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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美德教育行動師資培訓班﹂及校董兼

校友林榮德先生夫人捐贈港幣一百二十萬港元予

基金

友陳志新先生捐贈三十萬港元予﹁新亞書院陳志新

元予﹁新亞書院獎學基金及新亞基金﹂、校董兼校

支持﹁梁英偉基金﹂、長原彰弘校董捐贈三十萬港

本院校董會主席兼校友梁英偉先生捐贈二百萬港元

本院在典禮上同時舉行四項捐贈儀式，包括

瑋鑾教授︵小思︶。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院士兼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顧問盧

年院慶暨獎學金頒獎典禮，主禮嘉賓為本院校友、

本院於九月三十日在邵逸夫堂舉行第六十二周

（凡在本刊以個人或團體名義發表的文章及意見，
並不代表新亞書院的立場。）
士，繼續鼎力支持。

學習都極為重要。 盼關懷本院發展、熱心教育的人

從各方面而來的捐贈，對本院之發展及莘莘學子的

中國文化，以及資助學生交流活動等。因此，每年

此外，這些捐贈部分用以推動書院發展，弘揚

除作鼓勵外，更可使他們安心求學。

大助益，尤其品學兼優而家境清貧的同學，獎學金

一千餘萬元，這些捐助，對本院同學的學習都有很

近七百位校董、校友及熱心人士的捐助，總額共達

﹁新亞基金﹂。除這些鉅額捐助外，本年共收到接

敬謝校董、校友及熱心人士續慷慨捐助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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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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廣來院長致送紀念品予盧瑋鑾教授

(8438)

長原彰弘校董捐贈港幣三十萬元

梁英偉校董會主席兼校友捐贈港幣二百萬元

林榮德校董夫人捐贈港幣一百二十萬元

陳志新校董兼校友捐贈港幣三十萬元

（左起）董家池校友、饒美蛟博士、李潔蘭校董、梁英偉校董、信廣來院長及陳志新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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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而這些資料不少散佚在坊間，不

為人所重視。盧教授為保留香港這些

他們努力的成果都獲得了認同。院長

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

的謝意。本年得獎的同學在德、智、

長。因而，院長向各位善長致以深切

會熱心人士慷慨捐助而設立，特別令

些獎項都是源於本院校董、校友，社

狀，佔全體學生的百分之二十三，這

了主禮嘉賓盧瑋鑾教授（小思）。

董、校友、家長及本院師生，並介紹

禮上，信廣來院長致辭歡迎出席的校

頒獎典禮於本年九月三十日舉行。典

本院六十二周年院慶暨獎學金

模範教學獎」、二 ○○
三年榮獲香港
教育學院第二屆「傑出教育家獎」，

門，二千年榮獲「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師。一九七八年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

哲學碩士學位。曾任多家中學中文教

所任研究員。一九八一年獲香港大學

年，她遠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學研究

學院進修，獲教育文憑。一九七三

授說新亞有最美麗的兩片風景，一是

化的優良種子，薪火相傳下去。盧教

講堂裏開花結果，播下了傳揚中國文

負千斤重擔，在中學教室裏，在大學

裏，承載著前賢老師的血脈教養，肩

代，中國文化「花果飄零」的時代

子，代代相傳下去。盧教授在六十年

教育理想，從他們的弟子以及再傳弟

系，一九九二年獲擢升教授。二 ○○ 創辦新亞書院，弘揚中國文化，為社
三年榮休。盧教授春風化雨，桃李滿 會、為國家培育優秀的人才。他們的

系，翌年轉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

鐫刻了二萬多位新亞學子名字的「圓

諸位先生，他們在極度艱困的環境下

其創校前賢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

談到新亞書院，總會令人想到

歸，也是新亞人的榮耀。

二 ○
一 ○
年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傑
出藝術貢獻獎」。盧教授獲獎實至名

個人的使命感，努力不懈，到今天已

們留下珍貴的口述歷史。盧教授憑着

經參與香港文化建設的文化人，為他

史而努力，以嚴謹認真的態度訪問曾

此，盧教授近年為完善香港文化發展

為了研究香港文學的寶庫。不僅如

體「香港文學資料庫」。這個文庫成

料最完備的香港文學特藏室及電子媒

圖書館協助，創建全港唯一、世上資

捐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並得大學

教授自榮休後，將其畢生珍藏，悉數

空白，與中國文學發展歷史接軌。盧

以至後來搜集了擠滿整個房間的香港

來，從幾個盛載小小的資料卡片盒，

片，她都細緻檢閱整理，半個世紀以

從二十年代末的舊報紙，以至微縮膠

忽略而又至為重要的香港文學資料。

本院六十二周年院慶暨獎學金頒獎典禮

珍貴遺產，數十年以來四處奔波，遊

盼望他們能持續不斷的努力求學，追

形廣場」，另一則是命名寓意深遠的

走於各大小書店，舊書攤，搜尋為人

求理想，以在將來成就事業。除了祝

「天人合一亭」。當然，新亞還有像

六百六十八位同學獲得獎學金或獎

人感到欣慰的是獎學金每年都續有增

文學資料，為香港文學發展歷史填補

賀得獎者，院長更向家長和老師表達

開始進入收穫期了。

信院長報告說，今年共有

謝意，因為他們的支持與愛護，同學

盧教授這樣優秀的老師在校園的教

盧教授已經年過七十，但她的

（小思）。盧教授是新亞人最尊敬的

就非凡的文學家、小說家、教育家都

整理香港文學發展資料。過去不少成

在教學和寫作的同時，盧教授

介紹以後，院長邀請年輕而多情的盧

從新亞書院老師傳承下來的精神 ─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一番

心態年輕，這是因為她一直懷着當年

校友之一，她是著名的文學教育家、

瑋鑾教授致辭。

身教的美麗溫馨場景。

室、在圖書館、在青草地向同學言教

們才取得今天的成績。
是次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是充滿

文學研究學者。盧教授一九六四年畢

曾在香港發表演講、撰寫文學經典巨

溫情與人文關懷的老師：盧瑋鑾教授

業於本院中文系，翌年入羅富國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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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英偉校董頒「梁英偉先生獎學金」

信廣來院長頒「周文軒夫人嚴雲震女士獎學金」

陳志新校董頒「陳知浩先生紀念獎學金」

許耀君校董頒「許讓成先生紀念獎學金」

香樹輝校董頒「博厚基金獎學金」

長原彰弘校董頒「亞洲聯合財務獎學金」

李潔蘭校董頒「 星獎學金」

阮德添校董頒「時富投資集團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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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仍然有很多人誤會了。我相信

毅老師的一篇文章的。這一篇文章直

因為「花果飄零」這個詞是來自唐君

果飄零」，我看了以後心裏很難過，

艱苦奮鬥的過程，但它的主題叫「花

新亞書院」。這本書說的是新亞書院

飄零》，副題是「冷戰時期殖民地的

一 ○
年，有一位學者
不知道，在二 ○
叫周愛靈，出版了一本書，叫《花果

分，跟大家說一件事。不知道大家知

各位，我今日以一個新亞人的身

該做些甚麼。我現在試唸下列一段文

各方，去到不同的土壤之後，我們應

長文中他強調當我們中國人民四散

及，叫〈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

章，而這篇文章卻又不是很多人提

後，即一九六四年，他再寫了一篇文

部，但也無可奈何。所以過了三年以

情，他是想說花果飄零以後的後半

道他不是想說花果飄零這前半部的事

唐先生的說法。唐先生很痛苦，他知

寫信或寄文件给唐先生，表示不贊成

以後，有一個不知名的熱心讀者屢次

卻不是很多人注意到。所以文章發表

於當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

華，使中國之人文世界，花繁葉茂

有朝一日風雲際會時，共負再造中

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使其

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所以動

亦即天之所以『苦其心志，勞其筋

種中國人之今日之飄零分散四方，

己國家，於整個人類之世界。則此

而多少有益於自己，於他人，於自

性的實踐，以自作問心無愧之事，

錄音整理 鄧惠倩 （中國語言及文學／三）

在座也有人都喜歡引用「花果飄零」

字，請大家留心聽一聽：

主講嘉賓 盧瑋鑾教授致辭

這四個字的，但大家其實知不知道這

能自植靈根，亦必皆能隨境所適，

「故無論其飄零何處，亦皆

這篇文章我很希望今日依舊有同學好

壤裏，一樣可以發揮中國人的力量。

自守，就算落根於不是自己國家的土

經能高瞻遠矚，告訴我們未來的中國

我們的老師在我們受學期間，他們已

應該屬於全世界全宇宙的。我很感謝

知道新亞精神不只是屬於新亞的，它

說，我們強調新亞精神的時候，應該

得我們新亞人念念不忘的事。我常

的責任，更是對人類的責任，這是值

植。盡我們的責任，不僅是對中國人

遠到非洲的沙漠裏，依舊可以靈根自

然我們已經看到中國人在世界各地，

好的細讀，因為事隔四十年之後，果

以有其創造性的理想與意志，創造

化、對自己的民族，自尊自重，自信

靈根自植。我們關懷自己的國家文

到哪個地方，就利用哪個地方的特質

在這文中，他說我們中國人去

是來自於唐先生在一九六一年寫的一
篇文章呢？文章的主題是〈中華民族
之花果飄零〉，但幾乎沒有人記得副
題是「兼論保守之意義與價值」。整
篇文章很長，是慨嘆我們中華民族一
大群的精英花果，在當時的政治環境
下，飄零四方。這是唐先生離開了祖
國土地十二年後寫的，而這篇文章中
提及的「花果飄零」四字，遂成為日
後中華民族的悲嘆調的主詞。雖然文
章裏說到中國人散居四方，「托蔭避
日，以求苟全」的悲劇，但更有很多
段落講到花果飄零到各地之後，人應
該怎麼做，在國土外能發揮甚麽作
用，有甚麽價值。然而，這一個重點

將如何。我又唸一段文字給大家聽，

這段是來自一九七一年唐君毅先生在

《天聲月刊》的創刊號裏寫的〈海外

中華兒女之發心〉：

「如果我們稍放大眼光，來

看中國與世界，則十九世紀顯然是

西方向東方侵略的世紀，而二十世

紀則是東方民族次第自西方壓迫中

求獨立的世紀。……中共終不甘心

於只順從美國蘇聯之領導，阿拉伯

國家之不甘心受美國領導。……由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之

三十年中之人類，必當更開啟一個

新時代。此時代……東方的文化與

政治，亦將以一新的姿態出現於世
界。」

他說中共不再聽命於美國與蘇

聯。這段說話是四十年前說的，不是

今日說的。我感謝老師有一種那麼光

明的遠見，培養著我們對中國文化的
信心。

你看這是否靈根自植呢？今日在

座有那麼多得奬的同學，無疑老師的

指導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不是他們自

己本身能夠靈根自植的話，他們怎會

得到這些成就呢？所以我覺得所有的

新亞人，所有的中國人，我們面對著

自己的國族一定要信心十足，自重自

保，無論去到哪裏都靈根自植。謝謝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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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明獎」領受人
何欣容同學讚辭
不經不覺，我已經認識了欣容四
年之久，今天，我十分高興能為她撰
寫此讚辭。
欣容循「中六生優先取錄計劃」
入讀中大心理學系，在系內成績一直
十分出眾，曾三度入選社會科學院的
榮譽錄，最後以一級榮譽畢業。過去
四年，欣容曾獲得多個奬學金，包括
雅禮協會奬學金、郭少明伉儷奬學
金、利豐奬學金、梁黎少珍紀念奬學
金、成功慈善基金會奬學金等，亦曾
獲頒新亞書院優異生奬狀。但欣容最
令我印象深刻的並不是她卓越的學術
成就或屢獲的殊榮，而是她那對世事
孜孜不倦的好奇、她那沉靜的成熟及
那開闊的胸襟，她這種種的特質均遠
超越她的同輩或她現在的年紀一般所
能夠揭示的程度。
早在本科生涯的初期，欣容已十
分關注與愛滋病及精神健康相關的問
題。因此，她一直積極參與我的多個
研究項目，當中包括減低中學生及護
士學生對愛滋病病患者的歧視並提高
後者治療愛滋病病患者的意願、協助
分析不同的減低愛滋病標籤計劃之成

