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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萬分榮幸，承蒙金院長之邀，今天能有
機會站在這兒跟各位說幾句話。幾個星期之前，陳
輔導長通知我說金院長想讓我在新亞月會上來介紹
1下「中國語文硏習所」，我毫未遲疑的就一口答
應了。這是義不容辭的事，第一,中國語文硏習所
在新亞的扶植之下已經渡過了十六個年頭了。我們
雖不敢說是新亞組成的一份子，不過却一直沾染着
新亞之光。其次在r中國語文硏習所」全部遷入大
學之前，希望能有這麼個機會向大家宣傳一下。

時叫訓導處)工作。到一九六三年’新亜書院才和
雅禮協會正式合辦這語文硏習所，起名爲「新亞雅
禮中國語文硏習所」，新亞提供了校舍，雅禮協會

主任辭職。一九六八年是我們跟新亜書院的關係更

進一層的一年。這一年暑期’我們爲新入學一年級

同學開辦了暑期國語班。從這一年起書院開辦的國語課程也就沒有間斷過

1九七四年語文硏習所正式歸屬於中文大學
了。爲了紀念跟新亞和雅禮的悠久歷史關係，在英

文方面我們還保留着原名。雖然，Yal?in-china

已經改爲Yale-China了；不過，我們還爲Yalein.china將近八十年的歷史保留了 一個活着的名
聲。中文方面麼，我們就縮用了新亞的r新」和雅

禮的r雅」了。

同學的國語課程。爲新亞和中大同學所開的班，首
先都是給一年級新入學同學的暑期國語必修課程；
沒有學分。後來，因爲新入學同學的暑期活動太
多，於一九七五年之後才改爲學期的選修課；同時

設國語課程。自一九七11年起也開始了爲中大全體

圍。剛才我介紹過了，語文硏習所開辦之初主要工
作是傳授外籍人士中國語文。一九六八年起開始爲
新亞同學開辦國語班。隨着又爲中大校外進修部開

第11,我想簡客的談談語文硏習所的工作範

這個整套的關係，我們儘可以造一個笑話作比
劉銘先生講
喩••中國語文硏習所好像是新亞書院和雅禮協會一
I九 七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本 院 第 1八 九 次 K會 講 詞
九六三年的一個r私生子」，因爲新亞和雅禮沒有
中文方面••香港中文大學就不必解釋了 ； r新」就 夫妻的名份，所以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四年r中
金院長、各位老師、各位同仁、各位同學：
國語文硏習所」並不是新亞書院的一個部門，也不
是新亞書院的r新」，r雅」可不是新亜書院的
是雅禮協會的一個附屬機構。父母都不願意承認這
r亞」，而是代表雅禮協會的r雅」了。這個長名
個私生子。一九七四年中文大學收養了這個私生
字當然有一段歷史淵源。早在一九六一年，語文硏
子，因爲有點兒來歷不明，用父親的全名不好，用
習所的創辦人林麥賢慧女士剛從美國囘來不久，就
母親的全名也不好，那麼乾脆就用11者之姓吧！不
開始跟新亞書院的幾位同學敎一些傳敎士廣東話。
管怎麼樣，語文硏習所是有良心的：不會忘記生父
當時林女士的丈夫林福孫博士就在新亞輔導處(當
生母養育之恩，領養父母收養之德，一定會盡其所
能報答恩德。

刊 月

不但捐助了部分開辦費，同時也從耶魯大學請來了
現在我想分三方面把r中國語文硏習所」向各
黃伯飛先生担任第一任主任0這時正式成立了國語
位扼要的介紹介紹。
和粤語兩組，主要工作是敎授外國人中國語文，學
首先是歷史背景••中國語文硏習所現在的全名
生人數四十幾人。
應該是：r香港中文大學新雅中國語文硏習所」，
黃先生服務一年’於一九六四年離職返美。創
簡稱是r語文硏習所」；英文是"New Asi?Yale’in门hinac^hinese Language Centre The Chinese 辦人林女士又接掌了硏習所主任職。同時，雅禮協
University of H. K."簡稱"Language Centre" o 會又從耶魯大學聘請了張一峯敎授專門負責國語組
發展工作，一九六六年張敎授返美。一九六七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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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比中文更長，不過意思的表達却完整一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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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是中國一種方言，有地方性，却沒有全國性。所

語」。我們知道各位同學起碼都有一種外語基礎，
可以吸收他種文化•，然而怎麼傳播中國文化呢？必
然得靠中國語文，這個r語」全靠粤語就不夠了。粤

當 然 是 r 中 文 」 0 r語」呢？我想主要的是r粤

麽交流？要靠語文作爲工具，中文大學的r文」，

第三是關於語文硏習所的發展計劃。由一九八
〇年一月一日起，本所就正式全部在大學校園內新
址上班上課了。我們希望能夠推展的幾項計劃是：
〔一〕加强大學的國語課程及活動••中文大學
顧名思義是中文的大學，是香港的最高學府之一,
是培養社會楝材的基地。同學們可都算得上是天之
驕子，能在這樣的學府裏接受學術的陶冶、技術的
訓練。中文大學除了有它建校的宗音、目標和抱負
之 外 ， 也標榜着作爲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文化怎

直也在新亞，今年八月才搬到崇基，現有學生九十
四人。不過今年年底，我們就都會遷入新居r方樹
泉大樓」。新址在崇基學院火車站斜對面。歡迎各
位光臨指敎。
本所現在一共有廿一位專任老師和十八位兼任
老師，其中有不少新亞或中大畢業同學。

大本營，學生一共一百一十一人；另外一個本來一

九龍農圃道新亞書院舊址，目前農圃道還是我們的

可得一個學分。
除了大學的國語識程之外，語文硏習所還有幾
•其一 ，是直接向本所申請學習廣東話
-學廣東話的主要是傳敎士，包括敎
,社會工作者、敎師等；另外也有不
,有學生、學者、工商界人士、
外交官等等；傳敎士很少。第一 一類是大學的外國交
換生，包括加州大學的、亜洲課程部的，以及各書
院與國外大學的交換學生在內。除此之外，還有大
學外籍敎職員。目前，本所還有兩個所址：一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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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包括一個聲母、一個韻母和一個聲調。國語

