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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創刊於一九五八年五月。一年中除七八月外，每月出版

新亞精神在商場
九九四年十二月十日在

敬業樂業，不以權謀私

：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誠明館
I：話：26097634
_文傳真：

是新亞校友寫的，於是匯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專

期的月刊時，發覺有好幾篇文章都

外，我們還介紹了樊善標、陳潔儀兩位校友，他們

教於理工大學中文及翻譯系。除了這幾篇文章之

系高級講師；黃子程先生在一九七二年畢業，現任

被蒙在鼓裡，懵然不覺。又如國際商業銀行BCC的

素，以至東窗事發，監管當局和存戶大眾’還是會

某些私人商業利益而作弊，若不是碰到偶發的因

而成，只是校友文林中的幾株樹木而已。作者之一

港，這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敦、華盛頓的監管當局，都事前受滿騙，遑論香
大0

中的得獎者——林幸謙和左韋，他們目前就於中

公然為不良份子「洗錢」，為禍國際金融界，連倫

年來已日益加強。但是’假設大股東和董事局為了

香港的銀行法例和監管制度，不可謂不嚴，近

同家族的大股東。

後也發生問題，揭發了董事總經理串同外人，欺驅

事有參與詐騙的嫌疑.，而另外一家老字號銀行，之

檢討，該銀行週轉不靈的主要原因’是大股東兼董

由港政府負擔保護存戶和接管銀行的責任。事後

約九年前’ 一家頗具規模的華資銀行倒閉，要

校友會消息

在最近的一項重要文學獎中得獎。順便介紹同一獎

香樹輝

Yale University

輯。新亞校友中，能文之士極多’這裡所輯，隨意

^^ _-新亞文商書院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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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李祖法先生
®耶魯訪問記趣

魔也者，主要是心魔。我們在商場上行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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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香榭輝先生在一九七一年畢業，多年來在財經和傳
)•，鄺健行博士在一九六二年畢業，現為本校中文

媒界工作(本刊九三年三月號有香氏專訪，可參看

校友作品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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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遊戲。

誰也不會抵賴否認的事實，香港商人自然也懂得玩

校友作品專輯
為投資者也好，作為專業經理也好’坐上較高位

1

一十多年來，外間

引誘不少’心魔也曾油然而生。事實上，看到別人

止，還沒遇上不能克服的困難’

我自大學畢業後，可說較為幸運，到目前為

置，手握若干權力之後，外界誘惑隨之而至。隨手

可以舉幾個例子：
(一)有影響力的顧問被要求按人客意願寫報

在新亞讀書的時候，就己給新亞

校歌的內容所感動。

索，在座的唐端正先生當年曾為此寫了文章，發表

內容所感動，也曾就校訓「誠明」二字，苦苦思

我個人在新亞讀書的時候，就已給新亞校歌的

有躬大本的)，或者憑著趨炎附勢而扶搖直上，自

了不少對新亞精神和校訓的意見，我在此可謂班門

炒樓發達’炒內幕消息股票在市場賺大錢(當然也

己不是聖人’也偶爾患上眼紅症，產生心魔。但

要有創新意念和良好管理隊伍，資金不是一個太大

(innovation)和管理(management)，在今時今日’只

自己達不到這個境界.，但是求學做人若無愛心，對

人之籍往目標。」不要說這條學規陳義過高，以為

對人類文化有了解’對社會事業有貢獻，為求學做

友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為求學做人之中心基點。

1995年3月)

99-'

告’調查結果要預知；：
(三)報社負責人被要求為某些事情唱好唱淡.，

是’這麼多年來，始終抱有一個想法，豈能無商不

j)銀行家審批貸款’被要求從寬辦理；

(一

(四)購貨人員收回佣

弄斧，只能夠講一點純個人的感受。

的問題。我們老祖宗的家訓，並不鼓勵商業行為’

人類文化不求甚解，在事業上盲目追求金錢，只能

(讀書)為第一

新亞學規第五條：r職業僅為個人’事業則為

想法和形象，只限於搞關係，送紅包，屯積居奇，

心。不過，十多年來，東南亞華商的財富急劇增

大眾，立志成功事業’不怕沒有職業’專心謀求職

算是行屍走肉，但目前社會風氣的確是鼓吹如此，

加，名列世界富人榜的印尼林紹良’馬來西亞郭鶴

業，不一定能成事業。」這一條對我的啟發頗深，

偷工減料，走私逃稅等等’並沒有建立一套管理營

年，香港李嘉誠，台灣蔡萬霖，泰國盤谷銀行陳氏

思路過程中，學規第五條不斷在我的腦海裡浮現。

從一份金融界職業轉而在出版業尋求出路，中間的

令人擔憂。

則，這些成功人士的創新和管理經驗，能否綜合

七期(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載於r新亞教育」

新亞校訓r誠明」，根據錢先生在新亞校刊第

是值得我們的學者深入研究的問題。

I，口裡說的’心裡想的’外面做的’內心藏的，

「誠字的第一步工夫’先要言行合一 ’內外合

則明矣，明則誠矣。」

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

)的解釋：r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和誤導。

找飯吃，若沒有自己的宗旨和理念，很容易給淘汰

比比皆是，詐驅失敗的例子，也在所多有。在商場

講了 一大段說話，目的是想說明：華商大戶，

「誠明」二字，一生受用

之，成為一家之言，成立r華人管理學」系統？這

家族等等，都赫赫有名，聲勢超過日本商人。然

銷的市場競爭理論系統，因此奸商的概念深入人

只以士

’於是一般人對從商致富的

錢夫子所訂的新亞學規第三條：r愛家庭愛師

奸，奸商致富的年代是不是已經過去了？

梁院長與校友攝於校慶「千人宴」

依正統經濟理論，經商致富的來源在於創新

香港推行廉政之後，商場風氣一般頗為廉潔’
但近年中國經濟開放卻帶來不正之風，大陸商場官
場視送禮為平常事(即在台灣也是如此)，外商為

求方便.，送禮送紅包的竅門甚多，蔚然成風，這是
徐麗蓮、黃維樑）
(左起：梁院長、香樹輝、倫兆絡、游惠泉、李金鐘

(3846)

誠明即是求真，求實，剛巧我目
前的事業和職業是辦報，辦報的第I

要義當然是報道真相，不吹牛，不煽
情 ， 這 與 「 誠 明 」的 意 義 ， 何 其 吻
合！

上對我提出善意的勸告，他說我是不是給新亞精神

以前曾在新亞中學教書的黃子程校友’曾在報

教的學校。但我們這樣想了，我們能對外國人說

血精力與金錢’在美國幫助美國的基督教徒辦基督

會富強’這時亦會有新亞的畢業同學，用他們的心

說：「我在此曾經這樣想’我們終有一天，中國亦

的擔子負累了？言下之意，是不是我不肯隨俗，不

麼？我初亦或將不免一笑。但是如果你們笑了 ’你

的意義，何其吻合！

能靈活應變’有些不合「港情」。

黃師弟的微言大義我當然了解，但是個人總覺

資助，新亞書院還是搬回桂林街的好。但是諸位同

立，而且能ffi助世界，我們就不當接受國際朋友的

一願心，使中國成為頂天立地的國家，不僅能自

們就有罪了。實際上照我的說法，如果我們不僅發

得，人有所為’有所不為。新亞校歌第一段就是r

「難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人之尊，心之靈」；為追求名利而犧牲「人之尊’
心之靈」，個人不敢苟同。做生意，既要追求短期

一國文老師葉龍先生也是，他們對唐先生教誨的領

在數年前破產！新亞校歌第一 一段：「廣大出胸襟，

個人電腦的成長’而且傳子不傳賢’結果整間公司

是全球華商的偶像。但因為抱殘守缺，完全忽略了

士，創辦王安電腦，成為美國五百大公司之一，曾

精圖治’才算收復失地。又如華人科技天才王安博

讓日本汽車工業得以壯大，自己幾乎破產，近年勵

油日本小車的潛在威脅’結果後來陷入長期苦戰，

也不能不算是對唐先生三十七年前談話的一點回

懷行動」早期的開辦費用，都由新亞校友捐輸，這

倡議「關懷行動」，特意邀請雅禮協會加入。「關

都是承唐先生的教訓。而新亞現任院長梁秉中教授

賜我的恩惠。所以我每年都捐錢給雅禮協會，多少

多，到如今中英文都能運用自如，不能不說是新亞

期間’跟耶魯大學的英文老師學習英文，得益良

在座的許濤先生是新亞第六屆畢業生’我的大

番瞭解」。以我粗淺的瞭解，誠明的精祌即是要我

業能守成應變，不致富無三代。美國的汽車工業在

利潤，以求生存’也要具備長期策略目標，以求事

文，直如五雷蟲頂，頭腦從此開毅！我在新亞書院

會’當比我更為深刻；我在六八年讀到唐先生的鴻

學能發此心願嗎？」

們求真’求實，不說虛話，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七十年代石油危機期間’享受巨額利潤，忽略了省