欣容的目光並不僅僅限於學術知

九年，欣容
會服務奬學金。於二 ○○
更被獲選成為香港傑出青年義工。

如專上學生傑出服務奬及恒生銀行社

度獲社署頒發義工服務奬狀，更於大

一關於愛滋病標籤及其家庭在當中的

識的追求上；她的國際閱歷亦極之豐

無論在思維能力，抑或德行品

令研究人員對內化污名的文化因素有

角色的書章。欣容對學術文章的探討

富。她曾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

效，以及有關精神病復元的研究。最

一絲不苟，而且能敏銳精闢地整合現

者的身份到印尼爪哇考察，又先後前

格上，欣容都擁有極高的素質，乃人

學時期獲得全港性的義工服務奬項，

存的資料。雖然欣容很有主見，但她

往中國內地、新加坡及英國作文化及

更深入的了解。

能同時客觀地接受新的觀點及回應他

近，欣容又以主作者的身份與我合著

人的意見，她這種務實的工作態度能

義工交流。她以交換生身份曾於荷蘭

（此讚辭由心理學系麥穎思教授撰寫）

感動生命。

健康服務，繼續以愛心去燃點希望，

燎原，她希望能夠終生為人類的精神

當中。欣容一直堅信星星之火，可以

力把學術研究的成果應用在現實生活

來成為一位出色的臨床心理學家，致

床心理學碩士課程，期望在不久的將

本科畢業後，她將繼續在中大修讀臨

神，長期走進各個弱勢社群中服務。

精神。何欣容同學本著人文關懷之精

更貴能融通合一」乃新亞書院的首要

「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

己的人生方向及擴展其潛能。

每個大小的機會去體驗生命、尋找自

人生觀及感恩的性格，欣容能夠把握

程中追求靈性的發展。因著其成熟的

動，從其美學的欣賞及鍛鍊毅力的過

影及文學；而且她熱愛跑步及行山運

容本身則是個藝術愛好者，特別是電

群中罕見。走出學術或義務工作，欣

在她進行學士論文的研究期間完全反

為她贏得無數的讚賞及肯定。她曾數

心理衛生會等。她對社會的無私奉獻

進會、香港善導會、東華三院及香港

浸會愛群服務處、自閉症人士福利促

機構的服務，當中包括香港路德會、

外，她亦同時活躍於多個不同的社福

內的獨居長者服務的第十個年頭。此

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今年已是她為區

主動參與地區上的義務工作。透過香

及同理之情。打從中一開始，欣容便

展，更難得的是，她從小就很有愛心

何欣容同學不止重視自身的發

生態度。

漸培養出她虛心向世界學習的可貴人

加肯定自己的位置及價值，並同時漸

渺小。對積極的欣容來說，這使她更

界的認識日深，她漸漸領悟到自身的

區實習。欣容曾表示，隨著對宏大世

的學生在一間愛滋病療養院作暑期社

生活了大半年，又於美國與耶魯大學

映出來。她的本科論文研究與香港善
導會合作，並獲得社會科學院的研究
資助。此研究項目主要是從中國文化
的角度研究藥物依賴者的內化污名，

盧瑋鑾教授頒「誠明獎」予何欣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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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明獎」領受人
吳森雋同學讚辭
《中庸》謂：「自誠明，謂之
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由「誠」而至於「明」
者，固將不囿一偏，而能兼顧多方，
融會貫通。由「誠」啟始，一切皆可

七年以優
○○

大明，此正朱熹所謂「誠則無不明」
之理。
吳森雋同學於二
異成績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主修工商管理；翌年，有感於才情未
合，毅然轉入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棄
商從文。此於講求經濟效益的香港社
會而言，並不常見；在面對父母、同
輩質疑之時，森雋需要的，正是一種
對於「誠」的堅執，《中庸》謂：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自
轉系始，他沉醉於中國古籍研究之

九年獲「第三屆全港
○○

樂，閒時賦詩填詞，狀物抒懷，豁然
自得，於二

學界對聯創作比賽」大學及大專組冠
軍，文采風流，獲評審委員一致推
許；同年復以平均績點三點六三之學

一一）出任
○

是本港傑出的舞蹈運動員，多年來獲

九至二
○○

獎無數，舞林推尊。二

獲星島報業集團推選為「二

續三年（二

業成績，冠絕同儕，獲文學院院長頒

雋參加香港東亞運動會，獲體育舞蹈

傑出領袖：體育組別」，香港媒體諸

報、大公報、東周刊均曾重點報導，

九年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學校體育大使，並

授學術成績嘉許狀。此後，森雋多次

牛仔舞銅牌，技驚四座；當日聳立頒

如無線電視、香港電台、有線寬頻、

香港亞洲獅子會獎學金（二

同一項目第五名，正式位列亞洲五

社會賢達稱譽再三，而森雋依舊泰然

九年，森
○○

獲得學術獎項，包括：成功慈善基金

獎臺上，仰望區旗飄揚，含淚微笑，

星島日報、南華早報、東方日報、蘋

會獎學金（二
九）、
○○

香港市民為之動容，特區政府一再表

八／二
○○
九／
○○

二

強，而前四名得主皆屬職業運動員；

處之，平素待人以誠，尊師重道，持

揚。二

森雋僅以學生身分，業餘習舞而有此

盈守虛，英華內斂，頗得老莊之道。

三年級時，森雋以西漢桓寬《鹽鐵

一
○

四屆全國體育大會，復獲業餘拉丁舞

乃儒家典籍，森雋不囿舊說，自出機

論》哲學思想探究為題，隨我撰寫畢

加思考，以一貫謙遜的態度，徐徐道

杼。他全面蒐集《鹽鐵論》所見道家

全能項目三等獎。我曾好奇追問，中

來：「舞蹈是舞者對人生的感會，有

專用詞彙、典故，證明桓寬所學多

業論文。歷來學者多以為《鹽鐵論》

似詩人以筆墨抒情，舞者以身體語言

認識森雋始於他在中文系的求學

方，絕非純然儒家學者，釐清前人種

的兩種體現，由此亦可見自誠而明，

年代，他對研究中國古籍的興趣和毅

傾訴人生，兩者相合之處，不過內心

皆無不明的道理。森雋學業、運動均

力，對學術論文的執著，對舞蹈的熱

種誤解，創獲良多，成績優異。

能有成，推本溯源，大抵皆能以至誠

誠，在在令人折服，他的成就，亦是

（此讚辭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主任

開展，然後努力為之，所以卓然至於

森雋年少有成，被推舉為香港體

何志華教授撰寫）

「誠明」一義的具體展現。

育舞蹈聯盟運動員委員會主席，又連

大明。

一份誠意而已。」那確然是同一精神

文系與拉丁舞兩者有何關係？森雋略

佳績，尤足稱道。二

年參加第
○

一
○

果日報、太陽報、成報、明報、文匯

／
○

）、
○

）、龍的文化基金會薪火相
○

一
○

傳獎學金（二
一
○

年參加廣州亞運會，獲
○

九／二
○○
一
○

一一）等，成績於系內名列前
○

香港亞洲獅子會獎學金（二
二
茅，深受同學敬重。
學業成績以外，森雋更廣為人知
的，是他在體育方面的卓越成就，他

盧瑋鑾教授頒「誠明獎」予吳森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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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德校董夫人頒「林榮德先生及夫人獎學金」

陳新安校董頒「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入學優異生獎學金」

李金鐘校友頒「李金鐘校友獎學金」

鍾美儀校友頒「梁何穎君女士紀念獎學金」

黃靄兒女士頒「黃偉慶先生紀念獎學金」

馮小玲女士頒「香港亞洲獅子會獎學金」

朱潤安先生頒「友邦公司獎學金」

郭子端女士頒「胡世榮先生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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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美蛟博士頒「饒美蛟校友獎學金」

鍾 誼女士頒「成功慈善基金會獎學金」

董家池校友頒「楊汝梅博士暨夫人紀念獎學金」

許寶月會長頒「南九龍獅子會獎學金」

王志華先生頒「香港劉氏冉園基金會獎學金」

林哲玄醫生頒「德蘭獎學金」

吳秉熹博士頒「吳家望、孫經文校友紀念獎學金」

麥帶娣女士頒「一九七四校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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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珆女士頒「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獎學金」

劉國強教授頒「唐君毅中國哲學獎學金」

林泗維先生頒「林泗維先生獎學金」

丘安福先生頒「佩嫻之友獎學金」

吳秉宗博士頒「薪火相傳獎學金」

陳淑貞女士頒「陳富全先生及夫人獎學金」

朱嘉濠教授頒「優秀體育隊伍書券獎（新亞女子游泳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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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校歌手稿
首次展出
為

提升校友及同學對新亞書院創校先賢之認識，
本院現於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一樓展覽廳舉辦

以「創校先賢：錢穆」為題的展覽，展出有關本院
創辦人錢穆先生的珍貴展品，如手稿、書信、照片
及刊物等，當中更包括首次展出的校歌原稿，歡迎
校友及同學參觀。
開放時間：
本院夏仁山校友（中）在黃浩潮校友（左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20分至晚上10時
星期六

上午8時20分至晚上7時

星期日

下午1時至晚上7時

二）及陸國燊校友（右二）聯絡下，慷慨捐贈
本院創校先賢錢穆先生校歌手稿原稿予書院。
署理院務主任游吳慧蓮女士（右一）及助理拓

若有查詢，請與新亞書院助理拓展經理林匯
哲先生聯絡 (電話：3943-1963；電郵：cyruslam @
cuhk.edu.hk)。

展經理林匯哲先生（左一）代表書院接收校歌
原稿並表達謝忱。
Thanks to Mr. Hsia Yan-san’s (middle)
generosity in donating the original anthem to the
College. Mr. Wong Ho-chiu (2nd left) and Mr.

Debut of Original
College Anthem

Luk Kwok-sun Steven’s (2nd right) assistance
in bridging Mr. Hsia and the College is also
appreciated. Acting College Secretary Mrs. Winnie
Yau (1st right) and Assistant Advancement Manager

T

o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n our College

Mr. Cyrus Lam (1st left) received the anthem on

founders, an exhibition themed “Our College

behalf of the College.

Founders: Ch’ien Mu”organized by the College is now
taking place at the exhibition gallery on the first floor
of New Asia College Ch’ien Mu Library. The first
exhibition of this series features valuable manuscripts,
letters, photos and publications of Mr. Ch’ien. The
original College anthem written by Mr. Ch’ien is also on
display.
Opening hours:
Monday to Friday

8:20 a.m. - 10:00 p.m.

Saturday

8:20 a.m. - 7:00 p.m.

