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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生
本院之迎新營於九月四日至七日
舉行，主題為「立天地，結新血之
盟」。本院副院長朱嘉濠教授、陳
新安教授及輔導長溫有恒教授與本
院領導出席其中迎新活動，以歡迎
新同學加入新亞書院。

本學期共有八十九位一學期／一學
年交換生居於本院學生宿舍，另
十一位居於國際生舍堂。本院與學
術交流處安排交換生出席九月六日
在新亞書院教職員餐廳舉行「書院
時間」。在輔導長溫有恒教授致歡
迎辭後，大家隨即在餐廳享用自助
餐。其後由宿舍主任、導師帶領參
觀各宿舍。

交換生

內地本科生

本學年大學共編派五十多位內地本

科生予本院，書院與內地生聯合會

及書院迎新營籌委會共商後，於九

月三日下午於人文館一一五室舉行

「書院／宿舍時間」，向新同學簡

述輔導處工作。副院長朱嘉濠教

授、譚少薇教授、副輔導長莊太量

教授、院務主任簡蘇寶儀女士，及

紫霞樓榮譽宿舍主任林郭婉鳳女士

一同出席，帶領新生往所屬宿舍參

觀。相信活動有助新生適應校園學

習及居住環境，融入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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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六十三周年院慶活動暨
歷任院長盃師生比賽及健步跑賽程表
日期

時間

項目

獎盃

地點

九月十九日
（星期三）

12:00 - 2:00 p.m.

校慶開幕禮

-

大學本部文化廣場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6:00 - 7:30 p.m.

排球

黃乃正院長盃

新亞體育館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6:00 - 7:30 p.m.

壁球

梁秉中院長盃

中大壁球場
（5 至 6 號場）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5:30 - 7:00 p.m.

足球

沈亦珍院長及
余英時院長盃

夏鼎基運動場

11:30 a.m. - 1:15 p.m.

校慶獎學金頒
獎典禮

-

邵逸夫堂

5:00 - 6:00 p.m.

校慶茶會

-

新亞教職員餐廳

6:30 - 10:00 p.m.

千人宴

-

新亞校巴站

十月四日
（星期四）

6:00 - 10:00 p.m.

大笪地

-

新亞圓形廣場及
小百萬大道

十月四日
（星期四）

6:00 - 8:00 p.m.

網球

金耀基院長盃

中大網球場
（6 及 7 號場）

乒乓球

全漢昇院長盃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十月五日
（星期五）

6:00 - 7:30 p.m.

6:00 - 7:30 p.m.

新亞體育館
羽毛球

吳俊升院長盃

籃球

梅貽寶院長及
林聰標院長盃

十月十九日
（星期五）

十月二十日
（星期六）

新亞體育館

7:30 - 8:00 p.m.

頒獎禮

-

9:00 - 11:00 a.m.

健步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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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圓形廣場至
夏鼎基運動場

「第十屆中華美德教育行動」師資培訓班

(8736)

「第十屆中華美德教育行動」師資培訓班

為 了 弘 揚 中 華 美 德， 提 升 青 少 年 道 德 素 養， 本 院

與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於二 ○○
二年開始合辦﹁中華美
德 教 育 行 動 師 資 培 訓 班 ﹂。 每 年 設 一 主 題， 約 有 五 十
位 來 自 國 內 各 省 市 之 中、 小 學 校 長 及 教 師 來 港 接 受 為
期 八 天 之 培 訓， 參 加 一 系 列 之 講 座、 研 討、 參 觀， 並
與本地之教師及校長交流。

第 十 屆 培 訓 班 之 主 題 為﹁ 讀︽ 論 語 ︾ 學 做 人 —
中 庸 ﹂， 已 於 本 年 七 月 四 日 至 十 一 日 順 利 舉 行。 五 十
位 學 員 分 別 來 自 北 京、 天 津、 黑 龍 江、 山 東、 陝 西、
重 慶、 四 川、 湖 北、 內 蒙 古 及 廣 東 省 之 中、 小 學 或 教
育 研 究 單 位， 當 中 不 少 為 前 數 屆 學 員， 與 新 學 員 分 享
心 得。 培 訓 班 期 間 除 了 講 座 以 外， 學 員 們 更 參 觀 了 多
所 本 地 的 學 校 及 機 構， 包 括 孔 聖 堂 中 學、 新 亞 中 學、
聖 公 會 馬 鞍 山 主 風 小 學、 廉 政 公 署 及 田 家 炳 基 金 會，
了 解 香 港 推 行 德 育 的 情 況 及 與 本 地 老 師 交 流 心 得。 多
位 香 港 的 德 育 老 師 亦 蒞 臨 出 席 研 討 會， 向 國 內 同 工 介
紹 有 關 德 育 及 推 廣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之 活 動 概 況。 何 鴻 毅