也就是說國、粤語之間的語法差異較少。秦漢時期
統一了中國文字，中國文字不是表音的，那也就是
說文字的統一對於方言之間語音統一的貢獻不大。
白話文運動開始之後，對中國口語詞彙的統一又作
出了相當的貢獻。我們都知道廣東話口語和書面語
是有分別的。廣東話口語是方言，書面語是全國通
行的。全國通行的書面語跟國語是一致的，所以說
如果撇開語音不談，廣東人想說國語只要按照白話
文的語法和詞囊來運用就不會錯了。當然這還有個
先决條件，那就是白話文的基礎要好。很多廣東人
用廣東話的語法和詞彙來寫白話文，那是屬於另外
一個問題，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之內了。
現在該輪到我們討論一下語音的問題了。記得
我在r新亞生活」裏曾經寫過一篇對比國、粤語語
音的短文，提到了國、粤語語音的對應關係。
我們談漢語語音一定要分開聲調、聲母和韻母
來談。聲調是漢語的特性之一,單音是漢語特性之
二，每一個標準漢字都只有一個音節，每一個音節

英文版)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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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新雅中國語文硏習所客談
學習國語之捷徑
©藝舟

©澳門紀遊，

©一九七九至八零年本院文學院

以大家一塊來學好有全國性的國語(或稱普通話)，
不但是各位的責任，也是應盡的義務。所以首先我
們要呼顧大家動員積極性主動隨時隨地說國語。其
次，我們要和敎務處硏討增加國語課，由現在的每
班每周一 1節增至三、四節 0再其次，我們要跟學生
事務處和學生會密切合作舉辦各項國語活動。最後
呢，請求各位提供寶貴意見，同心協力把中文大學
搞成一個人人會說國語的大學。

〔二〕爲大學敎職員開辦國、粤語班：開班就

®劍橋大學之學生導修制度(見

一年級新同學

須錢，我們目前正在和財務處硏究財務問題。我們
計劃中的各班次，是爲外國敎職員開國語、粤語班，
爲說廣東話的敎職員開國語班，爲不會說廣東話的
中國敎職員開廣東話班。這樣一來，起碼我們大學
裏邊就可以先交流文化、溝通思想了。
〔三〕增强大學外國交換生和本所外國學生的
粤語課程，並使他們能有機會跟中大同學盡可
-爲中大的中西文化交流橋樑的建造作
上面我們呼顢大家學好國語，也許你們要問我

怎麽才學得好，有沒有甚麼察門兒？我只有一句忠

言奉告，那就是r張開嘴說！說！說丨：：…」你不

1種。不管是哪種方言都是由漢、藏語族發展出來

開口說話，一輩子就是®巴；你不敢開口說話，一
輩子也學不會一種語言。要是你們問我有沒有甚麼
技巧可以幫助學得快一點兒，好一點兒？那我說
「有」。如果我反問各位一句學國語哪方面最難？
你們的答案一定是r發音」。一點兒也不錯。不論
是學習一種新的語言也好，一種方言也好，總之離
不開語音詞囊和語法。各位的母語多半是廣東話。
中國的方言很多，廣東話是其中一種，北京話也是
的分支，旣然是同一個老祖宗，有血統淵源，那麼
就一定有共同點。共同點表現得最具體的是文法或
說語法。任何一種語言變化最慢的一定是文法。那

馬 陳 劉

葉

陳士文

CD藝術走下坡，是文化最大的逆差。

©如果說，埃及畫是畫的語言，希臘畫是素描的語
言，中國畫則是筆墨的語言。
©筆有語言，花亦有語言：Van Eyck的筆如水仙，

望有機會能作專題報告。謝謝大家。

雖沒有好好分析硏究過

©某線比素描重要••素描是輪廓、光暗、質量、形
式、重線條。案線重用筆：圓、方、渾、健、含

是有意義的藝術。
©感覺是事物的電腦，想像是經綸的織錦，意像是
感應的表現，想像是理情的展拓，象徵是明瑜、
暗比的彩蝶。
©眞詩人沒有詩的形式也有詩，眞畫家沒有幾筆畫
也是畫家。

泥人(無靈魂)，或搞不由自主的黨社，它到底

淸水薦(空無一物)、發寒熱(時冷時熱)、揑

意)、寫當票(看不懂)、擺地舖(很雜亂)、

©眞正畫家不是搞複製(太寫實)、玩積木(小玩

藝術是感情的畫。

© 1位藝術家可以造成一風氣，一
產生一個時代。
©不做知識的漏斗，不做技巧的小販，不和劊子手
做朋友，不和高官厚爵打交道，不睡在利愁薰天
的床上，不進沒有靈魂國度去旅行。
©畫的思想合乎哲學，畫的理智合乎科學，畫的事
實合乎歷史，畫的感情合乎藝術。也可說哲學是
思想的晝，科學是理法的畫，歷史是事實的畫，

深廣而

©Lhote先生陪我和Casasus參觀馬蒂斯個展。他
有四個聲調，二十一個聲母、十六個韻母。十六個
知道我是中國人，使對我說：r中國藝術妙極了！ 韻母之中包括三個介母，介母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
和其他韻母相結合變成結合韻母。廣東話按傳統說
尤其是線條。」他那時不過四五十歲，倚沒有晝
有九個聲調，十七個聲母、五4- 一個韻母。國、粤
Vence的聖母像，也沒有發表過用中鋒寫畫的照
語的聲調、聲母、韻母都有相當規則的對應關係，
片，想不到他把中國書晝最大特色的線條，一把
如果能夠掌握這些對應關係，不但可收事半功倍之
使抓到了！
©古代西畫家多是描的。印象派Degas還有不少描
功
，
更
可奏舉一反三之效。
的作風，Monet, Van Gogh, C6zanne, Ipicsso
因爲時間關係，我們不能詳細的談下去了。希

