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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如何，上面數字顯示了一個無可否認的
事實，就是本港靑年對大學學額的需求正日益增加。

然則，對此種情勢有如何之對策？從種種跡象

換言之，今年九月，除爲數約一 一千七百餘幸運兒可
在大學學府內獲得一席位外，倚有餘下的一 一萬七八
千人不知何去何從？當然有錢的可以赴海外升學，
但並非每個家長均能負担偌大一筆外滙，而且近年
赴海外升學亦受到種種限制，遠不若數年前方便。
因此除了三五千幸運兒可以實現放洋美夢外，恐怕
絕大多數不幸的落選者使要被迫失學，或向理工、
三師、被認可的三間私立專上學院和其他私立專上
學院找出路了 0
但更不幸的是， 被 認可的三間私立專上學院中
之二都從今年起改行r二二一」新制，只收中五畢
鍾明榮博士講
業之中六預科生，而這一大批讀過中六或中七的預
——一九七九年六月+七9本院第廿八屆畢業生歡送會演辭
科畢業生，當然沒有理由要再去重讀中六’假如他
嚴重的趨勢，據一項相當可靠的統計數字(突破第
們不喜歡或不適宜讀理工技術性課程，而仍想追求
金院長、各位敎授、各位同學、各位嘉賓：
四十五期及華橋日報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及四月廿
學術性的大專敎育，那麽他們除讀樹仁學院外，幾
今天承貴院長錯愛，囑咐本人藉這個饒有歷
三日參照)指出：
乎就別無他路了。他們也是納稅人的子女，爲什麽
史意義的盛會，和諸君說幾句話。本人自慚德薄能
去年投考港大者有九一八八人，取錄入學人數
會被剝奪了受敎育的權利，變成被遺忘的一羣，得
鮮，本不敢班門弄斧。不過囘憶本人自一九五六年
爲一三〇〇，入學率爲百分之十四• 一四。今年投
不到應有的照顧呢？這豈不是社會的隱憂和造成靑
在港從事大專敎育以來，不覺已廿三載，其間接觸
考者達一 一〇九一人，據港大透露，今年預計取錄
年人不滿的一大因素嗎？
面頗廣，自不免有些感觸，現在大胆地將這些感觸
人數爲一四〇〇人，卽入學率僅百分之十一一.六一 一
，
抑尤有進者，因爲大學生持有學位，處處受優
提出來，想向敎育先進和諸君討敎下，只當是拋磚
比去年實際入學人數少了百分之一•五二。
待，位高薪優，有陞職機會，故有形無形中漸成爲
引玉耳0
中大方面，去年投考人數爲一三〇六五人，取
一特權階級。而非大學畢業生之文憑則受人爲的歧
首先我要向各位畢業同學道賀’因爲你們是時
錄入學人數爲一 一七八人，卽入學率爲百分之九•
視與限制，同工不同酬，缺少陸職機會，致有形無
代寵兒’能幸運地在中國文化氣息濃郁的新亞書院
〇一 一。而今年報考者增至一九七四一 一人，據聞中大 形中處處受壓抑排斥，使個人才能抱負難以充份發
接受四年大學敎育，無疑地已爲你們爲學與作人奠
今年預算取錄入學者約一三一〇人，卽入學率僅百
展。在此種人爲的階級層次劃分界定下，大學與非
立了良好健全基礎，將來無論服務社會或鑽硏高深
分之六Hal,比去年少了百分之一
•四。
大學畢業生乃不知不覺地變成了互相對壘，甚或同
學問，都必有輝煌成就，定能發揚新亞的特色與優
室操戈，實是可悲，亦有違社會公平。況且旣有如
良傳統，肩負起中國文化繼往開來的重任而作出偉
據悉，今年投考中大人數比去年驟增，是因考
此顯明的不平等待遇，遂使靑年人對大學學位的追
大貢獻，我謹爲各位預祝成功。
試局於去年將高等程度會考資格定爲••考生在同一
求愈形熱切，於是角逐大學入學的競爭乃更趨白熱
次中學會考中獲得六科E級以上，其中只須有一科
化。競爭失敗的便自然會對社會不滿，喪失自信心，
中文或英文達到E級便可報考，故今年考生較去年
有嚴重的自卑感，或消極頹廢之餘，挺而走險，成
多出了六千人。
爲形成社會不安的一主要因素。

但諸君不要忘記，在諸君後面，還有成千上萬
的靑年，他們像你們四年前未入大學門牆前的心情
一樣沉重、焦慮、惶惶不可終日。去年，曾有因大
學入學試失敗憤而自殺的悲劇發生，可說是對現制
最沉痛的控訴。但此不幸情況並未見改善，且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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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似可從三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兩大學學額；
級(目前津貼學校接受學生升讀中六

高標準之成績)(第六章之六)」，
^ 二是儘量擴充理工及援助改制的兩間專上學院，使
人應讀中六之原則。今年考試局規定，一九八〇年
§ 之成爲理工一類型的學院以容納較多之預科生以疏
高等程度會考(卽前中大入學試)報考資格須在同
(導之；三是逐漸限制大學入學試的人數。當然這只
一次中學會考中考獲(包括中、英文在內)五科E
是我個人的瑞測，未必一定可靠，不過我姑妄言之，
級一科C級，自修生則須考獲五科C級另一科E級
也請各位姑妄聽之罷了。現且試分析如下：
(包括中、英文在內)，顯然已將要求提高。同時
第一,增加大學學額。據敎育白皮書的建議，
又鼓勵中文中學加開中七課程，及對中學報考高等
兩所大學的學生增長率，應定爲每年百分之三。但
考試名額嚴格審核，凡此種種似乎顯示要將兩大入
據官方估訂，到一九八一年時，本港完成中六的平
學試統一，如果此甚囂塵上之謠傳成眞，當能逐漸
均年齢「十九歲」人口(不包括合法及非法移民)將
降減報考大學入學資格試的人數，但同時亦產生四
爲一 一〇四九〇，以百分之三蝸牛式的緩進增加，
項附帶的惡果。
其不能應付靡大 人 口 的需求，實已彰彰甚明。
〔甲〕增加家長負担：原本只須讀一年中六就
第一一 ’擴充理工學額’當可產生一定的疏導作
可入大學的，將被迫要讀多一年預科，亦卽是要增
用，但兩間改制的專上學院之學額則名增實減，因
加多一年預科學費等負担，對升斗市民言，實是百
分一 一改制後已變成了中六的預科課程，剩下五分三

上加斤。

該兩間學院所批准之學額並不比過去多，而其中五

的專上學額不但不比過去多’實際只等於過去的半
數(亦卽實際減少了專上學額一半)。且改變了原

有的性質與功能，從學術性變成技術性，是否能收
疏導之功尙屬未知之數。況每個人之聰明、才智、

〔丁〕不合時代潮流，違反大衆意願••由於現
代社會競爭激烈，故靑年人對知識的追求和爭取入
學的願望也愈形强烈了，此種情況並非局限於香港，

不心灰意懶，完全喪失了自信心嗎？是否社會對他
們太過於殘酷呢？

〔乙〕摧殘學生身心健康：因要爭取會考較佳
成績，才能升預科，而預科生亦未必能在大學入學
資格試中必言合格，又縱令合格，亦仍未必能實際入
學，此種憂懼所形成的心理壓力精神負荷之緊張，勢
將因多讀一年預科而延長一年煎熬，對靑年無益。
學 子 身心發展的不良影響，任何人都易明瞭其有害
〔丙〕金錢時間雙重損失：預科生在多讀一年
預科，付出加倍的時間金錢與努力後’升大的希
望仍和往時一樣敝茫微少，其失望之情與所受打撃
之大’亦必比往時加倍，而所付出之時間金錢與精
力，不僅是一種浪費，一無所獲，且無法補償，換
來加倍痛苦，靑年人在遭受此種嚴重挫折後，還能

