只能透過報紙’或數天前拍攝
的新聞片，來瞭解其他地方發生
的事，當這些消息傳到接收者
時，往往已經過時了，接收者未
必能夠緊貼著情況的轉變。但藉
著現代科技，世界各地的人可以
全日不間斷地掌握著發生在彼邦
的毎一件事’作出即時的反應。

高科技之便
不少人認爲這種趨勢必將有
利民主的發展，這在過去數年已
經被一致公認了。資訊科技縮短
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人們不再
單單透過報章和電視來吸收資
言凡，而是彷彿身處現場，與有關
地區的人們共同進退》—個棄據
人心的影像，一則從戰亂區域發
出 來 的 電 合 廣 播 ’ 一通發自外國
的傳眞，這一切即時傳播的資
I凡，皆能令接收者產生即時的反
應，而這些反應，再透過發達的
資訊科技，迅速與其他地方的人
產生互動，如I藉著使用私人電
腦，可接较上國際電腦網絡，與
其他人交換意見。例如在「六.
四J事件當中，我們便能觀察到
這樣的情況。當全港市民在電視
樊光幕上看到學生絕食和示威
後，有的以國際直撥電話聯絡居
住在內地的親友’有的iij以圃文
傳眞不停向國內發送關於民運資
料’凡此種種，皆有助傳播關於
民運的眞赏情況。這種資訊爆炸
的情況，令即使居住在較封閉地
區或國家的人’也逐漸知道其他
國家民衆的生活，獨裁者要再如

以往般欺壓民衆已越來越不可能
了 °

雙刃劍
另一方面，資科技的發達
也可用以協助業固專制統治。政
府藉著控制資訊的發放，讓民衆
有限制地接收資，亦可實行愚
民政策。而且，在此類地區，先
進的通訊設備多數操在官方的手
裡，令到民衆接觸外內消息的機
40

會’相應地減少。
但總括而言，隨著資本主義
制對專制國家的持繽衝擊，即使
多封閉的國家，爲求生存，也必
須注重資訊的傳播，這種發展一
旦開始，便即難以逆轉。資訊的
高度發達，不但使獨裁國家的人
民越來越不能容忍獨裁政權’而
且使非獨裁國家的人民也越來越
不能容忍其他國家的獨裁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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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懂的民主
自+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以
迄，歐洲各國人民不斷爭取自由
和民主的政治制度，伹是到了今
天，仍然只有半個歐洲建立了牢
固的制度’足以達成上述的目
標’餘下的一半，則仍在專制和
民主的忿路上徘徊，活像一個喝
得醉釘大醉的人’東歪西倒的走
著。而世界上有更多地方的人，
考連理解和實踐自由民主的機會
也沒有。
綜觀歷史，凡實踐民主的國
家，均經歷了不少苦困和艱辛鬥

爭。大衛.赫德(David Held)在

《民主的模式中》寫道：「民主
思想的歷史是古怪難馑的；民主
的歷史是令人困惑的。」便最能
表達出這種現象。對於獨裁的統
冶’大家很容易便會認同這是由
個人或寡頭集團在擁有極大權威
下的統治體系；但對於民主，自
古希臘以迄’大家即已吵個不
停，總沒法談出個放諸四海皆準
的模式’大概這也是民主制度下
各人擁有言論自由的特徵吧！

當代民主理論

熊彼得認為人民應選出政治領袖為他
們作決定。

在當代的民主理論中，自然
也少不了這種爭端，其中兩大的
主流便是精英民主論和多元民主
論。精英論者一般是從悲觀主義
的角度來觀察社會。他們認爲政
冶制度’往往只是取決於少數位
&建制內的精英份子之決定。然
而’民主制度和獨裁統治的分
別二在於民主作爲一種政治制度
而言’爲精英份子提供了一個有
規則地進行競爭的機會。透過這
種制度，精英份子成爲了全體公
民的代行人’而公民的责任’亦
由作出政治決定變成了選出代行
入°此派理論其中一位最著名的
倡導者爲熊彼得。

至於多元論者，其學說寅與
熊彼得所倡有密切關係。他們並
不極力反對政治領袖的論點’伹
認爲公民與政治領袖間，是透過
利益集團作聯繁。社會應被理解
成一個由衆多利益集團組成的體
系’政治過程其實爲這些利益集
團弯相互競爭°當政治制度建基
於這種競爭時’嚴重的政治不平
等才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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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滙貫通
事寊上，在一個開放及不僵
化的政治體系中，兩種理論皆有
其各有的應用價値。我們必須明
白，制度或多或少總會帶來僵
化，但這個制度必須有足夠的空
間’讓有創見、有魄力的人能改
善現狀，發揮他作爲領袖的才
幹。伹在另一方面，讓一個人或
一個小集團擁有獨大的政治權
力，總是危險的，我們必須擁有
適當的機制，以制衡可能出現的
壞情況，這種機制不單是政治上
的’也是社會上的’甚至經濟上
的，而多元論者所需要強調的，
便正是這一點了 °

胃歷史見證人
民主是甚麼？有時候，我們
說某個國家是民主國家’或某個
社畲是民主社畲，某種生活方式
是民主的，或某個人很有民主風
度。在這襄，我們把民主限制在
政治的領域內。在政治的領域
內，民主是指一種旣定的政治形
式。用民主來形容政治形式乃是
民主這個字的原義。「民主」一
詞，根據牛津字典的定義是指
「民治 J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這也是希膽字中「民
主 J 一詞的原義。「民主j 一
詞，現在含有很高的情緒意義，
與它連帶的是積極的、贊成的正
面態度。

面對着不夠一千日的倒數，
一九九七——這個對香港人有特
別意義的時刻，香港人的心情似

乎已從「六•四」事件剛結束時
的顫顗驚驚轉爲平靜。儘管耳邊
不斷傳來中英的爭抛聲，政黨的
對罵聲，港人卻懂得隨遇而安，
本着「你有你講，我有我做」的
精神，全心全意地工作，再將資
金作遠線投資，並且將自己對政
治的興趣轉移往外地，反而對自
己的出生地——香港，卻一概不
理。
可是，對着這塊「生於斯，
長於斯」的地方，港人眞的願意
離開嗎？他們是否怕當香港主權
歸還中國後，香港將賁行社會主
義？無論中國政府如何一再聲稱
甚麼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全
面自治等；港督今年的施政報吿
更題爲「香港：掌提千日’跨越
九七」。各種的計劃，不論成功
與否，目的不外希望增加港人留
港的信心’然而’又有多少人願
意作此承諾呢？究竟甚麼原因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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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笑容歐陽佩玲
陳寶鳳黎鳳施
港人「寧爲外國人管治’莫爲中
國人掌蛇」？答案顯而易見，還
不是爲了「六•四j這個爭取民
主的運動失敗而引致。
正所謂「先例可援，前車可
鑑」’「六•四j的失敗正表明
「民主」在中國官方看來是難以
接受。無論你現在說甚麼冠冕堂
煌的說話，也難以令港人重拾信
心°預委會的設立及其成員各項
令人側目的言論’均使港人毎日
皆胆顫心驚。
我不敢說九七年後香港將完
全失去民主，但香港人心中對這
一切大概都已作了評價及決定。
面對着「可走的走，沒有能力走
的留」這個現象，我們又能怎樣
呢？作歷史見証是需要不少勇氣
的’而有勇氣的港人，大多數又
是沒能力走的草根階層，這是否
他們的意願’便留待讓者們自行
判斷了。

淚
I代巨儒’前者於一九九四年逝世，而

海耶克（Fi1ed「ich V Hayek)
和波帕（Karl Popper)爲二十世
紀兩位影响深遠之學者，儘管二
入觀點各有不同，但痛斥共產主

卡爾•波帕(左)與海耶克(右)兩位

理想與現實

後者則於I九九11年與世長辭。11人均

一九九零年並不是令人開懐
歡暢的一年。歐洲大陸上的共產
主義國家剛從劇變的密月期中驚
醒過來，開始穿越達倫道夫
(Dahrendorf Ralf)所謂的「淚之
谷」’民衆被吿知獲得了自由和
民主，法律和公義取代了敎條和
腐化的官僚體系。然而，民衆卻
自覺到生活更爲迷ffl和不穩，通
貸膨漲和貨品短缺成了他們的最
大敵人。很明顯的’當戈巴卓夫
慨嘆民衆在有了言論和選舉自由
後’仍爲貨品短缺而懊惱時，他
並不明白人們不能單靠開放和民
主等概念而過活。