是畫的，只有馬蒂斯是寫的。他家有塊很大的

Michelangelo的筆如劍蘭，RaphE的筆如玫

Rembrandt的筆如龍胆，Corot的筆如

Titian的筆如牡丹，FS Angelico的筆如

的傾向，亦不與個性衝突。
©意志學派、生意學派以羅素的懷疑意志最富學術
性，以叔本華的生活意志最有現實性，以柏格
森生的衝突最有生命力，這些學說與美學關係重
大，不得不特加注意。其餘如尼采的權力意志，
詹姆士的信仰意志，瑪德的勢力之增加，就與藝
術關聯不多了。
®情致之前要有自感的思想，情致之後要有自覺的
思想。思想是作品的內容，情致是內容的命根，
這種思想情致不但是作家的，亦是社會的。
®德國立普斯的移情，都和英休講的同情，意維柯
形象思維，康德的偷換，黑格爾的象徵藝術有密

©「主我」的傾向，不與「沒我」對立，r沒我」

如能以物性融會形性，或以形性溶入物性，都更
加超羣絕倫。
©合情勝過合理，得意好過得法。

Michelangelo如高山大海，是非常明顯的例證0

風沙，懷素看夏天雲層，Giotto像古道老廟，

要，寫出更圓更緊、更有骨力、更有藝術性的
畫，不能不佩服他的機智與識見。他是西畫中國
化的第一人。
⑩字的妙多近物形，畫的妙多近物性。張旭看篷草

匾，圓渾大方，却非精品’他已認淸線條的重

®作品不是形式知識的搬弄，是心靈歷史的根植_

®生活一天一天複雜，生命一天一天延長，藝術
天一天簡要。
©十九世紀「以科學爲夫人，以哲學爲婢女」，一
十世紀以藝術爲外甥了。
®目前的畫不單單是眼看的，已擴展到耳聽、鼻嗥
口嚐、手觸各方面去’可說是五官六腑大會串
®做人不識人，讀書不識書，學科學不識數學，和
學藝術不識藝術有什麼分別。
⑧中國藝術重人生、自然、直觀、靜定、諧協、深
至、神妙、與世無爭、超然物外。自受歐美作風
影響後，重視形表，忘情筆墨、缺乏內容、中國
原有氣息越來越微，實在是世界藝術一大拖！
©中國藝術極其精深，多象徵性、抽象性、倫理
性、自然性、ff情性，並不與中國政治、宗敎、
暴君、獨裁有多大關係，是與中國學術特出的藝
術性關係更深。
)@古藝術與工藝美術不分。自科學工業革命後，情
i 形大變，工藝家若不及時多注意藝術性、藝術家
U 若不及早減少設計性，整個世界藝術前景就會闇

切關聯；其實，千多年前顧惶之的r遷想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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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大
藝
術
家
可
以

藝

蓄、變化、內容、緊實、無稷角、無尖筆‘
) 不苟，筆筆送到，可說是所有書晝的祖先」
^ ©筆要中鋒圓勁，墨要變化無方，氣要靈動、4
,骨要筋絡强觀，格要淸明古
要做到却要化一生心血。

@名家深意，名人遺意，個人造意，事物大意，畫家
本意，題音妙意；從有意到無意，從無意到眞意，
從通常的意到高超的意，這就是意在筆先的意。

©虛不是空，稚不是拙，深不是刻，緊不是結。
©墨的變化勝過七彩，色的虛靈美過繁褥。
©寧苦毋甜，寧小毋邪，寧凡毋俗，寧®毋速，寧
纖毋媚，寧雄偉毋秀弱。
•離r空」脫r俗」稱畫家，有大氣派、大技巧稱
大晝家，能雄深博偉稱大畫士，品格學行高人一
等是大師。
⑩大藝術家都注意「大」字，大氣魄、大手筆、大手
藝、大題材、大時代；只注意一個小字I小心。
©廳堂一盆花、室內一幅畫，可改變你整個生活，
使你精神爲之大快。然而這盆花、這幅晝和這橱

到神形兼到，自可越出物我之外0

書一様，可顯出你的學養，你的文化力量。
©感覺是了解的第一步，會悟是了解的總鑰匙，書冊
圖集不過是了解的小抽屜，然不可少看這小抽屜。
©先求神，不被神惑住；再求形，不被形綿煞。待

：、衆多、繁多•，

不在外表在深沉，不在造作在自然，不在形式在

性情，不在點畫在風采，不在單純在充實，不在
睿智在高妙，不在靈巧在神明，不在峭拔在中和，
不在法度在形質，不在形質在生命。畫如此，書
法亦如此。
©纖巧不是靈秀，縱霸不是雄奇，荒誕不是奇險，
烟霞不是氣韻，枯燥不是老氣，混池不是含蓄，
扭泥不是涵蘊，晦觀不是充實，稚拙不是生硬，
庸俗不是大衆化，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必多提。
®晝貴乎有意思：不是表面的意思，是內部的意
思；不是晝上的意思，是畫外的意思；不是想得
到的意思，是難想到或說不出的意思。單是這些
意思，就夠你用心，夠你摸索了。
©靑年不放縱，壯年不過火，老年不拘謹。得時、
得意，恰到好處。

©藝術美，人人愛’人人都有他(她)的潛力可以

Bethoven耳聾，穴enoir 斷指,Lautrec 矮細，

發揮出來，卽使有缺降，甚至殘廢都不重要；

有些晝要慢慢看的是荆浩、董源、Francesca.