禀賦、興趣、傾向、志願，各有不同，並非人人均
適用於理工科技，如强欲將所有靑年均放置於同一
模型中塑造，恐亦非明赞合理。加之香港旣爲一自
由貿易都市，不可能施行計劃經濟，則今日蓬勃之
工業，焉知數年後因種種因素影響會否生產過剩而
不景？則今日大量訓練之科技人材，又焉知數年後
不飽和？凡此種種，都是値得三思的。
第三是逐漸限制大學入學試的人數。一九七七
年敎育綠皮書曾表示•• r政府認爲，只有適合修讀
嚴格學術課程之學生始可升讀中六。……衡量學生
是否適合升讀中六之最佳辦法，仍以其中學會考之
成績爲根據’政府建議，縱使擴充中六學位，升讀
中六之最低標準，應爲在中學會考三科成績達『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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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故保守如英國，亦有公開
大學(Open University )之設，而且非常成功。
如果香港一定要强行限制靑年人求學的機會，實有
開倒車之嫌，更與本港廣大市民的意願大相逕庭。
或者以爲讀多了 一年預科，學歷知識不同，幸
而能入大學，也可縮短一年(卽大學只須三年)，
在時間上是相等的。此種似是而非的論調，其實是
最危險的毒菌。因爲爲考試而讀書與追求學問眞理
而讀書.，是完全不同的兩囘事，根本不可同日而
語。在大學門外爲考試讀書只重死記，很少旁徵博
引，完全不能發展個人興趣潛能，對品格薰陶更加
漠視，遑論個人之理想抱負，至於心情緊張，更不
待論。反之，在大學裏面讀書’主要在追求眞理’
硏究學問，發展個人興趣潛能，及爲將來之理想奠
立基礎，對個人人品成長有潛移默化之功’亦卽是
爲培養一個完善的全人而施敎。何況近年來知識爆
炸’科技猛進，傳播快捷便易，大學裏要學習的事
物乃愈形加多愈複雜和愈艱深了，要緊縮在三年內
敎完已日感匆促草率吃力。因此英國加拿大有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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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門爲他們而開。經過大學敎育薰陶出來的這

世家，天生聰慧過人，資質優異，乃可造之材，故.

只爲極少數精選出的社會優秀而設。他們出身顯赫

學已將課程延長至四年，均足說明大學敎育不能像
其他生產過程可以偷工減料來速成。
說到此，我希望大家容許我提出一個問題，這
就是許多人不免要問的大學敎育究爲誰而設？或者
反過來說，究竟誰有權接受大學敎育？
要解答這問題，便涉及到長久以來敎育哲學上
的爭論’此卽大學敎育普及化抑大學敎育乃少數社
會精英的特權？以英國往昔爲例，其大學敎育原是

學敎育的目的是要訓練一批高級領導階層，當然要

便永無休止。本人不才不便作出結論。但有一點是

育政策與施行。因之大學敎育普及化或龍斷的爭執

這兩種不同的哲學觀點便影響了各個政府的敎

準高有密切關係。其理論根據爲，凡人有充份受敎
育的機會平等，乃基本人權；特別是自由競爭、機
會平等係民主社會的兩大特質；而自由競爭，機會
均等乃建立於敎育機會與就業機會的平等兩大原則
上。如果敎育機會與就業機會不平等，大家的立脚
點出發點旣不同，就業機會平等自難實現，則所謂
自由競爭便是騙人的謊言；故其結果根本違反民主
精神，有乖社會公平。

用種種方法去維護其專利性和保障其特權。反之，

肯定的，就是要看大學敎育的目標是什麼？如果大

如果大學敎育的目的是在明德、親民、修、齊、

1批頂尖人物，自然受人另眼相看，與衆不同，可

級。特權階級爲要維持和壟斷其特權’便不希望將

大學敎育變成了階級的特權和由是而產生了特權階

繼承統治的級階衣鉢0如是演變下來，久而久之，

大學敎育開放。且更用法律來保障此特權而使之制

其畢業後的出路。而且，這種完人敎育所培養出來
的人愈多，相信便愈能有助於社會的安定和平與進

治、平的完人敎育，則根本用不着担憂和需要照顧

理論基礎爲，社會造就人材必須配合實際需要，如

度化，相沿下來，就成了 一種牢不可破的傳統。其

步了。
謝謝各位，並請多多指敎。

歷符合的就業機會，使之要屈就低級僱用時，使會

社會造就出大批大學生而不能充份提供與其身份學

本 院 大 事 記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至十月册一日

系爲校慶在大會堂舉辦展覽會，⑩在香

港富麗華酒店舉行校慶餐舞會。

0校慶活動(舞獅表演)，®聚餐(千人

畢業校友)’ ©武術表演、環校跑、拔

宴，特別邀請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九年

河比賽、攤位遊戲及系際歌唱比賽。

良鏞先生主講。

本學年首次「晚餐聚談」，請明報社長查

重陽節，放假。

學生會攝影學會主辦校慶攝影比賽評選。

第一 一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完滿結束

院長設宴招待校慶工作同學。

常務委員會本學年第一次會議。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敎授田汝康及李宗端
先生來校訪問。
中秋節翌日，放假。
新亞國樂會爲慶祝校慶，在大專會堂演出Q
英國李約瑟博士及魯桂珍博士抵港，主持
本院第一 一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0
本院在雲起軒設宴，錢賓四先生伉麗與講
座第一 一屆講者李約瑟博士及其主要合作
人魯桂珍博士首次會面並歡聚，應邀參
.加者尙有馬臨校長伉儷。
第一 一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開始 0
新亜學生會水運會。

上演四幕劇——稻草人。

新亞劇社爲慶祝三十周年校慶特於大會堂

崇基隊爭冠軍，結果新亞橋牌隊獲勝，
奪得「總督杯」。

新亞橋牌隊榮獲本年度大專杯决賽權，與

正式開始。

攝影學會主辦之以校慶爲主題之攝影比賽

廿
九
曰
七

+

造成不滿和危害社會安定。
反之，在歐美很多國家，國民基本義務敎育有
延長至大學的翅勢。其中尤以美國，各市鎭均設有
college)，提供各

美國加州大學數學系敎授項武義來校訪問
院務委員會舉行第一一次會議。
年校慶之本院創辦人錢賓四先生伉儷、

金院長設宴欵待遠道專程來院參加三十周

生。

雅禮協會代表盧鼎敎授伉儷及謝撲德先
廿八日 0校慶典禮，©雅禮舍剪綵啓用，©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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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制初級大學(community

式各類的課程，全部是免費的，區內的人凡想讀該
類大學的，沒有不被接納入學。讀完初級大學想繼
續深造的，便可轉入其他大學三年級。甚至六十歲
的老人和廿歲的靑年一起入學進修完成學位亦非奇
聞。故可說凡有意追求大學敎育的均有機會入學，
沒有被摒於大學門外的悲劇0而其社會進步，科技
昌明，並未因有大學生過多而不滿乃致社會不安的
情況。其他西德、日本，大學生在人口中比例亦甚
高，而其經濟繁榮，民生豐裕，可能與國民知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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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記 慶 校
芬 秀 梁

美國前來參與盛會。所以這眞是一個

校慶严

Jff

詞致中禮典慶校在生先四賓錢

長致詞，向盧鼎敎授及謝璞德先生遠
道而來參加這簡單儀式表示歡迎和高
興。接着，金氏談及雅禮舍裝修費用
時，他感謝雅禮協會的捐欵，以及校
友及董事會捐募。繼又例舉活動中心
將來的用途和它的功能或者它所要担
當的角色。最後，他說到活動中心所
以命名爲r雅禮舍」的意義。
接着是謝璞德先生致詞。他於敍
及雅禮過去及新近在有形的建築物方
面對新亞及中大的貢獻之後，他說雅
禮的實際的發展和興趣並不在這方
面，因爲它並非一個特別富裕的基金
會。實在，雅禮的發展和興趣毋寧說
是在人與人的連繋方面。他例舉出多

：：趣‘

卜‘

I卜

詞致中禮典慶校在授敎鼎盧

神。

創辦人錢賓四先生伉籠、雅禮董事會

有慶祝典禮。慶典開會如儀，氣氛肅
穆而隆重。首先由院長金耀基博士致
詞。金氏就今日之會的重大意義簡單
而妮要的加以闡釋，並對在座的新亞

十一時三十分，在錢穆_書館

更加增進眞實的雅禮以前所建立的精

起工作，這才是眞實的雅禮。末了，
他說：我相信，雅禮舍的啓用，必將

和新亞書院的師生和他們愉快地在一

間；當然，還有耶魯大學、中文大學

人員給他們以想象、指導、管束和時

學士由雅禮董事會和雅禮有關的工作

年來之雅禮敎員交換制度：這些雅禮

3
。長事董郦學陶、生先德璞謝、授敎鼎盧、士博德復何：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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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鼎敎授和前會長謝璞德先生亦遠自