要使一致，這始叫做誠」。「明則是一番知識，一

剛巧我目前的事業和職業是辦報’辦報的第一要義

當然是報道真相，不吹牛，不煽情，這與「誠明」

請惠付郵費
本刊每期印刷二千五百份或

以上。出版後贈與本院學生、教

諸位在新亞文商學院畢業，到社會上可能受人

應。
長期理想。短期間遇上困難，有時很令人氣緩，這

點歷史角度，看前思後，不能因一時方便，就忽視

一樣。但是諸位入學前，早已知道此一事實，知道

歧視，資格不被承認，就如新亞書院初期的畢業生

悠久見生成。」經常給我警惕’做人做事都要有一

就要隐一句「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以勉勵

刊》第九期，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是一篇令人

唐君毅先生的告第六屆畢業同學書(《新亞校

你們的成就，必會超越我們。請大家記著：r艱險

大家能繼續堅持學習，精通中英文，二十三年後，

斤斤計較於文憑有無金錢價值！今天畢業了 ’我請

了仍然來入學，就說明了諸位追求學識的決心，不

自己堅持下去。

感動得流淚的文章。當年新亞剛得雅禮協會資助’

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丨.」

在農圃道建成校舍，即諸君今日所在之地。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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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校友，以及各界友好。希
望獲得寄贈本刊的個人及團體，
特別是校友，惠付郵費予本刊，
以為支持。三年之郵費：本港約
五十元•，港外約一百元。如惠寄

支票，請抬頭「香港中文大學」
收0謝謝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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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說閒話》，戴健行著。本書選錄作者

校友作品專輯

別。

版。

數’沒有深厚內力的人根本施展不出。

任盈盈是金庸《笑傲江湖》中魔教教主任我行

任 盈 盈 跪 例 還 禮 ®健行

過自身的長期運氣鍛鍊或憑藉外界助力如靈藥異果

一 一人初次在洛陽東城相識時，任盈盈扮作老婆婆，

的女兒，後來和書中主角青年俠士令狐沖結了婚。

內力或功力是人體潛能可感知的積聚，那是通
之類而獲得。獲得的方式跟道士求仙的方式好像分

令狐沖辭行，既尊敬她r年高德邵」’又感激她授

始終不露真面目，隔著竹簾傳授令狐沖琴藝。及後

別不大。我們知道道士求仙，宋以前以藥物铅亲的
主，是為內丹.，神魔小說中的得道升仙往往據此寫

之中’老婆婆跪倒還禮(第十三回《學琴》)。

藝之德，便下跪拜謝。書中寫令狐沖也依稀見竹簾

煉服為主，是為外丹；宋以後以內氣的運行凝結為
出。這樣看來，武俠小說的內容不免在若干程度上

不過作品中即使出現種種匪夷所思的武功，卻

夫尊妻卑。任盈盈從一開始便對令狐沖有好感’心

考慮到歷史性的真實。古代流行觀念：男尊女卑，

何不可.，為甚麼還要還禮？我想作者這樣寫，可能

子，何況當時她扮成老人家，受弟子跪拜之禮，有

任盈盈既教令狐沖彈琴，令狐沖算得上是弟

跟講求仙降魔的劍仙小說合流了。合流之後的新表
現是：在深厚功力的指揮帶動下，種種匪夷所思的

也不能便說武俠小說就是神怪小說或神魔小說。兩

中可能已萌生以身相許的念頭。她倘使真個有自居

武功相繼出現。

者之間區別好像甚微’其實當中有一條明顯的界限

妻子之念，便不能接受丈夫的下拜之禮；這樣的情

前期新派武俠小說家寫作時，一般都著重書中

存在：武俠小說的武功不管怎樣離奇古怪’始終是

人物的言談舉止和日用器物跟書中的歷史條件相切

況’舊小說有時也會見到的。
《鴛鴦劫》中(載《武俠與歷史》第六八五期)，

合這麼一項原則。梁羽生強調作者要有明確的時空

體能的表現’有個表面上可以解釋的理性基礎•，這

女主角梁芳娥發出兩段老狗尾草草莖，繞彎射人對

觀念，避免張冠李戴(尤今《寓詩詞歌賦於刀光劍

正是神怪小說中的法術所不曾具備的。譬如古風的

面站立的人腦腔穴上，取人性命；這是憑藉深厚功

關。

倒還禮，無疑可以看成跟上述寫作原則的影響有

影之中》)’其實就是這番用意。然則任盈盈的跪

關，便是法術而不是武功了。又譬如同書白蓮教女

古龍的出現，開出武俠小說的種種異變；其中

口隐咒語，草蜜自動繞射傷人.，這跟身體能力無
子葉蘭姐想邀男主角林元生前往會晤師父，林元生

力和高明手法的結果，是武功不是法術。倘使有人

不肯，葉蘭姐斟了 一杯酒給他飲，即時回心轉意。

武俠•神怪

r新派武俠小說」一名中的r武」字雖說在注

言行不要求切合於特定的歷史環境。影響所及，一

一項當是對歷史性的真實比較不重視，人物的思想

些作者有時可以在古人身上注入極新異的觀念。譬

這葉蘭姐斟酒時r壺嘴在杯中不停地疾移」’顯然
是施法的動作，不屬武俠小說的範疇。倘使她趁林

如西門丁在《爭霸》一書中寫青年俠士余玉書任乾

不算根本所在•，根本所在的是指揮動作的無形力
量，小說家稱為內力或功力。有了深厚的內力，招

元生不覺，在酒中放下粉末，讓林元生喝後思想轉

坤盟盟主，_畫消滅敵對力量蓋天幫；但是蓋天幫

變，這可說是廣義的用毒，便屬武俠小說的範疇

了。

量。內力淺薄不足的人招式姿勢既不容易準確，攻
擊力量自然有限。至於一些精微奧妙的「絕學」招

式的精粹才能發揮得淋滴盡致，大大增強攻擊能

重肢體的特殊攻擊動作，也就是所謂招式，其實還

働健行

」。全書二百頁，由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於最近出

談，實是一本言之有物同時又深入淺出的r閒話

本書雖用「閒話」一 一字為名’內容卻非信筆泛

字也明晰淺易，•靈活多姿。

文章運意細密，議論平允’見解不落常套。文

文，分成作品評賞、寫作探討及群言雜說三大類

發表在報章專欄上，談論新派武俠小說的數十篇短

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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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幫主余修竹是余玉書的父親。面對這樣的處境’
孩子，收到你的來信’是我們三個人最興奮的

各國不同的民族。大家用英語交談，趣味無窮。你

在外國讀書，最叫你感興趣的，是認識了來自

你可以要求校方代你報名的。

沒有中文科之設’但你仍可報考公開考試中文科，

事了。妹妹放學回家一定要開信箱，還有，你的

開始明白我從前說過「地球是一條村」的意義了

黃子程

修竹如果不歸降’便不放過他。按說古人要脫離父

吧！「世界是你們的！」你那些不同民族不同國家

地 球 是 I條 村

子關係，只能由父母提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父

信，她讀了 一遍又一遍，有一次’還大聲得意洋洋

余玉書清楚表明立場：跟余修竹脫離父子關係；余

母即使有錯失，只能設法補救’不能用脫離關係和

共傾心曲，未來世界的福祉，就在你們今天的開

在，你們竟然有此緣份，生活在一起，共同學習，

的同學們，連同你，就是未來世界的主人了。而現

地朗誦起來哩！
要我們原諫你沒有工整地重抄一遍！哪有這種需要

步’這，誰說不是呢？

你的信寫得真好。你說想到哪裡就寫到哪裡’

打倒的方式解決，這是自帝舜以來奉行的準則。余

正常反應我不敢說；至於古人，大抵不這犠想，也

呢！我讀着你的信，每一句都是那麼美妙！那是世

玉書又是脫離關係，又是不放過，算不算現代人的
不這樣做，幾乎可以肯定。

說有一晚到一個「鬼妹」房中與她研究功課，向她

讀到你學校生活的趣事，叫我放心很多了。你

界上最好的文字了！海明威、曹雪序他們算得上甚

請教讀書心得，誰知她卻向你傾訴她愛上了 一個男

麼？
我知道’這幾年我送給你的書，增加了你的閱

生，反要求你權充r媒人」！

Garratt將於三月1 一十八曰至四月

會議，並提交論文。

J.Snyder將於三月一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盧乃桂博士將於三月一 一十九

會議，並提交論文。

一日，往美國加州出席第一 一十九屆英語教師周年

*英語教學組Mr.