Sunday

1:00 p.m. - 7:00 p.m.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r. Cyrus Lam,
Assistant Advancement Manager, New Asia College
(Tel.: 3943-1963; Email: cyruslam@cuhk.edu.hk).
校歌原稿 Original College an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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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age 13

values. How do we place values on what we learned by
chopping wood, digging for clams and picking oysters,
cooking, playing with dogs?
When we first saw the photos from students
of previous years, I saw the island and the house
surrounding by nothing by water and mountains, and
nothing else. There were no shops. It is not convenient to
buy things, I thought to myself; you need to take a boat
small out. I know I was not going there for shopping but
from my point of view it is not very convenient to buy
daily necessity. I do not know why people can live, or
would want to live there without little resources - the
material we need to sustain our lives.
We were there for seven days. Each day we had
different tasks, for example, I went kayaking, picking
oysters, digging for clams, and bush-walking/climbing.
Among these activities, kayaking was most memorable.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go to kayaking. “You are so brave
to go out to sea, when you don’t swim, “my family and
friends commented. But what was most impressive was

a bag and taken to the city for disposal when the host

for once in my life - as I am quite a tall girl, in Hong

family went out for shopping. The paper is burned. The

Kong, I felt ‘very small’. It made me think that we

idea is that resides will eventually go back to nature.

should not think of ourselves as all too important. As

Imagine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and seeing the

you can imagine, being surrounded by the mountains

sun rise, a very beautiful scene. Living on the island we

and the oceans, human beings are only very small, if not

wanted to connect to the natural cycles of natures - go

insignificant, in the natural world. But having said that

to bed early and get up early. I usually woke up at 8,

we do ‘le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world.’

except for the first day at 10. At night, we feel sleepy,

Although they do not have much materialistic

but nevertheless feel very comfortable listening to the

resources ﹣ as we enjoy in Hong Kong but their life

sea and the water. I slept in a boat house. It is a wooden

there is not very simple; they needed to work hard, each

house, has a solid foundation like a ‘pang-uk’ (stilt house

day to make their life possible. Before and after we came

like those found in Tai O). Although we always had a

they need to prepare to receive us; they bought food, got

plan to wake up early, but we never did. It was very cold

things ready, set up our tents lots of work! And it is not

in the morning. And everybody felt very comfortable

a simple a life as I imaged before. After I stayed on the

sleeping in, and in the end, nobody wanted to wake up

island, I realised that Read Island is so rich in a sense

and watch the sunrise!

that you can get whatever natural resources you want -

After we finished our activities and left the Island,

the sun, the sea, the sea food, the breeze, the wood, and

we went back to the so-call ’reality.’ However, what I

the beautiful scenery that cannot be bought by money!

gained from my trip was a certain level of appreciation

Pollution, rubbish and waste we create in the city

of human life and experiences that I cannot gain whilst

often simply disappears once we ‘throw it in the bin,’ but

working at a museum or university, in this respect, my

on the island where does it go? We needed to sort out our

life in Read Island is so ‘unreal.’ We had not only just

rubbish; separate different material items: plastic, papers

learned about another way of life, but it also made me

and residues - cooked or uncooked residues. The cooked

question whether the life I was living was the one I want

residues is fed to the birds, etc. The plastic is stored in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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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Experience on
Read Island

talk to the host family after dinner and learn more from
their life experience, share ours, as well as reflect on its
meanings.
It is not easy to give up something, let alone give up

Chan Hiu-ling, Tracy
MPhil in Anthropology

everything. Leave the modern conveniences of everyday
urban life and come to build a house, by yourself, on a
faraway island. You may not have money, income; you
may not have plenty of things. There are no friends or
family there, at first. You may have a car, a very old
one, for daily commuting. It is a very exotic life. It is
something unreal…Com’on you will never experience
this in Hong Kong!
“In Hong Kong,” our host family asked us, “how
many hours do you sleep each day?” I said about 5 or
6 hours, Hazel and Eddie said 4. “It’s heart breaking.”
They knew Hong Kong is the height of the capitalistic
economy but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why people in
Hong Kong work so hard, and sleep so little and were
not happy with their lives. (In general, in the waking
hours each day, I go to lectures, writing papers, and that
is all I do ﹣ no other activities at all. There is one more,
chatting to my boyfriend, for about 1 hour each day.)
Frightened of this mindset and routine way of my life,
my host family abandoned everything and came here,
to Read Island. One of them was the director of a clinic,
but not one working in a so-called ‘normal practice’

H

in Vancouver; he opened a clinic especially for drug
ong Kong students have so many choices, and

addicts and prostitutes. He is fun, funny guy, with some

summer is not short of them. Instead of going to

weird philosophy. He hoped this trip gives us some

faraway and unheard of places, like Read Island, some

other experiences may give us a sense of success or

choose to go on internships, or work at other universities.

confidence.

But this summer holidays was markedly different

If the student had to pay for the trip on Read Island,

because I went to Read Island. From 18th to 25th August

they would instead prefer to use the money to go to

2011, I went with four students from New Asia College

other places, and engage in some ‘academic activities’

- Eddie, Eric and Hazel.

affiliated to world-famous universities. And in Hong

I was happy that it was a small group and if you went

Kong the experience cannot be called an ‘experience’ as

with a larger group, the groups will be ended up being

such - you know, it is not like going to Cambridge or

divided into smaller groups ‘cliques’ - with students

Harvard for exchange, to work in a museum in Australia;

only talking to those who they are closely connected

it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measured ‘worthy’ and

with, instead of communicat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

recognised as an item that can be written on your CV.

host family. Although the four of us are from different

It is a matter of how one picks and choose - and what

academic programs and had only met each other several

students think is more important to them. They will only

times beforehand each day that passed, we were able to

think Read Island is ONLY for fun, but no academic
Continued on Pag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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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ging clams, oysters and eating raw oysters

in Hong Kong. I never sleep more than 7 hours per

On the third day, we went to a bay to dig some

day after I enter university and I can not sleep well

oysters for our dinner. This was one of my favorite

every single night in Hong Kong. After the trip, I am

activities because I love eating seafood so much!

wondering why I was just focusing on my academic,

However,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eat raw oysters

instead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 do not know what I should

because I think the oysters in Hong Kong are not clean

do in the future. But, at least, I should try more things,

enough to eat.

instead of staying in an ivory tower.

Eric and Tracy thought that the texture was really

If I have time later, I will definitely go to Read

awful so they did not try too many raw oysters. However,

Island. Thank you Mr Hui, David and Sally, giving me a

I love these so much so I ate four raw oysters on that day

unfable and fruitful memory in Read Island.I will never

and finally I got diarrhea. If I stayed on Read Island for a

forget any part of this trip.

month, the oysters would be gone!

Washing the dishes
This was not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wash dishes. But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wash the dishes almost
every day because I am not good at cooking. So we, the
boy, were responsible to do the dishes and the girls were
responsible to cook the food. I found that it was much
messier after our Chinese dinner because Hazel and
Tracy used almost all the dishes in the kitchen. However,
Hazel was really good at cooking. The food prepared by
Hazel and Tracy were so luscious.

Kayaking
I was so afraid that I would fall into the water at
the beginning because I was not good at balancing and
swimming. But kayaking was not so difficult for me. I
could handle the skill within a minute. It was so funny
that Tracy did not know how to turn the kayak and her
kayak knocked with mine! During the whole trip, Tracy
and Hazel loved holding starfishes up into the air to take
pictures. However, I think starfishes were so disgusting
because of their special body structure and the smell!!!

Star-gazing in the tent
Due to light pollution, we can not see most of the
stars in Hong Kong. When we lived on Read Island,
I slept in a tent with Eric. Eric knew something about
constellation so we decided to watch stars one night.
I should say that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 I had
seen. The number of stars I saw that night should be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stars I saw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in Hong Kong.

My deep feeling after the trip
I miss Read Island so much because it was so
relaxing and David and Sally are so nice. I could forget
all the troubles on Read Island. My life is really bu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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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than those I may be interested in, rather than just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cusing on my studies.
Sally is a seasoned cook. The food she made was

in Read Island

very delicious, especially the desert. Her physical

Tsang Kam-piu, Eddy (MAT/2)

condition is much better than us. On the second day,
we moved some logs up the hill by a machine. But we
needed to fix the log with the machine by rod, pulling
the rod so that the log was hanged. Sally was so strong
that she could pull the log by her own. But I could not
pull the log even when Eric helped me! She is a wellorganized person as we discovered that she decided the
entire schedule for us.

Their dogs - Megan and Fiddich
Megan (the black one) is Fiddich’s aunt. I love
Megan so much. When I was chopping log alone,
she would sit next to me. It seems that she wanted to
accompany me. It was so funny that she would entertain
herself by dropping a stick down the deck and picking it
herself.
Fiddich (the brown one) was an energetic dog. He
could go hiking and played with us all day without
any rest. They were so clever and understood a lot of
commands. Actually, I become a dog-lover after this trip.
If I have time and space, I will definitely keep a dog at
home.

I

enjoy a different lifestyle and fruitful holiday in

The First Time Experience in Read Island
Chopping log

Canada, especially in Read Island. It was my first time

On the second day on Read Island, David taught us

to go to Canada and the second time to leave China! It is

how to chop wood. On that day, I was the only person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to live in Read Island, with

that could not chop a single wood. In my first trial, I

the kindly host – David and Sally.

even could not hit the target because the axe was so

My impression to David and Sally

heavy! But David assigned a task to us – fill up a row in

I think David is a wise person because he knows

the log store! That meant we need to chop around fifty to

a lot of things in different aspect. He can finish some

sixty pieces of log. It was not a must to meet this target,

formidable tasks that I think I cannot do. For instance,

but I wanted to help David and Sally to do something. At

he could build his house with Sally within two years,

least, they could use those logs to make furniture or burn

and he knew how to build a machine to move the logs up

them in winter. So I chopped log almost every day on

the hill. Actually, I learnt a lot of things from David. In

Read Island. Finally, we met the target and sometimes

a day, David asked me why I chose mathematics as my

I could chop wood in one strike! Although I was very

major study. At that moment, my answer was, ‘Because

exhausted after chopping log, I was so happy to see that

I love the beauty of mathematics.’ and he responsed,

I could improve so much on chopping log and I did not

‘In this world, there is not a tower only. There are many

expect that we could finish the task. On the fourth day,

towers. Try to explore another world.’ (Those may

when I was chopping log, David gave me a glass of beer

not be the exact wording!) I find that I had missed a

to quench my thirst. I was so touched that David cared

lot of things in the past, so I think I will try to explore

for us so much.
Continued on Pag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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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機留住最動人一刻。我不會像主

（編按：本院於今年暑假舉辦「學生領袖培訓計劃」，培養同

義工，走到小朋友當中和他們一起玩

茂地給小朋友說故事，也不會像其他

舞，也不會像講故事的組員般聲情並

持一樣活蹦亂跳地帶領小朋友唱歌跳

學成為出色的領袖、發掘同學潛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和獨立處事能

遊戲，所以我一開始時並未能感受自

參與社區服務有感
力。二十二名學生於本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四日，參加由香港外展

戰難度，結果未能站在活動對象的立

世界出發，把事情複雜化，也希望挑

單，只是我們的思想傾向以成年人的

朋友們所需要的可能比我們預期的簡

機。此刻的我領悟到，畫面的主體應

小女孩燦爛的笑臉，畫面頓時有了生

千篇一律。偶然間，鏡頭捕捉到一個

站得遠遠，高舉相機，透過畫
了 —
面來記述我們的活動，然而畫面總是

己在活動中的參與。我的工作開始

場去想 。探訪和服務的本質應該是愛

雖然我在這次義工活動中主要負

慈 父 的 臉 …… 我 的 鏡 頭 遊 走 在 他 們

責拍攝工作，但我深信，我得到的一

當中，無數溫馨的畫面盡攝鏡頭內。
個任務的心態，而是要本著以人為

一種對陌生人無私的愛，
與關懷 —
並且根據他人的需要，服務他們。我

本，了解活動對象的需要，給予他們

定不會比其他組員少。透過鏡頭，我

能完全了解他們的真正需要。當我們

低，並按此為他們安排活動，以致未

服務對象的能力和水平比同齡孩童為

戲和說故事環節，教育小朋友應具備

乖孩子﹂為題的親子工作坊，透過遊

島婦女協會合作籌備了一個以﹁做個

今次的東涌義工之行，我們和離

場面！

倫之樂的畫面，實是世間上最動人的

家長們和子女的互動的默契。這種天

感受到小孩們天真活潑的一面，以及

關懷。

們進行義工服務，不應抱著去完成一

活潑的大姐姐、憨厚的大
是甚麼 —
哥哥，無邪的小孩子、溫柔的媽媽、

通過這次義工服務，我明白到小

訓練學校的陸上和海上訓練課程，並於暑假期間進行社區服務。）

用心了解 施予更多
林燕瑩 ︵社會／二︶
人活在世上，無論是在感情上、
理智上和身體上都需要別人。我們透
過身邊的人認識世界，加深了解自
己。然而，我們的思想很容易局限在
自己的世界，以致只用自己慣常的視
野去了解身邊的各種事物和他人。
今年八月，我們探訪了﹁母親
的抉擇幼兒之家﹂，服務一群特殊兒
童，希望透過創作拼貼畫、說故事和
唱歌等活動，協助他們發掘自己的潛
能。坦白說，準備這項社區服務時，

親身接觸這些特殊兒童，發覺他們能

良好品格，並培養參與家庭的良好親

鏡頭中的故事會
張夢雯 ︵化學／三︶

力比我們的預期還要低，令我們有點

子關係和建立溝通的橋樑，為小朋友

我們以常用的角度去推測事情，設想

不知所措。幸好，憑著組員們的臨場

健康成長打好基礎。
當天，我的職責是﹁機佬﹂，

應變能力和合作精神，活動最終都能
配合小朋友們的需要。

11/10/2011 4: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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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的一首詩
馬佳妮 ︵文科基礎／一︶