VanGogh瘋狂，不都是顯例嗎？
©有些畫令人驚奇的是原始畫、埃及畫……

有此li畫一看卽完的是任伯年、張書}

有些畫値得細嚼的是古文物的圖紋•

有些畫使你常常囘想的是黃公生八大等的傑作不
知有多少。

以繪其明的如Van Gogh的夜景，槍花可以糟其

⑩繪晝可以繪其淸，如Bruegei的狩獵圖，繪月可

馨的如Dompei的花，繪泉可以繪其聲的如范寬

的行旅圖，繪人可以繪其情的幾乎到處可見，宋
時羅大經的畫論自然和目前的情形有點不同了。
⑩時人學畫以八大齊白石爲宗的頗多，大有薪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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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畫處求晝，無筆墨處求筆墨，無藝術處求藝
術，叫作r三無」。
@構圖創新大半在角度上，思維創新大半在立場
上，感應創新大半在想像上，趣味創新大半在才

性上；另一大半在學養上。

丨一筆

、合一、化一。

虛意不空，墨實氣不碍，筆生意不火
多，筆緊意不寬，墨鬆境界和。又有繁中簡，
繁，淡中見濃,濃中見淡，繁簡適宜，濃淡得所。
©千筆萬筆簡到一筆，一筆兩筆谏成千萬筆。
©畫不在逼眞在親切，不在華麗在僕素，不在赤露
在隱藏，不在怪異在峻險，不在譎厲在敦雅，不
在通暢在圓達，不在混池在含蘊，不在完整在美
好，不在均衡在突出，不在規矩在神化，不在格
律在韻調，不在刺激在囘味，不在浮健在沉密，

不凡，墨淺意不低’筆疏^|

©筆繁意不繁，墨簡意不簡，筆輕意不輕，墨重意
不重，筆濃意不室，墨淡意不薄
墨慢意不滯，筆乾意不枯

什麼結體、情節、奇形、
©功力一深
風味以及各種微妙不可言傳的情致
妙狀、意S
都會流露到筆端，是你所想像不到的。自然平時
要倍加留神、瑞摩、捉摸、醒釀、低囘，不可鬆懈。
眷人生的光輝在工作，工作的意義在成就，成就的
價値在精神不死。
©筆墨繁簡、濃淡、輕重、快慢、乾濕、深淺、疏
,字面好像很淺近，意義

丨多元

畫

筆

®r緊」比蔡凰的®字重要。觀，不疾、不滑。
緊，要圓、要密、要堅、要健，非但與執筆、結
-起筆、落筆、莊鋒、囘鋒、提、頓、縮、留
.和r空」r俗」的關係更大。非
,功力深厚，了解透徹，品學端方，很

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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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着不少問題。他們不是從天而
」fi。不從他們的基礎或老師的老師處
,只憑一時意興’偶然際遇，求簡單、貪快

巧，就想學有所成，天下那有這等事？
®情可變，理不變；筆可斷，氣不斷。

下後退的脚印0

n

紀 遊

馬 淑

⑩全力學習，全盤理解，全副心思，全生精力。
®文化沒有監獄、沒有禁城；它只是不聲不響’不
慌不忙，不左不右，點點滴滴，步步向前，不留

澳

及兩頭尖尖等現象，Delacroir,Manet, Degas,

學養要高尙、超拔、脫化。
®肖形印和米索不達米亞點土上刻成的文字一様重
要，非但是很好的畫、很好的字、很好的印、很
好的雕刻，是很高價値的古綠合藝術。
©晉人重理多約制，唐人重法多定則，宋人重意多
姿態，漢人重道多藝術。
©有價値的信，無遠弗届，沒有地址，倒反收到越快。
@中國畫最重筆法，西畫亦有這趨勢，舊時少有筆
觸、筆意、筆趣等用筆，瑣碎往覆，光滑、呆
板、遲滯、無骨力，又扁又薄，上氣不接下氣以

Bicabia,Vuillard, Metzinger

Villon,

Marson

最明顯；筆光滑

的 以Greuze, Dufy, Hurtung 最厲害•

的以 Signac,

不用了！如果他們沒有這些筆病，Degas可以超

用筆的，卽使用不好，還不算大害；

Vuillard

可和Bonnard並肩，Dsis不至落在Seurat之

過 Ingres, Renoir 可能追上csanne,

後太遠，Gris亦不會趕不上JannMis o
®香港是理想的藝術地E，沒有明顯國界，沒有種
族紛擾，沒有宗敎爭戰，思想自由，風景宜人，

這是黃昏以後的事。我們是在午後經
過西環，自然是比較冷淸一點了 0
穿過了旣長又陡的斜坡，我們終
於到達主敎山。或許不是假日的緣故，
所以整座主敎山只有我們幾個人的笑
聲，在空中迴旋。旣然是「更上一層
樓」，很自然的便該r窮千里目」，她
們都在遠眺，我遙指對岸的灣仔，那
使是祖國的山河了。可惜尺之隔，
使我們長被視作「無根的一羣」。這
些又可是我們的錯呢？ 一下子，笑聲
都凝固了……。
爲了打破沉默，我提議穿過合階

是澳門靑年男女的約會地點——當然

添不少勇氣。要到主敎山，一定要經
過西環，西環是沿海的堤岸，道旁遍
植了大樹，它們的年紀都比我大，胜
立於岸旁，像慈母倚閒而望似的，默
默的等待歸帆，載來她們渴望的訊息。
俯視其下的一雙雙小兒女的情態，這

經濟充裕，人才濟濟，如沒有可怕的政治風暴,
可繼巴黎、紐約之後成爲世界藝術中心0

在她們聲聲央求下，我們展開了
登主敎山之行。看着她們的高跟鞋，
很爲此次的旅程而担心；幸而她們都
擺明了 r勇往直前」的態度，使我平

搖頭，「是給本澳主敎住的，這座山
也叫做主敎山。」

的問：r難道是白馬王子？」我連連

看，不禁竞爾，沒好氣的囘答她們：
「這不是給公主住的，是給一位比公
主更配住的人所住。」她們異口同聲

童話中公主住的宮殿啊！」我抬頭一

在鬧市中踏躂，朋友忽然像發現
新大陸似的：r你們看，山上有座像給

様的！」我大喊一聲’把身畔的朋友
嚇呆了；我拉着她們，匆匆的離去！
〔二〕主敉山之行

耶穌基督當年在敎堂內怒撻那些貪鄙
的買賣者的痛苦，r牌坊不應該是這

惡，不覺愀然！或許此刻我很能體會

聯子——念死者無爲罪，鬼是誘人爲

Renoir, Morisot尖鋭的筆很多；筆不連的以

書，明代有名的意大利敎士利瑪竇，
德國敎士湯若望，都曾在此居留。而
且有關牌坊的傳說很多，例如：牌坊
上端的一頭騰，有人便説是眞金的；

——一九七八年度張觀鳳新亞國文獎獲獎作品之11

〔 一 〕熙 來 棵 往 的 牌 坊

亦有人說牌坊下面有險道，內面藏著
無數寶物。但這一切都不惹起我的興
趣，只吸引了無數的遊客。遊客中以
日本人爲最多，也最使我憎厭，他們
把牌坊前的台階、斜坡都摘得水拽不
通•’他們嘩啦嘩啦的吵，導遊小姐的
尖嗓子透過擴音器狠狠地鑽進我的耳
膜，像有意無意地法耀些甚麼。是他
們的財富，抑是他們的智慧，使他們
拔扈若此？我無意掀起民，发的仇恨，
然而不能忍受的是他們的經濟侵署，
比他們盤據牌坊的態度更加囂張。我
仰望非常被人忽署的牌坊上的一對