一十八曰至四月

一曰，往美國加州出席第一 一十九屆英語教師周年

*英語教學組Ms. r

本院教師學術活動

有沒有從牀上跳起來，斯斯索索的在挑燈苦讀呢？

對了，那個與你同房的捷克少女，如今深夜還

讀量，不但文字好起來，就連個人的思想，也多面
我敢相信，往後的日子，雖然你身在外國’中文與

化許多許多了。今天讀着你的信，我就有此欣慰。
你肯定是難捨難離的了。
Albert叔叔跟我提過，你身在英國，學校雖然

雙周會預告
三月廿四曰(星期五)

講

《給年輕人的信》，作者黃子程。作者曾在傳
播圈浸了大段日子，繼而投身大專教育界，以其對

金耀基副校長

許倬雲教授

、

《錢穆與中國文化》

國際教育學會周年會議，並提交論文。

日至四月一 一日’往美國波士頓出席1995年比較及

22:7 (1995 年 6 月:

社觀察的經驗，看透了香港社會的世情，以「我手
聞所思所感，給年輕人分饗，不是「教誨」，而是

寫我心」的筆調，寫出他個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所見
)r談心」。全書分為跟女兒談留學意義、跟年輕人
^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I談讀書和寫作及跟年輕人談香港世情。最近由皇冠

校友作品專輯

王

片段選錄：〔註〕

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是向前走，就是休息。休

本刊記者

中文系，目前是本校研究生；得詩組亞軍(冠軍從

息時，我們等待’ 一個果陀；走路時，我們追尋，

後，可順敘或倒敘來看。本部分選錄自r感性的札

因篇幅關係，一概從略。

樊善標

記，選錄中的註釋本為引述王安憶的原文以證，現

時態

作者簡介

樊善標，一九八三年入學，主修中文，副修人

類學’畢業後升讀研究院碩士班，曾任中文系助

說，為甚麼它可以與事實對認；〔7〕如果說，它

要運用小說的形式；〔6〕如果說’它是一部小

他終於學會了恨我：

我讀得出來我大可寬心

在沉默中充滿寓意

他僅僅剩餘的瞳孔

城市大學全職任教。

漢語古文獻，並在香港

讀本校博士學位，研究

詩雙月刊》等。目前攻

見於《素葉文學》、《

興趣轉往現代詩，作品

教、語文導師，業餘偶有寫作，以散文為主，近期

是一篇散文，如何理解整個人失而復得的離奇情

語言及文學系，現為本校

(二)感性的札記；(三)札記外的筆記；(四)

〔註〕：本文原分為四部分：(一)理性的分析；

——感性的札記完——

自 那 天 ，水族隨父親而去

屋角的水族箱再也睡不著

我任由房子黑暗的心情

22:10 (1995 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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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局文學創作獎
本校同學摘取桂冠
在本年一月初公佈的r九四年度市政局中文文

學創作獎」名單中，有四位是中大的同學或校友。

缺)的樊善標’八七年畢業於本院中文系；得散文

一片烏托邦。我們相信，一定有一個果陀，雖然他

感性的札記

組冠軍的林幸謙，和得小說組優異獎的左韋’目前

並沒有到來；〔1〕我們確信，有一片烏托邦，雖

得文學評論組亞軍的陳潔儀，九四年夏畢業於本院

就讀於本校。

我們將如何解讀生命。如果說，生命像一首

然地圖上從沒有它的位置。〔2〕

者，在創作上表現優異’可喜可賀。我們在這裡不

詩，它卻不太精簡’冗贅重複.，〔3〕如果說，生

文學是文化的重要部份。上述幾位年輕的作
能刊載其得獎作品的全部，而只能摘錄一小部份’

命像一首詩，它卻充滿想像，太多虛構.，〔4〕如

(將來式)

乃限於篇幅。市政局允許我們摘刊這批得獎作品，

奇。〔5〕生命太多複雜善變的經驗’我們無法根

他終於退縮成一串氣泡

節；〔8〕《烏托邦詩篇》文類的複雜性，一如，

我推門進入的步姿

一隻獨眼幽靈我很安慰

一片紫藍色水影

原籍廣東東莞，一九七二

生命在不斷叛逆與超越中，尋求終極的化境。

懂得解讀生命。如果說，它是一首詩’為甚麼它須

我們將如何解讀《烏托邦詩篇》’假如我們不

據經驗把生命歸類。

果說，生命像一部小說，它卻欠缺情節，平平無

陳潔儀

謹此致謝0

作者簡介
陳 潔 儀 ‘筆名邱心

年生於香港。一九九四年

碩士生。作品多發表於

正文故事。獨立成章’又互有關連。排列不分先
學》及《香港文學》等。

《星島日報》，《素葉文

我哼著不再流行歌曲的口哨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烏托邦詩篇》

以新形式解讀王安憶的

重構「詩篇，

(3850)

他的電視聲嘶力竭
屆吳魯t斤散文

文評審獎，第六

獎及第十七屆散

學獎散文類諷選

我插進鏡匙
他的客廳暮色蒼茫

(現在式)

我推開大門

走不出你的雨季

作者簡歷

左韋

左韋’女，筆名韋e。五十年代後期出生於青

負責人、青年社

島市。歷史學學士。曾任職中學教師、大學文物館

工、時裝公司經

.

港中文大學教育

r
. F…：理。現就讀於香

難道愛竟是那麼艱難麼，我久違了的愛人？告

•欲Hse?, 二

學院。為亞洲華

文作家協會香港

分會理事、香港

別你的時候，正逢天雨連綿時，你頭也不回地走

作家聯會會員。

內心稍感過度的負荷，壓抑中自有不想啟口的感

禁忌的威脅，我們拼命地從社會邊緣往中心力溯，

我終於離開你了 ’在那個雨季。可我心裡遠不

了。沒有傘，雨帘裡，模糊的你有如一座冰冷的石

情、一種象徵、一種壓抑。這是世紀末普遍擴散的

如你的漠然，總會牽掛’總會為曾經的往事而煙雨

觸。個體和民族的壓抑，提早促成我們隸屬歷史感

一種悲情，豐富而狂野。那些寄居他鄉的邊緣人或

迷濛。也許女人真是水做的’男人卻不盡是泥做

碑，粉碎著我最後的渴盼。

故國的異客，尤其能夠感受這種充滿言外之意和隱

序。雖然我們害怕面對禁忌的夢’還是得要面對同

中，我們的世界仍將在自身的慶典中完成自身的秩

告別——一種重逢在即的告別。在各種告別儀式

後，當我坐在晨風或黃昏的落日裡，心頁會突然翻

如今玫瑰调落在那個紛紛揚揚的雨季。許多日子以

聲地朗誦英國詩人彭斯的詩《一朵紅紅的玫瑰》。

中的紙屑’在漫空中翻飛。還記得散步月下，你輕

許許多多感人的諾言在你我間傳遞，如今卻化作風

的，也許是石，是枯木，抑或是……火？曾記否，

樣的命運。在九七的臨界點上，我們仍要不斷的進

到往曰的某一個片斷’憶起那詩、那人、那曾與我

在這裡，我把我在邊陲的這種書寫，當作一種

喻的悲情。

的寂寞。擴大的歷史的寂寞，成了盛年的一種心

指原鄉的失落，也說出了身份的曖昧性。為了好解

鄉的他者，我們始終處於邊陲。邊陲的人生，不僅

從一個他鄉到另一個他鄉，從家鄉的異客到異

出版)。

版)、《候鳥情結——南洋人的悲歡獨白》(即將

究》(臺灣)，散文集《狂歡與破碎》(即將出

主題思想之研

論《白先勇小說

獎.，著有文學評

他的藤椅微微顫動

世界上一切問題的答案。

把我舉向天空的手；

融化得太快的甜筒；

我長大後應有的志願.，

頭一次坐火車的蟲隆®隆；

街上每一個中文字的意思.’