難得的日子！

新亞書院自一九§1

九年建校以來，不斷地
范壯成長。並以每年之

起軒及學生餐廳設茶會招待敎職員；
年年有今日，歲歲如此，成爲新亞的

九月一 一十八日上午十時舟分在雲

孔誕日(九月廿八日)作

爲校慶日。今年欣逢建

校三十周年；加之創院

十時五十五分，雅禮舍！學生

傳統。

文化活動中心-——啓幕剪綵，由雅禮

校長錢賓四師伉儷特別

從台灣囘來參加典禮，

。長導輔陳、學同耀成黃長會會生

董事會主席盧鼎敎授主持。首先金院

學、長院金、學同瓊美缚席主會表代生學、生先四賓錢：排前

雅禮協會的董事會主席

攝 時 幕 啓 心 中 動 活 生 學
左至右由）

主席盧鼎敎授、雅禮協會前會長謝璞
德先生蔽校參加慶典，表示熱烈地歡
迎。

旋請錢賓四先生演講。錢先生卽

新亞學規中爲學與傲人.•融滙貫通之
上曰鬧釋我們一向所强調的新亞精神；
語多筋勉。錢先生表示：從我們的遠
大理想說，今日我們仍要有「手空空，
無一物」的心態，繼續前進。
繼請盧鼎敎授發表演說。盧鼎敎

德先生卽席宣讀了耶魯大學校長及雅
禮協會會長时祝賀詞，表示出遠方朋
友對新亞三十周年校慶的熱烈衷心賀
忱。

最後一項是：上學年度榮獲校內
獎學金之學生頒獎儀式，分別由錢夫
人胡美綺敎授、謝璞德先生、及盧鼎
敎授頒發。盛典就在此歡樂氣氛中完
成。
下午八時，在香港富麗華酒店舉
行三十周年校慶餐舞會，另有專文報
導盛況。

〔二〕
九月一 1 十 九 日 是 校 慶 聯 歡 日 0 今

年的校慶可說是集合了天時、地利、

人和；風光明媚，陽光普照，使新亞
校園看來特別美麗。中午過後，圓形
廣場傳來了校歌的悠揚歌聲，圓形廣
場很快便擠滿人羣’座無虛席。

內涵。惟當天張威麟校董因事未能出
席，由李立基先生代表贈麵，金耀基
院長代表新亞書院接受瑞獅。

李立基先生代表張威麟校董
？及瑞獅，由金院長接受。

同入場者有金耀基院長、雅禮協會前

點晴儀式，請由金院長、雅禮協會

遠處傳來一陣鑼鼓聲，龍形體育

會長謝璞德先生、雅禮協會董事會主

謝璞德先生及盧鼎敎授主持；並由校

主席及學生會會長替瑞獅簪花掛紅。

會的健兒列隊魚貫步入圓形廣塲。陪

基先生、校友會主席葉漢秋先生、敎

席盧鼎敎授、龍形體育總會會長李立

友會主席葉漢秋先生、敎職員聯誼會
職員聯誼會主席及學生會會長並師友

賞0

‘表演.完畢，體育項目隨卽展開。
參加傳統環校跑之衆多男女健兒，一

齊會集到起點處。發令員鎗聲一響，
首先是女子組發步出賽，不到數分鐘，
已見帶路車的旗幟飄揚。r誰！誰是

冠軍！」觀衆們明喊着。健兒一湧而
至，塲面熱鬧。「男子組預備！」發

學們衝鋒而出，南旁的觀衆摘得水拽

令員大聲叫着•，隨着鎗聲一饗，男同

不通，期待着健兒們：r快！快！努

們打氣。參加的同學個個都能跑畢全

力！加把勁！」觀衆們明喊着爲健兒

程，精神可嘉。

鼓聲，揮舞起來。會麵項目由龍形體
育會及新亞學生會同學職合演出

瑞_點睛後，生龍活虎似的，隨着鑼
周年校慶聯歡正式開幕。首先由金院

有採靑表演，精采百出。會獅後

拔河比賽正在進行。這囘是文學院對

二時正，司儀宣佈新亞書院三十

引線人；他以「一九五三年東西之會」

長致詞。隨着舉行一項簡單而隆重的

形體育會担任演出雙獅人

理學院。啊！文學院勝了。拔河分

等。

爲題，縷述當年雅禮協會决定與新亞

儀式——接獅儀式。承張威麟校董慷

全場掌聲0最後，國術表演

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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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在雅禮與新亞合作上是敦促其成的

合作之經過，發言興詞，娓娓動人，

慨贈送瑞獅及其有關之用具乙套，使

「晰喻叹！出力啊！不要氣餘！」

對錢先生尤其推崇備至。

文、理、社、商比赛。接下來是社、

槍’扣人心弦，全塲觀衆莫不屛息欣

接着，請謝璞德先生致詞。謝璞

新亜書院在發揚中國傳統中更增加了

189

溢着一片節日的氣氛，特別令人歡暢

的草地上放風箏呢！當日的校園，洋

生色不少。今年邀請了香港名音樂家

四師伉麗亦蔽臨參觀，使當晚的比賽

同學再次表演其得獎歌曲，及全塲師
友同唱新亞校歌後，校慶聯歡日就在

得。得獎之系會非常興奮0在藝術系

聚餐六時三十分開始，分別在新

商學院比賽。「*!社會科學院的同
學那麽健碩，必勝無疑！」結果眞的
了，誰是冠軍，很快便會知嘵。堅持
老師、同學及校友逹千多人，飯堂內

亞飯堂及聯合飯堂舉行。今年參加之

歡樂聲和掌聲中圓滿結束。

了數分鐘，雙方實力不相伯仲，每位
歡樂笑聲比比iS：是0 應邀囘來參加今

系之羅炳良先生担任評判。

拔河健兒表情十足，儘量使出勁力Q

年校慶聚餐的嘉賓，是一九五九年及

羅訪莉小姐、鄒允貞先生及中大音樂

低終歸還是社會科學院得了冠軍，文

賀慶申共杯舉學同系學哲

法 辨 買 贈 書 新

評判計分時，新亞土風舞會爲我
們表演了三隻舞蹈，並簡單介紹土風
舞，使同學對這方面有所認識。評判
囘席後，羅炳良先生及鄒允貞先生先
後發表了對歌唱的寶貴意見，令同學

九月廿八日爲紀念本院創校
三十周年而出版之「新亞」，主要
內容，除以中英文記述本院創立
及發展過程外；並載有雅禮協會
董事會主席盧鼎敎授在本院三十
周年校慶典禮中所講r 一九五三
年東西之會」的中英文全文。此
外，更有多幅饒歷史意義及藝術

至院務室簽領一本，其他人士客

價値之圖片，琳挪滿目。印刷亦

收印刷費每本港幣十元。洽購處

甚精美。本院專任敎職員每人可

及中文系獲得。由羅訪莉小姐頒獎Q

本院院務室，電話內線六一一。

冠、亞、季軍分別由藝術系、新聞系

軍分別由社會系、新聞系及歷史系獲

攤位設計獎亦同時頒獎。冠、亞、季

們獲益不淺。終於，I司儀宣佈結果：

〔二〕r新亞」

店及辰衝書周均有代售。

每本港幣十九元五角，平裝本每
本十四元五角；香港中文大學書

法探誌如下••中文本精裝

界人士起見，K將購買辦

第一期。爲方便校友及各

消息經已刊載本刊第七卷

國文化」一書，業已出版，

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

〔一〕錢穆先生r從中國
歷史來看中國民族
性及中國文化」
本院創辦人兼首任院
長錢穆先生著之「從中國

興奮丨•

學院屈居亞軍。體育項目隨卽頒獎。
邀請十年、一 一十年雖業校友參加校慶

是社會科學院勝了。最緊張的時刻到

r射中了！有獎！」圖書館停車
塲一陣喧_聲，人頭湧湧，大家都有
聚餐制度以來之第三次；據了解，今

學及參觀者準時到達圓形廣場。錢賓

況盛會晚賽比唱歌

一九六九年兩屆畢業校友。這是樹立

秩 序 地 排 隊 等 候 參 加 攤 位 遊 戲0 各 系

原來有些同學正興高采烈地在水塔下

年囘來參加聚餐校友，比過去兩年多
的攤位設計，倒很有水準。今年亦設
得多。
有設計獎，由輔導長陳廣渝博士及聶
爲了使校慶氣氛更形熱鬧，學生
家璧先生担任評判。那邊廂，人文館
會今年特別提早在校慶當晚舉辦系際
一 一 一三室及一 一五室亦有幻燈和電影
混聲歌唱比賽。七時 三 十分，各系同
放映；藍天上但見飛翔着數隻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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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舞
會