七3

r少小離家老大囘，鄕音無改鬌
毛摧，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
處來」。當一個歷經風霜的遊子囘到
自己的家鄕時，仍然被誤作過客，那
份惆悵比流落異鄕更爲深切；我非少
小離家，亦非年華老去，但每次囘到
澳門，被家人、朋友看作過客，亦覺
悵然。總覺得澳門已不再接納我，儘
管我曾生於斯、長於斯。這次，爲
了接待香港的朋友，我帶她們跑遍了
小城的大街小巷，一 一撿拾我那破碎
的、童年的夢。
從我家出發，大約一分鐘便到了
名聖保祿敎堂’建成於一六三八年，
可說是歷史悠久。根據r澳門掌故」一

遊客來澳必遊之地——牌坊。牌坊原

(1105

子，堅貞一若澳述大橋，長伴在浪子
身旁默默的工作，默默的付出，却從
不奢望收囘甚麼？朋友都爲煙霧迷濛
中的澳述大橋而陶醉，而我則爲可愛
的澳門女孩子默禱……。
〔四〕歸程
在三天的遊覽中，童年的囘憶像
電光似的飛閃入腦海；曾記觀音堂的
連理樹下是與童年遊伴捉迷藏的好去
處，松山小亭的對聯「山雨欲來，且

的伴侶，或是不逝的愛。聚散去留，
何人不是客？旣然如此，又何必介懷
自己是否與澳門隔絕呢？假若能抱一
個客人的眼光，重新欣賞自己的生長
地，或許更能看出一些以前所未看過
的新景物0況且，濶別三年的澳門，很
多方面是改變了，亦可說是進步了。
無論用一個客人，或是主人的身份，總
不會不喜歡小城走向進步吧？然而，
我更盼望澳門在進步之餘，仍能保持

December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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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去看看主敎山的小敎堂——聖母岩。
些咬喧的旱鴨子’大槪怕雨吧，整個
牌坊都沒有一個日本人的蹤影，只有
偶爾幾輛汽車經過，濺起了水花，又
匆匆的離去，彷彿戰敗了的小狗，夾著
尾巴怏怏的離去，我們遂能肆意的、：
貪婪的欣賞牌坊的景物。
把視線推遠一點，你不會看不見
澳述大橋。曾經有人把橋分作男性的
和女性的，而澳述大橋使屬於後者0
我則認爲若說澳述大橋是女孩子，那

朋友忽而的問我：r你帶我們遊
這些你已遊過的地方不悶嗎？」我帶

一貫的純樸！

她一定是最多情的。你看！雨中的

〔 三 〕雨中 行

這是在嶋厳中蛇立的一個聖母像，岩
前還有一座古墓，是昔日澳門主敎埋
葬之地。聖母像前面有十多排石椅，
是預備給開彌撒時信徒坐的。凝望臉
容慈祥的聖母，我無言的跪下，爲苦難
的同胞祈禱；雖然我並非一個信徒，
但我渴望冥冥中能賜給我力量、鼓勵
我、排遣我那作爲殖民地下炎黃的子
孫的寂寞。

笑的囘答她：「我也是客啊！」就在

(追記一九七六年夏澳門之遊)

她們的驚愕中，我們踏上了歸程0

4,

®r龍考」，一九七八年四月份幼獅
文藝，八十九至一 一一頁。
®「故宮博物院所藏李頗風竹圖的時

pp.57-67.

ChineseCulture, H
wa—kang, Vol.

宮季刊，第八卷第二期，二十至廿

Wind Attributed

八及四十三至五十六頁。
©"The I^roblem o叫 Bamboo

五二頁。

【下轉第S頁左下角】

1月)，華岡第五冊，二三七至二

學術與現代文化論叢(一九七九年

®r傳世李頗風竹圖之硏究」，中華

第11期’廿四至册三頁。

to LiFo," 士 一卷第三期，七十七至八十九頁。
㊄r傳世李頗風竹圖之硏究」’一九
七八年八月大陸雜誌’第五十七卷

代
in th
e問題」，一九七八年故宮季刊，第

©"The Life and Art ofiang Tr
(唐棣其人其畫)，一九七四年故

ICan"外；其他已出版之論著有下列

,或是不散的筵席；豈聚

番話——我悟及人間豈駐

留脚步」亦最使我魂牽夢榮。跟隨父
母在松山的小澗捉蝌糾的日子也未嘗
。重遊舊地使我歡笑，但亦使我
情久久不能平復。我默誦於梨

o叫Li

XVIII
No.