少名人巨擘。走出院子，百步之內便
來到查爾斯河畔。傍晚時分，夕陽在

聯繫了世
Facebook
界各地的朋友，也聯繫著我對那些遙

自由搭訕的氛圍。

俗語有云：先有哈佛，後有美
孩們無不腳蹬誇張的運動鞋，塞著耳

者以決絕的姿態銳步而過。高大的女

長，禽鳥歸巢，身畔不時有健美的跑

課程大致符合我的預期，充分享

太陽走去，人會願意永遠迷失其中。

不知疲倦地穿梭著的不朽的光。迎著

絕世間一切紛亂恐怖，目之所及唯有

的「自由之路﹂彰顯著傳統與現代的

生了奇妙的邂逅。以傾茶事件為開端

了紐約，更是在美術館與一對夫妻發

向波士頓和周邊，不但坐灰狗巴士去

課業之餘我亦將探索的觸角伸

遠國度的想像。儘管人心存在語言的

國。哈佛大學，作為大學中的大學，
機，一頭長長的馬尾辮子在腦後肆意

受到小班教學的奢侈和賞識教育的溫

交融。安迪沃霍爾活躍時期的痕跡著

隔閡，溝通仍舊充滿無限可能，這一

早已被公認為學子的夢想之地，大師
搖擺，與村上春樹幾十年前在︽終究

情。兩門課程，一邊是口若懸河的老

實令我興奮不已。美術館中古希臘羅

波光之間將消未消，道路上總有漫步

的搖籃，甚至十年寒窗成功的標誌。
悲哀的外國語︾中的描寫如出一轍。

教授，一邊是 聰明嚴謹的女教師，左

馬的珍貴收藏將腦海中的知識一一喚

的家庭或情侶。徐徐的微風，粼粼的

哈佛與中國的不解之緣始於庚子
幾經波折入住宿舍，沒有室友。

手是回溯千年的古希臘典籍，右手是

醒。哈佛內部的博物館群也對拓闊考

信念已然深入我心。

賠款。荒唐恥辱的賠款在中美學者的

計算過時差，發現親朋好友皆在睡夢

近代思想論述的精華。三五同學坦誠

河水，婆娑的樹木，佇立的小樓，隔

推動下轉化成為了中華文明與世界學

中。心內孤寂汩汩流出，一個人坐在

哈佛暑期課程體驗與心得
—

府溝通的橋樑。隨著哈佛 —
燕京學
社，費正清主持的東亞研究中心的建

地交流討論，而不僅僅是偌大講堂中

風和西半球的陽光。

都美好得如詩如畫，滿溢著大西洋的

天，每一幀每一頁每一絲甜蜜或苦澀

間嘗到濃郁的眷戀。生命中的這個夏

︽再別康橋︾，分明於那輕輕的來去

在劍橋的最後一個傍晚，我默誦謄寫

陰的流逝，每一天都在期待中醒來。

混沌與人世的真義。每一晚都感慨光

環境為鑒，則在變動中映射出內心的

典的認識與寫作技巧的提高。人若以

哈佛之夏，收穫的遠遠不止對古

需要人種的概念。

店員……儘管在未來我們或許不會再

白
—
人大叔，中國女孩，黑人司機，印度

途中我常常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古學生物學人類學視野大有裨益。旅

還未鋪就被單的席夢思上，窗外是久

堪稱社交重鎮的食堂位於一座華

立，中國學子的先驅們踏出國門，負

宿舍古老，屬於那一類無電梯而

麗絢爛的禮堂內部，紅磚牆上嵌著彩

隔席而坐的過客。

家梁實秋，後有「宇文秋水﹂田曉菲

有壁爐鐘樓的老式建築，據說是哈佛

色玻璃，空氣中瀰漫著食物的香味和

久不見離去的暮色。

教授。四百多年歷史的校園中，一磚

平均績點最高的一宿，亦曾收容過不

笈海外。前有語言學家趙元任，散文

一瓦一塊草坪一株常青藤仿佛都留著
前輩的足跡，藏著不為人知的久遠回
憶。拖著大大的金屬旅行箱行走在黃
昏的街道時，我下定決心，對於這座
神級的學府，不要帶或膜拜或懷疑的
成見，純粹地享受和品味她帶給我的
每一次衝擊和感動。
回望古人，多有幾分疏離落寞之
慨歎，時空交疊之慰藉。時至今日，
我輩雖免除了旅途的艱辛，手續的繁
複，外族的敵意，卻不免在陌生的環
境中手足無措。背 對斜陽，日影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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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nglish in London

writing) in the university and they were really great! The

Lo Mei-kwan, Agnes (EED/4)

one I took was cultural studies. Most of my classmates
wer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class, we exchanged our views on different popular
issues in the UK such as football, weather, fashion,
etc. Throughout the discussions, I realized my English
conversation and listening skills have improved a lot. I
was no longer shy to comment on certain topics in front
of crowds and I practiced listening to different English
accents. Not only could I know more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in UK, but I also broadened my horizons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homelands of my classmates
and their respective cultures during the sharing sessions.
After class, most of us joined some school
excursions to explore different parts in London. Once
my group mates and I went to the countryside of London

S

to Hampstead. It is a tranquil residential area with
ummer holiday is a period of time for students

houses and gardens that we cannot find in the city centre.

to relax from their hectic academic schedule

We did some walks inside Hampstead Park and really

throughout the year. This year a group of 25 students

enjoyed sunbathing on the lawn. These were experiences

chose to devote their time to continue their learning in

we could never have in Hong Kong. In a sharing session

a 4-week Summer English Programme organized by

with my group mates, I even discovered that in Hong

New Asia College in London. Throughout the London

Kong most of us are busy surfing the net and on part-

trip, what I have often heard from my group mates is

time work during weekends and after school. Not until

“London is so cosmopolitan!” I had a gloomy image of

we came to London, did we experience being so close

London from various things I had heard about such as

to nature before. Recently, I also started to pursue a

its rain, and the nursery rhyme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healthier and more relaxing lifestyle instead of being

down”. I had also heard of its old European look with

influenced by materialism. I would have to admit that

historic Victorian buildings. However, when I arrived

going abroad for a period of time can, to some extent,

and stepped out of the crowded underground, I changed

change one’s perspectives. Hopefully, it is a good change

my mind completely.

for me.

The university we attended is situated in the

Travelling to London to learn English was

heart of the city on Regent Street. Getting off the tube at

such a remarkable experience for us. Through daily

Oxford Circus, I was surrounded by shops, cafés, and tall

conversations with English people, we learned a number

buildings like those in Hong Kong. You can find people

of colloquial phrases and jokes with British accent.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in this place - businessmen,

I remember one of my English professors said, “To

students and tourists from all round the world. Early in

learn English well, you have to speak in English, live

the morning, white-collar workers and students flock out

in English, eat in English and dream in English” This

of the underground holding coffee in their left hand and

4-week London trip gave me a chance to fulfill my

grasping a free morning tabloid on their right arm. At

dream of improving my English proficiency. It also

peak hours, London streets are really as busy as those in

trained me to live independently in that I learned to take

Hong Kong.

care of myself and my group mates in an unfamiliar

We took different English courses (cultural
studies, pronunciation, business English and adventurous

place. I loved London and I hope to visit this lovely city
agai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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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大學尼泊爾徵文比賽 本院同學成績驕人

■ 尼泊爾駐港總領事 Binod Kumar Upadhyay（左二）、其
他嘉賓與陳鑑泉同學（左四）、袁煒傑同學（左五）、
曾安玲同學（右四）及黃兆 同學（右二）合影

■ 尼泊爾駐港總領事 Binod Kumar Upadhyay 致贈紀念品
予人類學系譚少薇教授
相片來源：Nepstime Society

尼

泊爾駐港總領事館和尼泊爾文化組織

搜集的過程中，她對尼泊爾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

Nepstime Society 在本年七月合辦了「全港大

解，並學懂在身邊的瑣事發掘創作題材。而得獎同

學尼泊爾徵文比賽 2011」。本院共有五位同學的文

學黃兆冲則因為曾到印度新德里參與義工活動，接

章入選十份最優秀作品，成績令人鼓舞。

觸到尼泊爾文化，參加比賽正好讓他進一步了解當

該徵文比賽旨在鼓勵本港大學生寫作，以及

地景觀和文化。他表示得到書院的資助，曾遠赴瑞

促進文化交流。參賽者須提交一篇以「L a n d o f

士和印尼等地，親身感受當地文化，培養他對文化

Everest」為題的中文或英文原創散文，探討尼泊爾

交流的興趣。他認為尼泊爾是一生中必定到訪的地

的地理環境、自然景觀、旅遊、歷史、人民、藝術

方，尼泊爾人樂觀正面的生活態度，尤為可貴。另

及文化等範疇。

一位得獎者曾安玲同學對尼泊爾文化感興趣，因此

在人類學系譚少薇教授的積極推動下，本院同

參加這次徵文比賽。為了參加比賽，她更特意透過

學踴躍參加徵文比賽。評審團經過嚴格挑選，最終

旅遊節目和搜集相關資料，認識當地的風土人情。

選出十篇最優秀作品，當中有一半作品出自本院同

這次得獎經驗，除了鼓勵曾同學日後再參加類似活

學手筆。

動外，更推動她參與義工交流活動，送暖到落後地

徵文比賽的頒獎典禮已於本年八月十四日假九

方，以生命感動生命。

龍油麻地梁顯利社區中心舉行，出席嘉賓包括尼泊

這次比賽結果對五位參賽者別具意義，除了推

爾駐港總領事 Binod Kumar Upadhyay 和 Nepstime

動他們繼續參加同類型比賽，亦提升他們寫作技巧

Society 代表等。每位得獎者均獲得獎盃、獎狀及二

和鍛鍊思考能力。
本院謹在此恭賀得獎同學，並期望新亞同學

人晚餐禮券。
本院的同學都 表示，參加徵文比賽使他們獲
益良多。參賽同學陳鑑泉和袁煒傑曾結伴到尼泊爾

繼續透過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增廣見聞，擴闊視
野。

和風土人情，體會至深。他們撰寫參賽作品時，有

得獎同學：
陳鑑泉（物理／三）

機會再次回顧旅行日記和照片，並透過文字，重拾

彭冬兒（工管／三）

旅程的回憶和抒發感受，進一步深思這次旅程的意

曾安玲（會計／一）

義。得獎同學彭冬兒同學從未踏足尼泊爾，創作

黃兆冲（法律／四）

靈感是源自朋友送贈的一條尼泊爾彩裙。在資料

袁煒傑（物理／三）

參加體驗營，進行義工服務，親身體驗當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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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首都雅加達的貧民村

動。

大學第二年的暑假何艷婷又隨了

柬埔寨的孤兒

著朋友之間的網絡，自己組織義工活

是很難實現的。這也促使了她後來靠

他們。然而這一切在團體義工活動中

他們一起玩，瞭解他們，更好地教導

活動，多花點時間跟小朋友相處，跟

得的八天假期何艷婷寧願多做義工的

抽離了緊張的學習，其實這難

心中從此埋下了義工的種子。

果這一次過後，何艷婷就上癮了，她

旅行的心態參加了這個義工活動，結

一半做義工，一半時間遊覽。本著去

這個義工之旅只有短短的八天，

動，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馬糞。

了起來。這是她第一次做團體義工活

口氣，但很快收拾好心情，跟他們玩

點複雜，來自城市的她心裡倒抽了一

何艷婷聽到後心 情有點驚訝有

的就是這個，以互擲馬糞為樂。

撿了塊風乾了的馬糞，說他們平時玩

黃佩儀 （新聞與傳播／研究生二）

何艷婷：義工步伐無止境
一個藝術系小小個子的畢業生，
曬得黝黑的皮膚，臉上經常掛著燦爛
的笑容，何艷婷身上散發著一種感染
人的陽光的活力。她經常參加各種各
樣的義工活動，一談起來，她就滔滔
不絕，很多趣事就這樣蹦出來了。