對共產主義極之痛恨，在東歐巨變助長
了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復興’海耶克的名
字更經常被人掛在嘴邊。

蜜月過後

義成了他們的共通點，對於能目
睹蘇聯和東歐的巨變，想他們必
能膜目。然而對於生活在那襄的
人，卻不能只滿足於一生爲之奮
鬥的目標得以出現而喜悅，他們
要面對的’是飽受煎熬和贫困的
生活°整個社會無疑是較前開放
了 ’但開放並不能應付各種日常
生活所需，更不用說來自西方世
界消費和享樂主義的誘惑。雖然
不少人滿懷希望，認爲透過改革
政治和法律制度’建立一個優良
的環境，社會便將自行發展，雖
然過程極爲痛苦，但其結果之美

從共產主義走到資本主義’可不像穿越柏林圍牆一般容易

滿則無庸置疑，而這批共產主義
國家終能投進所謂「第一世界J
的陣營裹。然而，現赏對於理想
來說總是個苟刻的考驗者。在蘇
聯和東歐的改革’未見其利’先
見其弊，使人不禁懷疑這些國家
是否正在走向富強之路。

幸福不是必然
美滿的新境界並不是必然
的，它和目前那些剛擺脫共產主
義的國家更沒有一條康莊大道連
結着，要抵達這個境界’必須懷
着無比的堅毅，背負着舊體制所
逍留下來的大包揪’ 一步一步的
慢慢走。尤有甚者，這段路上滿
佈迷陣和陷拼’ 一個不留神’隨
時都會掉進無底的深淵’或迷失
於數不清的忿路中°
烏托邦主義是極其危險的結
構’對於這些國家的民衆來說更
是如此。他們剛從獨裁者和腐化
官僚體制的枷鎖中被解放出來’
應該理解到妄圖以人類有限的智
m，以行政制度和規律，配以激
S而急促的步調是行不通的，過
往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曾犯了錯，
所有人也爲此而付出了代價°故
此在有機畲.再次選擇的時候’必
須避免犯上同樣錯誤。美滿和進
步是沒有捷徑的’只能謹愼地一
步步走，逐次的發現錯誤並將之
糾正，唯有在犯錯和改正中’才
能逐漸擺脫困境。

共 進 主 義 的

m

蘚聯和東歐的解體，使很多

人都對共產主義起了一個疑問？
就是共產主義終歸會如何發展
呢？仍趣鏞發展？還是步向;k亡
呢？就這個問題，二個大專生正
互相表達她們的意見。

怎陽：共產主義曾幾何時在國際
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伹
隨著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
政權的倒台’其發展巳走
向末路了。相信大家最關
心的’莫過於現仍由共產
.主義政權統治的國家，其
未來之去向如何呢？但觀
其趨勢，衰亡似是免不
了°
吳：我則認爲共產主義的前
途’雖不能說是一片光
明，伹郤不能將之一筆勾
銷。

柏林圍牆未拆除前，赫爾布隆納便已撰文預言社會主義將完蛋。

要評估共產主義的前途，
總不能因爲蘇聯的解體和
東歐共產政權倒台，便爲
其發展寫上句號。事賁

日夫科夫

上，猶存的共產政權’在
受文化傳統之影響，歷史
背景、意識形態及運動實
踐等方面’均是截然不
同。
因此，蘇聯和東歐的轉變
模式與途徑，並不能作爲
其他國家轉變的指引，而
只能表現出這是一種思潮
與社畲現象的突變，一個
蘇聯和東歐的新時代、新
紀元。
歐陽：當然’蘇聯和東歐與其他
國家並不盡相同’但他們
所奉行的意識形態不是都
大同小異嗎？
此外，現在仍由共產政權
統治的國家，其意識已漸
模糊不清，例如中國雖然
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骨
子裏郤是另一回事，因此
共產主義可說是名存實亡
了°
吳：話雖如此，但只能說這些
國家正處於後共產主義政
權的時期。面對一些主要
共產主義政權的倒台，若
44

要避免走上同一路途，視
乎其能否從崩潰的邊緣，
尋找到一線生機’能否從
新肯定其存在價値。
歐陽

那麽’你認爲共產國家所
眞正面對的是甚麼問題
呢？

吳：首先’是其能否繼績取得
民衆的認同°以往的共產
主義政權常以專政的力量
11抑其他政治思想，以一
黨 獨 大 ’ 一黨專政的政治
形式出現’其認受性和合
理性漸被削弱。
其次’是長期一黨專政後
所引致的內部腐化。由
於缺乏有效率的監察及制
衡’自我調節能力大幅下降。
更嚴重的是在中國和越南
等引進市場經濟的共產主
義國家’社畲的商業化影
響了民衆對共產主義的價
値觀’如中國某些地區的
黃色事業泛濫，正好表現
出民衆對金錢和物質的重
視及道德觀念的削弱。

吳潔壁
歐陽淑衛

除了亞洲的中越韓諸國
外，拉丁美洲的古巴也是
剩餘的共產主義國家°古
巴是典型的佔領首都，奪
取全國的暴力革命成功例
子，在過往曾是蘇聯遏制
美國全球戰略的橘頭堡；
而古巴的存在’更能給拉
丁美洲有反美情緒的國家
一些支持。但自蘇聯倒台
後，古巴即失去了有力的
靠山’現正面臨能源及生
活必需品短缺的危機。看
來古巴不久也將趨向非共
化。
歐陽：若依你的說法，有些共產
主義政權倒了下來’有些
卻仍然存在，且透過經濟
改革等措施’意圃延縯其
統治，我們在現階段便爲
其作蓋棺定論未免太早
了 ？
馬佐維斯基

歐陽：正因爲餘下的共產主義政
權面對如此繁多而重大的
危機，故共產主義的衰亡
更是不容置疑。最能顯出
此點的’莫過於連西歐的
共產主義政黨把名稱也改
掉了，甚至提出更改黨綱

吳：不錯’大家對共產主義的
觀點均大力批評，即使信
奉這套思想的人也起了疑
問：『究竟共產主義是否
爲指導人類跨進另一紀元
的最佳思想呢？』但這並
不代表他們遺棄共產主
義，只是他們希望在這套
思想內’重新搜索和反
思，爲其重新定出一條發
展的路線而巳。
歐陽：那麼你是否對仍然存在的

華里沙

共產主義國家充滿信心
呢？
吳：也不i然。首先，這些國
家中，不少仍然由第一代
的元老掌權’這批領導人
多已年屆高齢，由於在共
產黨一黨專政的局面下，
往往缺乏權力和平轉移的
機制，故可能出現政局的
不穩定。比方說，北韓領
袖金日成較早前逝世，也
引起了外界對於其子金正
日作爲指定接班人的地位
的疑惑。
此外，在已經改革開放的
的國家中，雖云跳出社畲
主義框框已是不可逆轉，
但總免不了出現改革和保
守派的權力鬥爭，若此阻
力不能消除，則勢必影鬌
到正常的政治經濟發展。

吳：不錯’共產主義能否延
m，尙不能因蘇聯和東歐
共產政權的倒台而作出判
斷。

9

王小鳳
徐春生

我有一個疑問。
的確’中國對維持香港安定繁榮

源上的浪费和分配’更由於缺乏

的決心’是不必懷疑的，但問題

在中國近十五年的開放改革

對资金和资訊的充份掌握’結果

是香港在97年回歸中國大陸後，

中’中國大開其市場之門迎合外

鬧出了不少像R大躍進J_類的

社會主義的中國，如何與资本主

資’以及允許個艚戶和部份自由

笑話。

義的香港融合？從理論層面看’
社會主義與资本主義在意識形態
上即有根本的矛盾，R一國兩
制J作為政治權宜’當然沒有問
題，但落實施行其間的協調問
題，恐怕不是那麽簡單。
我又有疑問。