漢

.餐舞會由參加者起立合唱校歌掀
開序幕，塲面氣氛隆盛0 校董會陶學
郝主席及金耀基院長在會中分別致詞
祝賀校慶。校友會李金鐘校友(去屆
校友會主席)代表校友們，將面額一萬
圓支票乙紙致送本院，作爲校友會向
本院祝K之紀念禮物’用以舉辦多項
學術活動，由金院長代表本院接受。

塲：宜I氣洋溢，歡聚一堂。

新亞、職合、嶺南及敎育學院校友會)
等代表’而校友之參加尤見躁躍，會

側

每年九月一 一十八日是本院之大日
子，今年也不例外。但是今年之校慶
日標誌着創校三十週年之紀念’意義
則更大了。本院爲慶祝成立三十週年
大慶，特於九月一 一 十 八 日 ( 星 期 五 )
晚上’假阵中區富麗華酒店翡翠廳，
舉行餐舞會，藉資紀盛。
是夕參加餐舞會之特別嘉賓有本
院創辦人錢賓四先生伉儷及雅禮協會
盧鼎敎授优•0 出席之嘉賓亦包括大
學馬臨校長、院校敎職人員、中大校友

記
本院創辦人錢賓四先生在創辦初

柔和，當時正是舞會開始。在悠揚之
音韻中伴着舞影雙雙，翩翩舞姿頓使
會塲生色。歡欣之時光總是短暫，大
會直到零晨告終，大家才盡興而還。

餐

餐:

慶

會聯會各成員校友會(包括： 崇 基 、

期不辭勞苦，盡心經營。本院有今日
之成長，錢先生居功至偉。因此本院
與校友會早作磋商，藉此三十大慶之
日，合資向錢先生致送紀念品，用以
表揚錢先生對本院之貢獻。席間金院
長與校友會葉漢秋主席，以一套精緻
象牙雕刻茶具，致送給錢先生。
一連串之儀式過後就是豐富晚餐
開始，全部以精心設計之西式晚餐奉
客。大會供應桌前餐酒，講究飮食師
友莫不喜形於色，大快朶頤。表演項
目由影視藝員張德蘭及巨人三重唱帶
給會塲名曲多首.，音色悠揚動聽，賺
得熱烈不絕之掌聲。
全塲壓軸好戲接麓而來，抽獎節
目爲大會掀起高潮。獎品名貴豐富，
計有：包膳宿台灣旅遊名額兩人、機

票、雪櫃、洋酒、化粧品、外套、計

算機等多類。得獎者均笑逐顏開。轉

瞬間會場之燈光由金碧耀目而轉暗淡

本院錢穆圖書館長潘華楝先生假期届滿，業於八月三十日銷假視

博士學位。據悉：有關之，課程業已修完；現正從事撰寫博士論

事。潘先生在過去一年休假期間，曾赴美國密西根大學圖書館學院攻

入文云。

^ 本院藝術學系講師李東强先生，趁休假之便於九月十七日
赴英國布來頓理工學院晉修。
M 本院院務主任張端友先生獲英國文化協會及中英信託基金

會資助.，由十月一日起休假三個月，赴英國各大學訪問，並順
道到歐洲各地遊歷。張先生休假期間，院務主任職務請由輔導處行政
助理李惠斌女士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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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數學系講師朱明綸先生、錢穆圖書館助理館長胡建爲
• 先生業於十月一日榮休0

態 動 事 人

a
物禮念紀送致生先錢向秋漢葉席主會友校與長院金

校

)錢賓四先生优儷酬徘記要
1

§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六日至十月十一

一日

場，與歡迎之師友稍事寒喧，旋卽在金

C九 月
廿六日下午三時半由台北搭國泰航機抵達啓德機

廿七日晚應六位在新亞任敎校友之歡宴。
廿八日上午出席新亞書院三十周年校慶典禮並演
餐舞會Q

講• ’是晚出席在富麗華酒店舉行之校慶

廿九日出席在樂羣館舉行之校慶聚餐晚會。
三十日應邀參加新亞硏究所校友在樂宮樓舉行之

晚
應
人
人
書
局
余
鑑
明
先
生
宴

敎職員宿舍八苑五樓B座。

攝時面會授敎瑟約李與生先四賓錢請邀宴設長院金

院長陪同下驅車缺往中大校園，下榻於
晚應金院長宴。

長院金、士博珍桂魯、生先錢、授敎瑟約李、長校臨馬：3

講演中座講届二第「座講化文術學生先四賓錢」在授敎瑟約李

授敎瑟約李給物念紀座講送致長院金

八日上午十時遷入九龍百樂酒店；晚應費子彬
醫師夫婦宴。
九日晚應嚴耕望先生夫婦宴。
十日晚應校友余秉權夫婦宴。
十一日晚應金院長遨宴與李約瑟先生見面。
十二日下午三時册分乘國泰班機返台灣，金院長
率師友一行多人至機場送行。

會0

三日應中文系先生晚宴。
四日下午出席新亞硏究所及新亞中學全體師生
歡迎茶會。
五日晚應校友梁崇儉太學社宴。
六日晚應校友會主席李金鐘夫婦宴。
七日午應馬臨校長宴；晚應金院長宴後赴音樂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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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割健明、吳太平整理

如何能在物質環境轉好的新亞書院中

——記新亞歷史系同學拜候錢賓四先生伉儷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下午四時三

分，下課鐘聲一響，新亞歴史系一 一 體現。錢先生囘答說：這句說話並非

的是了解他們所處的
時代。錢先生指出，
我們在評論文化時也
不要勉强對東西文化

會遇到此問題，我們

赴中大敎職員住宅第八苑，拜訪因參
至事業的態度。假如我們以爲自己的

句話實包含一種人生態度或對學業乃

和蘇聯兩大陣營，分

推之政治亦然。以當

殊背景及特殊貢獻。

是究明不同文化的特

加新亞書院三十周年校慶而專程囘港

學問已足夠了，不需要再求進步了，
這個人還有何希望？論語裏有「學而
時習之」一句，很多人都讀過，但對

不同制度都有其存在

產主義。實則這兩種

妄下評語，最重要的

的錢賓四先生伉儷。

這句說話的領悟，不一定深刻透徹。

不同，更非專爲新亞師生而言的。這.