她’美麗依然，但眉宇間却籠着一層
悟懲，含情凝勝她那永不知侮的浪子
——葡京賭塲，紙醉金迷、夜夜笛歌
的生活，使小城成了有名的賭城。不
過，在荒唐之外，你可知有無數女孩

彰化人，一九四一 一年生；國立台灣大

藝術系新聘講師高木森先生台灣

〔一〕藝街系講師高木森博士

教師簡介

覽，於是便穿着拖鞋，撑着傘子，队
躂仍键的上大砲台去。大砲
台與牌坊相鄰，本來就是敎
堂的祀天祭台；所以要看淸
牌坊的風貌，不必跟那些日
本人擠，只須上大砲台去。
在大砲台的入門處，雕刻了
聖約翰持劍狀的石浮雕’相

學外文系畢業，獲文學士學位。其後，
在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硏究所硏究藝術
史，獲碩士學位。繼入美國肯撒斯大
學深造，仍致力於藝術史之硏究，先
後獲該校頒授碩士及博士學位。
高氏歷任敎職，曾先後任肯撒斯
市藝術學院敎員(一九七四至七六年)

及Kent州立大學助理敎授(一九七

及博士論文《《The Ufe and Art

六至七九年)。著述亦豐，除碩士論
文「中印大乘佛敎造像風俗之演變」

木高
士

傳一六二二年荷蘭襲澳，葡
人爲了保護在澳旣有利益，
蹈守大砲台發砲轟荷艦，大
捷；而這天適爲聖約翰的紀
念日，故此把功勞歸給他。
穿過大砲台的大門，冒
着密綿綿的雨網，我們各自
據了一門古砲，眺望整個澳
門雨中的姿容。牌坊在雨中，
屛退了無數來客，特別是那

篇章：

朋友來了的第一 一天，天便開始鬧
贊杻：初時只委屈地默默流淚，後來
竟然索性摄陶大哭；然而我們都是任
性的孩子，偏要在雨中繼續我們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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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參閱r學生社會服務團」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成立時訂定
之上曰趣，有云•• r以喚起本校同學之社會意識爲發端，以認識
社會爲通道，以服務社會爲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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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迄今，忽歷七載，庸碌終日，一事無成。雖
「〔二〕望同仁，四方八面，服務不分. 願圑衆，天南地北，團結一致1本我新亞 〗
S 匆 身處茫茫人海，世事萬變；然處事待人
有知音。珍重，珍重，這是我i
的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團的精神。
精神，而r趁靑春，結除向前行」之句
r〔三〕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I
某日心血來潮，感學生社會服務圑之精神源於新亞校園，嘗擬團：
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兩肩挑，趁靑春，結除向前行_
新亞校歌，謹以贈社會服務圑應屆畢業團友，以及第廿八屆畢業同學，願常與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重珍，也是我團的精神。」
同唱共頌。團歌歌詞：
「〔一〕世盈愁，人多困。以認察，爲通道；以服務，爲依歸(註)。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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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盡民生心，廣推博愛情。珍重，珍重，這是我團的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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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葉
漢
秋

哥 處
彩

陈阻。自此雙棲性益純，日常不避人
摸撫。七月初過r蛇王成」©,滿籠
歐種乍難數。純黃純白皆紅眼，立買
雙雙四隻去。好友借來籠較寬，遂敎
兩對居一所。三籠設供差相似，有無
薬粒分淸楚。新來黃白顯生疏，稍待
些時可就緒。彩鳳單聲淸脆啼，一若

Study

【上接第6頁——r敎師簡介」】
I A

from Hwang

Hsia Culture

the Chronology

chine%

o叫

the

cember 1978, Vol XIX,
I>p.1-18.

®"The IVoblem

雛雞失羣組。同濟警叫啣ffi嗫

樂供爲逆旅。黃11白二金二鳳

陆嘰融水乳。是月下旬廿一一日
妻女來訪敍。廳開冷氣閉門窗
聲嘈出厨戶。推門探視察因由 籠外
鸚哥盼入伍。登時大喜掩玻璃 此鳥
自來何不取？四人呼K捉聲歡 友覆
帕巾終獲虜。入籠同類喧相慰 棲止
生涯合規矩。九鳥還須以類名
.怡我襟懷悅我神

SusanYuan

女士

〔二〕企管杀暫任副講師

1979, V
ol. XX,

N?2,

s

註••©蛇王成——九龍南昌街一

而哥名，此街鳥雀店極多。

Centre for Montessari

琴、合奏及伴奏0

)及威斯康辛大學

樂一道，亦特具興趣，擅長彈奏中提

SusanYuan女士嗜愛幼兒敎育，
尤其是弱能或有缺陷之兒童。而於音

企管系之BusinessCommunications.

聞系敎授英文新聞寫作。本學期敎授

述課程；而最近三年來，則在本院新

別在東吳大學及國立台灣大學敎授上

敎職，敎寫作技巧和文學；在台灣，分

(university o吻 wesconsin-parkside)

院 ( L e a College

料從事硏究工作。至於敎學方面，彼
在美國時，曾先後任明尼蘇達禮伊學

poration任助理硏究員，使用俄文材

州 Santa Monica 之 theRAND 007

Susan Yuan女士曾歷任硏究及
敎學職務。有爲期兩年之時間，在加

Education)得幼兒敎育文憑。

(St.Nicholas

街 蛇店名，店內兼售鳥雀龜鼠之類。

企管學系本學年新聘暫任副講師

SusanYuan女士，生於美國科羅拉多

文學士學位。在校主修比較文學。旋入

Empt科
y 羅拉多大學專攻俄國語文，考獲文

the憑
S。
ty繼
le在倫敦聖尼古拉幼兒敎育中心

Middle Age."(試

Grove After Rain and

Tsanz

風)，一九七九年故宮季刊第十三
卷第一期，十五至册七及六十七至
七十七頁。
©•The Dating o叫 Western Cliou

從r雨後空林」管窺惋s!^中年畫

o叫Ni

4,於西方學院(occidental college)，獲

Culture一
Hwa-wang, 州o
之?
哥里(Greely,Colorado)；畢業
No.

ofErh-li-t》ou and E
rh-li-wang,"

Ti to Marly Chou and the Culture

ojp

吁吁购S柔情吐”

金
雌
幸
藏
屋
巢
中

友

草

恩愛相親好伴侶<
不重生男或生女(

華

®"The

•此鳥開啼見黎曙<

開

俄而婉囀妙音譜(

融諧每共鞦韆舞<

目光疑懼避飼主<
此般歷次終難馴 我遂聽其不學語<

距兒腔女皆疼愛

鶴鶴大者習能言

照風晞雨光鮮覩<

彩鳳來儀露臺仔.
隻手摸拿輕易擧A

金 色 斑 紋 意 似 良 誘之紅栗謀收捕<

今年11月十九晨

不件<

一九七九年八月中旬紀實)

高樓寂寞自難堪
買來七彩小鸚哥
黑眼白圏墨綠頂
頸澄脚灰甲粉紅
珍禽嬌小復玲瓏
厥鈎擅剝葵花粒
鋼絲膠盤接成籠
齋餐®便絕葷腫 水盂穀盒供居處<

行 吟
成
對
價
銀
共
百
五

碧
身
紅
嘴
藍
大
羽

腹
毛
淺
翠
美
胸
脯

兼祖
嗜家
燕出
麥自
與南
栗美
黍土

黃
Kings、Chinese culture,
Hwa-

Kang,June
17 丨33.