在印尼玩馬糞的義工
何艷婷第一次的團體義工活動是
去印尼，那次讓她最難忘的是孩子們
的馬糞遊戲。
那時候何艷婷才大學一年級，她
隨著聯合扶青到印尼雅加達探訪孤兒
院，組織街頭義賣，參觀遊覽這個城
市，瞭解這個國家貧富懸殊的狀況。
這八天的活動，她記得很清楚：剛剛
眼前還是一片繁華的高樓大廈，一巷
一街之隔卻是殘破不堪的貧民窟，滿
地玻璃和垃圾的堆填區，周圍還有一
些生虱得病的流浪馬在遊蕩。
義工團體就去探訪這些在貧民區
沒有什麽玩具，他們一時之間也想不

一個組織去做義工，這一次去的是柬

的小朋友，跟他們玩遊戲。然而當地
出可以跟小朋友們玩什麽遊戲，於是

埔寨。

第一次去探訪愛滋病孤兒，剛開

他們問小朋友：﹁你們平時玩什麽遊
戲啊？﹂小朋友彎下身，隨手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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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給小朋友上完工作坊後攝
在柬埔寨垃圾山逐家逐戶探訪

(8457)

始的時候何艷婷也是擔心的，做足防

後，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何艷婷開始自

是一件容易的事，對這樣一群特殊的

擦身餵飯。即便是幫他們洗澡，也不

因處理不當，孩子的脖子稍微歪了

己組織義工活動。沒有固定的組織，

歪，結果他就斷氣了。聽到這些的時

﹁這不是我想做的東西。﹂她
之後何艷婷自己組織了柬埔寨的

何艷婷之前在柬埔寨做義工的時

候，何艷婷的心都揪起來了。

說。
義工活動，在孤兒院裏面停留了四五

候，得知一家專門照顧殘障孤兒的孤

禦措施，把膠布貼得滿手都是，誇張
得很。她現在回想起當時的情境，笑
天，日常起居都跟孩子們在一起。他

兒院亟需幫助，然而卻鮮有人至。那

第一次造訪這個殘障孤兒院的

﹁孩子﹂，他們需要非常小心地處

著說自己就裹得像個木乃伊一樣。後
們白天一起去買菜做飯，做好以後一

時候，何艷婷呆住了，她也不知道自

己能做些什麽，孩子們不是活蹦亂跳

理。曾試過有姑娘在幫他們洗澡時，

來跟小朋友接觸後，她也慢慢放開了
起同桌吃飯，晚上就住在孤兒院裏

裡的孤兒不像其他孤兒院的孩子，他

的，不會給她反應，她感覺自己好像

沒有固定的行程，她的自助義工生涯

心裡的憂慮，不太理會這些東西，小

們基本上都不會動，只有在異常痛苦
的時候才挪動一下身子，稍微揮揮他

對著一群木頭人。她決定再去一次，

就這樣開始了。

孩子咬過的餅遞給她，她也無所謂地
面。

孩子們不懂英文，義工們不懂

接過來吃一口。

們那像竹籤一樣細瘦的手，象徵性地

自助義工：再見柬埔寨

告訴別人，他們還活著，他們還有知

柬埔寨文，大家溝通的時候都在指手
畫腳，這樣雞跟鴨講了一番，大家居

經歷了幾次團體的義工之旅以

然也玩得很開心。那些孤兒院的小孩

在探訪孤兒院之前，她特地計劃了一

這一次是 她的自己組織的義工活動。

相比之下，雖然這家孤兒院是政府資

成不同形狀的玩具，讓他們用手來觸

到了在這些孤兒面前吹氣球，然後扭

玩，不能隨便抱他們，於是義工們想

下，看該怎樣去幫助他們。不同於其

助的，但政府並沒有太多的財政支

會網絡，不斷有善款支持，其他國家

持，實際上它的境況比私立孤兒院要

摸。孩子們會開心地笑起來，這時何

他孩子，義工們不能夠跟他們一起

差得多，一年中可能只有一兩隊義工

艷婷發現，原來自己這樣是可以幫助

也很低，甚至有時還拿不到工資，只

工資。其實那些護士或保健員的工資

士照顧，因為政府只能支付四個人的

個殘障孤兒，卻只有四個保健員或護

都主動提出取消掉之後的皇宮旅遊行

而在孤兒院做了兩三天義工後，大家

的時間去參觀一些著名旅遊景點，然

艷婷組織的義工團體也安排了一兩天

柬埔寨是一個旅遊勝地，本來何

他們的。

是他們都願意留在這裡，守候這一群

何艷婷聽聞那家孤兒院有三百多

會去探望他們。

的義 工也經常來訪探望，資源充足。

其他私立孤兒院因為有強大的社

覺。實際上，他們大都活得不長。

子因為早已習慣了很多人去探訪他
們，所以他們也瞭解義工們擔心的是
什麽。如果義工們要喝水，他們也懂
得去開一瓶新的瓶裝水來給他們喝；
如果他們看到義工們身上的膠布快要
掉下來了，他們會主動貼心地幫他黏
上去。這一切的細節何艷婷都看在眼
裡：﹁他們真的很會照顧別人。﹂
然而好幾次何艷婷跟著義工團體
去做義工的時候，她都感覺自己好像
是到此一遊而已，短短三個小時的孤
兒院造訪，孩子們不太記得你是誰，
你也不記得他們是誰，大家都不能好
歡的就是義工跟小孩子們的膳食待遇

好地互相瞭解。何艷婷說，她最不喜

段時間。

友甚至提議改機票，在那裡多停留一

程，要繼續留在那裡做義工，有些朋
人手嚴重不足，孤兒院裏的姑

殘障孤兒。
娘們每天能做的，就是幫孤兒們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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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孩子們吃的是比較便宜的飯
菜，而義工們則坐在另外一頭，享用
著用團費買回來的比較高檔的飯盒。

殘障孤兒院部分病童

(8458)

妹，然後他們可以用修好的電視看英

回家以後會教自己的父母親和兄弟姐

福的，也是很聰明的。他們撿到城市

可是去撿垃圾也不是一件簡單

萬事開頭難。蓋學校的時候何艷

文節目。

兒，長大讀完書以後自願留在孤兒院

的事情，黑社會在那裡已經劃分好區

婷要籠絡那裏的黑社會，學校蓋好以

知識改變命運。孩子們跟何艷婷

都沒有，連一頓溫飽的飯也吃不上。

只會畫畫，她畫裡呈現的都是她感觸
域，每個撿垃圾的人都要交保護費。

後她和老師們又要一家一戶地說服孩

說，因為學習了英文，所以他們開始

何艷婷主修中國繪畫，她說自己
較深的事物，例如柬埔寨的這些殘障
垃圾車開過來的時候，最先跑過去的

子的父母，讓他們來上學。如果孩子

二 ○○
九年十二月，她在柬埔
寨的垃圾山用自己四萬多塊的獎學金

被撞死的。

別的孩子都在撿垃圾的時候，自己的

生，但後來有些父母信心動搖了，當

剛開始的時候學校有三十個學

書吧，至少他還可以有一頓溫飽。

與其大家一起挨餓，不如讓孩子來讀

人的變化，也願意來讀書。

子也慢慢地感受到身邊那些讀書同齡

方法去改變自己的命運。而有些小孩

道一味地撿垃圾，不會想到有其他的

習，他們很可能就像以前那樣，只知

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東西。如果沒有學

看電視，也因為看電視，他們知道了

人丟棄的家具例如電視機等，都會自

孤兒。有一次藝術展覽的時候，有人
那群人更是要給更多的保護費。有時

來上學，可以在學校免費享用午餐，

蓋了一所學校。何艷婷聯絡當地的居

小孩卻在讀書，但他們也不知道讀書

己修好。小孩子在學校裡學了英文，

聽了她的這些故事，買了她的畫，何
候車子還沒有停定，小孩子就一窩蜂

民，諮詢他們的意見，然後跟一群義

是不是真的能賺到錢，但現在 看來感

裡做導師，所以現在他們也願意到垃

艷婷將賣畫得來的錢都捐贈了資助那
地衝了過去，有幾次小孩子就是這樣

我們瞭解的柬埔寨，除了孤兒，

工和居民一起親手搭起了竹棚，用最

圾山教書。

邊的孩子。

可能最有名的就是垃圾山。住在垃圾

少的錢建了一所學校。她形容這所學

垃圾山的何校長

山的居民，除了每個月要上繳二十美

覺自己好像在虧損。學校一度只剩下

樣，四面牆一個頂，裏面幾張桌椅而

工作，讓孩子們重回教室。

十一個學生，老師們唯有再次做思想

婷也不是有錢人，她的捐助也是不定

千塊錢都投到了學校的運作上。何艷

情很多很多。

何艷婷說，在柬埔寨可以做的事

元的租金給政府當作租地蓋房居住費

校說它就像中國古裝片裏面的茅屋一
已。學校裏的老師都是以前孤兒院出

蓋學校花了大約四萬塊，剩下幾

以外，還要給當地的黑社會保護費。
如果一家幾口每人每天都去撿垃圾的

了另外一個獎學金，於是把它全捐出

時的。在學校建好後半年，她又收到

話，幸運的時候每天可能賺到那麼兩

何艷婷說，垃圾山裏的人是幸

來讀完大學的學生，他們本身是孤

去，陸陸續續地她資助了三四萬來維

持學校的運作，現在僅剩的資金主要

用來維持學生的午 餐。

現時學校有二十一個學生。孩

子們都叫她校長，但她笑著說她不想

孩子們這樣叫她：﹁這顯得我很老的

樣子啊！﹂朋友和孩子們說，除了校

長，還有校監、校董等頭銜可以挑。

說到這裡，她只好哭笑不得地接受校

長的頭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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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錢美金，不幸的話他們那天就什麽

畢業作品《骨肉》（局部）

(8459)

加納庫馬西性侵犯的孩子
加納，位於非洲西部，撒哈拉沙
漠以南，從香港到加納沒有直航的飛
機。
因爲香港大學的一群朋友希望
到非洲義教，所以邀請何艷婷當組織
者，跟當地人接洽。何艷婷也獲得新
亞書院的﹁學生活動基金﹂資助，剛

Tru-

吉普車的稱呼。義工們通常要乘

停，司機跟路人嘰裡咕嚕地說了一番

的迴響，短短兩天就已經收到了十來
言又止的有，正式求助的也有四五

二十個來電，都是孩子們打來的，欲
個，訴說自己曾被陌生人、司機、親

以後，路人就笑著上了車，順路載了

是他們擠上破舊的吉普車經過一輪顛
非洲人很熱情，每當義工們走在

他們一程，結果七人車裏坐上了二十

簸後，終於在入黑前到達了庫馬西。
街上的時候，總有一群又一群的人圍

戚、老師甚至繼父母侵犯的經歷。每

Tr到
u 學校去。明明是七人包的車，
可是車子在路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截

過來，好奇地看著他們，有時候也會

幾個人。這在非洲的坐車經歷讓何艷

多聽一個電話，就多一份心酸。

庫西馬那裡沒有華人，也鮮見

婷真的有點哭笑不得。

從中國入口的食品，義工們的膳食都

非常本地化。炸大蕉是當地的特色食
做功課。義工們剛到的時候，每次回

邊就有一群蒼蠅在圍著，金黃金黃的

在炎熱的天氣下，義工們一邊吃，旁

物，兩根炸大蕉就是每個人的午餐。
到家都很自然地開燈開空調開風扇，

炸大蕉頃刻變成了黑乎乎的一片。

i P h o n沒
e 什麼感

真
覺，但在非洲那時候她覺得 iPhone
是一件寶物，因為它裏面有一個驅蚊

何艷婷本來對

總之能開的電器全都開了，結果沒一

已經習以為常了，孩子們也不時摸黑

水斷電。沒水沒電的日子，那裡的人

加納的庫西馬基建不好，時有斷

沒水沒電，但有大蕉
和 Tru-Tru

有七八個孩子屁股顛顛地跑過來跟你
握握手，然後滿足地笑了，走了。

到庫馬西一條偏遠的鄉村探訪

從柬埔寨的義工活動回來，當天下飛
在非洲加納庫馬西，義工們預備
機沒多久晚上十一點多就要飛往非洲
了三天的教材，遊走不同的中小學，
加納庫馬西，參與舉辦防止兒童性騷
每個班地給學生們講解何謂性侵犯，
擾工作坊。輾輾轉轉十來個小時的飛
如何防止性騷擾。每次講座後義工們
行旅程，也只能把他們送到首都 —
都留下了電話號碼，跟孩子們說如果
阿克拉，然而這距離他們的目的地
他們想跟別人傾訴的 話可以打電話給
庫馬西還有七個小時的車程。於
—