家族基金會和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代表更親臨本院，
以 精 緻 教 材 及 生 動 手 法 簡 介 其 合 辦 之﹁ 我 的 家 在 紫 禁
城 ﹂ 外 展 教 育 計 劃 及 分 享 其 背 後 理 念， 學 員 皆 深 受 啟
發，獲益良多。

為 紀 念 培 訓 班 進 入 第 一 個 十 年， 北 京 東 方 道 德 研
究所及新亞書院合作出版︽兩地同心 弘道明德︾一套
兩 本 之 書 籍， 收 錄 歷 年 講 座 選 編 及 歷 屆 學 員 與 講 者 之
感言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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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綜述
北京師大二附中 張懷光
今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至 十 九 日， 第 十 二 屆 中 華
傳統文化研修班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成功舉
辦。本屆研修班由中國教育學會高中教育專業委
員會主辦︵以下簡稱﹁高專委﹂︶，素書樓文教
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和中華傳統文化
研修會共同協辦，香港新亞中學承辦。高專委秘
書長王森、副秘書長劉晨元，清華大學錢遜教授，
素書樓文教基金會秦照芬教授、辛意雲教授、劉
義勝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務主任簡蘇
寶儀女士、霍偉基先生、譚麗明女士、張君恒先
生，香港新亞中學劉智輝校監、屈啟秋校長︵前
任︶、黃惠庭校長等知名人士與會，來自大陸、
臺灣和澳門的共計六十七位中學教師參加了本屆
研修班。研修活動主題為﹁︽論語︾中的﹃和﹄
與﹃中庸﹄﹂，通過專家講座、小組交流、座談
聯 誼、 學 員 代 表 彙 報 學 習 心 得 等 豐 富 的 研 修 形
式，學員們不僅得到了知識上的﹁充電﹂，更重
要的是接受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禮。
七月十一日晚八點，來自大陸的四十餘位與
會教師在深圳華僑賓館舉行了赴港前的預備會，
會上王森秘書長和劉晨元副秘書長分別介紹了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的歷史淵源、歷屆研修
活動開展情況及本次研修活動主要安排，並對與
會教師簡要提出幾點期望，三十餘位與會教師做

了簡要的自我介紹。在會議進行期間，還有十餘
位教師風塵僕僕地趕來。

七月十二日中午十二點，大陸、臺灣和澳門
兩岸三地的六十七位學員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
院知行樓會合。下午兩點，與會的所有專家學者
及六十七位學員在新亞書院人文館一一五號演講
室舉行了開幕禮。開幕禮上播放了悼念錢胡美琦
女士的短片，全體與會人員靜默致哀，共同表達
追思與緬懷之情。開幕禮後，全體與會人員合照
留念。

第十二on
屆中
華傳統文Chinese
化研修班
」
The 12th「
Seminar
Traditional
Culture

七 月 十 二 日 下 午 三 點 半， 清 華 大 學 錢 遜 教
授 以﹁︽論語︾中 的﹁和﹂ 與﹁中庸﹂﹂為題，
為學員作了第一場講座。錢教授結合自身治學體
會，闡發了﹁和﹂與﹁中庸﹂的內涵，他認為：
在︽論語︾中，﹁和﹂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一團
和氣﹂，﹁和實生物﹂首先是一種宇宙觀，是對
宇宙萬物存在狀態的反映或描繪；﹁禮之用，和
為貴﹂中的﹁和﹂代表了一種社會秩序和價值觀；
﹁和﹂的第三層含義是一種處世原則，﹁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論及﹁中庸﹂及其
與﹁和﹂的關係時，錢教授說：﹁中庸﹂並非簡
單的折中與平均，而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
追求適宜與﹁度﹂；﹁中﹂是﹁和﹂的基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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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

(8737)

(8738)