期四第

11
0

吾
廬

雕
飛
走

撒糧几面覆膠宾，r康樂街」0去爲
擇偶。大籠攜來藍鼻公，麻綠修長堪
作父。雌初性野不隨和，雄則諸般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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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廿三日，本院學

生戲劇會參加中大三院第
四屆戲劇比賽，以r彼岸」
一劇榮獲五大獎項中之四

項獎，計有：最佳

本院大事記 帛

日起，今日止。

1 七九年 •
^
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
第
1日 劍 橋 大 學 羅 勃 遜 學 院 院 士 魯 桂 珍 四
博士爲本院同仁主持r劍橋大期
學導師制」座談會。
八日校董會舉行本年度第二次會議。
三十周年校慶學術專題展十月八

十日學生會主辦第十六屆田徑大會。
十一日李約瑟博士完滿結束第一 一屆錢賓
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離港返
英。
十二日本日起學生會及攝影學會三十周

Tymienecka敎授來校訪問，

.年校慶專題攝影比賽獲獎作品
I
在樂羣館展覽0；
2
；
國際現象學會及其分會國際哲學 一
及文學會會長Anna Terresa

十
五
曰

r •

金院長設宴招待。
舉行第一八九次月會，請新雅中
國語文硏習所所長劉銘先生簡
介硏習所，並客談學習國語之

十七日
十九日 三十周年校慶學生圑體活動囘顋
展覽，卽日起在樂羣館舉行。
各學生圑體展出之活動歷史資

金院長設宴招待。
廿八日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八

, b u t is now universal; St. Edmund's start
Catholic, but is now universal. So oecumenical has it become, indeed, that when it needed
a Director of Studies in Theology, it chose a Lutheran. The majority of the old-established Colleges
have now become co-educational. Thus Caius took
its first forty women students this month, after six
hundred years of restriction to the male sex, and
the first woman Fellow has just been elected. Some
of the women's Colleges have also gone co-educational, notably Girton, but other remain for women
only, e.g. Newnham and New Hall. The most recent
foundation, Robinson, was planned from the outset
to be of equal numbers of men and women at all
levels.
I hope that this little survey may be of some use
in explaining the Oxbridge system to Shatin friends.
The U.K. systems in general aim to train for individuality and initiative rather than booklearning
or conventionality. The Supervisor aims to help the
student to understand deeply all that has been said
in lectures and done in laboratories, he gives the
student help in the use of libraries, and offers full
opportunities for discussion of any obscure points.
The credit system is not known in England. For
our part, we sh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teaching at Shatin.

M 戲劇獎、最佳演員
^ 獎、最佳劇本獎及
0 最佳舞台設計獎。
^ 最佳劇本之創
• 作者及最佳舞台之
^ 設計者爲本院中文
系一 一年級學生廖寶
利，最佳演員爲本院英文
系三年級學生區淑英及潘
婉雯。彼等載譽而歸，同
學們咸爲之稱羨不已。

thority (L.E.A.) grants. The cost of supervision is
included in the general tuition fees, all paid to the
College, but a large part of this is passed on to the
University. In addition the Colleges each pay a kind
of income-tax to the University, gradu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several incomes, but some of this is
returned to the smaller and poorer Colleges for
general purposes. The University could not of
course function only on student fees and what the
Colleges contribute, so the greater part of its activities, upkeep of institutes, payment of salaries, etc.
are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grants direct, assessed
by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 attached to the Treasury, and running to many millions
of pounds each year.
Admission to Universities and to Colleges
within them is all centralised nowadays through the
the Universities Central Council on Admissions
(U.C.C.A.). Each applicant has to list the order of
his or her preferences. For example, a young man or
woman might use the following order: (1) Cambridge
(a) Kings College, (b) Caius College, (c) Girton College, (2) Warwick, (3) Edinburgh, (4) Sussex at
Brighton. The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ccept or reject, partly on account of the scholastic
attainments manifested during the student's school
years, but notably also by an oral interview, at any
rate for Cambridge Colleges. Here originality and
personality are particularly looked into, as well as
sheer scholastic brilliance.
Besides the Cambridge Colleges already referred
to, of which there are now about thirty, there are
also other foundations, such as Graduate Colleges,
Theological Colleges, etc. The former take only research students (e.g. Darwin, Clare Hall, Wolfson,
etc.); the latter take only candidates for the ministry
(e.g. Westcott for Anglicans, Westminster for Presbyterians, etc.). No College can be an all-round fullblown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unless it
all confessional barriers. Thus Selwyn