辦人，更是中國近代的史學大師，其

錢先生特別提醒我們，不要以爲四年

每一個人都了解，且了解的程度也有

卓越之識見，久爲同學們所尊崇。可

大學的學習便很了不起，實則受了四
中國傳統史家都敢於

十多位同學在新亞書院校車站臨時聚

惜錢先生離港多年，同學們都沒有機

年的大學敎育，倚未窺見學問之門牆

集，在譚汝謙老師的率領下，聯袂前

會親膀敎益。這次幸蒙孫國棟老師爲

哩！學問是一點一滴積累而成的，越

寫現代史，例如孔子

. 有 一 位 同 學 問 及pg

別代表資本主義和共

今世界爲例，有美國

我們安排機會，使我們得坐春風，眞

是進步，越會感到不足，越會覺得自

的r春秋」、司馬遷H^
的「史記」；但現代 I

錢先生雖八十五高齢，但精神碩

錢賓四先生不單是新亞書院的創

是莫大的榮幸。

會「路遙遙’無止境」(新亞校歌歌

己的「空」和「無」。他希望同學們
不要自滿，要常感到「手空空，無一
物」。自覺r空」「無」，然後能體

却有不少史家怕言及

學之心’溢於言表，並樂於囘答同學

敉

幾

先懂得說中國的國語。錢先生指出，

生希望大家注意，並非所有現代的史

健，.風采照人，且十分健談，殷殷垂
詢同學們硏讀歷史的•趣，其關懷後
們的問題。言談之中，時有雋語，使

現代史，是否這種史「E
學傳統消失了？錢先

r香港話」只是一種方言，「上海話」、

並不能單從物質方面去體認，這是精

家都持有這種態度，他本人使是一個

不懂國語，將來遇到不同省份的中國

詞)的道理。錢師母補充說，這句話

例子；他希望同學細讀他的近著「中
國史學名著」；因爲這部著作綜論古

肅穆緊張的氣氛迅速消逝。有好幾次

有同學問：對於時代的感應，通

同胞，我們將如何是好，難道以英語
栗而退隱。然則我們應如何去評論其

神上的自我挑戰。
常有兩種不同類型的態度，如周公與

今史學名著，並無r恐懼」之心。

錢先生强調他這一番話’係補充今年
去年在r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

伯夷，雖則11人同爲孔子稱頌，但周

爲了使更多靑年同學得益，s擇錄錢

得失？錢先生表示要囘答此問題並不

題， 【下轉第iS頁左下角】

溝通。國語說得好不好，是另一個問

上海話，我們如懂國語，也不致無法

我們囘上海旅行或工作’縱使不能說

或其他外國語作爲溝通媒介嗎？將來

r廈門話」等等也是方言。如果我們

化講座」講詞之不足，叮囑我們特別

公輔助武王開國，而伯夷以義不食周

先生言論如後。

容易，但他勸告我們，要深入了解歷
史人物，不要勉强分其高低，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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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廿八日新亞校慶典禮講詞，乃至

們莫不感到上了人生和學問之一躲。

注意。在一個多小時之拜會中，同學

最後，錢先生叮囑我們，爲學必
先學做人。學做人的第一步是要做一
個「堂堂正正的中國入」，而非一個
「香港人」或「外國人」。如何能夠做
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呢？第一步必
有同學問及由錢先生自訂之新亞

校歌中「手空空，無一物」這句話，

53

1分保障。

高度，猶見驚濤拍岸，胎聽之下，亦彷彿聽到海浪
捲到半空，再墮下的聲音，我登時退了幾步，覺得
欄杆的隙間太疏，剛好可以讓我的身體穿過，太危
險了，我情願在車子裏呆等，坐在車子裏，總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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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灣橫貫公路紀遊
司機要了兩個塑膠袋，到處撿拾石頭；而大人們還
是站在那裏，東指西望的。上了車後，我不敢再
睡，祗是死命的拿著兩袋石頭，唯恐被姐姐不識寶
貨的丢掉。

.黃昏時分，我們再返抵花蓮市區。坐在賓館
裏，眼看著亞美族姑娘歌舞，心神則早已飛馳到九
曲洞；彷彿見到海浪依然拍打著岸邊，祗是更深暗

了；那些怪石，依然盤蹈在洞頂和洞壁，保持著將
要墜下的姿勢，祗是更幽暗恐怖了；偶爾，一兩隻
鳥兒悲鳴，響徹整個迴廊；跟著，又是一片沉寂，

.終於到了目的地了。首先是到太魯閣，那裏有
座長春祠，祠內供有牌位，紀念那些開山闢路而遇
難的退役軍人。來到此，淘氣如我，都不禁被祠
內莊穆的氣氛感染，襟聲靜立，默思哀悼狗職的職
工。見有人題詩曰：「解甲歸來意氣雄，猶將餘力
闢蠶叢，康衢橫貫傳靑史，好似疆場百戰功。」詩
好不好我可不懂得，不過我却聽見入祠內的大人們

使人感受那永S的寂靜和孤獨。

司

湘n:::Lusrne

同遊有蘇州汪君立潁

法詩人藍波曾自此冒雪步行過嶺
危瞪靑繁，迴淵綠繞，天寬頓開平野。雪後風
寒，湖邊波暖，車上看山走馬。雲擁奇峯起，
打行稿、藍波能寫。峽哀水鶴飛瀾，鑿山渾似
神話。行遍天涯未老，看跨海倚天，長劍誰
把0澗碧花明，霜黃枝縞.，爛漫滿山姚冶。翳
醫桑楡日，又照我、征衣車下、喜有吳姬，同
來壓酒淸夜。•

楛春慢Altdorf道中和，曰石

湖山迎面，只烟籠一角，頓成凄麗。囘首諸峯
和夢失，夢裏蒼茫何世。廿四橋邊(有板橋約
建於一 一〇八年)，半隙靑神，秀范春前地。
冥冥月冷，消魂別有滋味0 才 見 一 雙 ，
綿綿細雨，兩兩眠沙際。楚水湘雲何處是，飄
蕩吾生如寄。剪雪爲詩，揉春作酒，可了平生
事。寂寞池館，高花盡吐香未。

雨夕

都會吟隐這首詩。

跟著下來就是燕子口，靳is⑴橋等等，但都不過

過了寧安吊橋就是不洞天王廟了；過吊橋時，
哥哥還故意搖動那座吊橋，當時可把我嚇儍了。那
座橋就好像懸空架起，祗有兩端連著山邊懸崖，橋
下祗見霧氣彌漫，穿過烟霧，才見幾百尺下的水流，
我雖然硬忍著不哭.，但再也不肯走了，直待父親來
拉，才過了橋那邊。

九曲洞又叫九曲迴廊，車子行驗時，就像是螞

如風景畫一様
-直到九曲洞——我認爲
簡直是整個花蓮的精華，集全條橫貫公路的險峻於
一環。

蟻鑽地洞一樣，緩緩上山；仰首上望，仍不見天，祗
有一塊塊奇形異狀的_崎怪石突出似乎隨時墜下，
路窄得剛容一輛車子《過，兼且特多彎折；當時雖
然是大白天，但車子在裏頭鑽時，由於陽光不能直
接射入，到處都陰暗可怖，更增添幾分危險性，我
這才潘悟司機陰天不肯駕車的原因。
走到半途，司機便把車子停在較寬濶之處，好
讓我們下車劇覽；走到欄杆前，祗見對面一座峭
麼，相距不過數尺，以嚇人的聲勢逼壓過來，再俯
頭下望，在幾千尺以下，是一片大海，雖然在如此

首

本文爲一九七八年度
張觀鳳新亞國文獎獲獎作品之一
.一九七〇年暑假，居留台灣的姑姑要結婚了。
由於這是我家自離開故鄕南下以來，第一次辦的喜
事，每個人都隆而重之，預備大事鋪張一番；結
果，我們一家都到了台灣，除了幫忙籌備婚禮外，
還順便到處遊覽。
我那個年紀去旅遊’簡直是浪費，什麼幽美風
景，什麽名勝古蹟，全不放在心內。我所關心的，
祖是姨姨家隔壁的小食店，和那專賣玩具的商店0
不過，唯有一個地方，是出乎意料的’給我留下不
可磨滅的印象，那裏旣沒有賣好吃的，也沒有賣好

玩的，我却願意再去一趟、兩趟……，那就是花蓮
的橫貫公路了。
那天一大早，母親就搖醒我，說是要乘搭飛機。
「坐飛機囘香港？倒也好，反正香港也有許多小食
店和玩具店。」可是，我坐上了飛機後，才曉得是
去花蓮。r花蓮？是種了許多蓮花的嗎？總算比什
麽故宮博物院，什麽日月潭阿里山的好，看山水、
看破碗碟都看腻了。」
抵達花蓮後，大人們都因爲晴朗的天氣而慶幸
不已，原來當地的司機，每逢天陰下雨，就不肯載
人遊橫貫公路的，無論你付多少車費都不通融。「眞

懶！要天氣好才開H，在香港的話老早餓死了。」
計程車一直開，路兩旁都不過是些蔗田果園之
類，司機一邊開車，一邊滔滔不絕的介紹，「這是
台灣最大的鹿田之一」、r那是台灣規模最大的造
紙廠」，更乏味了，不多久，我就在計程車搖動下
入睡了。
突然，車子不再動了，原來是到了天祥附近。
聽父親說，天祥是以出產大理石聞名的。我連忙向