宙萬物，無不有其兩端，扣其兩端而竭之是認識
的根本途徑；而只見一端，片面偏激，左右搖擺，
卻 是 常 見 的 錯 誤 和 難 以 根 治 的 痼 疾， 也 是 達 成
﹁和﹂的最大障礙。
七月十三日上午，辛意雲教授就︽論語︾中
的﹁和﹂與﹁中庸﹂，從五個方面解讀：一、﹁禮﹂
是上古文化的核心，是中國原始宗教信仰的總結
與發展，周禮包含了一切行為儀則和規範；二、
春秋時代的﹁禮﹂，一般人認為春秋時代﹁禮崩
樂壞﹂，其實主流社會化公為私，對標榜自己身
分和地位的﹁禮﹂極為重視；中國的所謂階級是
﹁倫理性階級﹂，是由人與人之間的家族性地位
決定的；三、孔子對周禮的肯定與繼承，孔子雖
然自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對周禮以繼承
為主，但也有創見，﹁仁﹂即為孔子提出的新概
念；﹁仁﹂是﹁和﹂的體現，﹁和﹂是行禮的最
大目的；四、人生命的覺醒與自我調和的發展，
﹁禮﹂能夠喚醒並培育每個人心中的自我意識、
生命意識，促進自我內在的和諧，建立起自我的
生命秩序，並進而建立起和諧的社會秩序和井然
的法律秩序；五、﹁和﹂的達成與﹁仁﹂的覺醒
就是﹁中庸﹂的發展，所謂﹁中﹂，﹁君子之時
中﹂，所謂﹁庸﹂，﹁日常之用為庸﹂；人的自
我 協 調 是 生 活 的 重 要 能 力， 也 是 社 會 穩 定 的 力
量，能自我協調，達於﹁禮之和﹂，即為﹁中庸﹂。
富有民族性的﹁和合之道﹂與富有大愛情懷的﹁生
生之道﹂合而為一，便是﹁和﹂與﹁中庸﹂之精髓。
七月十三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劉
國強教授為全體學員做了題為﹁儒家價值觀的現
代意義﹂的報告。劉教授認為，價值觀可以從真、
善、美、神、用五個角度去評判，這要從三個層

面來考察：一，從價值觀之基礎何在、基礎是否
牢固；二，基於此基礎的價值或道德原則是否具
有普遍性；三，由價值或道德原則衍生的道德規
範是否能夠有效地適用於當前。與此相應，劉教
授將儒家的價值觀分為三個層次：一為基礎層；
二為恒常原則層；三為具體實施的禮教規範層。
前兩個層次依然適用於當今，第三個層次禮教規
範層的一些禮儀已經不適用於當今，但是依然有
很多禮節適用於當今，如﹁禮尚往來﹂，﹁禮不
妄說人，不費辭；禮，不逾節，不侵辱，不好狎﹂
等等。整體說來，儒家價值觀的主體部分依然對
今人大有教益。
七月十四日上午，全體學員來到香港最大的
志蓮淨苑，聆聽了梁瑞明院長題為﹁說
佛院 —
孔子由知天命而﹃樂以忘憂﹄﹂的學術講座。梁
院長從﹁樂﹂﹁說︵悅︶﹂之別講起，認為孔子
之樂由五種方式產生。一是由內省不疚，不愧怍
而來，﹁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二是由孝悌、
泛愛眾、親仁而養德而成，仁者生命由一己生命
感通，進而與父母、兄弟、四海之人之生命感通，
由 無 不 感 通 而 樂。 三 是 由 人 處 貧 賤 而 忘 貧 賤 而
來，人樂於道，甚至忘其﹁樂於道﹂。四是，正
如程明道所言，人在忘富貴、忘我之時，便與萬
物為一體。此時之樂，靜觀萬物皆自得，四時佳
興與人同，於風雲變態中，見天地之道而自得其
樂。五是如曾皙之忘功業，在簡單自然的人情生
活中得其樂。至於天命觀，孔子的天命觀也獨樹
一幟。孔子認為，人其實只能行其義之當然，人
只有盡其﹁義之當然﹂時才知天命之所在。孔子
感到了天命的召喚，自己亦應之以﹁義之當然﹂，
故此天命之召喚在孔子看來，實與﹁自命﹂無異。