1115)
and from that time onwards the principle slowly became fixed that no one could be a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who was not also a member of
other of the Colleges. The College that，
know best, Gonville and Caius, was founded by a
parish priest, Edmund Gonville, in 1348, and refounded by a royal physician John Caius (Keyes) in
1558.
Each College is governed by a Master and a
number of Fellows, which may vary from about 20
to 120. In nearly all cases the Master is elected by
the Fellows, and must retire at 70 or 75. Apart from
Research Fellows, normally young men, the Fellows
are all simultaneously Professors, Readers, Lecturers
or Demonstrators (the four ranks) in one or other
of the University Departments; in some cases they
are paid mainly by the University, in others mainly
by the College.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each College varies from about 250 to 1000，and again every
Faculty is represented among them in each College.
This has the great advantage that many discussions
about everything in heaven and earth take place
naturally among the students, and they have an opportunity to work out their own respective philosophies of life.
Besides the Master, the Vice-Master, the Dean
(in charge of Chapel services and pastoral care), and
the Bursars (in charge of finances, accounts, buildings, etc.), there are also the Tutors, the Directors
of Studies, and the Supervisors. Every student at
one of the older Colleges is allocated to a Tutor even
before he arrives. Contrary to what such a title would
normally be expected to mean, the Tutor gives no
tuition 一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he student, for helping him to choose his university career, what subjects he will “read” and so on,
besides which he is the student's friend, in loco
；the old saying was, “a substitute for the
I prepared to advise him in all sorts of perHe may bale him out if he gets into
trouble with the police, or he may give him good
advice if he gets involved in a love affair. Very soon
the Tutor designates a Director of Studies for him,
a helper of another kind with whom he will stay
generally throughout his time at the university.
The Director of Studies does no “tutoring，
is not concerned in any way with the student�
sonal life ； his function is technical. He will
him what courses of lectures he ought to attend,
what practical laboratory courses he ought to undertake. It should be explained here that all the formal
teaching is in the hands of the University, and done
in buildings, laboratories and libraries of this public
The Director of Studies will know which
clash as regards timings, he will help the
to decide between the options before him
(which may be many and complicated), and he will
advise the student and his Tutor about the plan of

submission to the examinations. In Cambridge nothing is known of the American "credit system” ； only
in Anatomy and a few other practical subjects must
the student get “signed up” as having dissected this
or that, or having done such and such experiments.
The Tripos Examinations occur annually, and there
is room for a considerable variation in deciding exactly when a student should present himself for them.
Finally the Director of Studies will designate for the
student two or three Supervisors, according to the
courses of study which he is undertaking.
The Supervisors are generally youngish,
from the ranks of research workers (doctoral <
doctoral), Demonstrators, Faculty Lecturers,
ant Lecturers and University Lecturers. Readers and
Professors do not supervise. Thus one single person
could be a Tutor in a particular College, a Director
of Studies for another, and a Supervisor for several.
The supervision sessions consist of from one to halfa-dozen students meeting for an hour two or three
times a week with their Supervisor. There is some
difference in their function between the humanistic
and the scientific Faculties. In the former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aken at one time tends to be lower, and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written work set and corrected ；
in the latter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ends to be
larger, and the sessions consist of conversations in
which the students ask questions about things which
have puzzled them during their lectures or practicals, and the Supervisor answers these as best he can.
Unlike the f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the supervisions take place within the walls of Colleges.
It may be noted that the Cambridge supervision
system is approximately equivalent to the Oxford
tutorial system. Oxford Tutors combine the functions of the Cambridge Tutor (in the general welfare
sense) with those of Supervisor.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is that 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a student
at Oxford to change his course of studies than at
Cambridge. At Oxford there is in general more written work set, which is then criticised by the Supervisor. This may be in history an essay, in modern
languages passages for translation and criticism, in
mathematics and engineering problems for solution.
In both universities the supervision system thus
serves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acquire some real
understanding of, and general ability to use, the
material presented in lectures and laboratories, as
distinct from simply learning it by heart. In so far
the Oxbridge graduate is a better product than
of the other English universities, this is the
U.K.
The cost of a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is today rather high, not less than £4000 p<
but even at Oxbridge there are only ‘
ray — all
other grants to enable them
generally Local Educat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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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SIA LIFE
A BONTBLY PERIODICAL OF NEW ASU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KOWLOON, HONG KONG.

15TH DECEMBER，

CONTENTS
�‘Introducing
New
in-China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with Digression on
Short-cuts in Learning Mandarin"一Speech
given by Mr. Liu Mi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at the 189th Monthly Assembly of New Asia
College on 16th November, 1979
On Fine Arts
by Mr, H.W. Chen
"A Tour of Macau'-Prize-winning Essay for

MAJOR
Nov. 1st

8th

10th

11th
九龍部鏡波學校承印

12th

15th

(November
Dr. Lu Gwei-dzen, Fellow of Robinson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 gave
a seminar to staff members of New Asia
College on “The Cambridge Supervision
System”.
The College Board of Trustees met (2nd
meeting, 1979-80).
In celebrat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llege: An Exhibition of Student Research Projects.
The 16th Track and Field Meet organized by the Student Union, NAC,
took place.
Dr. Joseph Needham left to return to
England after delivering the 1979 Ch,ien
Mu Lecture in History and Culture.
Winning Entries of the Photographic
Contest (30th Anniversary special) on
Display in the Staff/Students Center.
Professor Anna Teresa Tymienecka,
of the World Institute
Phenomenological

the 1978 Mr. K.F. Cheung's New Asia Chinese
Literature Award
by Miss Ma Sok Fai
A Draft for the Team Song of the New Asia
Students Social Service Team
by Mr, Andy Hon-chow Ip
Freshmen, Arts Faculty, 1979-80
6. An Ode on the Parrot and the Phoenix
by Mr. Huang Kai-hua

EVENTS
1-30, 1979)

16th

17th

19th

26th

28th

and Learning, visited the College. D r .
Ambrose Y.C. King gave a dinner in
her honour.
189th College Assembly. Mr. Liu Ming,
Director of the New Asia~Yale-inChina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introduced the center, and talked about
short-cuts in learning Mandarin.
Barbecue at the Plover Cove organized
by the Staff Association of New Asia
College.
In celebrat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llege: A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of Student Activities in the Staff/
Students Center.
Visit to the College by Dr. John Star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A Dinner was hosted by
Ambrose Y.C. King in his honour.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Assembly of
Fellows met (2nd meeting, 1979-80).

CAMBRIDGE AND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ntroductory Remarks by Dr. Lu
at a Semim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s a federation
of separate Colleges, each independently financed
with their own endowments. I t did not begin like
that, because there was a university of some kind,

of Robinson College, Cambridge,
November 1, 1979
where scholars advertised for students to come and
listen to them, as early as the end of the 12th century,
but in 1280 A.D. the first College, Peterhouse, was
founded by the Bishop of Ely, Hugo de Balsha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