R指令性經濟J ’並不會解決资

了。

市場經濟。儘管如此’由於政府

對馬克思主義稍有研究的

缺乏這方面的概念’促成市場經

人’都能指出共產主義應是在資

濟的畸型發展、貪污和通漲，贫

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由於

富懸殊問題日見嚴重’似乎社會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而解

主義國家在捨棄以往的經濟政策

發之社會革命所帶來之後果。但

時’仍虚處觸確，尚未找到明確

從以後發生的事情來看’世界第

的路線。

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並非當時資

不一樣的時代’不一樣的都市，

然而’從現在形勢所見，回

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英國和美國，

不一樣的人民’都擁有相同的目

頭路是不能走的。有由市場這隻

而是經濟落後的俄國。故像中國

標一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百

無形的手似乎難以匹敵’儘管指

這樣經濟比較落後的東方大國，

多年前美國人搌脱殖民帝國，八

令性經濟政策仍然存在，大部份

加入共產主義的行列後，所謂有

十多年前中國人民推翻滿清皇

共產主義國家己推行經濟開放政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廣被提倡

策’中國和越南便是例子了。

朝，都基於此目的。然而，前者
漸走上富強之路’後者則仍在尋
尋晃覓。我不曉得’我不曉得分
其對錯’儘管現今不由我選揮。
但我有思想，我有嘗試找答案。

馬克思的叛徒？
社會主義原是指經過资本主
義、帝國主義，過渡至共產主義
間的必然途徑。歐戰後’共產主
義基本上由兩大主流所盤踊一
即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及共產主
義。時至今日’蘇聯及大部份較
激進的共產主義政權均已倒下
來’餘下的共產主義國家亦漸趙
開放，這是否顳示共產主義一無
是處呢？
不少現代的經濟學家均對共
產主義的經濟理論口誅筆伐’他
們認為共產主義國家所推行的

共產主義的兩位始袓：馬克思（右）和恩格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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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本主義也在變

隨著波共、匈共等共產主義

目前雖不見得中共有意跟隨

政權的倒台’各種保障民眾權利
有人執此作為社會主義已趨

波共和匈共所選之路，然而’面

的法律和制度之出現，促成了這

末路的証據。本人才疏學淺亦不

對蘇聯和東歐的變局’中共如驚

些國家裡多黨制的發展’否定了

敢苟同。就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來

弓之鳥’處處提防’或總結蘇聯

一黨獨大的局面，再次肯定了自

看，也是經歷了不少變革的。據

和東歐的教訓，加快改革步伐。

由、民主、人權等觀念的正常發

本人所知，在五、六十年代興起

事資上’要掌握資本主義和

展，以及反對昔日透過鬥爭以達

的新自由主義，就廣義的來説，

共產主義未來的發展，確有點力

到無產階級專政之目旳。這種被

不從心。在此，我們只有期待各

包括人力資本論、產權和公共選

視為R民主社會主義J的發展，

擇論，而狹義的則專指市場機

國的政治經濟日趨開放，人民思

似乎已成為今日舊共產主義國家

制、自由競爭、反對國家過多的

想日益成熟，以達至更進步，更

的新希望。

理想的境界。

干預經濟，由此看來，資本主義
發展的各個階段，不是也從不同

並不等同資本主義已死，共產主
義勝利，正如共產主義國家，採
取了自由經濟某些長處而有所進
展，並不意味著共產主義滅亡，
資本主義勝利。
同樣地，從政治制度方面
看’兩者誰優誰劣亦不能妄下判
斷。眾所周知’以美國為首的資
本主義國家極講求自由、民主，
但即使共產主義國家也不能完全
抹殺這些概念，就如李鵬訪俄亦
言道：R自由、民主並非資本主
義國家的專利。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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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九 年 十 一 月 廿 三 日 捷 克 示 或 者高舉「 交 遑 指 示 J

样 ， 极剌持棍 敌 打 人 民 之 警察。

的理論中吸取其精華，以化解社
會矛盾嗎？西方國家這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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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

我問音

甚麼會凌上二

•達教

要的資料。長大後，他更察覺到

香港的樂壇很不健康，唱片公司
只重視有銷置的歌星，甚至不會

入口外國一些比較冷門的唱片。

他説一個健康的樂壤’應該提供
多類形的唱片給聽眾選擇，並且

給予新人演出的機會’讓他們多
吸收經驗’也讓聽取認識到他

猫

MUSIC
UNION
免費借用CD ？
你喜愛音樂嗎？如果喜愛的

會員安坐。在纾適閒靜.的環境

們。所以於兩年半前’他與兩個

下，會員或可欣寊自己點唱的歌

朋友成立了MU這個音樂資料

話’那你一定會欣喜於Music

曲，或可閲讀外國、本地的音樂

餘，目的便是要提供一個地方’

雜訪、書籍。最特別的是它還有

Union

(MU)的成立。只要你入

讓聽眾自由選聽來自不同國家的

一個小小的舞台，歡迎任何人士

了會，便可以免費借用鐳射唱片

音樂’不論是主流的、另類的、

以至樂隊演出°只要你對自已有

(CD)、迷你唱片(MD)、影帶或

本地的、外地的、古典的，還是

信心，便可錄下自己的歌聲’讓

影碟回家欣寊’每次三張’而租

流行的，他們都會盡量收集’讓

負责人鑑聽°負贲人聽過後，只

借期限更長至六日五夜。

聽眾的選擇多元化。聽眾聽完

要水準不是太差’便會為你安排

唱片後’覺得是喜歡的’他們更

演出和宣傳，而且费用全免。

會代為訂購，這樣便不會有買錯
碟的情況出現’既節省金錢，也

你也可以演出？
MU的店鋪’面積雖然不
大，卻五臟俱全。除了有傲存i
近一萬張的鍾射唱片外，還有一

避免了浪費資源。

為了甚麼？

除此之外，MU還舉辦很多
活動’例如唱片拍賣會、售賣會

Ronny

L a u 是 M U 的 負 责 人

及音樂講座°每逢周六，會員還

些特式紀念品和T恤發售：此

之一 ’他自小便喜愛’音樂，卻苦

可直接參與商業二台直播的節目

於香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

外，亦設有一個小小的茶座•，讓

《豁達音樂天空》。透過參予這些

傾聽各類形的歌曲，翻查他所需

活動，會員可以認識到一班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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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合的朋友，Ronny自言最大的