「第十二屆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

當天上午，全體學員還在志願者的帶領下參
觀了志蓮淨苑。

七 月 十 六 日 上 午， 香 港 天 主 教 徐 錦 堯 神 父
為全體學員做了題為﹁儒家的中庸與天主教的神

聖概念 —
中庸的人生﹂的演講。徐神父早年遠
赴 義 大 利 羅 馬 專 修 神 學， 二 十 八 歲 成 為 天 主 教
神父，兼通神學與儒學，他的演講以對人類現今
生存環境的熱烈關切和對人類精神現狀的反思與
批判見長，在全體與會人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徐神父認為，﹁中庸﹂不是不冷不熱、無原則、
無是非的調和，它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如果
把人生比作蹺蹺板，人們只是一味渴望從低往高
處走，其實越高越難找到平衡，站在最高點，你
會一直走下坡路。你永遠無法站到你眼中的最高
點，人生的平衡點，就是人生的最高處，而中庸
的生存境界，就是追求人生的平衡點。對於﹁中
庸﹂的﹁無過無不及﹂，徐神父特別提到了﹁過﹂
之危害，凡事追求極端、極致，或許比﹁不及﹂
貽害更甚。﹁中庸﹂對當代人最大的啟發在於，
讓我們有能力在現實和理想間取得平衡，在不斷
追求進步時接納人生中的缺憾，同時對人生和社
會永遠懷有希望。最後，徐神父以一段天主教禱
文與全體與會人員共勉：上主，求你賜我勇敢堅
毅 的 心， 去 改 變 可 以 改 變 的 ； 賜 我 冷 靜 安 詳 的
心，去接受那些不可以改變的；但請賜我智慧識
別的心，去對上述二者做出正確的分辨。

專 家 講 座 之 外， 全 體 學 員 還 進 行 了 自 由 切
磋交流。七月十三日晚八點至九點，全體學員分
為四個小組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七月十六日下午
兩點至四點，四個小組又分別派出兩位學員代表
彙報了此次研修活動的心得與收穫。學員交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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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圍繞四個方面來進行：一、此次來港，能夠走
近大師，能夠結識眾多有志於弘揚國學、傳承民
族精神的同道中人，倍感榮幸，無比珍惜；二、
專家的點撥與同行間的交流讓自己茅塞頓開，如
謙遜教授的﹁和為一種宇宙觀﹂，劉國強教授的
﹁自覺，覺人﹂，辛意雲教授﹁喚醒自我生命的
意識﹂，梁瑞明的﹁悅﹂﹁樂﹂之別，徐錦堯神
父的﹁愛是分享﹂等等；三、一種沉甸甸的使命
感和責任感由內而生，如此精妙絕倫、博大精深
的先人智慧對今人和後世子孫頗多教益和啟發，
我輩既然身為語文︵國文︶教師，將國學之精要
發揚光大，義不容辭；四、學習經典，傳承國學
的真正舞臺，並不僅僅局限於一次傳統文化研修
班，真正的廣闊天地在於三尺講臺之上，在於數
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杏壇耕耘中，故而，離別
並不是結束，而是一個新的開始。
本次研修班承辦方新亞中學的熱情、細緻、
用心、周到，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此次
研修活動恰逢香港中文大學暑期校舍改建，安排
研修與食宿處所十分困難，但是他們還是盡全力
為與會人員創造了方便、舒適的環境。新亞書院
和新亞中學的志願者們是一群可愛的人，他們自
始至終兢兢業業，臉上始終帶著微笑，即便是在
遊覽香港海洋公園時，烈日當頭，汗流浹背，依
然能夠看到志願者們自始至終的微笑與忙碌的身
影，仿佛炎炎夏日裏一縷海風，為學員帶來愜意
與清涼。在此，對他們的付出一併表示衷心的感
謝！
七月十六日下午四點，第十二屆中華傳統文
化研修班閉幕禮在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館一一五演

講室舉行，高專委副秘書長劉晨元先生、清華大
學錢遜教授、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會會長兼新亞中
學校監劉智輝先生、素書樓文教基金會秦照芬教
授、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教授劉國強先生、新
雅中學校長黃慧庭女士等與全體學員、香港中文
大學新亞書院及新亞中學的志願者共同出席了閉
幕禮。劉晨元副秘書長致閉幕詞，表達了再聚首
之榮幸，對主辦方細心安排、全體學員勤勉研修
之感謝，以及對錢穆先生和錢胡美琦女士的景仰
與追思之情，他希望大家把這次研修活動的收穫
與啟迪帶到日常教學中去，真正把民族傳統文化
發揚光大。劉智輝先生在致辭中，回憶了四十年
來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前輩與先賢的共同努