十六歲離鄉別井的故事；

天光墟一袋一袋的黑摩利.，

測驗不及格的家長簽名；

等待又等待 個郊外的假日.，

(過去式)

我種種困惱 他的金魚嘴巴開合
我獨坐不語 他 的 惶 恐 張 口 無 聲

我毫了檯燈 他 的 露 台 煙 柱 飄 起
我攤開文件 他 的 雙 腿 擱 上 矮 几

我脫拉外衣 他 的 拖 鞋 踢 赐 鍵 躂
我淋浴之後 他 的 桌 子 擺 好 飯 菜
我來起魚肉 他 的 碗 裡 勘 滿 濃 茶

我靜靜走過

林幸謙

行思索，找尋自己生存的意義。在匱乏的愁望中，

總在告別你，卻始終走不出，走不出你的雨

生命相連的日子。

季。

給自己的一生找到滿足的解釋。
我們的選擇，也必將要求我們不斷修正自己、
回答自己、顛覆自己。

22:7 ( 1 9 9 5 年 3 月）

盛年的慶典
邊陲的書寫與設釋

林幸謙，1963年生於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

作者簡介
文系畢業’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文學碩士，現於香港

校友作品專輯

中 文 大 學 攻 讀 哲 學 博 士 學 位 。 曾 獲 第 十 1 1屆時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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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珠玉鉅子的金玉良言：
特約記者衛琦

家百貨公司的合作，開拓國內的零售業務。

外，周生生貿易(中國)有限公司也透過與國內八

場。第三間將設於順德，現正在緊密籌備中。此

周生生實業有限公司先後於福州興建兩間首飾工

本著「有能者居之」的原則，在適當時候退位讓

校董認為參與社區事務，最重要是量力而為，更應

非官守太平紳士及獲頒發MBE員佐勳章等殊榮。周

委員、深水埗體育會會長等公職’並先後獲委任為

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金董事、香港女童軍會九龍地方協會會長、深水埗

工餘周校董喜歡搜集各類型的雕刻圖章，對攝

習普通話。

榮。周校董認為普通話非常重要’十分鼓勵同學學

養優秀的下一代。此舉將有助於香港工商繼續繁

周君廉先生

九三年歐遊時所拍攝的照片。周校董憶述有一次替

愛美屬天性，若單以「真面目」的藝術角度去拍，

一位老朋友拍照，事後竟引起該友不高興。問個究

一般上年紀的人是難於接受，亦是攝影一大忌。經

不要以為周校董只對經濟、政治在行’他對發

用於出版工作上。此外，也與兄弟等在故鄉順德蔡

過這次教訓，周校董學會了如何更適當地運用技

總紋及症痕都顯露出來。從此之後他領悟到，人生

村開辦小學，作育英材。周校董指出，香港一方面

巧’使效果更滿意。此外，周校董對體育活動非常

竟後’才知道原來朋友認為拍得過於清晰，以致把

是個國際大都會，另一方面’因九七而與中國接觸

有興趣，與志同道合之士 ’於十多年前一起創立深

展教育工作，也不遺餘力。周校董一九九三年開始

日益頻密，故此極需要中英語文均佳的雙語人材。

出任新亞書院校董，並捐贈三十萬元予新亞書院，

現今香港一般學生的中、英語文程度下降，是令人

水埗體育會。

周校董常常保持心境年青開朗，作為養生之

擔憂的。周校董希望大學教育能繼續加強訓練學生

中、英語文能力，並繼續加強研究工作，為香港培

〔下轉第九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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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奮誠懇開朗樂觀
參與社區事務，最重要是量

本院校董周君廉先生訪問記
本院校董周君廉先生，一九1 一六年出生，原籍

力而為，更應本着「有能者居之

r勤奮誠懇」可說是周校董成功的秘訣。周校

影學會，去年更出版《周君廉歐遊影集》，收集了

影更有心得。年青時代在澳門已參加當時的嶺南攝

」的原則。

董現任周生生集團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賢，讓新人發揮才能。這樣對整個社會才有利。對

現今香港I般學生的中、英

雖然業務繁忙，但多年來一直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於家人及下屬，周校董也同樣抱著誠懇開放的態

語文程度下降，是令人擔憂的。

曾任深水埗區議員、區事顧問、順德政協委員及多

度，樂於接納別人的不同意見。

《周君廉歐游影集〉高插雲宵（意大利
聖馬可廣場）

種公共職務。現任華人廟宇委員會委員、香港公益

現今全港共有一 一十四間分行。近年中國經濟開放，

街創辦首間周生生珠寶金行。此後業務蒸蒸日上，

金行生意。一九四八年來港發展事業’於旺角上海

廣東順德。日治時期在澳門，協助父親處理周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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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設有亞洲聯結(link)計劃。林氏的「預測」，自八

本刊記者

每年三月，美國東部的紐約，春天初臨，就有

十年代就代表香港加入上述計劃的。後來林氏更應

林聰標教授有一隻經濟水晶球
一群春的使者，向世界報訊，告訴我們這未來一年
邀代表香港，加入聯合國總部的Project

Link。

的世界經濟表現如何，生氣勃勃呢？還是景氣低

Link將全球九十個國家的模型聯結在一起，

每年在三月和九月’對全球經濟和地區經濟作出預

Project

士’就是一位這樣的信使。約從一九八四年起，每

測。目前這項大工程涉及一 一萬五千條以上的「聯立

迷。本校經濟系講座教授、本院前任院長林聰標博
年三月，他就拿着經濟的水晶球，在紐約的聯合國

方 程 式 」， 要 動 用 大 量 超 級 電 腦 才 能 計 算 妥 當 。
Project Link的策劃人是一九八〇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總部預測來年的經濟。
林教授是計量經濟學專家。約在一九八〇年，

料，預測未來數年的香港經濟。資料每年更新，模

了 「 香 港 經 濟 計 量 預 測 模 型 」， 根 據 大 量 統 計 資

準備，其工作具有高度學術價值’也為本港工商界

斷地合作，預測香港經濟的發展，使我們早有心理

林教授和經濟系的周文林博士，十多年來不間

得主Klein教授，他目前已退休，但仍任總顧問。

型每年重新建構。現在資料庫儲存兩百種的統計數

提供有價值的社會服務。今年三月初，林教授這位

他在中大開始研究、預測香港的經濟發展。他建立

列，所建立的模型有七十條聯立方程式

面香港經濟均以服務業為主。事實上，香港不但處

起。一方面大陸已成為香港工業之生產基地，他方

目前香港經濟已與珠江三角洲緊密地融合在一

水晶球的心得說出來，以饗本刊讀者。

systems)。每年底，林氏及其 春 的 使 者 ， 又 將 赴 紐 約 開 會 ， 本 刊 特 別 請 他 把 觀 察

林聰標教授

(simultaneousEquation

合作者周文林博士就向報界發表他們對來年的預

測，這些年的預測，可信性、準確性相當高；他們
聯 合 國 的 「 亞 洲 社 會 經 濟 總 署 」， 在 八 十 年 代

於南中國之成長金三角之中心，也是亞太區動態經
濟的樞紐。故今後香港經濟的榮枯主要取決於下列

幾個因素：即中國大陸之政經狀況，兩岸經貿關
係，亞太區成長速度，以及西方國家不景氣情形。
假如我們能假設，中國經濟體制在後鄧小平時期依
然奉行開放改革之經濟政策，且九七以後香港之經
濟及社會體制不致有實質之變化，在上述諸前題
下，我們的預測模式給香港經濟提供了今後幾年之
經濟預測，其情形有如下述。