情，在那裡是不可能的。﹂何艷婷

的功能。於是，每次吃飯的時候，大

﹁城市人習慣了回來都幹的事

會，跳閘了。

說。雖然房東不介意，但義工們知道

家都搶著要圍著一個朋友的

一月一日到十日，在非洲的那段

來
iPhone

那裡電力有限以後，也不敢亂來了。
的炎炎冬日裏，義工們只好用一袋袋

時間，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多得數不

吃。
買回來的二百五十毫升塑料袋裝水解

在非洲，水比油貴。在供水不足

決洗澡的問題。漸漸地，他們學會了

覺得這算是她至今為止最難忘的義工

清，每天他們都過得 很精彩。何艷婷

當然，有趣歸有趣，非洲還是有

活動之一。

如何珍惜點滴，用有限的水作全面的
清潔。何艷婷試過用五百毫升的水完

點危險的。雖然義工們住在一個比較

成了洗頭、洗臉、刷牙、沖身幾件事
情，接下 來的水還可以用來洗衣服鞋

富裕的區域，村口就是警察局，但村

裡的人也還是比較混雜。有一次，義

襪，最後還可以沖廁。
是當地人對公交車或者
Tru-Tru

11/10/2011 12: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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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想到這個工作坊引起了很大

與義工到訪的其中一間學校

(8460)
案讓他們都驚呆了，也不敢追上去，

繩，但這突如其來的明目張膽的搶劫

婷竟然被搶了，雖然只是搶走了電話

汽水，只是兩三個店鋪的距離，何艷

影。開幕的時候，她播了一些她在非

品，作品裏都是那些非洲孩子的身

一 ○
年舉
都還是蒙在鼓裡。直至二 ○
行個人展，她邀請家人來參觀她的作

人很少過問，連她去非洲義教，家人

加或者組織各種各樣的義工活動，家

不過這有警察局的安全區不再讓他們
洲的錄影片段。

工們八九個人一起到樓下的小賣店買

安全了。
那天晚上，媽媽驚奇地問何艷
婷：﹁你什麼時候去了非洲啊？﹂她

家人
何艷婷家裡有兩個姐姐，到了大

前兩個月吧……沒關係啦，反正我現

支支吾吾地搪塞過去說：﹁呃，就在

要她告訴家人這是學校的活動，他們

在回來了。﹂何艷婷說，如果那時候

學，爸爸媽媽對她比較放縱自由，只
都沒什麼異議，覺得學校安排的就是

跟媽媽說的話，她應該會擔心，不讓

我們只是一群
沒有錢的義工……
爲什麽喜歡做義工？何艷婷的回
答很簡單：開心。
她在香港也做一些義工的工作，
畢業個人展以後她去了英國做一年的
交換生，在英國也有做義工，主要是
探望老人家，跟小孩子玩耍，收購舊
書，收舊衣服，洗玩具，做一些文書
工作等。
有錢的城市跟貧窮的城市的需求
是不一樣的。何艷婷評價道：﹁這些
義工工作都是重要的，但我感覺上自
己做的事情很少，我還是比較喜歡出
去做義工。﹂
每次在外面做完義工回來，雖
然辛苦，但何艷婷見識了很多不同的
東西，增長了見聞，她形容這感覺就
好像是充了電一樣。更重要的是，當
她跟朋友分享自己的經歷時，也感染
和鼓動了周圍的朋友去參與一些義工
活動，待大家一起分享的時候，他們
覺得開心的同時，何艷婷也覺得很開
心。曾試過有一次何艷婷和朋友八人
一起去做義工，回港後每個人都成爲

畢業走向社會的青年人。他們就憑著

自籌備資金，來資助自己組織的義工

一股熱情，像打 游擊戰一樣，不時各

活動。有時候他們也會想辦法籌集一

些物資，帶去給他們要探望的小朋友

們。何艷婷有一位中文系的朋友，曾

拿著他們之前所做過的義工活動的材

料，向系裡面的教授們募集物資或捐

何艷婷畢業了，現在在一間公司

款，後來籌措了不少資金回來。

擔任一些藝術行政的工作。但她每逢

想到義工活動離別時那些孩子們依依

不捨的臉的時候，她心裡總是想著要

再回去。何艷婷說，現在她的重點是

把垃圾山的學校搞好。身在香港的何

校長，心裡還想著怎麼籌募資金，讓

垃圾山的學校營運下去，讓孩子們繼

續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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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非洲的，所以才會先斬後奏。

在非洲加納庫馬西的一間小學

11/10/2011 12:18 PM

20-24-interview.indd 8460

了義工活動的搞手，主動組織其他的
義工活動。
這是一群沒多少錢但有一腔熱血
的義工，他們大都是學生，或者剛剛

柬埔寨的殘障孤兒院

在校住宿三年，何艷婷經常參

在柬埔寨的「兒子」Manpan

(8461)

要求錢院長寫的，不想第二天，院長便已興高采烈

資深校友晤敘三藩市

的朗誦起校歌來；很快便獲黄友棣教授答允作曲，
胡教授來校教同學唱校歌並當指揮。全校學生不過
百，大小事務都能通力合作，就像一個和諧的大家
庭。當時的「中國學生周報」是中學及大專學生最
佳的讀物，亦是學生活動領導中心，學校的一切活
動報導得最詳盡，因為每校都有多位「周報通訊
員」；該周報就是他們兩位及一些大專生付出不少
心血辦好的。他們同時也參與當時美國之音的國語
廣播節目。電影界的國語明星林黛，就是他們一夥
的好友。只有我在畢業後留校工作，坐以待斃，毫
無建樹；至於胡璧現任美國 Panda Restaurant Group,
Inc.（聚豐園）的 Purchasing Director，有點像麥當
奴的中式快餐店。附照片兩張，另一張示祖孫三代
相叙（正中红衣者是王同學的外孫女，穿黑衣者是
其女兒；最左者是我內子，我左手傍的是我外孫
女）。
如能借新亞生活廣告各同學，俾知近况則幸
甚。祝工作愉快！
栻昶上 辛卯年中秋翌日

本院大事記

達

生先生：我已於月初由美國洛杉磯回港了，

（2011 年 9 月）

由於時差問題，使我日夜作息倒逆，好不舒

服！八月中旬我和二女胡璧一家往三藩市參觀伯克來

9日

本學年書院新生入學典禮下午在邵逸夫堂

（Berkeley）及士丹佛（Stanford）兩大學時，少不了

舉行。

要看望老同學了，只因行程逼迫，難以多約老友，臨

9日至10月22日

時只約得第二屆畢業的奚會暲學長（經濟系）及第五
屆的王健武同學（經濟系）祖孫三代來相叙，我也是
第五屆（哲學教育系）畢業的，也祖孫三代出席；四
人照片中前排左邊的是王健武同學，居中的是奚會暲
學長，然後是我了；後面站立的是我二女胡璧，她是

本院舉行創校六十二周年院慶

暨孔子誕慶祝活動。
15日

本學年第一次院務委員會會議下午於誠

明館新亞會議廳舉行。
16日

本學年第一次（533次）雙周會上午在邵

逸夫堂舉行。是次雙周會為學生活動匯報。

第三十四屆（1985）社會系畢業的。
奚王兩位都已八十餘歲，精神甚佳；奚學長和我
們相叙那天，適逢他需代一位油畫老師的課，故提早

28日

「新亞書院水運會 2011」晚上在大學游

泳池舉行。

離席，未能盡情暢叙。席間我將奚王二位在校期間已

30日 本學年第二次雙周會（534次）上午在邵逸

非常活躍，善搞學生活動的情况告訴後輩。新亞校歌

夫堂及潤昌堂舉行。是次雙周會為「新亞書

的誕生，是因為奚學長要負責策劃第一屆畢業典禮而

新亞生活 39：2（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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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頁 27

七主修社會科學，其餘修讀醫科或研究院。這情況

跟年長的校友有點不同，他們除了選擇北約克和萬

是否顯示新亞書院的傳統是重「文理」而輕「商

錦市外，很多都喜歡在熱鬧繁盛、多姿多采的多倫

社」抑或只是校友的個人偏好而已？抑或修讀文理

多居住。

學科的校友更能適應加國的生活呢？這須進一步研
究才有分曉。

除了移居年代外，新亞校友的職業與收入可算
是他們選擇住所地點的最有效決定因素，可是這些

不同年代畢業校友的主修學科，或可反映出當

資料無從獲得。另一方面，很多校友於移居加國後

時香港社會的現象和年青學子的心態。在六十年代

都轉換行業或再進修，所以原來的主修學科不能有

畢業的安省校友中，大部分修讀文科或理科，各佔

效地反映他們現時的職業與收入。無論如何，新亞

三成二，其次是商科，佔兩成四。七十年代畢業的

校友的主修學科與他們的住屋地點有明顯的關係，

校友跟六十年代畢業的校友的情況差不多。畢業於

例如，大半修讀文科和社會科學的校友選擇北約克

八十年代的校友的情況有所不同，社會科學為當時

與萬錦市；選修商科的校友聚居於烈治文山和北約

最受歡迎的學科，修讀的校友約三成三，主修文科

克；醫學院的校友偏愛烈治文山；研習理科的校友

的也有兩成，為當時第二受歡迎的學科，此外，有

散居於北約克、士嘉堡和烈治文山；研究院畢業生

一成三校友攻讀研究院。九十至二千年代的情況有

除了較為集中於多倫多外，亦有在北約克、士嘉

很大轉變，例如研習商科的校友增至四成，成為一

堡、及萬錦市居住。

枝獨秀，文理科仍然有一定的擁護者，各佔兩成，

安省校友與「新亞精神」

研究院的校友亦有兩成，修讀社會科學的卻無一
人。從以上的結果看來，可否推斷踏入九十年代的

筆者於農圃道求學期間，在母校月會、師生聚

香港，對商貿的發展愈趨重視，亦因而需要曾接受

會，或同窗閒談中不時都聽聞「新亞精神」一詞。

高等教育的商貿人材？

於母校校歌中，「這是我新亞精神」一句歌詞也有

各學院的男女校友比例方面，可謂一面倒，除

出現六次之多。畢業後在社會工作，校友間亦有提

了文學院是女多於男外（六與四之比），其他如理

及「新亞精神」這概念，然而，其真確意義卻眾說

學院、商學院、社會科學院、醫學院、及研究院都

紛紜。
十餘年前，適值「中大」三十周年紀念，一

是男多於女，比例由七比三至十比○。然而，這個

羣遷居安省新亞校友因籌備「中大安省校友會聯

現象未必與中大其他書院如崇基聯合等盡同。
有關校友的婚姻狀況，筆者無從得知，但現存

會」周年餐舞會的表演節目，曾討論何謂「新亞精

的資料顯示，大約兩成校友的配偶同是新亞畢業，

神」，事後雖無肯定的結論，卻一致認為新亞校歌

其中屬於商學院的有六對，文學院和理學院各有三

中的幾句歌詞「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和

對，社會科學院有兩對，研究院只有一對。這情況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可充分表達「新亞精