The 12th Seminar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力，回憶了新亞書院的國學研究宛如一棵樹，茁
壯成長，乃至茂盛參天、濃蔭蔽日的歷程。劉先
生語重心長地說，傳統文化對人心靈的滋潤和智
慧的啟迪無可替代，人文的綿延仰賴各位學員在
日常崗位上的勤勉與堅持。最後，劉晨元副秘書
長，劉智輝先生、秦照芬教授、黃慧庭校長等為
全體學員頒發結業證書，為全體志願者頒發感謝
狀。至此，第十二屆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在經久
不息的掌聲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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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與行
李振旭

與交流日漸增多，國學熱隨之興起，這其中，臺
灣和香港的學者貢獻尤大，錢穆大師與錢胡美琦
女士應該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大師致力於著書立
說，美琦女士除協助大師完成此任務外，最大貢
獻在於對傳統文化的傳播，我想這是不是我所理
解的﹁知與行﹂呢？中大給我們所有學員安排的
宿舍是知行樓，每天多次出入，每一次都不由自
主地抬頭看看這三個字，體會一次比一次深刻，
也漸漸懂得主辦者的良苦用心。正如美琦女士的
一生經歷，在跟隨大師學習傳統文化有了深厚的
國學功底之後，沒有將自己的境界停留在自己對
國學的一步步的認知上，而是花很大的力氣將它
發揚光大，澤被後人，不遺餘力，終生無悔，這
就是﹁行﹂。繼而又想到參觀廉政公署的事，便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是 先 民 智 慧 的 結
晶，也是中華民族豐富的精神食糧，它指引著我
們這個民族一路前行，但從五四運動開始，因為
種 種 原 因， 它 受 到 極 大 衝 擊， 甚 至 是 踐 踏， 我
們的國民在精神世界上的空虛可想而知。在上世
紀末，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我們與外部的溝通

就此一點，足以讓我肅然起敬，也讓自己的心靈
得到淨化；其二是參觀香港廉政公署，參觀前我
百思不得其解，我們是一線教師，普通老百姓而
已，廉政一事於我們何干，又有何意？這個疑惑
一直伴隨著整個參觀行程，回到宿舍，我依然不
斷問自己，慢慢地聯想到這幾日香港中文大學為
我們所安排的一切，似乎有所感悟……

西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第十二屆中華傳統文化研修感想兼憶錢胡美琦女士

對一個連名字都未聽過，又素未謀面的人寫
一篇紀念性的文字，真是聞所未聞，連自己都覺
得唐突……然而研修班學習結束近一個星期，心
中始終無法釋然，遲遲不敢動筆，但心中總有一
絲感動與不安，斗膽動手寫下以下的文字……
早在五月初就接到了參加第十二屆中華傳
統文化研修班赴香港學習的通知，因帶領高三學
生進行最後的衝刺，兼之高考結束後前往歐洲旅
遊，沒有時間做太多的準備，應該說學習的態度
是不端正的。在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香港的學
習，除了震撼、感動之外，還有對於自己的無知
懷有深深的自責。
學習期間，聆聽了錢遜教授、辛意雲教授、
劉國強教授、梁明瑞院長和徐錦堯神父的講座，
因自己國學基礎薄弱，收穫有限，而影響最深的
是兩件事：其一是開幕式上劉智輝校監在致辭中
放了一段視頻，簡單地向我們介紹並回顧了錢胡
美琦女士。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美琦女士，如果沒
有文字說明及劉校監的解釋，在我眼裏，她就是
一位平凡而又和藹的鄰居老太太，安詳、寧靜、
睿智，與平日接觸到的老人並無二致，看著看著，
眼眶不由得濕潤起來。在許多人眼中，她好像並
無太多動人事蹟，不能像大江大河般給人以極大
的震憾，而在我眼中，她猶如涓涓細流，清澈明
淨，緩緩流淌，沁人心脾。為自己摯愛的人和事，
幾十年如一日地堅守與踐行，奉獻自己的一切，

豁然開朗。

「第十二屆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

文 化 的 傳 承 離 不 開 代 代 薪 火 相 傳， 誰 是 主
要的橋樑和媒介？是老師，尤其是中學老師，在
學生成長的歷程最重要的階段，他們的影響無疑
是巨大的，此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也﹂，我們
教給學生的不僅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要身體力
行，成為一個傳統文化的﹁佈道者﹂，以此影響
和激勵下一代，讓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也就是
我理解的﹁知﹂為﹁行﹂的基礎或前提，而﹁行﹂
是﹁知﹂的昇華，兩者相輔相成，緊密相連。美
琦 女 士 在 這 方 面 給 我 們 樹 立 一 個 榜 樣， 錢 遜 教
授、辛意雲教授、劉智輝校監、劉國強教授等又
何嘗不是此中楷模。參觀廉政公署也就決不是風
馬牛不相及的事，這是要我們首先正確理解社會
公平與正義和每個人緊密相關，更重要的是讓我
們在教育下一代時要播下這顆種子，造就有社會
責任感的公民。此時此刻不由想起東林書院那幅
千古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也是對我
所理解的﹁知與行﹂的最好詮釋。