S接第<5

一特別對年青的下屬，提醒他們要注意儀容，因

一道。周校董十分樂意與下屬分享他個人心得，

一為整潔、稱身的髮型和服飾，既能增添自信

一心，又能給人留下好的印象。周校董覺得人不

一應該因為年紀漸長而與社會脫節，所以他鼓勵

一下屬假期不要呆在家中’應該多去逛公司，參

加社區活動’多接觸新事物’才可以保持心境

年青，避免思想過於守舊固執及保持在工作上

I有創意。此外，他強調和諧的家庭生活，當然

一是成功人生的基礎。周校董有一子三女及八名

一內外孫，他與太太兒子及三名內孫同住。每天

一和兒子有說有笑地一起上班，樂也融融！

就經濟成長率而言，年成長率將延續過去幾年

之趨勢，會以緩慢之步伐持續向下調整。預計本年

度將只有5.3%之實質增長率，且在以後之三年間成

長 率 將 持 續 下 滑 。 到 了 一九九七年只有4.78%之水

年85億美元之逆差，急增至一九九八年270億美元之

平。在貿易逆差方面，也將持續惡化，由一九九四

赤字。但由於香港勞務輸出大過勞務輸入，加上每

化。所以，預期目前一美元對7.8港元之匯率’可以

年有外資的淨流入，使香港之總國際收支不致惡

維持下去。通脹方面，則預測有所改善。到1998年

時，年通脹率會降到8%之水平以下。總之，在未來

三年間，若政治局面可以維持穩定’則香港經濟依

然有持續之成長，雖然年增長率會一年不如一年•

勞動力市場仍將處於充份就業狀態，失業率維持於

2-2.5%之水平。而困擾香港多年之通脹問題將有所

改善，這時本港物業價格將有壓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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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讓成家族向來對本院多方面支持。支持之一
是設立「許讓成先生紀念獎學金」。這是全學費的

獎金，頒予本院品學兼優、有經濟需要的同學。於

九四至九五年度新近獲得本獎學金的，有下面五位

一)

劉農民(工程二) 鄧小虎(哲學二)

同學：
戴 認 芳 ( 商 學 二 ) 黃慧珊(醫學一

林海燕(中文二)

同學：

從前已經領取、九四至九五年度續領的有下面七位
梁嘉敏(商學四)陳達明(醫學五)

趙行時(人類四)洪若震(中文三)

甘志超(醫學四)關家榮(哲學三)

it^

校友唐錦騰書畫豪刻展覽

&

IT

黃維樑博士、院務主任文直良博士、本院獎助學金

店設豐美午宴，招待本院院長梁秉中教授、輔導長

同學關懷備至。一 一月十七日中午，許先生在百樂酒

事總經理許耀君先生，在慷慨捐贈之餘，還對受贈

先生紀念獎學金」。許讓成先生之孫、百樂酒店董

換言之，這個年度一共有十一 一位同學獲得「許讓成

邀就有關題目撰寫文章，是香港罕見的理論及創作

唐氏對中國畫色彩的研究尤深，曾應香港藝術館之

氏自幼與中國藝術結下不解之緣’畫齡凡1 一十年。

四君子畫」’且曾任多所大專院校之課程導師。唐

大學校外進修學院導師’，教授「中國畫色彩」與「

國藝術史)，現為中大博士研究生。唐氏又為中文

善深、唐鴻等名師深造，九一年取得碩士學位(中

本院校友唐錦騰八1 一年畢業於藝術系，即隨楊

委員會主席朱嘉濠博士、輔導處同事游吳慧蓮女

皆能、書畫印俱長的年輕優秀藝術家。唐氏的展覽

雷穎雯(中文四)

士，以及上述十1 一位同學。許i成紀念基金會的成

一 一月十七日至三月三日在本校逸夫書院大講堂展

在校期間已屢屢獲獎，近年更屢獲獎項。其作品於

經驗豐富，其作品曾於香港、日本與澳洲展出。他
君先生對高年級同學畢業後的計劃，特別有興趣。

覽廊展出。

午宴時，大家自由交談，氣氛輕鬆歡愉。許耀

員吳子方先生和侯元建先生，也出席了午宴。

他並表示樂意幫助畢業後深造的同學。

22:7 ( 1 9 9 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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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豐美關懷備至

許耀君先生宴請得獎同學

許耀君先生宴請得獎同學
黃維標輔導長、吳子方先生、梁秉中院長、許耀君先生、侯元建先生、朱嘉濠博士)
(前排左起：文直良主任

本刊記者

萊思康在本港有頗大的市場，在台灣銷量驚

人。陳女士欣然告訴筆者’最近消息傳來，萊思康

一名」.，在同類電腦辭典市場中，萊思康佔了總銷

本年(九五年)再度禪連台灣「金牌產品排行榜第

量的百分之四十三。
書院幾位同事和陳女士談獎學金，談電腦辭

典，見聞大增，更為萊思康獲得殊榮而高興。

附：「萊思康獎學金」章則
一、本獎學金由延滿有限公司捐贈，名額每年三

名’金額每名港幣一萬元。

⑴得獎人須為新亞書院學生；

一 一、本獎學金得獎同學須符合下列條件：
⑵學業成績優異，平
均積點須達3.0或以

上；

⑶有經濟需要；
動0

⑷宜積極參與學生活

三、得獎人中最少一位為
工程學院學生。
四、本章則由獎助學金委
員會擬訂，提請院務
委員會通過，修改時
亦同。

中國語文硏討會

新亞書院將於四月一日舉行中國語文

』課程中國語文科的『發音正確、吐字清

研討會，主題是：「如何處理『目標為本

晰』學習重點」。討論會分兩個形式進

行：上午大會，下午小組專題討論。邀請

職教師、大專院校教師以及管理專業人士

中、小學校長、教育學院和大學畢業的在

出席。主講嘉賓有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總監.

祥先生等。查詢有關詳情，請電新亞書院

梁一鳴博士，教育學院中文系系主任何國

院務室(二六〇九—七六〇八)。

篆刻作品：《魚龍寂寞秋江冷》

陳靜香女士慨捐獎學金
暢談電腦辭典最新發展
本院向來頗為幸運，得到多方面的支持、捐
助。近年，大學的學費，逐年增加，不少同學難於
應付。一些機構體會到同學的困難，捐贈獎學金給
本院，使同學得以繼續學業。最近延滿有限公司的

陳靜香女士，就捐出三個獎學金給本院，名為「萊
思康獎學金」。
陳女士是「延滿」的董事總經理，她慷慨捐贈
獎學金之餘’還和本院同事談到目前電腦辭典的發
展。時下各種牌子的電腦產品頗多。萊思康
號是LC-7()0。號稱「智慧王」的這部電腦，功能之

pexicomp)自面世以來，不斷改進，現在最新的型

多，使筆者目迷五色、應接不暇。它具有英英、漢

英等字典功能，又能讀出字音.，可以當作記事簿’
還有十種語言的常用會話。奇妙的是，連家常食

萊思康獎學金」捐款人陳靜香女士

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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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急救常識、《唐詩三百首》以至《孫子兵法》
都儲存了。其超速查詢和超高畫質，更使筆者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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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新疆大學校長
訪本校談交流
⑶

面’又和新亞同人討論新疆大學和新亞書院的學術

葉秀蘭

生(新亞校董會主席)之邀，來港訪問。除了本校

交流。新疆大學這幾位負責人，是次乃應唐翔千先

外，還會訪問本港多間大學。

年舉辦院長盃比賽的目的之一。

商管理學院(三、四年級)手中。

工程學系惟有飮恨將冠軍獎盃交到本屆的總冠軍工

年在足球、羽毛球、兵丘、球三項賽事中相繼失利，

前預測，去年總冠軍工程學系仍會獨領風騷，但今

籃球、足球、排球、羽毛球、兵丘、球和網球。據賽

跟往年一樣，賽事仍分六個項目進行，分別是

新疆大學校長伊布拉音•哈力克教授（左三）與中大校長高

一 一月廿三月新疆大學的校長(伊布拉音•哈力
克教授)和副校長等一行數人，范臨本、校訪問。他

們和中大校長高錕教授、新亞院長梁秉中教授會

九五院長盃後記
在籌委的努力籌辦和運動員的熱烈參與下，
九五年度的新亞書院院長盃系際球類比賽已經圓
滿結束。院長盃球類比賽可算是新亞一年一度的
運動節等的水平，但是由於有各系同學的熱烈參

盛事，雖然各項比賽的水準比不上大專盃、兩大
與，以及大家不計成敗的精神，似乎更能表現出
運動競賽背後的真正意義。這也是新亞書院要每

籃球是六項比賽中最多隊伍報名的項目，當然

學系、工程學系、工管(一、二)及經濟系。工管

難免掀起一場龍爭虎鬥。其中實力較強的隊伍有醫

(一、二)自第一場的賽事鋒芒畢露後’便一直被

視為這個項目的大熱門。可惜在第三輪次的賽事便

遇上上屆冠軍工程學系。由於工程學系的隊員當日

狀態甚佳，工管終於被迫淘汰出局。決賽由工程學

系迎戰醫學系，全場比賽極之緊張刺激，大家都十

分認真地作賽，最後’醫學系僅以九分之差屈居亞

軍，工程學系則取此項目的冠軍。

22:7 (1995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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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及亞軍工程系與嘉賓合攝