可能是由於商學院的校友在求學時比較活躍，而且

神」的精粹。
本年二月初，一次定居安省新亞校友的聚會

善於交際。

中再出現「新亞精神」的談論，與會者橫跨六十至

校友住所地點的選擇

二千年代的畢業生，然而各人對這個抽象概念的理

安省新亞校友的畢業年代除了顯示他們的年齡

解卻莫衷一是。在座最多發言的要算是七十年代的

外，或可粗略代表他們移居加國的年代。分析結果

畢業生，當中有校友相信「新亞精神」等同於中庸

顯示，很多畢業於五十和六十年代的新亞校友都住

之道，另有校友指出這概念的意義可由校歌歌詞反

在北約克、士嘉堡及烈治文山，極可能是七○年代

映出來；另一方面，有同期校友說「新亞精神」不

族裔羣居的心理所致。八○年代末期開始，大多倫

僅不合時宜，甚至老土；但有校友卻認為這概念是

多市北面的接壤地區續漸興旺起來，不少七十年代

永恆不滅的。一位六十年代畢業的校友表示，「新

畢業的校友隨着華裔的移民潮定居於萬錦市和烈治

亞精神」只會在「桂林街時代」香港當時的環境才

文山，然而北約克仍然是最受校友歡迎的城市。時

出現，所以不適用於現今的安省社會。九十至二千

至九○年代，雖然不少畢業於八十年代的校友依然

年代畢業的校友坦然表示不知「新亞精神」的意

聚居於士嘉堡但很多卻選擇屋宇寬大而設計較新的

義，而畢業於八十年代的校友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萬錦市或烈治文山。在九十至二千年代畢業的校友

近日拜讀母校創辦人之一張丕介教授的大作
轉頁 28

- 26 -

26-28-canada alumni.indd 8462

新亞生活 39：2（2011 年 10 月）

11/10/2011 4:31 PM

(8463)

從異鄉人到迷失的一代

作者簡介
七一年新亞書院社會學系社會科學學士，英

馬文廣（Ambrose Ma）

國愛薩斯大學社會服務企劃碩士，美國芝加哥大
學社會服務行政哲學博士。前香港大學社會工作
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專研退休移居、老年學
教育、及社會服務使用。著有學術論文、研究報
告、時事評論及《從黄昏到天明 – 香港長者移居
內地的真實故事》一書。退休後定居加拿大多倫
多市，曾獲大多市嘉甸傑出市民獎，現為新亞書
院安省校友會會長。
已經登記的新亞校友包含不同年代的畢業生，
其中超過六成在七○年代畢業，稍多於三成於五○
或六○年代完成學業，接近一成畢業於八○年代，
於九○或二千年代畢業的不足半成。從這些數據推
斷，大部分在安省定居的新亞校友是中年人士，踏
入花甲之年的也不少，只有小部分是屬於成熟的年

異地喜相逢。前排左起：馬珍波、黃惠芝、曾綺雲；
後排左起：連萬里、陳月梅、馬文廣

青校友。
安省新亞校友主修的學系橫跨二十個，其

者早年移居到加拿大安大略省（下稱安省）

中工商管理學是最多校友修讀的學系，共三十五

後，發現不少新亞校友在不同年代不約而同地

人，最少校友曾修讀的學系包括醫學、音樂、政治

來到這異地定居，可謂他鄉遇故知，甚感歡欣！安

及行政，和社會工作，各學系只有一人。整體來

頓以後，筆者曾試圖深入瞭解校友在異地的工作和

說，安省新亞校友主要來自以下十個學系：工商

生活等情況，但礙於缺乏資料，且公私兩忙，始終

管理學（21.4%）、生物學（17.4%）、中國語文

筆

未嘗素願。適逢母校創建六十週年並出版特別紀念

（13.0%）、經濟學（7.5%）、歷史學（5.6%）、

文集，筆者藉此機會利用《香港中文大學安省校友

物理學（5.0%）、社會學（5.0%）、英國語文

通訊錄（2009）》的資料，剖析定居加國校友的現

（4.3%）、新聞學（4.3%），及會計學（3.7%）。
住屋方面，大部分安省新亞校友聚居於大多倫

況，並從個人的觀察與見聞，探討不同年代畢業的

多地區（Greater Toronto Area）內四個城市，即北

校友對「新亞精神」和「新亞人」的看法。

約克（North York）、萬錦（Markham）、士嘉堡

安省新亞校友的概況

Scarborough），及烈治文山（Richmond Hill），

根據有關資料，定居安省的新亞校友有

其餘的依次為旺市（Vaughan/Thornhill）、密西沙

一百六十五位，他們絕大部散居於安省幾個大小城

加（Mississauga）/賓頓（Brampton），及多倫多

市，只有極小部分住在魁北克省。筆者在本節集中

（Toronto）/怡陶碧谷（Etobicoke）。除了族裔羣居

分析那些居於安省而存有詳細資料的新亞校友，共

的原因外，相信交通網絡、學校質素和鄰近多倫多

一百六十一人。

商業中心也是形成這些聚居情況的因素。

分析結果顯示，超過六成已經登記的新亞校友

學院間的差異

是男性，其餘不足四成為女性。究其原因，可能男
校友比女校友富冒險精神，敢於嘗試新事物。另一

為方便分析，筆者將所有登記在通訊錄的主修

方面，「男兒志在四方」的信念依然留存於現今社

學系納入五個組別，即文學院、理學院、商學院、

會，相信不少在香港長大的新亞男子漢也深受這信

社會科學院，及醫學院，另外加入研究院，合共六

念的薰陶，在客觀環境的驅使下，比新亞女兒家更

大分類。分析結果顯示，大約三成新亞校友修讀文

願意飄洋過海到異地闖一番事業。

科，兩成七選修理科，兩成三修讀商科，另外一成
轉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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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頁 26

《新亞書院誕生之前後》，該文刋登於《新亞書院

綜合前述的觀察與見聞，「新亞精神」可視

成立二十周年校慶特刋》內，文中有談論「新亞精

為我們行事處世的行為準則，也是激勵我們的座右

神」的意義。他認為新亞書院的誕生可成為師生終

銘，更是我們安身立命的信念與理想，所以沒有時

身難忘的一段歷程，當時（桂林街時代）的師生

間的限制，且放諸四海皆準的。以較具體的辭彙來

「纔能體會到所謂新亞精神，『手空空無一物，路

說，「新亞精神」是個人的目標、勇氣、熱誠、信

遙遙無止境』的真正意義……只有他們能……衷心

心、奮鬥，和堅毅的結合體，可媲美孟子所談的

誓言『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大任論」，亦有朱光潛於《談擺脫》一文道出的

不過，張教授指出，校方對「新亞精神」沒

功能，他說：「……認定一個目標，便專心致志的

有嚴格一致的解釋。他以為這若虛若實的概念可從

向那裏走，其餘一切都置之度外，這是成功的秘

三種能反映事實的真象流露出來，這三者為新亞校

訣，也是免除煩惱的秘訣。……」

歌、新亞學規、及新亞書院舉辦的文化講座。校歌

在過去數十年來，「中大」與「新亞」在不

歌詞代表師生共同的嚮往和誓詞；學規第二十四條

同程度上不斷成長和變遷，我們不能阻止這時代巨

詳列新亞學人的教育理想、教者的督責，和對學生

輪的前進，但我們希望可調節它前進的方向、路線

的激勵；文化講座為母校的創舉，是新亞精神的具

和速度。在資源匱乏的情況和局限的空間下，要保

體實現。

存、延續及發揮母校的傳統精神，須運用創新的手
法，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化，適切地實現於日常生活

「新亞人」、「中大人」，及其他

中，才可收到預期的成效。

數年前，筆者在香港某大學任教時，曾與兩

（轉載自新亞書院六十周年院慶特刊

位任職研究助理的新畢業新亞校友共事，滿以為深

《多情六十年新亞書院的過去、

慶得人，後來卻發現他們沒有半點「新亞人」的影

現在與未來》）

子。其中一位工作態度散漫、欠缺責任感，另一位
工作勤奮、活力十足，然而卻犯上時下青年的流
弊，如說話粗劣及目光短窄。他們表示在校時曾聽
聞「新亞精神」一詞，但不知為何物，亦沒有嘗試
查究它的真正意義。
去年有幸與一位母校的高層人士在多倫多聚
餐，交談間比較早期畢業生與近期畢業生所表現的
「新亞人」形象和他們對「新亞精神」的認識，他
沒有正面回應，只稱言「中大」愈來愈中央化，新
亞書院可獨立運用的資源極為有限，所以可推行的
工作不多。席上一位校友指出，自從「中大」實施
中央化的政策後，九十年代至今的畢業生對「中大
校友」或「中大人」的認同（identification）日漸
加强，對自己所屬書院的身分（i d e n t i t y）卻不斷
淡化，並對各書院標榜的理念或故有精神亦漸趨遺
忘。

結語
新亞校友抱着滿腔熱誠與無比勇氣，橫渡太
平洋到異鄉建立新家園，其艱苦的奮鬥和成功的喜
悅，可從新出版的《安大略湖畔中大人在多倫
多》一書略見一斑。他們的經歷不能與母校誕生的
歷程同日而語，然而他們的意志和堅毅卻是「新亞
精神」在不同時空的具體實現。

北約克市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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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居然扳到及格的六十分標準。細算

農圃舊侶

行，由他任主持人。他走進課室，簡

她以後全沒提起這件事，或根

一下，老師在卷中並沒錯算各題應得

嚴整和傲岸的形象。等到升進中學第

本沒把它放在心裏，或相信那次考試

單的說了一兩句話，便在寬長的黑板

二年，才知道那兩位老師是一對志趣

是我一時無心之失。我雖然一直感激

的分數，而是在總分中多給了兩分，

相同的夫婦。他們當年有一個五六歲

她對我這份好意，但依然覺得這是自

上，如龍飛鳳舞的寫出作文的題目，

大的兒子，隨同他媽媽參加過我們班

己從學以來的奇恥大辱，也像接受過

使我不致當場出醜。

內的旅行，還拍下了照片。過了許多

賄賂似的。在離校以後的十多年來，

時剛進入五十年代，國內政局不靖，

為國文老 師批改作文卷子的槍手。那

許多文化人逃難南來，或因資歷問

題，一時找不到教席，只好臨時屈就

為現職老師批改卷子。斯時我正好作

興學習草書，在作文課時以卷子作為

練習的場地。有一次，作文卷派回

來，成績竟然是特低的五十分，卻又

給塗去了，改定為六十分。卷端上還

寫有幾個頗帶譏諷的眉批，都是針對

那幾個草字而發的：﹁字體難以辨

認，大概是自己創造出來的。﹂但卻

又在那批語的旁邊，一一寫出正確的

草書做示範。後來經過細心比較幾條

的：幾個示範草字是原國文老師的手

年後，我們從報章上知道，那兒子已

己擔任了數學科教師，但每到授課的

筆，卷首右上角重評的六十分數，也

批語和示範草字的深淺墨色和筆跡，

直到中學第三年，她才當上我

那幾天，總是碰上公眾假日，不知道

是他抹掉原成績後，在旁邊補寫上去

晚上間歇地出現相似的一個夢境：自

們的班主任。我對她很敬服，覺得她

怎樣子才可以為學生補足缺授了的功

的。

那一次數理科的成績，例如經重考拿

因此便有過一奇想，如果有日能平反

周期表，解決類似的缺課問題︶。我

時局使他遺下家小，匆匆隻身南下，

的教師。他原是廣東某大縣的首長，

字，可見他是一位教學認真、有實學

又能一一看出我寫壞了的是那幾個草

國文老師不憚煩的重評卷子，

我才發現那卷子是先後經兩重批閱

是一位盡責任和事理分明的老師，這

課，這樣地一直徬徨焦慮直到夢醒

到滿分，如田徑選手在重賽中奪回失

執起教鞭來。他個子清健修長，對學

去了的獎牌，那夢魘才會永遠消失。

我的另一位老師便不算得好了。

校務主任，教一兩節國文僅是兼課。

精研草書和篆書，他甫到學校便當上

更不要提說什麼打官腔的習慣了。他

生和藹，在課堂上總 是未講先笑的，
實在說，他是一位隱名的、算不上校

二、
失腳，便從此墮後。就在最後一次期

內的正規授課老師，而只是在校外專

會中的四百公尺個人賽情，起步偶一

語文，輕忽了數理，便如同在奧運賽

的志趣卻已開始轉向，較注重中、英

己也算是在前列的幾名之內。我那時

我班的普遍成績是全級中較好的，自

升，教授代數、立體幾何和三角學。

文理科還沒有分流︶，她一度隨班上

便可以知道。等到升上高中︵那時的

可以從她在成績手冊上寫的學期評語

︵各學校到很晚才設計所謂學科授課

學成回來，當上執業醫生呢。

便離開課室｜｜他留給我們的是一個

老師、弟弟、文章
一、
中學年代的同學聚會是稀有的，
原因是向心力不易維持下去，來會人
數也就不多，令來會者的心情難免有
點落寞。就在最近的一次集會中知
道，我們的一位數學老師已去世多年
了，聽罷，頗有一絲悱惻與惘然之
感。最先不自覺的反應總是要追問：
﹁死了！為甚麼？﹂那自然是個得不
到滿意解答的問題；有時反引來報訊
者的一句反詰：﹁為甚麼？你不先想
想自己也到了什麼年紀！﹂這固然是
句正話，但我確實從沒想過所認識的
人會變老，都會走完最後的一天。正
深表嗟訝之際，另一位聞訊同學上來
補充說，他從報紙上的訃聞讀到，那
數學老師的丈夫最近也不在了。
撥開塵封中的記憶，我首先見
識的，正是那位老師的丈夫。他當年
的個子與樣貌，到今天依稀還留在腦
際。他是學校裏中學部的教務主任。
那時我還在讀小六，那一天，我帶著