謹以此文表達對致力於中華傳統文化傳播並
做出偉大貢獻的錢胡美琦女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
緬懷，也感謝活動的主辦方中國教育學會高中專
業委員會，協辦方素書樓文教基金會、香港中文
大學新亞書院，中華傳統文化研修會和承辦方新
亞中學的精心組織和周到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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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人文精神，提升生命品質

品讀先賢智慧，且學得且思
班主任，兩個文科班，四個理科班，每日裏
忙忙碌碌，行色匆匆。五月份，得知有機會去香
港參加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才突然停下腳步問
問自己：︽論語︾是什麼？︽論語︾中的觀點是
否還有現代價值？傳統文化的交流和研修和我所
從事的教師工作是否有聯繫？
雖然是歷史科班出身，但我所接觸的孔孟原
典文獻，只是中學時代語文教材中的︽論語︾十
則等篇章，只是大學時候聽︽歷史文選︾一門課
中的若干片段，只是工作後需要講授的高中教材
中一課書中的一個章節。既是因為害怕學識不足
有損個人和學校聲譽，也是因為突然間激起了對
︽論語︾的興趣，決定利用這個機會，惡補一下，
想來多少也能有所彌補吧。
先是通讀了一下于丹的︽論語心得︾，看她
一個個故事講下來，還是頗有意思。但終歸感覺
是別人嚼過的東西，少了很多滋味。於是買來三
一一年版錢穆的
本︽論語︾讀本參照閱讀：二 ○
︽論語新解︾、二 ○
一 ○
年版李澤厚的︽論語今
一 ○
年版金海民的︽論語譯注︾。擬
讀︾和二 ○
以已故國學大師錢穆的版本為主，關注其義理解
讀；以著名美學家李澤厚的版本作參考，冀多個
角度看論語；以金海民的國學基礎讀本為輔助，
進行字詞疏通，減少閱讀障礙。

湖南師大附中

黃雅芩

兩 個 月 通 讀 下 來， 真 還 收 穫 不 少。 首 先 是
在不同版本的參考閱讀中，發現了很多不同的解
讀，於是覺得︽論語︾不再是老學究般固化了的
陳詞濫調，其實需要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人物
個性及全文意旨去綜合解讀，以求貫通。結論之
未知未定，自然會帶來閱讀的挑戰性，也會激發
我們更多的思考，讀起來也就更饒有興味了。此
外，在回歸原典，逐字咀嚼後，更是感慨於古聖
先賢智慧之深厚，以至於在幾千年後的今天，仍
然閃耀著獨特的光芒，也正因為此，儒學在塑建、
構造漢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歷史過程中起的作用
無可替代。嗯，一杯茶，幾本書，穿越時空和古
聖先賢對話，和大師們同讀一本書，不時會有一
種心靈的共振共鳴，這不正是得﹁孔顏之樂﹂嗎？
帶著對︽論語︾的粗淺感悟，來到香港，聽
取了五堂講座，更是受益匪淺。錢遜教授對﹁和﹂
的解讀全面而周詳，在承認有不同的前提下，能
尊重對方的不同意見和利益，努力尋求一種不同
利益之間的協調平衡和諧。同時指出，﹁中﹂是
和的基礎，表現為多種成分共生在一起的一種秩
序，各種成分都有自己的地位功能，相成相濟。
試想，不管是我們的個人生活，還是群體交往，
還是社會發展，如能努力追求﹁中和﹂，那該是
多 麼 美 好 的 一 種 狀 態。 辛 意 雲 教 授 的 講 座 沿 襲
了其一貫以來的風格，娓娓道來，深入淺出。從
﹁禮﹂的發展切入，闡述了孔子對﹁禮﹂的肯定

與繼承。在︽論語︾中，﹁禮﹂折射出了對生命
的敬仰，體現了一種生命的秩序，它不僅是外在
的規範，更是內在的和諧。︽論語︾體現了生命
的覺醒和自我的發展，也正是基於此，︽論語︾
研讀的現代意義和價值凸顯，因為﹁人的自我協
調能力﹂正是個體發展、社會穩定和世界和諧的
重要力量。