總冠軍工管三

校
.與新」

棍教授（右三）會面

新亞書院明裕訪問學人

戴晴女士訪問本院

果令人有點出乎意料。雖然大家都是同系同學，但

賽的竟然是工商管理一、一 一年級對三、四年級，賽

性絕不輸給其餘五項。經過連場苦戰’進入最後決

足球是唯一沒有女同學參與的項目，但其可觀

系取得冠軍。

费相遇’最後，實力較高一籌的工程學系打敗經濟

濟和工程，工程和經濟分別淘汰生物和醫學而在決

很替中文系不值。最後四強分別是生物、醫學、經

拉鋸戰下，經濟系險勝中文系而進級，賽後大家都

賽事結束後，各項比賽的勝敗成績很快很快便

是在球場上都毫不留情施展渾身解數，終於被身為

會被人迫忘。但是那緊張剌激的爭勝過程，不論是

師弟的一 、二年級同學奪得冠軍。

對於那些參賽者或曰f^場邊的啦啦隊，都會留下深刻

比賽
_ %

中文系於第一場的排球比賽中巧遇賽力相當的

系

際

的印象，成為大家數年大學生活的點點回憶。

m

經濟系，由於中文系大多以女將上陣，其體力或多

梁院長介紹晚餐聚談主講嘉賓戴晴女士

或少比不上五男一女陣容的經濟系。在互有得分的

明裕訪問學人戴晴女士於一 一月十四日至一 一月一 一

十八日訪問本院。戴女士為中國知名記者及評論

一五室講

家。在訪期間曾作兩次公開講座及參加本院文化晚
1 一月十六曰上午十時在新亞人文館一

餐聚談為主講嘉賓，三次演講講題如下：
〈中國管控傳媒的延安探源〉.，

一 一月一 一十四曰下午四時在崇基信和樓LT2室講〈

〈中國知識分子之角色：長江三峽工程個案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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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三

比赛爭持激烈

一 一月一 一十四曰晚上六時三十分在新亞雲起軒講

中國的前途〉；

3857

追思李祖法先生唐端正
新亞教育事業由創始至成長，其間不知經歷多

君毅、張不一介三先生，以及後來許多激職員付出了

少風風雨雨，至今所以仍能破浪前進，除錢穆、唐
他們的生命、智慧、學問與精誠外，新亞書院董事

羽毛球

兵兵球

總分

名次
二管——二

1

棄權

7

1

1

棄權

10

7

工管三、四

3

1

5

7

5

1

22

1

工程系

7

7

1

棄權

1

1

17

3

醫學系

5

3

1

5

3

棄權

17

3

經濟系

3

5

3

3

3

1

18

2

政政系

1

1

1

氺

1

11

5

人類學系

I

1

1

棄權

7

11

5

電算系

1

1

1

棄權

1

9

9

生物系

1

3

1

1

1

1

8

10

物理系

1

I

3

•3

1

1

10

7

化學系

1

1

1

1

7

11

統計系

1

1

*

1

*

3

13

中文系

1

1

棄權

氺

1

3

13

藝術系

棄權

木

氺

1

1

2

15

數學系

1

？

1

1

1

3

7

11

新聞系

棄權

氺

棄權

氺

棄權

棄權

本

17

社工系

*

氺

氺

氺

1

1

16

棄權

會內諸先生，亦作出許多不可磨滅的貢獻。其間除
首任董事長趙水先生對新亞事業彈精竭力’貢獻良

網球

棄權

多外，繼唐炳源先生之後出任董事長的李祖法先

生，亦可謂對新亞事業g躬盡摔，死而後已。
李祖法先生祖籍寧波，一八九七年出生，早歲
在上海讀書，後在北京清華大學獲獎學金遠赴美國

足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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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邁亞米大學深造，一年後轉讀耶魯大學’

排球

—

攻歷史、經濟，一九一九年獲耶魯大學哲學學士學
位。返國後，與唐英女士結婚，生哲嗣李名覺先
生，後與唐女士離婚’哲嗣由祖法先生撫養。祖法
先生在上海曾任海關司副司長，宋子文先生曾請祖

法先生除正，被拒。後轉入上海今改名為全美保險
公司(Trans AmericaOccidental Life)任職。上海解

放前不任事，一九四六年赴美，一年後來港，仍在
全美保險公司任職，直至八十八歲不能視事為止’
前後共六十年之久。

先生篤信儒家思想，認為要發揚中國文化，必
先推行教育，故居港期間，興辦高等教育不遺餘
力，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
院副董事長，留美學生香港同學會會長，國際難民

先生早於一九六一 一年即加入新亞書院董事會，

救濟諮詢委員會主席等要職，對香港社會，貢獻良
多0

一九六七年，推介其北京清華大學同學唐炳源先生

籃球
系 別 X j t ^ T ^

(3858 )