1094

體育精神；其爲人沉默謙遜，待人誠
懇有禮，深受

除有純熟的技巧外，莊君更有良好的

張觀鳳先生體育書券獎膺選人簡介
〔一〕莊冠男，本院哲學系三年
級學生，擅長游泳；爲本院及中大游
泳隊隊長。精通背、蛙、蝶、捷四式；是
本院一 一百公尺_由式及個人四式項目
的紀錄保持者。過去他是一名捷泳選
手，現更兼爲背泳及四式成績最佳的
運動員；確是一位難得的全能泳將。
去年七月，他曾隨學聯游泳代表隊赴
穗作賽，並兼任副歐長0他每年代表
本院對外比賽，表現亦佳，麗獲好評。
漲 抽 隊友的歡迎。
H 是次提名及膺

選，當是順理

〔二〕陳

成章。
.文中，本院哲
學系三年級男

生’本院田徑
隊及中大游泳
隊隊員。陳君
擅長蛙泳，並
在對外對內的
比賽中屢獲佳

績；現爲本院

一、一 一百公尺
蛙式紀錄保持
者，是蛙泳最
佳選手。去年
亦曾隨學聯除

陳文中在大專游泳比賽獲獎神態

後，於本院陸運會中，陳君獲取跳高
冠軍，成爲本院田徑隊隊員。此外，
陳君對系會活動非常熱心，歷任系會
要職。由於他在體育運動和系會工作
中都有良好表現，是次膺選，自當無
異議。

〔三〕梁麗珠，本院新聞系一年

級女生，是一名優秀的運動員。過去
短短一年間，卽成爲本院田徑隊、兵
丘、球隊及中大须毛球隊隊員。尤以羽
毛球最爲出色，於一年內取得中大女
子單、雙打冠軍及混合雙打季軍。她
的良好球技使中大羽毛球女子隊的實
力增强了不少。在其他體育項目中她

梁麗珠在羽毛球比賽中情形

亦具有優厚的潛質•，相信在導師
.指導和她本人努力之下，將來前
途無可限量。故一經提名’卽獲
膺選，是意料中事。
〔四〕梁銀枝，本院哲學系

四年級女生，擅長藍球；在校四

年，一直是本院及中大藍球除隊
員0今年九月更隨香港專上學生
聯會女子藍球隊到墨西哥參加世
界大學運動會。除藍球外，梁君
對其他體育活動亦非常喜愛•’經常參
與校內各項競技項目，轉爲本院羽毛

梁君不單爲一名運動能手，亦曾
任系會秘書及主席，對系內外各類活
動相當活躍•，而且學業成績又非常突
出，可謂文武兼備0 今次膺選，實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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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選舉——

八月舉行一次……以一 一十人以上出席
爲合法。

彡 新 亞 校 友 會 會 務報告
§ 各位會員：
左：

0 本屆理事會任內主要會務報告如

七;

期三j

12

〔五〕康樂活動
去年十二月廿四日至廿九日，主
辦菲島旅行，行程愉快。
今年一 一月，本會與母校敎職員聯
K會聯合主辦新春團拜聚餐，到會者
有一百五十多人’氣氛熱烈。

李f

六月九日，歡宴第一 一十八屆畢業
同學代表及各届聯絡代表，新舊校友
交換意見，氣氛融洽。
八月底假沙田母校舉行校友夏令
營，校友及其親友參加者甚爲躁躍。
第二十五届理事會主席李金鐘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

50

50

65

27，

27，

校友會得母校邀請，派出四位代
表參加三十週年校慶籌備小組。
爲慶祝母校成立三十週年，及支
持母校各種文化學術活動，特發起海
內外校友捐欵支持母校0校友對此次
捐欺反應相當熱烈’已有數十位校友
寄來捐欵，除在此表示謝意外，更希
望各位校友繼續將捐欵寄囘。
〔四〕歡宴錢校長优®

9,7^

，令人難忘

港元

m

(乙)複選：新理事選出後，舊
任主席應於十四天內召開全體新理事
會議。由新理事互選出各部負責人後，
舊任理事應於九月一日前移交職務0

丨09.•90
55..50
70..00
50..00

第十四條理事會之職權——

,006.

去年七月錢校長來港主持錢賓四
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校友會設宴招待，
出席校友達一百人。錢校長對校友會

收.

删去(庚)推舉會員代表本會出

261
60.00

利息
銀月 會慶售 衣

〔一〕發展及聯絡會員
本年度有六十一位校友成爲永久
會員，連同已加入之一 一十位，現時永久
會員之人數已達八十一人。永久會員
之增加，除使會員入數較爲固定外，而
且使校友會有比較穩定之經濟基礎。

丨收會费

寄望至殷

出費費具食沐費
支宿膳文零菲雜

4.80

主J

表：香樹J

第二十五届理事會財i

00

2.00

收入
赞費收入
校友會補貼

港元

20.00

460.00
070,00

款f

30.00
46.05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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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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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0
48.60
盈1
94.40
29.50

席母校校董會。
〔二一〕籌備母校三十週年校慶

文具

>86.00
76.00
00.87
348.00

，.J收入
86.00
40.60

爲增强各届校友之聯繋

新 校 友 會 財 政 報 告

至於本會財政現R^，將由香樹輝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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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成各届校友之磁

胡栻莉、李克林、
梁崇楡、陳振華、馬文廣、
方邦興、譚美瑶、李藏爲、李文標諸
位 校 友 爲 各 屆 之 聯 絡 代 表0
〔二〕修改會章
校友會會章於一九七三年修訂，
至今經已五年，隨着校友會會務進展，
會章有修改之必要。理事會經半年多
的硏究，並將草案寄發各會員，及在
新亞生活月刊第六卷第九期刊登,六
月一 一十三日修章大會已通過修正的會
章草案。並作出如下之修改：
(甲)基本會員••入會時繳納基

第九條會費——

00

K‘
中:

金港幣一 一十元，另每年繳S會費港幣
二十元。一次繳交港幣三百元者，卽
成爲永久會員。
第十二條會議丨|
•(甲)會員大會：定每年七月或

收

我走到了老地方，那是
J^ 瀕臨大海的懸崖，黑色的螺
G 巖圍繞成一個帝國，那最黑
^^ 的岩石便是不變的王座。我
坐上去時，就把兩脚架在另
1塊搖搖欲墜的岩石上。

南丫島多美呀，定睛細
看時，比最美的美人美得多。
我愛上她已多年，多年來，
歲月從未增加她的皺紋，亦
未減少她的精靈，洋洋乎與
造物者遊而不知所窮，從萬
物皆變而她獨有所不變者觀
之，就美在這裏。於是我把
雨傘扔在一旁，彈了一囘結
他，緩緩喝着啤酒，任由酸
酸細雨灑下醉人的吻。

我喝下的酒並不多，但

夢裏沒有痛苦，
就算是塲惡夢•，
人生是多苦盼，
最淸醒時最難堪丨

我重新拾起酒罐搖一搖，把剩下
的酒喝光，我急於要囘去夢中，我需
要一處心靈避難的海灣；但我的夢飄
進一片茫茫的海洋’飄囘去另一個奇

拔的島I那不勒斯。
〔二〕羅恩在我俩聊下

切莫移開眼睛，
依然在我眼淚中

的波濤織成一個動情的夢——
r我愛你！」

入睡；意有所極，頭上的飛雲和脚下

細訴你的心曲吧，
再說些情話騙我聽聽，
彷彿你還在說愛我，
依然奉聖父聖子之名。

只爲着滋潤你的魂靈！

我的金杯盛滿甘露’

r你說甚麽？」
「我愛你，聽淸楚了嗎？我

呵，羅馬已經在我倆脚下，

,枕着她微悸嬌喘的胸脯微微

愛你！」

我又要踏上，獨赴競技場的

路程！

「我怎有錢買得起你偌大的

一座島？」

你聽見人羣在呼叫嗎？

若這時你跪在神壇之下，

傷；

我被一把利劍刺進舊時的創

若這時果眞神靈顯現，

)頂掠過，乘着海風遠遠飛去。我有點
0奈時，忽然記起那位意大利詩人的詩

待你讖悔過後，願不願

^ 孤獨與凄凉的感覺，最惆悵處，方無
句：

聽一聽我苦楚的呻吟？

在古羅馬的競技塲上，我是最後

一個英雄了；我刺死了對手，亦被對
斟滿一杯薩摩斯的美酒，

手刺傷0於是——
證明我不是狗娘養的；

前去，很禮貌地問他：

舉杯向赫久里斯的英雄誇耀，
我吸犹的亦是斯巴達母親的乳
汁。

我把酒杯摔碎在競技塲上，抬起
騎傲的頭顱接受人羣最後讚美和歡
呼，便捧着流血的傷口離開競技塲，
沿着靜靜的界限街走到聖彼得大堂，
躺落在陰森羅列的如林巨柱中間，希
望在這裏再見她一面。她以前做過修
女，又败過妓女，這般可憐的壞女
人，怎不使我念念不忘。昨夜夜深時
分，我倆就在這裏吻別，她從未那樣
難看，嘴唇冰冷，臉色蒼白，一語不
發。我請求她再撒一次謊讓我心裏好