格的，等到收回試卷，喜出望外，成

考中，我預算其中 一數學卷是不會合

原稿紙、毛筆和墨盒，老遠的從小學
代表參加級際中文作文比賽。那次比

部跑過幾條街道，到中學部去，以班
賽 是會集中、小學部各年級一起舉

11/10/2011 2: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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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中聽說去世得最早一位。又過了幾

視，大概還不到六十歲，是我許多老

發，在校內宿舍房間的書桌旁一瞑不

過不多久，便輾轉聽說他因心臟病突

女生名字，可見他確不是錯認的。再

他還認得我，還向我提起班中的一位

六年多，有一次回校辦理學籍證明，

彷彿見到他眼中有淚影。我離校五、

﹁反攻﹂論調既精彩又激昂，這時才

強他評論時事。他亦每求必應，他的

告一段落，等待下課鐘響的餘隙，勉

心惶惑，我們卻偏喜歡當每節課講授

幾年間，國內政局長期不獲安定，人

我們一直沒聽過他提及他的家人。那

彩的教師，都已先後清除出校。而這

政治上精忠派人士，凡稍露有左傾色

個主任，還添上前面的那兩位，都是

也扣上小國旗做標誌的；從校長到幾

民主義國歌﹂的僑校，學生校服襟頭

了。那時學校是一所每週都唱奏﹁三

反應，只直覺上以為不是很對勁就是

的是對或不對，因而沒法做出適當的

在黑板上，我們自然不知道他所唱唸

︿沁園春﹀咏雪詞。他從沒將全詞寫

訴我們，他唸的是正在當行的毛澤東

來，時而喃喃低吟，時而高唱。他告

派。許多時，他上課到一半便停下

正茂，翹首天外，目無餘子的少壯

歌，還要我們背唸。他那時屬於風華

人一次同在住所天台上放風箏，我手

麼大事可堪記懷的。我僅憶述兄弟二

亡的。大家都是在童年，其實沒有什

的二弟，他是在日寇侵佔香港期間病

實思懷全寫了出來。那是懷念我下面

輕易地、也沒隱藏的把僅有的一點真

題目是︿人的懷念﹀。我在文章中很

子鋒頭。在一回即堂繳卷的作文課，

他教導的那學期裏，我居然出了一陣

不知道應覺得慚愧還是得意，在

千就學的青年樹立了好榜樣！

兒沒改變，克盡全始全終之義，為萬

接辦後，直到結束，宗旨和色彩一點

點卻是眾所共見的：岳父的學校經他

疾發作，又閉賸一線眼睛，喃喃自

椅子上，身體左右、前後顫動得似瘧

神巫的房間燈燭幽暗，她坐在桌旁的

子早死多年了。來到問米的那一天，

的小孩子的通稱︶的叔婆；生母比兒

神巫兩件事：她是那﹁花仔﹂︵死去

具的法力神通。叔婆說她事前只告訴

米者悲愴得死去活來，以此證明她賦

情愈多，便裝弄得愈精彩，管教來問

者和死者間的關係，能知道有關的事

了。

母知道，沒想到我在隔壁房間全聽到

女巫處回來，低聲把經過細說給我後

壽，所以他們先後去世，看來便似有

事，但彼此年紀差距大，一方又得長

世。他和上面提到的幾位都是校內同

堂的國文老師，享壽快近九十歲後辭

紙上讀到一則訃聞，是另一位兒孫滿

那次同學聚會後不久，我從報

口邊﹁北國風光，萬里雪飄﹂的毛

是否經歷了鬬爭，或仍念念不忘掛在

釋。至於他以後數十年來的思想路途

特例事件這才得到完滿和合理的解

岳父的教育事業，為一校之主， 那椿

長的嬌婿，後來還承受了衣缽，接續

許多年以後，我們才知道他還當上校

有甚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

挑釁性質的風格。但我們一直沒聽到

然要表現他的獨立特行、歧出而帶有

姪孫，忍不住要向女神巫﹁問米﹂，

到一個月，家中的一個叔婆苦憶她的

話，一條小生命便完結了。他死後不

只不過幾天光景，彼此說不上幾句

是死於當時淪陷區流行的惡性瘧疾，

的，說：﹁哥呀，要小心啊！﹂弟弟

升起，給挽救過來。他還告誡做大哥

將飄蕩在 遠處、小如星點的風箏重新

的本領，憑一、二手拉和放工夫，便

連忙接過線轆，他不知從何處學得來

看來快要失掉去了。二弟在旁見到，

中的風箏竟不聽控御，一直往下沉，

難怪在下面尋不著的了。﹂這件事我

弟們對死去母親的稱呼︶死得太早，

會叫我叔婆呢！唉，他大大︵我們兄

子一旦死了成神，自會生性的，他還

滿足、舒暢的樣子，自言自語：﹁孩

經過講完了，揩去涕淚，換過一派很

述，一邊模擬著神巫腔調說話，等到

…… ﹂ 我 聽 到 叔 婆 一 邊 在 低 聲 的 哭

不著媽媽！你們要多送點金銀下來！

是叔婆嗎？……我在這裏很孤單，尋

為聽得到或接得上的零碎話頭：﹁你

出勉強可以讓 坐在對面的問米者自以

語，一時又像向人哭訴，到最後才吐

她在裝神弄怪前，必先打聽前來問米

索，堅決認定全是那神巫作的蠱惑。

據我後來多方面的打探和反覆思

許年月，我有機會返母校，在圖書館

位瀟灑不群的年輕老師，在此當口居

半個世紀的懸隔。他是我初 中二年級

詞，或連帶﹁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

希望得知孩子在地府的情況。她從那

四、

內見到學校仍留住他滿櫃子的藏書，

的國文教師，只任教一學期，在那期

蕭疏鬼唱歌﹂的瘟疫毛詩，統統忘得

才知道他閱讀興趣是頗為廣泛的。

間，每週的七八節正規課裏，他還擠

一乾二淨，那就無從知悉了。但有一

三、

出時間，添教兩篇課外的文言文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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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喚母親做﹁大大﹂，而改叫媽媽？究
竟是誰在地府教導他來？那兩句話語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分明不是二弟生時的口吻，肯定是神

﹁叔婆﹂之理？又何以不如往常的稱

神巫身子上，怎會懂得立時改稱她做

的陰魂如果真的從地府跑上來，落到

後來就成了習慣，沒法再改口。二弟

﹁五奶奶﹂，這原是戲謔成分的多，

一向依仿大大生時的口吻，稱她作

綻：叔婆的丈夫排行第五，我們兄弟

磨，過了很久，終於找出了中間的破

一直在記懷，把神巫的幾句話反覆琢

許多同學都說要借讀一下。我為表示

旁邊的說話也聽不進去了。下課後，

九十五分，一時興奮忘形，連老師在

道我那篇文字竟就是壓卷之作，獲得

不算深刻，難作推測的根據。到第二

猜測是誰做的，因為同學間的認識仍

高分數。我們聽了都不以意，也不願

有一卷子令他感動，所以特別給了最

的前一天，老師先對我們透露，班中

裏想念你，你知道嗎？﹂發回作文卷

苦的了。那文章最後寫道：﹁我在這

在下邊找尋不著大大，一定是悽涼悲

以為真，躲起來哭了幾次，覺得弟弟

書訊

年代胡蘭成赴台灣之前，致黎華標

成︽今生今世︾以後，至一九七

巫收集了叔婆早先提供的兩點訊息，

文物館四十周年
慶祝活動

題目：︽華夏與中亞：中國的異

的親筆書信及詩作創作﹁長短繁簡

便自作文章，全沒估料別人家庭日常

中國文化研究所莫慶堯學術講座
主講：牛津大學中國藝術及考古

謙遜，便交出去了，後來亦怪自己面

《意有未盡

嫩，不好著意一一向他們追尋那卷子

學教授羅森爵士

黎華標編錄、朱天文主編

域文化 ─
公元六至八世紀︾
地點：大學行政樓祖堯堂
共有七十件﹂。黎華標在新亞研究

日期：十月二十日下午三時

《造化心源：沐文堂藏中國雕

所求學時，經其師引介，與當時旅

說話用辭有這樣的曲折。那次﹁問

天派卷子，我被叫喚到講台，這才知

主禮：牛津大學中國藝術及

塑》展覽開幕典禮（下午五時）

米﹂後，不知道還有什麼對神巫作利

所終，好比做母親的辛苦生了一個孩

居日本的胡蘭成通信。儘管素未謀

子，連眉目指爪還來不及看清楚，便

考古學教授羅森爵士

套︽古文評註︾。我兄弟倆當年同級

的下落，那五百多字的文章從此不知
讀書，那書原各管有一套，是校長吩

讓人家抱去了。我只記得老師在卷末

益關係的輸送，卻先使我家損失了一

見過照片。黎華標有感於兩岸大中

咐購買的補充讀本。那一定是叔婆於

面，黎華標仍以﹁蘭成先生老師﹂

華興起的胡蘭成研究，便著手進行

尊之，書信來往十八載，彼此也僅

整理四十年多年前，胡蘭成來的信

他讀後為之悽愴。我先是失去了弟

寫的兩句評語，說文章懇 摯動人，使

弟，跟著是和他有關的文字，隨後就

不覺間露了口風，使對方得知我家在

是前面說到的幾位難遇的老師。學堂

淪陷時焚燒反日教科書本後，仍留住
此書，或神巫不過順口、隨意的吩咐

裏值得記憶的老師當然不只上面說的

件與詩作。本書編整工作難度極

下僅有的一點東西就這樣的給火化去

上面的作詳細追述，只憶說我暗裏聽

回說我那篇文章。它當然沒法像

筆吧。

了，……想來真是沒趣，那就姑且收

又聽到多位同年與學友也告別人間去

幾位，他們今天還在世嗎？近來先後

得叔婆回來轉述的幾句說話後，便信

了。

叔婆燒化多一點東西給弟 弟。弟弟遺

高，極具研究珍藏價值。

主持：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
地點：文物館展廳

慶典晚宴（下午六時三十分）
地點：沙田香港凱悅酒店
慶祝文物館四十周年暨文物館館友
會三十周年，並籌募贊助，成立專
項基金，開展文物館的教育及外展
計劃。

《造化心源：沐文堂藏中國雕
塑》展覽簡介
日期：十月廿一日至明年一月
展品精選自沐文堂藏品，展出近百
件中國歷代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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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EVENTS
(September 2011)
Sept. 9,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for Freshmen was
held in Sir Run Run Shaw Hall.
Sept. 9 to Oct. 22, The celebration of the 62nd Founders'
Day of the College and the birthday of Confucius
were held.

Sept. 30, The 2nd Biweekly Assembly of this academic
year was held at Sir Run Run Shaw Hall and Y.C.
Liang Hall. This Biweekly Assembly served as the
College’s 62nd Founders’ Day and Scholarship
Presentation Ceremony.

Sept. 15, The 1st Meeting of the Assembly of Fellows
for this academic year was held in New Asia
Conference Room.
Sept. 16, The 1st Biweekly Assembly of this academic
year was held at Sir Run Run Shaw Hall. The
programme will be reports on student activities.
Sept. 28, New Asia Swimming Gala 2011 was held at
the University Swimming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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