多元化，而且也獲得很多音樂人

谋足感便在於此。

的支持，他們的唱片很多是由唱
片公司捐贈，雖然現時的存量不
多，但是作為長線發展的話，隨

自我的新人類？

著時日的增長，資料馆的儲存量
也定畲日渐豐富起來。

Ronny這樣積極鼓勵人聽音

至於開店以來的反應，

樂是有他的道理，他認為音樂不

Ronny自言是感到失望，他預計

僅是姨樂，更是支化。音樂其實

香港真正喜歡聽歌的人不畲太

可以表達很多事，幫助人思考，

少，可是開張兩年多，會員的數

擴鬧人的思想領域，而且擁有很

目還不足一萬。他説原因可能是

大的力量，足以影響人的行為。

有些人認為自己已懂得、也有足

在六、七十年代，西方的摇滚樂

夠的條件聽歌，不用再加入甚麽

便主導著人們的思想，即使是極

會社；一些人則認為自己甚麼也

權的統治，也未能這樣統一人們

不懂而不敢入會。其實，MU是

的思想。

很開放自由的，如果喜歡獨自靜

[豁達新人類」躍然於其宣

靜地聽歌的’可以自備鐳射唱片

傳單張上，開宗明義地點出了他

機。對於新入會的會員，Ronny

們的期望。新人類是指在二次世

是很樂意為他們提供資料，以至

界大戰後出生的人，他們沒有受

向他們推萬動聽的歌。

免費拿CD ？
訪問後的兩天丨MU來電告
訴我一個好消息，i是楼南的同

過戰爭的苦難，也沒有強烈的國

現時MU的地方其實是不大

學，若拿著這期询《楼南人》到

家觀念，變得比較自我。他希望

夠用的，Ronny他們很希望可以

MU，便可免贅得到一張CD，當

聽眾在聽不同類形的音樂時，思

找一個更寬敞的地方，可是錢卻

然每人限取一次。同學，萬勿錯

想領域也随之擴閑，多思想一下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此Ronny

過！

這個世界，做個豁達的新人類。

略带疲倦地説：「希望多些樂迷.
支持MU。」

被訪者：劉偉民
採訪及摄影：嬉嬉

要令香港的樂壞變得精采、

你們支持嗎？

多元化，實在需要像MU這樣的
資料館及表演場地，而它的贫壯

無疑，Ronny這個音樂資料
馆的意念，能夠促進香港樂壞的

成長，則有賴喜歡音樂的你們，
你們支持嗎？

附註：
MU地址：九龍尖沙阻彌教道88號安
樂大腹1字檯F座（近金馬倫道）
開放時間：2:00-10:00p.m.
會員費用：一、臨時會員（三個
月)：HK$499

二、Classic會員（一年）：HK$1,
333

三、黃金會員（五十年不變）
HK$3’333

四、孿生臨時會員（三個月）
HK$333

五、學生Classic會員（一年）：
HK$999

(三個公司成員各一
)：HK$3,333

以上會費已經豁免入會費’會員於
會藕屆滿前七日內續會可擭九折優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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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流行音樂和社會

望世界和平似乎是遥不可及的

並非盡是風和日麗，間也有翻風

文化是息息相關，互相影黎。人

事。由於希望世界大同的理想不

飄雨之時，在露天環境下，觀冢

們的心態固然會在當時的流行音

能達到，很多年青人便轉而尋找

雖無處躲身，卻依然毫無怨言，

樂中反映出来，但流行音樂作為

一個較小規棋的烏托邦，他們脱

工作人員也各自緊守尚位。五十

勢力應大的流行文化，也足以反

離一般社會既定的制度’自行組

萬人聚首一處七十多小時，結果

轉過來潘移默化聽眾的意識形

織公社，聚居生活。這群人就是

並無不愉快事件發生，實在是一

態°

媒皮士(Hippies)。内容針對社會

件令人感動的事！這五十萬青年

不平等現象的民歌，固然是他們

人向世界證明了只要抱著和平友

流行音樂的力置’在六十年

的心頭所愛，但由於镇皮士都是

愛之心，不可思議的事也變得絶

代的美國，可謂發揮得最為淋滴

避世意識較重的一群，他們對現

對可行，更證明了音樂的力置，

盡致。六十年代是一個多事之

實感到不滿，卻又無力改變，因

足以衝破人心間的隔赎，促進世

秋：美國全面介入越戰、甘避迪

此人生態度都是較為消極和放

界和平。

遇刺身亡、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

任，故正在當時堀起的迷幻樂

德•金的堀起和遇刺、美蘇冷戰

(Psychedelic R o c k ， 或 稱 A c i d

進入高峰期等重大事件都在當時

Rock)迅速被接納，與民歌同時

以是唱卡拉OK時，用來大展歌

發生。當時很多民歌歌手如Joan

成為主流。迷幻樂雖然給人超現

喉或發戏情感的工具，更可以是

Baez和Bob Dylan眼.見時局的動

實一一逃避現實的感覺，但其歌

改造社會的先鋒。一首好的歌，

逢不安，都自覺地作出回應，藉

詞內容也不乏極敏鋭的政治躺覺

可以衝擎人的心靈，改變其人生

着歌聲積極提倡和平’提醒人們

和哲學性，而這群塘皮士在厭世

哲學；一首好的歌，勝過無數廣

戰爭的不人道和荒霧，帶領群眾

之餘，仍念念不忘用音樂改變世

淺虛浮的歌。

一起感受時代脈脾的跳動°他們

界的理想。一九六九年八月，為

相信音樂是一件具有無比威力的

期三日三夜的胡士托音樂節

資訊工具，藉‘著音樂可以挽救人'

(Woodstocks)便足以見證音樂的

心，再而摆救世界。

力量。

在音樂的帶領下，當時的年

這個音樂節吸引了約五十萬

青人對世界懷有莫名的使命感，

的觀眾，在當時來説，五十萬人

然而要改變世界又談何容易，當

同時出席一個音樂節幾乎是不可

中所經歷的挫敗和失望，自是不

思議的事，而舉辦當局事前也沒

足為外人道。人類自有歷史以

料到會有這麼多人參加，猶幸場

來，便一直充滿戰爭和仇恨，期

地是極廣的農場。三日三夜間，

ikriB
t m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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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可以純粹是姨樂，也可

流行音樂啟示錄
文激著
中華塞局出版社

重奪寶座
近來，聽脈了 M m a w ^ 打 爛
結他的Gnmge

f/2冷溫諷

Rock,

刺的Pop

是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份，
可惜現實世界把我孤立了。人都
蒙上面具，只重視個人的利益，
往往對身邊的人的痛苦視若無
睹，更不幸地，人只會取笑或踐

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Album，它

踏別人，於是，我只有返回自己

仿如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

•的空間，關在現貪世界為我築起

Art，以及許多Indie

般，以輕淡而生活化的題材滲透

的 牢 狱 裏 一 一 充 分 流 露

玩 的 F i m k

出缕縷不盡的哀愁：所表現的弦

Morrissey孤獨疏雜的性格。其

和Tmnce，一份展臂呵欠的感

外之音，不是沉痛的狂越，而是

中《Speedway》這樣寫"All of the

覺，油然而生，以纾緩我那不按

淒 清 的 � U s e dt o b e a
sweet boy�就是藉著結他的瞭亮

rumours

( I n d e p e n d e n t ) Bands

常蜆的脈络跳躍。

keeping

me

grounded"，對截論界作出遣

彈奏出經嫌悦耳的旋律，美妙的

责，彷彿對Nirvana主音歌手

A/orr/5se‘v—直浮浮沉沉的，更被

音符並非刺激粉聽者的歡樂細

Kurt Cobain，這位Grunge Rock

图中人論為「過氣人物J ：在

胞，而是勾起他們淡淡悲傷的低

英雄之死表示深切的同情。

年，當樂迷、正要把他的名字拋諸

調情緒。

自 從 離 開 以 後 ，

(Vauxhall and 1》已經放在

腦後的時候，Morr/sse;；卻來勢询

Morrissey這次所寫的詞，

我CD厨裡最解目的地方，使伴

询地帶來一張不容錯過的經典：

不再以飄刺為主題，而是以自我

我 成 長 的 Depeche Mode、U2 ’

人心弦的曲詞將樂迷垂死的心挽

為 中 心 。 從 � N o my
w heart is
full»至�Speedway�的十一首

俯首稱臣，把皇位讓給它。我每

回來。

歌’都是利用故事、比喻、對話

天至少要把它玲聽一次，才能滿

等形式，分別反映他自己内心的

足我那淚滚涕流的音樂瘾。

/》：結果’其扣

I V a u x b a l l a n d

7�教人喜悦

寫照——我總不能只活在自己的

摧脱濃郁的/toc/fe味，換來的是富

圏子内，不要怕結交朋友，朋友

8

的，是內裡的十一首歌曲都盡量

•9•I

I V a u x b a l l and

和最近紅遍歐陸的Suede，也要

有ACOW5//C色彩的作品。其中的
如old
d o n ' t

on to
y o u

your/nem/》和《W^^^V
f i n d

out

f o r

yourself))，以清脆醒神的木結

他，塑造了陣陣輕淡恰人的氣
息，就如夏日時分清風拂臉般清
爽，旋律美得要命。這可以説是
Morrissey為了使樂迷易於接
受，而作出了讓步，加了若干的
流行元素，以接近人情，情況仿
如香港歌手黃耀明般。所以曲調
已沒有令人聽得生赋的Noise和
Trance的聲音，而是簡潔明快，
令人瑕浪上口。

雖然簡單的樂器（以Guitar
和Drum為主）能彈奏出輕柔’
並予人說服力的聲音，Morrisey
龙不屑於隨俗，以取悦和娛樂聽
衆為目的，所以其歌曲並非談情
説愛的陳腔濫詞或朝生暮死的俗

套��Vauxhall
and 1�是一張真

MORRIS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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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於我們是已過
去了的日子。然而，對於《1984》
這本書的作者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30- 1950)來説，卻是

《1984»

他所想像的未來。
歐威爾是英國著名的作家，
幾部重要的著作都是描逑政治和
社會問題，從中直接或間接反抗

(

極權下的愛 ?