能去那不勒斯？」

我終於爬了出來，步下廣塲。廣
塲上的大羣白鴻當我是一頭隼鷹，嚇
得駑飛而起，停在®堂上瞄視着我。
我一直走到廣塲中央，走到噴水池旁，
用聖水洗乾淨沾滿鮮血的雙手，隨之
洗乾淨汚機的臉0然後我抬起眼睛，
仰首觀看那根標誌神權的擎天巨柱，
心裏一面就想：那裏來的一塊巨石磨
成這麽高的一根巨柱’又怎樣從埃及
的沙漠搬進這羅馬城來，這究竟是上
帝的力量還是奴線力量？我當然無法
假設我是個上帝會怎樣做；侶如果我
是當時的一個奴隸，我寧可磨成很多
石斧，每個奴線派一把。

過一點，但在最後，她推開了我，却
說了一句老實話：

鏡望望我，望見我沒有蓄鬍子，竟然

我轉出了羅馬街頭，隅®獨行0
星期日的羅馬城靜得像有大難臨頭，
所有的靑年人都像逃難去了，只是偶
爾見到一兩個老年人站在窗口，隔着
馬路聊天。

好孩子，留在去梵蒂岡吧！」

且好意勸告我：「不要去那不勒斯，

撫摸着我的頭，叫我做r好孩子」，並

那神父抬起慈祥的眼睛，戴上眼

r請你告訴我，神父，我怎樣才

羅馬的上空奇怪地沒有一片雲，
烈日照射在廣場上，頓使這聖地變成
空虛家濶的沙漠，引得我又暴燥又悽
愴，再不去跳進大海可能會發狂。這
時恰有一位神父走過來，我馬上迎上

r我以後要傲一個淑女了，不再
跟你這様的壞人往來。」

我聽了很傷心，並非侮恨來不及
改邪歸正，而是躭心她誤交上了正人
君子，到那時要找出好幾個上帝才夠
拿來遮掩。

今天正好是星期日，聖堂裏不斷
傳出鐘戰，伴着敎皇的祝福辭。我沒
有學過拉丁文眞可惜，錯過了敎皇親
自祝福的神聖，但不知祝福我些甚麽，

「羅馬不是一天築成的」，這一點

13

3

程 旅 的
燕 孚

全不重要；重要的是，羅馬還好好保

客，他坐在最前的座位，我坐在最

Assistant)、

studentship)、吳火

更 正 本 判 第 七 卷 第 一 一期刊登之r本院新聘敎師」，其中歷史

學系：葉家儀先生(post Graduate

有先生(Graduate Assistant)，爲葉家儀先生(Graduate

賣給倫巴第總督——

新亞生活月刊編輯室

吳火有先生(IPostGraduate Studentship ) 之 誤 a 特 此 更 正 。

,於是我向他走近’等他唱完

r好極了，好極了，你一定是一

斯賓諾拉大主敎.，
大主敎有個情婦，
那情婦有個女兒，
她乘大主敎熟睡時，
偷偷放走那個靑年，

位音樂家！」

亦許是我的英語太差，或者是他
根本不懂英語，他祗抬起眼睛瞧着我，

送給他一個吻和

那靑年囘到那不勒斯，
找到那羣海盜算帳，
他一劍殺死賊頭，
自己就做起賊頭來，

劍；

一語不發0我看到了他的眼睛是憂戀

的但很鋭利，放射着情感高貴的靑春
生命。
「你懂得音樂嗎？」他忽然用英
語問我，態度有點倨傲。

晶，線條淸楚，光暗分明，動靜兼態，

我一直跟着那個蓄鬍子的靑年去
到很多海島中的一座海島；那海島簡
直是鬼斧神工彫刻出來的一件藝術結

〔 三 〕那 不 勒 斯 之 鷹

後，中間有一對靑年男女，死去那般
擁抱在一起。
火車到站，我們都落車，他上了
輪船，我亦跟他上輪船，那對靑年男
女則走進附近一間小酒店。

急急向着火車嗚嗚笛鳴的方向跑去0

最可貴的是有着一縷靈氣冉冉上昇，
用手摸不着，但觸及我的心靈。
繞過了海島的另一邊，黑色的嶋
岩伸開黑色的臂膀，擁抱着從天涯飛
奔而來的海潮。風很强勁，吹來的不
是夢而是號角。高空之上，烏雲底下，

嗎？」

r但不懂你的歌詞，告訴我可以

1 隻 蒼 魔 在 翗 翔0 不 算 下 雨 ， 偶 然 飄

抗；

公然跟r神聖同盟」對

I三第卷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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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留着第一天。所以，我把路旁的每一
§ 塊磚石’，都當作古蹟憑吊一番。在西
C庇歐亂草叢生的墳塲裏面，我久久徘
徊於殘破的宮殿和傾祀的皇位之下，
爲自己激小的一生，放在他們輝煌歷
史的另一邊，尋求一個正負等同的數
學槪念I都不過是瞬息的悲哀。
有一件事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羅
馬的很多街道，兩旁都設置很多時鐘，
有點像香港的吃角子老虎機。我想，
如果行人一面走路一面看時鐘豈不更
浪費時間。後來我發現每個時鐘的時
間都不同，才恍然大悟，使放快脚步，
火車站亦靜得可以聽見岐子飛過
的聲音，祗有一個旅客在購買車票；
他是一個蓄長®子的靑年人，背着行
囊，提着結他，一看就可看出他會去

落點滴；雖然點滴，却具深情。

他帶領了 一大羣亡命之徒，
像亞平寧山峯滾下的雷鳴’
勢如破竹地攻進米蘭城，

1處好地方。於是我亦跟着他購買車

攻進斯賓諾拉皇宮般的府

說時’我坐在他對面的一塊平滑
然而有些搖動的岩石上；他却放下結
他站了起來，沉思少頃，便向着茫茫

從前有一個靑年，

票，跟着他登上火車。
我乘坐的那卡車箱祗有四個乘

存在，從未偏過頭來望我一眼；我倒

她像仙女站在墀階上迎候，
他於是拋下手裏的劍，
長年累月的戰鬭已經結束，

人；

找到了唯一吻過他的美

第，

做了瑪志尼黨人，

那不勒斯的海盜，
把他綑挪起來，
按照懸賞的價目，

躱藏在岩洞裏面.