新亞書院院長盃系際球類比賽結果

各項目冠軍得七分，亞軍五分，季、殿軍三分，其他參賽系別得一分。

*代表該系別沒有參加該項目之比賽

？由於技術上出錯關係，致令數學系同學未能參加排球比賽’謹此致萬分歉意

席、建築委員會委員及主席、遴選委員會委員及主

新亞中學計劃委員會委員、發展委員會委員及主

兼任新亞書院財務委員會委員，校務委員會委員、

職務為止，前後達五年之久。先生在董事長任內，

香港中文大學改制失敗，因而辭去新亞書院董事會

亞書院董事會具名上書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反對

法先生即繼任為董事長，直至一九七六年，代表新

事長。自唐董事長於一九七一年在任內逝世後，祖

出任新亞書院董事會董事長，同時，亦被選為副董

辦理至今，成績斐然。

命，出任過渡性之校長後，再由梁瑞明校友接長，

文商書院終由鄹健行、李金鐘兩位校友，臨危受

生無不盡心盡力，共同反復研討，而且勉勵有加。

開設、經費籌劃、財政預算等，頭緒紛繁，祖法先

十高齡’有關文商改組復校事，自校長人選、學系

內一咖啡室商談改組復校事宜。時祖法先生已屆九

陳志誠、李金鐘諸兄，常與祖法先生在中環太子行

欲群策群力’予以接辦。因此我與許濤、廊健行、

太少，董事會本擬停辦，新亞校友均以為可惜，乃

生在天之靈。

任，都比自己強得多，唯有以此自解，以慰祖法先

監，由許濤兄繼任，文商董事長，由陳志誠兄繼

終成辜負，內心實有說不出的歉意。但由於中學校

八。喪禮賴許濤、驟健行、陳志誠諸兄協助，已入
土為安，而我竟未能親臨祭奠，對先生的錯愛，亦

加，十一月返港，方知祖法先生已去世，享年九十

言，但亦感到他內心的失望和不悅。去年五月赴

和文商董事長’和祖法先生說知’他雖無責備之

很懇切的。去年我為了移居加拿大，辭去中學校監

農圃道校舍內之文教事業，有新亞中學、新亞文商

校舍之管治權，繼續獨立地辦理教育文化事業。在

席’繼唐炳源先生之後，向香港政府爭取得農圃道

書院董事會董事，另組新亞教育文化會，並出任主

他才說自己確實有點老了。可見他平時還是不知老

生的寫字樓開會出來，在梯級上蹈虛，幾乎跌倒，

齡時，依然每天到溫水池游泳。一次，在劉漢棟先

謹而親和，有君子風度，喜打高爾夫球，在九十高

祖法先生身裁頎長，儀表莊重’待人處事，嚴

孫繁衍，一門俊傑，族人為感念祖澤’特在寧波故

設計，為在美十大華裔名人之一。今乾坤兩房’子

先生，亦為現任耶魯大學名教授，專攻戲劇及舞台

美，五弟、七弟均留德。而祖法先生之哲嗣李名覺

弟一妹。先生排行第四。大哥、三哥、八弟均留

商，坤房則多知識分子。祖法先生屬坤房，有七兄

鎮海港口李氏分乾、坤兩房，乾房子孫多富

席。自香港中文大學改制後，先生協同其他原新亞

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祖法先生同時兼任三校董事會

辭去新亞教育文化會的一切工作後，也常一起到他

之已至。我們除了在會議上和他商談問題外，在他

輩，早已對先生耳熟能詳。但筆者能親近先生，還

後，經費不足，他說要向邵逸夫先生籌款也不止一

構，總是不厭其煩，一 一垂詢。新亞文商書院復校

在瑞士花園的府上探望他。對農圃道三個教育機

海中西女校，後入東吳大學，一年後結婚，不久離

李胡彩琪女士，李夫人在日軍佔領上海時畢業於上

伴隨祖法先生渡過最後三十1 一年的李夫人，是

由於祖法先生與新亞關係之深遠，我們作為後
是在一九七六年遵業師唐君毅先生之命，加入新亞

次了，但他近幾年視力模糊，耳朵不靈，行動不
逝世，祖法先生並不喜歡共產黨，但對大陸的情況

於一九六三年結為夫婦。李夫人賢慧通達，有大家

異’來港在王寬誠公司任職，與祖法先生邂逅，遂

(祖法先生妹夫)題字。

研究所董事會時才開始。而使我能有進一步與祖法

便，總是有心無力。由於他的六弟七弟均在解放後

里建造一乾坤亭，由李名覺先生設計，張愛萍先生

始。

先生親龄教益的機會’則自接辦新亞文商書院之事
約在一九八六年，新亞文商書院由於學生人數

風範，為祖法先生賢內助。現年七十三。兩年前曾

還是非常關心，對香港前途亦抱樂觀態度，他雖然

一特效藥而恢復健康’至今頭髮烏潤，精神飽滿，

患癌症，時祖法先生已耳目失靈，倘李夫人不幸先

嘆為奇蹟。祖法先生得以安享晚年’實拜李夫人之

已不能看報，但對大陸、香港、台灣以及世界的政

早在孫國棟先生移民美國時，祖法先生任命我

賜。本文所述一些資料’均由李夫人告知。追懷往

行，情況不堪想像，燒倖吉人天相，李夫人因服食
繼任新亞中學校監，後來他辭去新亞文商書院董事

昔，謹此敘言，聊表悼念之誠。

法。

會董事長時，又要我出任文商董事長，我深深地體

治形勢，還是極有興趣了解，而且也有自己的看

會到祖法先生對我能繼續為新亞事業盡力，期望是

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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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董事長。

李祖法先生遺像

魚曰訪問記趣 鄭佩芳
其實作了 一個大大出賣自己的決定！
甫 下 吊 車 ， 便 跌 下 來 了 ！幸好也不痛的！不
過，接下來的就要身體受罪了！短短的一段我們就

本院大事記

(一九九五年二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

著地六、七次之多！沒有像雪球一樣滾下來已是萬

新亞體育館舉。院長假雲起軒設宴款待

十日 本年度院長盃系際球類比賽頒獎典禮於

嘩鬼」的趣事卻多籮籮！連同行的文博士也被我們

幸。還要多謝一路扶起我的那位壯男呢！真不知他

在耶魯的日子只有短短的十日，但我們一班r

弄得哭笑不得！ ：

院長盃籌備委員會成員。

本院第三五八次雙周會假邵逸夫堂舉

最令我難忘的要算是滑雪之旅！我們一行八

從《那所謂的「山腰」下來，驚魂未定之際，

行。由高士林博士及倫文標先生主講：

人，加上文博士，當中只有兩位男同學曾經滑雪，

他們(加上剛才那位女同學)又聲躍我又來一次’

新春聯歡晚會。

Ivecro-vascclar In—

學術研討會。

一曰本院假雲起軒舉行本年度職工茶會。

terventionalTherapy

十九日 本院與外科學系、放射診斷學系及香港

十八日至

十七日 本院教職員聯誼會與校友會合辦乙亥年

裕訪問學人」。

廿八日 中國著名記者戴晴女士到訪，出任「明

《旅遊新天地》。

於是大家都參加了初學班。那兩位年青貌美的導師

十四日至

想著「practice makesperfect」我又鼓起勇氣再來！

將我們載到山腳！

山！又因為行了不久’有拯救人員帶來載人的雪橇

次！這麼少？因為我們脫了雪橇，決定徒步行下

結果如下：我們從險峻的山頂下來只跌了三

慢著！為甚麼這架吊車不是停在山腰’而是繼
續上的？要上多高？多遠？以我r高超」的滑雪技
巧，滑下來絕對是一個問題！

都非常耐心地指導我們一些基本的技巧，可是其中
1位有「豐富」滑雪經驗的男同學卻變得不耐煩，

偷偷地自行離去，還想乘吊車到山腰！此舉叫導師
大為緊張，連忙大聲呼喊他的名字，並前去「捉拿
」該同學歸隊。情況就像幼稚園學生不肯上課’要

到公園玩耍一樣！
不過，藝高人膽大的不只他一人，還有我和另
一位女同學。我們一 一人都是初學者，而技術也掌握

難！那兒的宿舍全都是一個模樣’門上又沒有名

除了被滑雪難倒外，我們還被耶魯的地理所

上吊車，準備從山腰滑下來。他們說得對，來到滑

字！是以我們每天都迷失，就是一來一回的路程’

得不大好，可是，在耶魯同學的大力聳躁下，也乘
雪場不真正的滑雪是非常可惜(雎然地上的也是不

來時走對，回時也走失！不過’到最後兩天，人人
1 一十1

一 一十四日中國新疆大學校長伊布拉音•哈力克教

授及新疆天山毛紡織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丁青先生到訪。

晚餐聚談。題目分別是：《中國的前途

r明裕訪問學人」戴晴主持公開講座及
正因為我們在這樣可怕的嚴冬仍能生存，回港

工程個案研析》。

》及《中國知識分子之角色：長江三峽

原來……

後，人人也以為自己強壯了 ’可以穿蟬衣外出，但

是回港後家人告訴我的！)

多冷！原來在紐約的兩天只有攝氏零下廿度！(這

氏零度以下還是以上！我們只知道冷，卻不知道有

我們全都不懂怎樣對換，於是，天天也只知道是攝

的對換！美國是採用r華氏」來作溫度單位的’但

到現在仍叫我們搞不清的就是r華氏和攝氏」

也r終於」懂得方向！

花不假的人造雪).，雖然是這樣想，我也覺得自己

在耶魯大學校園留影

22:7 (1995 年

耳

那來的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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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1 )
members of the Yale community- faculty staff and

visual aids like slides, transparencies and video. The

students about their recycling responsibilities. Their

feedback for the symposium was good and we were

effort spent on recycling was impressive to me. I wish

all pleased with our performance.

this would happen one day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After all the formal academic functions, we

Apart from lectures and class visits, we learnt a

enjoyed ourselves in the trip to New York City. This

great deal in the field trip to Hartford, the capital of

trip gave us another picture of America since New

Connecticut. We visited the State Capitol which was

Haven is quiet and suburban. New York is

a very grand and beautiful piece of architecture. We

metropolitan and very modern with lots of high-rise

met with environmental legislators and then we went

buildings and lots of traffic which are very similar to

to the Trash Museum which we all enjoyed. The aim

Hong Kong. It is also a city of extremes and contrasts.

of establishing the Museum is to show everyone how

You can easily find homeless and poor people just

waste is handled and how we can work for a better

next to the beautiful apartments which only the

environment. A tour to the center was not just dry

affluent people can afford to live in. We visited the

lecture on recycling. We could find a variety of things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This is a famous

to see，touch and do. Passing through the “temple of

museum with a great collection of arts from different

trash,，，we learnt how to help save the earth by

parts of the world. We also visited the World Trade

looking at everyday habits and how small changes

Center and had a clear view of the city from the top of

could make a big difference. We saw displays which

the building. Later, we saw an off boardway show

demonstrated how trash was converted to electricity

called the Blue Man Group "Tubes". This show was

and how landfills were designed. We also leamt how

outrageous. The actors were painted blue and they

plastics

be

interacted and played with the audience. All of us

remanufactured in anything from new container to

found the show fascinating and interesting. This is a

carpeting. The Trash Museum was awesome. One

type of arts which would probably not be found in

could never imagine how a lot of trash can be

Hong Kong.

and

metal

were

prepared

to

Besides the trip to New York, my homestay at

recycled to form useful stuff.
After the Trash Museum, we visited Northeast

North Haven was marvelous and worth mentioning.

Utilities to see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y host family was extremely nice and kind to me.