極權統治，《1984》便是其中的佼
佼者。他的寫作態度與他出生於
動逢的時代是甚為有關的，他從
事寫作的時期正是兩次世界大戰
期間，當時世界上出現了以「社
構成這部歷久不衰的名著。

會主義」為掩飾的極權政治思

治和藝術的作品。它並非以理論

想，對於這種可怖的力量，他極

的形式去探討極權統治的弊端，

力反抗，《1984》便是藉著描寫在

而是以小説的形式來述説。作者

歐威爾想像在一九八四年

極權統治下的可怖生活，來警惧

藉著描寫人們的生活境況和心路

時，世界只有三個國家：歐亞

人們極權的恐怖。

歷程，來揭示極權對人的思想所

國，大洋國和東亞國。這三個國

《1984》可説是一部結合了政

造成的摧毁性。以精采的情節、

家都是以極權來統治人民，而且

細脈的描寫、豐富而精密的想像

彼此長期處於交戰的狀態，然而
這時候，戰爭的性質已變，這三
個國家再不是為了物質、土地而
戰，基本上這三個國家都已經能
夠自給自足，而他們也並不渴望
自己的國家會獲得長久的勝利，
以至戰爭會終止。相反，他們以
不斷的戰爭來破壞人民勞動的果
實，令人民吃不鮑，但又不致娥
死。因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意味
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也將
會随之普及化，人民再不是愚
民，那時候，政府便難於愚弄人
民。但另一方面，如果國家太
窮，令人民大吃苦頭，人民則會
因為政府的無能而群起反抗。而
戰爭便是最好的工具來控制物
質°

極權的政府不怛控制物資，
也在黨員的家中設置電視幕，嚴
密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那是一
個充滿了恐懼的世界，人與人之
間完全沒有信任，子女視揭發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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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為了創造生命，毫無感情可

持冷靜頭腦、相信自己記‘憶的

言。除了對黨的忠心和對敵人的

人，然而面對這樣荒谬的世界，

憎恨外，人們再不會表現其他的

他感到完全無助孤單，活得相當

情感。雖然他們的内心可能對黨

痛苦疲乏。直至遇上女主角朱麗

,充滿了厭惡恐懼，卻絶不會表露

亞，彼此才尋到慰藉。在一個無

出來，甚至強迫「催眠J自己，

情的世界裡，他們的感情更顯得

令自己真的愛上黨，因為只有真

珍责。雖然他們為了保存這份真

正的忠心才可確保永久的安全，

情，付上的代價是死亡，他們視

否則稍一不慎露出對黨不忠’可

死如歸。他們也知道在嚴刑迫供

能是睡夢中的幾句夢嚷，也足以

下，他們會招認一切的錯，互揭

令其神秘地在世界上失蹤，就彷

瘡绝；然而，他們更認定無論怎

彿他從來沒有生存過’人們也將

樣的極刑，也無法改變他們内心

不會再提起他。

深處的愛。然而，結局卻是出人
意料

除了控制現在，黨還控制過

荒讓的

男主角温斯頓是少數仍然保

母對黨不忠為榮，夫婦結合的目

個令人極度沮喪而又

無話可説的結局。

去，因為它可以任意修改歷史。
過去發生的事情原就不是客觀存

環看現今的世界，雖然沒有

在，只是倚靠文字和人的記憶而

出現歐威爾筆下的極權統治，然

保存下來。當黨可以不斷修改文

而，世界是同樣的荒谬。書中所

字，而人民也被教導個人的記憶

描寫的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不信

不可信的時候，黨即使説

任的關係，及人們沒有自我思

2+2=5，人民也要相信’世界因

想、人云亦云的現象，其實也普

此變得異常混亂，人們也完全失

遍存在這個世界的幽暗處。表面

去了自我。

上’大家仍然打著「互助互愛」
的旗撤，可是看看世界上挨饿、
無依無靠、受疾病或戰爭煎熬的
人何其多！如果我們真的能夠互
助互愛，試問又怎會容許這種現
象在世上出現呢？
<

•

歸根究底，人類的劣根性往

往較之極權更為恐怖。極權統治
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我們可以把
它推翻。然而，人類内心的爭
鬥、陰暗面，卻無聲無息，令人
防不勝防。

附註：在本校的利氏_書館有
«丨984》》的中文譯本，而語言自學中

《1984》這本書出色的地方，
也正正在於它不僅描逑外界的鬥
爭，而且深入地跳到人的內心深
處，去探索人性的軟弱。看完這
本書，除了令人感到極權的可怖
外，還遺下一個問題：人心中的
愛，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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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Self Access Centre)更有其電影版

濟:【

a

欲談談已「落畫j的《人生
點滴是眞情》(With Honours)。
某雜誌影評說此片「娛樂性
不 足 … … j 0結果還是看了這部
電 影 ’ _ 半 賭 氣 ’ 一半也爲題材
所吸引。
故事內容是：一哈佛學生於
某夜爲交畢業論文’途中不愼把
論文丢進圖書館的地窖，爲一流
浪漢檢獲，結果流浪漢要资大學
生一頁論文換一物。原名With
Honours就揭示了故事的開始。
大學生是一名缺乏父愛、愛情的
年靑人，流浪漢早年拋奏棄子’
跑去當船員，結果因吸入過量石
棉而患上肺疾，由是痛恨政府’
自暴自棄。從年靑人與流浪漢互
相猜疑對簿公堂以至兩人共處一
室’發展出一段介乎父子、朋友
之間的情諳，最後幾名大學生爲
助流浪漢臨死前晃子而放棄交論
文的機會，全片以流浪漢和該名
哈佛學生的友情爲主線，加揷流
浪漢對其他幾名同房的大學生在
人生觀上的影響’這大概就是譯
名「人生點滴是真情j的由來。
當影片打上字幕時’我們幾
位同學遲遲不願離座，昔樂與電
影原是互相影審，對於一部出色
的電影’連它的昔樂也不捨放
過。然而，又有多少人眞正欣賞
它？不免深深悲哀我們香港人對
於R娛樂性J的品味、定義。到
底是不是叫一個經歷「朝九晚五J
折騰後’仍要以筆桿糊口者用心
靈感覺一购戯過於困難？
始終相信，觀衆的反應是最
有力的證明。當然，觀衆不止我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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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樂性與周星馳’其實沒有
什麼直接關係’相信看過《破壞
之王》的人就會明白。
「娛樂性不足」’哼！
論R笑位•」’本片其實不畲
令人失望’尤其是流浪漢故意作
弄大學生的幾幕，然而看官請勿
課會’那並非你的開懷大笑’相
反，那是一種令人如沐春風的會
心淺笑。
依整部電影看來’其製作費
甚至不如一些港產片’可是此片
無論在劇本、導演以至整體製作
各方面皆顯得誠意十足，全片沒
有所謂什麼「大卡士」’各演員
表現都相當稱職’尤其是那位飾
演流浪漢的祖括斯。月亮不是外
國的圆，但好戯就肯定是外國的
多。這話說來恐怕一定會引起很
多人不滿。然而’平心而論’很
多港產電影的製作是大成本，導
演也不賴，演員是「大卡士 J ，
但那些電影人往往只顧商業元
素’低估觀衆智商，於是出來的
效果強差人意，結果適得其反。
問題出於那裡呢？這是一個値得
毎個電影愛好者與電影人深思的
問題。也不是沒有出現過成功例
子，像《新不了情》、像《雜
民》……
可見希望’還是有的。
以上純粹是從《人》片引發出
來的個人牢騷；綜觀此片，實在
是一部値得毎個高中生、大學生
一看的作品。
記得片中哈佛學生描述自己
的人生是從一張榮眷文憑開始，
而流浪漢則以一些琪細的物件如
石頭、鈕扣等爲自己人生的紀
/*!£、0
那麼，朋友’你的呢？