閱讀、聽取、對話、交流，且行且思，一路
走來，有一種洗滌心靈的清朗，有一種收穫寶物
的欣喜，更有一種無言的敬佩和感激！

感受現實人生，知行要合一

特別記得一位教授說道：從人文館出來是學
思樓，從學思樓出來是知行樓，新亞書院的佈局
命名真真極富意味。的確，﹁知行合一﹂是生命
成長發展的重要路徑，也是弘揚傳統文化的重要
落腳點。研修期間，感慨於身邊很多人用行動詮
釋著對﹁知行合一﹂的認知。

The 12th Seminar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研修活動由一個看似普通卻極不平凡的女
錢胡美琦女士發起。在開幕式的紀念影像
士 —
中我目睹了她的風采，在閉幕式發的小冊子裏我
回 望 了 她 的 一 生。 一 般 人 都 會 認 為， 錢 胡 美 琦
女士把一生奉獻給了一個人，喪失了自我。但錢
遜教授悼文中的一段話讓我記憶深刻：﹁我們的
民族處在一個偉大深刻的轉折中，從擺脫列強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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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挽救民族危亡之際，走向民族復興大道；其
中中華文化從遭受衝擊，陷於低谷，轉向弘揚、
發展，正迎接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傳承弘揚中
華文化，是時代的重要主題之一。先父一生所做，
只是這一件事。繼母把一生交付給父親，不是交
付給某個人，而是交付給了傳承弘揚中華文化這
一事業，交付給了中華文化。﹂錢胡美琦自己在
回憶文章中也說道：﹁我逐漸懂得一個學者，不
止屬於他的家人，也是屬於時代，而又不止是現
時代，更要屬於將來。因此，我從不敢把賓四視
為我私有，我想我的使命在如何完成照顧他的責
任，使他能有更大的貢獻。﹂錢胡美琦女士追隨
錢穆，兩夫婦身體力行，不僅在學術上卓有大成，
更是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體
現了在傳統文化思想中浸潤的﹁士人﹂群體一種
天然的使命感和擔當意識！
也 正 是 在 這 樣 的 信 念 下， 一 大 批 人 凝 聚 起
來，並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香港短短的
幾日裏，在和臺灣素書樓文教基金會、香港中文
大學新亞書院、臺灣中華傳統文化研修會、中國
教育學會高中教育專業委員會等各方面負責人接
觸中，都能深切感受到他們那種不計名利無怨無
悔的奉獻和為弘揚傳統文化所做的努力。在廉政
公署，我們亦能看到港人是如何著力弘揚公平、
誠實、自律守紀、負責任、廉潔等核心價值觀的，
更能看到他們是如何力行以努力淨化這個社會。
當然，兩岸四地的學員彙集在一起時，舉手笑談
間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敬仰與追
隨。
儒家講求既要注重內心的修養和內在的領

悟，又要注
重影響他人
及和社會實
踐的結合。
既 要﹁ 出
世﹂，淡泊
名利，不以
物喜，不以
己悲；更要
﹁入世﹂，
關注社會現
實，關懷民
生疾苦，甚
至不惜奔走
呼號，以微
薄之力挽萬
丈狂瀾。在研修活動中，天南地北彙集過來，老
少男女差別多多的人們，懷著﹁延綿人文﹂的信
念，都努力用行動詮釋儒家思想的真諦。

點亮師生生命，誨人應不倦
孔子一生，在於﹁悅於學而樂於教﹂，並不
在求為一聖人。這是錢穆在︽論語新解︾序言中
特別闡述的孔子的人生目的及為學趨向。錢胡美
琦也曾說過，錢穆生前曾以終生做一教師為榮。
他辦教育，主張﹁為學﹂與﹁做人﹂兩者絕不可
分，他自己也以此為終生努力的目標。作為教師，
參看︽論語︾中所體現的教育人生，應著力反思
我們的工作觀。努力做到﹁悅學樂教，不強求功
名利祿；內外兼修，關諸己又兼利他﹂，我想，
這應是大師先賢引導我們參悟的儒學之真諦吧。