Northeast Utilities is one of the largest electric utility

Living together with them for two days enabled me to

systems in the country. It is a very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American culture. I admire their care-free

friendly corporation. They carried out a number of

and easy-going way of living. People were relaxing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is visit enabled

and never seemed to be in a hurry.

us to draw comparison between firms in H.K. and

homestay, I also visited the high school and

those in U.S. The profit-minded businessmen in

elementary school which were completely different

During my

Hong Kong seldom care for the environment. Finally,

from the schools in Hong Kong. This was really a

we have a short visit to the Wallingfold Land Trust to

very valuable experience. I wish I could stay longer

see what it was. Even though the schedule of this trip

with them because they were so nice to me and made

was tight, we found the trip enjoyable since

me feel at home.

it

This exchange program at Yale is so good that I

actually widened our horizon.
The symposium was the main subject in this

cannot tell you everything in words. I am really

exchange program. In the symposium, we presented

impressed by the people and atmosphere at Yale; the

to the Yale students with the general pollution

professors, students, cleaning ladies were all very

problems in Hong Kong. We especially touched on

friendly and helpful. They made me feel at home and

three area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both private

warm even in the cold winter. I enjoy this trip very

and public sectors,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with

much. I can spend many more nights talking with you

case studies in H.K. and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about my experience. If you ever have a chance to

between business and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In

join an exchange program to Yale, I think you may

order to make the symposium interesting, we used

have an even longer story to 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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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t of my memory 一 Trip to the Yale University
Lam Wing Shan, Simona BBA

‘Fascinating，，‘enlightening,, and above all,

wide range of facilities. Therefore , the students can

‘worthwhile’ are three words that can be used to

enjoy the comforts and convenience of the modem

describe the short exchange program between the

facilities as well as appreciate the sheer beauty of the

Yale University and New Asia College. Yale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on campus.

University is definitely not a place that you have to

Life at Yale is very enjoyable. The vast amount

grow to love. The place is so peaceful and relaxing

of open space and old picturesque buildings provide a

that everyone will immediately love it, especially in

most peaceful and quiet atmosphere for study. And

vacation time.

yet. it is also a vibrant place if one wants to seek and

Having studie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for

participate in its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three years, I found this short exchange program at

Thi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to Yale was a

Yale University quite adventurous. 1 was so excited

well-organized and balanced one. There were

when I was on my way there, since 1 knew I had a

academic activities like class visits, lectures, fieldtrip

chance to go and see the

and symposium. On the

famous Yale University

other hand, it had lots of

and meet the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for

brilliant

students there.
Yale University

relaxation like ski-trip,
trip to New York City,

is

homestay, etc.

located in New Haven,
Connecticut, a port city
with

a

population

We were glad that we

of

had chances to attend the

130,000 and about 120

classes at Yale. The style

kilometers northeast of

of

New York City. Founded

students' reactions were

teaching

and

the

in 1701，the University

quite different from ours.

consists of twelve schools:

The Yale students were

Vale

far more active and out-

College;

the

Undergraduate School; the

spoken

in

class.

In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ten

addition, there were often lot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professional schools. Yale University has a total

the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The atmosphere of

enrollment of about 10,200 students.

learning was really great at Yale.

My first impression of Yale University was that

Besides class visits, there were a number of

it is spacious and pleasant. The buildings look old as

lectures which were solely prepared for us. There

the university is nearly 300 years old. However, far

were talks on the history of land conservation in U.S.,

from being a traditional school, the atmosphere is

urban resources initiative, environmental law and

Very special at Yale. Buildings are three to

five

property right in U.S. and a lecture on Yale

storeys high, very old, yet spectacular. Each college

Recycling. All the lectures were enlightening. The

has its own artistically and beautifully designed gates

lecture on recycling was comprehensive. We were

and courts. At first glance, the colleges may look

given a picture of how Yale University actually did to

pretty much the same but only when you look closer,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Yale had established a

can you appreciate the bits of unique sculptures and

program for the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of material

designs and come to realize that every college has its

generated on campus like cans and bottles，office

own special beauty. Even though Yale University is

papers, newspapers and corrugated cardboards. A

old in its history, it is well equipped and it contains a

brochure was widely distributed to educate all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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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消息
晚上八時開始入座，四位現任校友會理事及顧

問的司儀，分成兩組，先向在座各人拜年，繼由校

友會會長瑪健港醫生致歡迎詞，並恭祝猪年進步；

加。今年之晚會由校友會主辦，已於一 一月十七日星

教職員聯誼會輪流主辦’歷年來參加人數不斷增

一年一度之新春聯歡晚會，每年均由校友會及

枱獎’現場又出現一陣子的掌聲。

友，對這些「文膽」真正衷心佩服！司儀隨即抽出

品，其中大部分獲獎者為文學院教職員或畢業校

聯誼會副會長何培斌博士致謝詞’並頒發燈謎獎

及妙語如珠，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最後由教職員

金耀基教授則代表院方致詞，金教授的豐富幽默感

期五於北角城市花園酒店富臨門粵菜廳舉行，筵開

乙亥年新春聯歡晚會

十三席，嘉賓包括現任中大副校長金耀基教授，新
書院校董等，連同出席之教職員及校友等共逾一百

亞書院院長梁秉中教授，前任院長林聰標教授，及

獎，獎品豐富，包括有禮券、木刻及水晶擺設、皮

八時半開始晚宴，席間更有兩個回合的大抽

董、校友、校友會及教職員聯誼會等慷慨贊助，由

具、金筆、純毛衣、黃金與鑽石飾物等，均由各校
於獎品數目甚多，中獎機會達四成，抽獎期間氣氛

節目於下午五時開始，包括燈謎競猜，雀局，
象棋等遊戲，其中以燈謎競猜最為吸引，參加者必

路程：全程三公里半，約需九十分鐘完成

熱烈，歡呼毁彼起此落，令大會生色不少。晚會直

特備項目：特設老爺車及新車車展，供步行者觀賞

站，及中途有校巴接載有需要人士到終

及拍照。沿途有樂器表演，飲品服務

來年的春節再次歡聚。

)中大校園公益行

點。

交通指引：因停車場用作車展場地，步行人士請用

火車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大學。
步行日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機會重返校園外，更可與昔日同窗共敘當年，又可

極有意義的活動，並組織隊伍參加步行。除可藉此

新亞校友會希望各會員及校友能積極支持此次
登記時間••上午九時至十時正

以為母校籌募經費及捐助公益金，可謂I「行」多

一二三)，副會長修志明(二七三二三一〇四)，

得。報名及贊助詳情請電會長瑪健港(二八八一〇

點：大學本部停車場

起步禮：上午九時三十分
終

新亞書院校友會謹啟

或 向 中 大 校 友 事 務 處 ( 一 一六〇九七八七1 一)查詢。

校友會會長冯健港（左）主持抽獎

線：由崇基嶺南體育館起步，沿環迴路經逸

起 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嶺南體育館

之錄音設施。詳情如下：

親王醫院之兒童癌症基金，及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公益金聯合主辦，目的是捐助公益金，沙田威爾斯

此次籌款活動是由香港中文大學評議會及香港

(I I

至十時半圓滿結束，各人於互道晚安之餘，均期待

.本

路

夫書院，折返大學本部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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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人，濟濟一堂，共渡佳節。

金耀基教授在聯歡晚會致辭

須絞盡腦汁方可有機會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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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EVENTS
(February 1st to 28th, 1995)
10th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for
1995 Head's Cup Tournaments was
held at New Asia Gymnasium.
Professor P.C. Leung, Head of the
College, hosted a dinner party in
honou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Tournaments at Yun Chi Hsien.
The 358th Biweekly Assembly was
held. Dr. Mike Crosland and Mr. M B .
Luen spoke on issues related to
‘‘travelling，,.

14th - 28th

Ms. Dai Qing, renowned Chinese
Reporter, visited the College under the
New Asia Ming Yu Visiting and
Research Programme.

17th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taff
Association
and
the
Alumni
Association, the Lunar New Year
Dinner Party was held.

18th - 19th

The New

The Neurovascular
Interventional
Therapy’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College, the Department of Surgery,
the
Neurosurgical
Unit,
the
Department of Diagnostic Radiology
& Organ Imaging and the Hong Kong
Neurosurgical Society, was held.

Academic Seminar
20

22nd

The 1995 Ten Party for Minor Staff of
the College was held at the Yun Chi
Hsien.

24th

Professor Ibrahim Haliq, President of
Xinjiang University, and Mr. Ding
Qing, Managing Director of Xinjiang
Tian Shan Wooltex H.K. Office Ltd.,
visited the College.
Ms. Dai Qing, New Asia Ming Yu
Visiting Scholar, delivered a public
lecture on “The Future of China". She
also spoke in the dinner cultural talk
on “The Rol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Case of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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