鼸SIE
眷去落花隨逝水
J^lf栗：直，

怎纪相思寄？
好夢難留人易停
更鬧空滴離情波

三五月明銷资級
獨自憑榭，

—夜愁無寐，
日進干抹銷塊曼
今宵可見锥同醉

標仔

我 醜 陋 殺 死 生 命
生 命 殺 死 釀 H i 我

、
我 生 命 魏 0 殺 死

我經常開大唱機，播重金屬樂隊

位老人家已去了喝早荼。即是

的歌，因為每當我聽歌時，他都

説，我做甚麼也沒有人可以阻止

會關上窗子。

我的了。仇恨軒已在我心裡

X X X

發了芽，我再控制不了自己，

我不理會那些鳥兒，倒頭繼

我從榧頂取出了一枝我好幾年未

殺 死 我 生 命 醜 陋

续睡覺。昨晚我和幾個朋友去酒

用過的汽槍，試了試扳機，性能

我挣扎醒來，發覺原來只是

吧，喝了很多啤酒，渎展二時多

依然良好。我入好了子彈，然

造夢罷了。為何夢中會出現這些

才回家睡覺，現在酒意混和著睡

後，撥開窗簾，從描準器中尋找

字，難道那件事真的困擾我至

意，使我倦得點頭也乏力。

我的獵物。
鳥兒依舊咬咬唾唾地叫過不

此？
事情不知從何説起，就由那
個早上開始吧。
X X X

那是個曙光初露的清晨’我

我

睡得正酣，忽聞一陣咬咬嗟唾的
鳥叫聲。我厭惡地撥開窗簾看，
原來是隔鄰老伯的一對鳥兒。

「咬咬……唤唆……」那些
鳥兒继續吵著。我轉過身去。

停。「不知死活的鳥兒！」我心
内冷笑。我猫準了鳥籠中站得較
高的一隻鳥兒，無情地扳了機。
「啦」的一聲，打偏了。鳥兒受
了 驚 ， 在 籠 内 跳 來 跳 去 ， 更 叫 過
不停。這就更激起了我的獸愁。
我再次睡準，「啦」的一聲，夾

我的隔鄰住著一對老夫婦，

「咬咬……唾嗜……」那些

雜著一聲悲鳴，其中一隻鳥兒應

男的七十多歲，女的也有六十多

該死的烏兒仍繼續吵著。我把被

聲倒下。而另一隻烏兒則嚇得在

了。他們的子女早已移民外國，

子蒙著頭，但那些該死的鳥叫聲

籠內大叫大跳。

只剩下兩老在香港。大約是怕寂

仍舊像尖錐似的縱進我的腦袋。

寞的關係，老伯在個多月前在窗

我實在忍受不了，我大叫：「閉

前養了兩隻我叫不出名字的小鳥

嘴！該死的……！」説到這裡I，

兒。不幸的是，他掛鳥兒的地方

我忽然住口。「該死的」這幾個

正好對著我的房間，我已有好幾

字像一個咒語，竟在我腦海中不

次被這些鳥兒一清早吵醒°我一

斷擴大、擴大、再擴大……我環

度懷疑他養這些鳥兒是為了報復

顧全屋，空無一人。而隔鄰的兩

醜陋
奇怪的是，我並沒有因此而
得到任何快感，我甚至慼到害
怕。我收起了汽槍，關上了窗
簾，整個人捲縮在被子裡面。我
不禁問自己：「我究竟作了甚
麼？

J
X X X

我躲在被子裡，不知過了多
少時間。直至我聽見隔鄰的開鬥
聲，我知道老人家回來了。
我從兩片窗簾中間偷看著隔
壁’只見老伯一進屋便用我聽不
懂的上海活罵他的老伴。突然\
他的視綫接觸到窗外的鳥籠——
其中一隻鳥兒直梃挺的倒在籠
底，另一隻則呆呆的瑟縮在一
角°
老伯慢慢的走近窗旁，慢得
就像電影裡的「慢鏡頭」。他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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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賢説：「基督教是不辦告解

手無力地，抓著窗框’眼珠直瞪
著鳥籠。他剛才還怒氣沖沖的罵
他的老伴，但現在，他仿似被人
抽乾了全身的精力，行屍走肉似
的，連一絲生氟也沒有°

生命

我從沒想到他受的打擎會這
麼大。他的生命仿似隨著小鳥死

可以告祈我’我絶不會向別人透
露的。j望著她關切而又期待的
眼神，我鼓起最大的勇氣：「我
犯了罪’我是兒手，我梳殺了三
條生命……」怎知我聽見自己説

反應遲純……」「甚麼風水雀？」我心內狂

亡而一點一滴的流逝°

的。」接著又説：「你有甚麽事

的竟是：「我醜陋殺死生命生命

叫。「完全是我一手做成的！我

醜陋殺死我我生命殺死……」

聽説烏兒只能一對一對的

就是兒手！我扼殺了三條生命！

賢大惑不解°

#’不能單獨秦一隻。剩下的那

我是光手！」我緊閉箸嘴唇’生

我莫明奇妙。

隻鳥兒不斷的咬自己的羽毛’ 一

怕會吐出一個字來。f我是光

我忽然明白過來：

天比一天憔悴。過了不久，牠就

手，先手，兑手，光手…」我終

這就是我應得的懲蜀？

死了，而老伯也病倒了 °

於忍不住，大聲叫喊出來：「我

這就是我應得的懲蜀！

是先手！」但我赫然發現升降機

這就是我應得的懲割°

X X X

殺死
我忽然記起我曾經問過賢為

只剩下我一人。
•

X X X

•

這天見著賢，我央她帶我去
教會。她覺得很奇怪，因她曾叫
了我幾次我也沒去。但她還是帶
了我去。

何吃素，她掠一掠額前的頭髮，

到了教會，牧師先帶領誦

説：「我們要吃肉，便要屠宰動

經，接著便叫我們手牽手祈裤。

物。但無論猪鴨牛羊也是和我們

我的禱文是：「上帝，我從來都

一樣有生命，有感覺的，要屠宰

不信称，但這次請祢懲罰我，因

牠們便是要令他們受痛苦然後才

為我做了不可寬恕的事。」

死亡，試問我們又有何權力去這
樣做？

米高

祈禱後，我問賢怎樣辦告

J
X X X

這幾天我只顧逃避’日子過
得泽渾噩噩°每逢有人説起老伯
的消息，我便會借故避開，一來
我希望顯得與自己沒有關係’ 二
來我怕聽到他不幸……但千避萬
避，始終也避不開°這天回家一
踏進升降機就聽到三樓的六婆和
六樓的三姑正高談閣論，説的正
是老伯。「咬約！妳有沒有聽説
過老伯的風水雀？ j 三 姑 問 。
「甚麼風水雀？J六婆回應。
「聽説有風水先生教他秦一雙雀

/�4�丨
N)

檔煞，一雌一雄，雄的代表他，
雌的代表他老婆。現在兩隻都死
了 ！」三姑解釋道。「難怪他病
了，我上次見他，他面色蒼白，

59

•

徵稿

下期專題預告：，

嶺南人學生報誠意歡迎各嶺南同學、校友

；.

師長及校外人士投稿。來稿請逕支愛華堂一擠旗
,：
.,承.