因爲走投無路，
便到那不勒斯，

是被好奇心所驅使，時常轉過頭去看
他那副怪樣貌。我看見他先是一面喝
酒一面拿着紙筆不知在寫甚麽還是畫
甚麽，後來就拿起結他自彈自唱。他
的琴音和歌聲都非常了不起，非常動
人；有時交纏巨風而震響，有時鑽破
天 空而直上 ， 有 時悲抑得像在燕下自
己的生命。我禁不住想要知道他唱的

他坐在一塊最黑的巨大岩石上，
反正我和他言語不通，所以坐在相去
不遠的另一邊，管自己拍照留念，然
後閉目瞑思。他好像完全不知道我的

\教職員聯敏會消息
新亞敎職員聯詢會理事最近
集會，推選今年度幹事如下••

主席：劉述先；副主席：周
文林；秘書：朱立；財政：史怡
中；康樂：曾文陽、鄧陳煥賢；

蜀、譚汝謙。

總務：程平、聶家璧丄帼利：朱
明綸；其他理事：何顯雄、閔建

把

26th

29th
31st

一頁意大利悲壯凄涼的歷史，有點像
是拜倫寫的史詩。」我說。
r你知道意大利歷史和知道拜倫

嗎？」他有點驚認的問，「你不是一
個中國人嗎？」說着轉過頭來望我0
「我就是專程由中國到意大利來
尋找文藝復興失落的眼淚和心靈；然
後要去倫敦憑吊新近發現的拜倫靈柩
的0」

r拜倫去了希臘就不來意大利很
點親切0

不幸！」他的態度變得温順，語氣有
「我和你可說生不逢辰，意大利

【上接第9頁】
最重要的是會說、會聽。身爲中國
人絕不能以只能說英語爲榮。錢先
生嚴肅地指出，只要我們打開世界
地圖，就會知道殖民地日益減少。
香港是極少數殖民地之一，將來香
港歸囘中國時，我們和我們的父母、
兄弟姊妹朋友等，還是會囘中國，
而不是跟著英國朋友囘倫敦。不懂
國語的話，我們將如何和其他中國
同胞溝通？中國需要我們，我們要
對中國文化負責，我們必須預備這
一天的來臨，故應先學好國語。錢
先生又强調：香港靑年也必須學好
中文，而且有很好條件學好中文。
當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時，他主張
以「中文大學」命名，結果被香港
政府和校董會接受，可見學好中文

詩了Q」我說。

從一八六一年起已經是個完整的國
家，從一八七〇年已經剝奪了敎會的
世俗權力，意大利再寫不出動人的史

r不然，意大利的完整是維繫在
庇埃蒙國王遺下的鎖鏈裏面，新的「神
璧同盟」已經騎在人民頭上。」
我是個安份守己的良民，自鳴淸
高的文人，聽着他政治性的過激言論
有點怕和不服氣，便說句實話：「無
論如何比我們好得多，我甚至沒有國
籍。」
「但意大利靑年沒有一個是阿

和發揚中國文化是中大學生基本使命
之一。他老人家盼望中大同學都能達
成這一使命，不要辜負他和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的期望。
胎聽錢先生一番敎誨之後，錢師
母也殷殷垂詢，例如問及我們的學習
態度、生活環境和人生哲學等等。同
學們紛紛傾訴心曲的當兒，中文系蒙
傳銘老師和梁沛錦老師到訪；我們才
知道超過了拜訪的時間，只得告辭。
錢先生伉籠親自到門口依依相送，眞
令我們受寵若驚。錢先生伉儷愛護後

學之心，是多麽眞摯啊！

在歸家的途中，校園淸風襲襲而
來，但不能冷却我們沸騰的心；在吐
露港剛冒出來的秋月，也不能吸引我
們的注意力；我們的心中仍然印著錢
先生的音容笑貌。我們都熱切地默禱

本院歷史系孫國楝博
士之令尊孫雅如先生十月
十日仙逝，十四日於九龍
世界殯儀舘公祭，十七日
安葬於澳門。
孫雅如先生享平九十
有一 一，兒孫滿堂，可稱福壽
全歸。公祭之日，新亞師
生及敎育、文化界友好前
往悼祭者甚衆，備極哀榮。

.風暴卽將來臨！」
【待續】

羣、陳鳳玲、李麗梅、黃雄飛、鄭偉
剛、羅雲浩、蘇銳雄、陳美成、殷志
明、李伯程等。

謙老師•，硏究生劉健明.，四年級林志
强；三年級吳太平、鄭輝强、卓惠靑、
卓惠君、伍達文；二年級李志賢、潘
建德、黎明釗；一年級江秀萍、鄭萃

是次拜訪錢先生伉儷的有：譚汝

本文整理後’錢先生伉儷已離開
香港，故未經錢先生過目。訪問時沒
有帶備錄音機，也沒有卽時記錄，只
憑記憶整理，文中所載如有錯誤之處，
整理者願負全部責任。

生的話：學傲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他老人家身體康健，在不久的將來，再
次囘新亞書院講學，使我們能夠再胎
敎 誨0 我 們 也 誠 惶 誠 恐 地 恼 記 著 錢 先

世 辭 生 先 如 雅 孫

他要去擁抱終生不放的愛

情，
但斯賓納拉在他背後放了 一

他全不囘顧，繼續向前，
向前兩步就跌落‘在墀階下

面，
他捧着消血的胸瞪仰首微

笑，

下來吧！

終於掉下眼淚說：「親愛的快

在還有時間……！」

我是爲了吻你而來，現

25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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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八年

24th

Aquatic Meet organized by the
Student Union, NAC.
1 St Meeting (79-80)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et.
Dinner hosted by Dr. Ambrose Y.
C. King for students who had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The "1979 Ch'ien Mu Lecture in
History and Culture” ended.
Chung Yeung Festival, Holiday.
The first Dinner Gathering of this
school year was held. Mr. Louis
L, Y, Cha’ Chief Editor of the Ming
Pao Daily, spoke.
13th

NEW ASIA LIFE
A MONTHLY PERIODICAL OF K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KOWLOON, HONG KONG.

15TH NOVEMBER,

CONTENTS
1. University Education: For Whom?
Address of Dr. K.W. Chung, President of Shue
Yan College, at the Farewell Assembly Held
in Honour of the 1979 Graduates on June 17
2. Anecdotes of the College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by Leung Sau-fun
3. 30th Anniversary Ball
by Yip Hon-chow

MAJOR

4. “Be a Proud Chinese” — the Visit of History
Students to Prof, and Mrs. Ch'ien Mu
by Lau King-ming and Go Tai-ping
5. “Sight-Seeing on the East-West Highway in
Taiwan” 一 Prize-Winning Essay for the 1978,
Mr. K.F. Cheung's Chinese Literature Awards
by Ti Hwei-ying
6. A Note on the Winners of the Mr. K.F.
Cheung's Physical Education Awards

EVENTS

(1st September to 31st October, 1979)
1st September
4th

13th
26th

九龍鄧鏡波學校承印

28th

29th

29th September Photographic Contest sponsored
School Opening Ceremony for
——27th October by the Photographic Club of the
Freshmen
NACSIL
Professor Hisang Wu-yi of the
30th
The Bridge Team of NAC was
Mathematics Department in the
Champion in the Post-Second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ournament, and won the Viceroy
visited the College.
Cup.
The College Assembly of Fellows
met.
3, 4 October
‘‘The Scarecrow” 一 drama presented by the Drama Society of
A Dinner was hosted by Dr.
NAC in the City Hall
Ambrose Y.C. King in honour of
the occasion of the College
the special guests who joined us for
niversary.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一
Dr. Ch，ien Mu , fou nder of the
6th
Day following Mid-Autumn FestiCollege & Mrs. Ch'ien, and from
val, Holiday.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Prof.
7th
Chinese Music Concert given at the
& Mrs. Harry Rudin, Mr. Charles
Academic Community Hall by the
Shepard.
Chinese Music Society of NAC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ollege An1) 30th Anniversary ceremony
niversary.
2) Official opening of the Yali-She
3) Art Exhibition in City Hall by
10th
Dr. Joseph Needham, 1979 Ch'ien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celeMu Lecturer, and Dr. Lu Gweibrating the College Anniversary.
Djen, his chief collaborator, arrived
in Hong Kong.
4) Dinner/Dance at the Furama
Hotel
11th
Dinner in honour of Professor and
Mrs. Ch'ien Mu, Dr. Joseph Need1) Celebrations continued — Lion
Dance, martial arts performance,
ham, and Dr. Lu Gwei-djen was
Round-the-campus Race, Tug
held in the Yun Chi Hsien, to which
of War, Fun Fair
Vice-Chancellor Ma Lin and Mrs.
Ma were also invited. It was the
2) Dinner (1959 and 1969 graduates of the College were special
first time that Prof, and Mrs. Ch'ien
guests)
Mu met Dr. Needham and Dr. Lu.
12th
The “1979 Ch'ien Mu Lecture in
3) Inter-Departmental Singing
History and Culture" b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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