再見司德拔道

』南人編輯委員會輯宜或郵寄J香港司徒拔道十
五 號 嶺 南 會 嶺 委 會 收 。
.....餐：

一般稿例,

回顧與前目詹
•
歡if同，投稿F内容可

(一)Jl稿不限題材、字數。

圍4•你對嶺南U些事I

.、.公

(二）來稿須與亊實相符，不得誹謗他人或作人身

或]些情||
•‘¥

(三）來稿如屬轉栽、翻譯、或曾於別處刊登之稿

截“稿日期：一九九五年

件，請兹明，惟不得一稿兩投。

一月廿六日

(四）來稿須付真實姓名、系別、級別及通訊方
法，稿件發表時可用筆名。
(五）來稿請單面書寫，中文稿請用原稿紙，英文
稿件請打字或用正措書寫清楚。
(六）本報保留刊登及删改權，如不欲删改者，請
柱明。
(七）如欲退稿，請柱明。
^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

三期連郵費：

歡迎訂聞
訂閱表格

本港（HK$10.00 )
海外（HK$15.00 )

(請以小額郵票代付）
填妥表格後猜剪下寄交：
香港司徒拔道十五號
嶺南學院學生會
嶺南人編輯委員會收

兹附上郵票10/15元正，以訂閱三期
《嶺南人》
姓名/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本人*(是/不是嶺南學院畢業生。)

ENGLISH SQUafiE
OGLISH

拟

0

J

No man is good enough to govern another man
without that other's consent.
Abraham Lincoln

HOROSCOPIC

O

DR STARR
Hello! I'm glad that you follow this column in this issue of
Lingnan Folk. Last time I promised to explain why a person born on, for instance, July 23 is sometimes described
as a Cancer and sometimes a Leo. Here is a brief explanation.

y^ y %

CAPRICORN

々々力 h
长々、

When we are considering the horoscopes, we are actually
looking at the Signs of the Zodiac. The Zodiac is an imaginary circle through space along which the Sun and
other heavenly bodies travel. It is divided into 12 equal
parts and these are where we have the 12 signs -- Keo,
Libra, Pisces, Germini, etc.
The ruling planet of Capricorn is Saturn; it is a cardinal,
feminine，earth sign. Capricoras are generally ambitious，
disciplined, having a good sense of humour，patient and
determined; but they are also pessimistic, mean and they
tend to grumble (complain too often) a lot.
MODES
(OUAORUPDOTTES)

ELEMENTS
(TRIPLIOTIES)
F . FIRE
EARTH

If you were bom on March 31，that means the Sun passed
through an area of the sky marked out by the constellation
of Aries. However, the Sun moves in and out of each of
the twelve parts at a slightly different time each year. For
example, it makes quite a difference between July 23,
1978 and July 23，1999 since the Sun sweeps through two
different Zodiac zones on the same day in different years.
It is therefore useful if you can check it out by using a
table of planetary positions for the year in which you were
bom.

POLARITIES
… S M V E (ACTIVE)
-KEGATIVE (P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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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ategories of Capricoms: some set very high goals
and strive after them single-mindedly, gradually getting
on to success; some also have these high goals but because of their attitude (usually lack of self-confidence),
they are somehow prevented from becoming the top ones.

However, sometimes we feel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become really close to Aquarians. This is true. But we
should simply accept this fact since Aquarians just do not
seem to possess the desire (or the capacity) to let themselves be close enough to us as we may wish them to be.

Capricoms tend to complain or express their discontent so
much that they annoy their colleagues and friends easily.
But they are also marvellously humourous and this certainly can soften things.

Aquarians, though overwhelmingly friendly and helpful,
treasure independence very much. This accounts for their
subconscious attempt not to involve totally in a permanent emotional relationship. But they generally respect
and treasure their friendships; they are extremely faithful
friends.

It is probably great fun to have a Capricorn friend; They
will pursue common interests with great enthusiam. But a
friend of a Capricorn must be prepared to accept the terribly often moans and must encourage him/her to look at
the good side of life.

PISCES

AQUARIUS

The ruling planet of Pisces is Neptune; it is a mutable,
feminine, water sign. Positive things about Pisceans are
kindness, charity, creativity, self-sacrifice; negative sides
of them include self- deceptiveness, lack of self-confidence, general weakness of character.

The ruling planet of Aquarius is Uranus; it is a fixed, masculine, air sign. People born in this period of the year are
usually independent, friendly, having great creative
power, loyal and idealistic; they are also quite unpredictable, stubborn and eccentric.

Pisceans are among the kindest and most charitable
among the twelve signs. They may sometimes even sacrifice their own careers to care for other people.
Often, they are very creative and original; yet they can
easily be satisfied with living in their own dream world
and can become totally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Aquarians are fairly popular among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ready to help people in need right away. They are not
emotionally moved to do so but are out of their realization
that they are able to offer help straight-forwardly and unreservedly.

They will often be swayed(influenced easily) by emotion
and intuition. They also tend to think the easy way out of
63

personal difficulties would be to deceive both themselves
and other people.
The Piscean's greatest asset is sympathy for others; their
greatest problem is their lack of capability to face reality.

ARIES

Aries is the first sign of the Zodiac; this fact seems to
make Ariens have a deep-rooted psychological need to
lead，to be a pioneer. Many of them express this need
through sport, and others will find a sense of satisfaction
and achievement through exploring in everyday life and
work.
They are likely to put themselves before all other things
and people, if their bravery and daring is not cautiously
controlled. This can bring disastrous results to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careers.
Ariens' high energy-level must be positively expressed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y and a fulfilling sex-life. For
them, it can be a serious problem if there is not sufficient
activity.
The Ariens possess a strong sense of humour which is often spiced (added with) satire and absurdity.

The ruling planet of Aries is Mars; it is a cardinal, masculine, fire sign. Ariens are generally passionate and enthusiastic, optimistic, decisive, having a love of freedom and
a pioneering spirit; but they are also selfish, impulsive,
impatient and having a quick temper.

ZENITH

CELESTIA

MIDHEAVEN

ASTROLOGICAL^；
NAHIR

Information from LIFE SIGNS: THE ASTROLOGICAL
guide to the way we live by Derek and Julia
P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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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game is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many movies are, in fact, adaptations
of novels. When you have enjoyed the movies,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ad the original novels more
easily and this is a terrific way of improving your reading ability and your English, As the first part
of this simple game, please have a look at the movies listed below.
THE PELICAN BRIEF
塘鹤暗殺令
LOVE STORY
愛情故事
MUCH ADO ABOUT NOTHING抱得有情郎
HOWARDS END
此情可問天
SCHIDLER'S LIST
舒特拉的名單
GONE WITH THE WIND
I世佳人
DANCES WITH WOLVES
與狼共舞
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生於七月四日
JURASSIC PARK
休羅紀公園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布拉格之戀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the authors of the books on which
the above movies are based. Please match the
twenty items.
(a) Michael Crichton

(b) Edward M Forster

(c) Thomas Keneally

(d) Ron Kovic

(e) Milan Kundera

(f) John Grisham

(g) Michael Blake

(h) Margaret Mitchell

|i) William Shakespe

(j) Erich Segal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actors/actresses who have
starred in the ten movies. Please match each of them with
the movies listed above.
(A) Daniel Day-Lewis

(B) Tom Cruise

(C) Anthony Hopkins

(D) Kevin Costner

(E) Michael Keaton

(F) Sam Neil

(G) Clark Gable

(H) Tommy Lee Jones

(I) Ben Kingsley'

(J) Julia Ro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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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 GREETING
AND INTRODUCTION
[1] If you come across someone who you do not know
much, you will usually say "good morning" or "good afternoon". You can say "How do you do?" or even "hello"
if you are not in a hurry. It is very common to say "hi" to a
friend and add his first name after "hi".
This is simple enough. But what should you say in reply?
If someone say to you "How are you?" then you say
"Fine, (thank you)." If your teacher greet you with a
"good morning", you should reply the same.

What will you choose if you are asked to use an adjktive
to describe Hongkong? "International" might be the answer for many people. What do they mean by that?
Hongkong people have lots of opportunities to meet foreign people of go to foreign places on business. While we
are abroad, we must pay extremely close attention to our
manners and see if our behaviours fit what local people do.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then, is mainly to show you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what are considered good manners in a Chinese society and those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focus is on meeting and greeting people and on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say in certain occasions.

[2] Some forms of greeting considered good manners in a
Chinese society are not used in the same way in the west.
For instance, you never greet a westerner (maybe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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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by saying: "Have you eaten?" {你食飯未？}or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邊度呀？ }If you greet a
westerner by saying the former, he/she will certainly
think that you are going to offer him/her dinner or that
you are suggesting having a meal together. So you can se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here: while eating is considered by
Chinese people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life,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Once an Australian friend (she came to
HK as a tourist six months ago) told me that she was surprised by one of her HK friend's ending their meeting
with "I propose to have lunch with you next time" but
since then nothing happened. She did not understand this
is the way Chinese people say goodbye to each other.

In some situations, there is nobody to do the introduction.
It is allrightfor you to introduce yourself if it is a meeting
or a less formal gathering. You should say: "My name is
Derek To. How do you do?" Never add "Mr" or "Miss"
before your name because it is considered very impolite
to say so.

SAYING THE
RIGHT THING
[4]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that you should try hard to
avoid to ask in a western society. For example, Chinese
people like to ask a person during their first meeting his/
her marital status, his/her salary or the prices of his/her
possessions. You must avoid these questions for they
touch upon private affairs, unless you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Privacy is paramount for westerners. And of
course, you never ask the age of a lady even she is very
young.
In addition, some topics had better be put aside in social
gatherings. These includ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matters,
intimate (sex) relations and bodily functions.

[3] You are supposed to introduce people who do not
know each other in a business meeting or social gathering. When you are introducing two people, you should
follow this general rule: always introduce people to the
person you wish to honour.

[5] Always say "thank you," no matter how big or small
the favour others have done for you. When someone offers you something, you say "thank you" if you wish to
take it; if you want to refuse, you say "No, thank you."

Therefore, you should introduce:
(a) a man to a woman;
(b) a younger person to an older person;
(c) a less important person to an important person.

Always say "please" if you wish to ask someone to do you
a favour.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eastern people to
remember this for the parents will say "please" even if
they want their children to be quiet for a moment. As people term it, "please" is the magic word.

So you will say: "Professor Butterworth, let me introduce
to you Mr Wong. He is my colleague." Or in a less formal
situation: "Mrs Kwan, I would like you to meet my
friend, Peter Lee." When you are introduced to someone,
the things you will do are to shake hands with the person,
smile and say: "How do you do?" It will be even better to
add the person's name, for example: "How do you do, Mrs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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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magine you have been invited to your friend's house
for dinner. You have enjoyed the food very much. When
you are about to go home, you say: "Thank you for dinner." Then your friend should reply: "(It is) my pleasure,"
or "I'm glad that you enjoyed it."

and you want to reply in English. Just use "thank you" or
"It is very generous of you to say so." If you are giving a
speech, you don't start by saying "Please forgive my
n明vety" or anything like that.

In this article, I have written very generally about the correct things to say in several situations. Wherever possible,
I have give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for you to follow. I do
not believe that some culture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and
thus, in this article, I do not intend to advocate cultural
superiority. Yet sometimes we need to do as the Romans
do when we are in Rome. I hope this article can help in
some way.
In a Chinese society, a person who is praised by others is
supposed to reply in an "humble" manner. So he/she will
say "My food isn't that good," or "No, I did it very badly."
Never say anything like this when foreigners praise you

THE HOVIE

0)

a)
(8)

(d) (B)

(e) (A)

《迷宮》驗爽
誰能看透花朵和雨
生活和愛都是迷宮

有人在迷宮中盲目地穿行
卻總也找不到進出的大門
有人在迷宮外逮巡
要等待迷宮主人指點迷津

LABYRINTH
Luo Shuang

有人卻覚得星相學家的圖曆
茫然不解地_宮中對照

我貿然闖入這fe老的迷宮
在探究中尋求生命的樂趣

Who can see through flowers and rain?
for life and love are a labyrinth.

愛情的源泉，迷宮的深處
多少人在迷営中自我迷失

Some people blindly make their way across it
but invariably can't find the gate.

(I

我不要出去^ti不尋找財富
我找你啊，的女神，我的愛情

Others hesitate to get into the labyrinth
and wait for its master's directions.
Still some have found the astrologist's map

and compare it utterly ignorantly With the labyrinth.

I rashly force my way into this old labyrinth,
seeking the pleasure of life in the searching.
How many people have lost themselves
at the source of love,
deep in the labyrinth?
I won't go through the exit; and
I won't reach out for wealth
but you. Oh, my Goddess, my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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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TALK
ABOUT SEX
This article IS NOT intended to introduce to you dirty words or ribald jokes so that you can use
them to scold a foreigner or to say things in a salacious way. This article DOES, however, tell
you the origins, the basic meanings and the associations of some important sex terms in the hope
that this helps you become aware of the usage of these words and of the fact that in certain
contexts they are not used. This article also contains interesting and useful information on sex.

condom
A rubber sheath worn on the penis of the man during an sexual intercourse in order to prevent
(unwanted?) pregancy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STD).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bout 5% of sexual intercourses with the man wearing a condom result in pregancy of
the woman. So be careful! Using a spermicide (usually nonoxynol-9, a chemical which kills
sperms) certainly helps to further reduce the risk of pregancy and getting STD.
Some history about the condom: one of the theories is that a British doctor, Dr Quondam,

developed a rubber sheath for preventing pregancy about two hundred years ago. Shakespeare

refered to what we now call condom a "Venus glove". Casanova, an Italian novelist in the 18th
century who wrote many romances and himself involved in many love affairs, called the condom
redingotes d'Angleterre, meaning "English overcoat". Condoms began to be mass-produced in
mid-19th century.
Please use your imaginations now. Slangs for a condom: rubber, johnny, lifesaver, joy-bag, ballon,
envelop, skin, French letter, diving bell, scum bag, raincoat, fishskin, etc.

in flagrante delicto

(捉姦在床）

This is a Latin phrase, meaning being caught in the very act of having sexual intercourse, especially
with someone one is not supposed to have sex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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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cissism
Narcissus was a handsome young man in the Greek mythology {希臘神話} who rejected all women
that loved him, including many young goddesses. Nemesis, the goddess of revenge, became
so angry at Narcissus' heartlessness that she decided to punish him； So one day Narcissus came

to a lake and he realised how beautiful his reflection on the water surface was. He did not want
to leave and continued to stare at the refelction day after day. He was finally starved to death. His
body was then nowhere to be found but white narcissus flower {水仙花} grew at the lake
side. So a person who is in a state of loving himself/herself is now called a narcisstic by modern
psychologists. Usually such a person can only be excited or satisfied by his/her own body. There
are a number of versions of this beautiful story. Try to read stories in the Greek mythology since
they are very absorbing.

closet queen
In the 14th century, a "closet" meant a small, private room and here comes the word's association:
a pake where secret or private things are done. In recent decades, the term "closet queen" has
been used to describe a man who is actually homosexual but who pretends to other people that he
is heterosexual. He can only perform homosexual sex within the "closet" because of societal
pressure.

sado-masochism
Sadism is the obtaining of (sexual) pleasure from making people suffer physically (or sometimes
mentally). Masochism is the obtaining of pleasure through being made to suffer physical or mental
pains. A sado-masochism is a sexual relationship in which one person obtains pleasure by making
the partner suffer or by humiliating the partner while the other person also gets sexual pleasure
from being hurt. If a person cannot be sexually aroused unless they cause pain to their partner or
unless they are completely dominated {完全支酉己} or hurt, an SM can be said to be a sexual
perversion {性變態}.
Information from SEXWORD by Jane M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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