「第十二屆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

當我們這些來參加研修的內地中學教師，暫
時離開那個張口閉口總離不開高考、分數等話題
的環境，來到這個極為純淨的學術交流淨地時，
更應該借此機會好好反思一下我們的教學觀：我
到底要引導學生學什麼？我們把學生當什麼？短
短的一周，我深刻地認識到，應該把學生當﹁人﹂
看，每一個學生都是一個成長中的鮮活的生命個
體！為適應成長需求，學習的內容不能局限於基
本技能和有關特定科目的知識，更要重視培養能
應用於所做事情和個人技能的精神與態度，因為
這將決定一個人生活的姿態和未來的走向。很欣
賞烏魯木齊市一中董老師的話：﹁所有的修行都

是以﹃生命的自我覺醒﹄為起點，沒有覺醒就沒
有判斷力，覺醒是智慧產生的源頭。﹂所以，我
們應該充分利用經典文獻，引導學生帶著對﹁生
命﹂的問題去讀去領悟。要如兩千多年前的先師
孔子一樣，因材施教，誨人不倦，逐步促進學生
的﹁生命覺醒﹂。當學生的內心被﹁點亮﹂時，
照亮的既是學生的未來之路，也是教師的生命殿
堂。這，是我們每一位教師應盡的責任！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研
修結束，但學習、思考、行動應永不終結！感謝
中國教育學會高中教育專業委員會、臺灣素書樓
文教基金會、臺灣中華傳統文化研修會、香港中
文大學新亞書院及新亞中學等機構，提供這麼難
得的機會幫助我們學習提升。相信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努力踐行所學所思所得，盡力傳播中華傳統
文化的種子，提升自我的生命品質，也努力促進
學生的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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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Programme

at Hertford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新亞書院／英國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海外文化交流計劃2012
本院副輔導長莊太量教授於本年七月八日帶領二十位新亞同學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參加
為期三周之海外文化交流計劃。課程內容包括英語學習、參觀、文化體驗，以及與當地學生交流等。

New Asia College / Hertford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 Study Abroad and
Cultural Exploration Programme 2012

New Asia College/ Hertford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 Study Abroad and Culture Exploration Programme

Professor Terence Chong Tai-leung,
Associate Dean of Students of the
College, led a group of 20 New Asia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a three-week
summer programme at Hertford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 on 8 July 2012.
The programme include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visits, cultural
exploration and exchange with local
students.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Abroad and
Cultural Exploration Programme

To begin with, I am indeed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lecture content we received at the Oxford University.
Being a Science student, I rarely expose myself to English
literature or plays. However, in Oxford, I was surrounded
with all these amazing poems, paintings, theatre-related
masterpieces that I have never read before. And to my
own astonishment, I actually liked them. There was one
presentation that we were asked to work on Shakespeare’s
OTHELLO. At first,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a disaster
but ended up the storyline was fairly interesting and
our whole group enjoyed the movie together. Thanks
to our tutor who gave us loads of in-depth opinions and
comments after our presentation, I have grasped not only
the gist of the play, but also the deep meaning behind it.

Ko Bonnie Hoi Man (FNSC/3)

H

aving been lucky enough to enjoy such a wonderful
study trip in Oxford just before entering society after
graduation, I hav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wards New
Asia College for granting me this valuable chance. After
this three-week studying abroad, not only have I gained
new insights into Oxford and the Great Britain world, but
also have my mind inspired by the many lectures given
to us in Oxfordshire as well as by the historical cultures
itself that this land nurtures.

This brings me to another point which I must mention
- the very unique Tutorial Style of Education in Oxford
University which was quite surprising yet refreshing.
Unlike the tutorial system in Hong Kong which was
in a ratio of 1:40 with one teacher and 40 students, as
mentioned by our tutor professor, Oxford is well-known
for its tutorial style of teaching on a 1 to 1 basis. Besides,
the teacher does not academically see the student as a
rank lower that his own, but they see each other as the
same level and could challenge each other.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is and found it a pity that we overseas
(continued on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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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did not have a chance to experience that since
we had lessons as a group. Be that as it may, I enjoyed
the tutorials very much since the professor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inspiring by stimulating us with idea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not after our presentations,
but during it, so to let us feel and see new things at that
very moment.
Apart from the lectures and tutorials, I was also
impressed by the discussion we had on theatre and plays.
During that two-hour period, we got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crews behind the scenes as well
as the props, myths, special terminology, etc. We even
had the chance to perform a play of our own which was
quite challenging yet really enjoyable and fascinating.
On top of that, we watched a live Shakespeare play at
a beautiful garden at Trinity College which was truly
incredible.
Aside from all the schoolwork and lessons, the side
trips and study visits we joined were just as remarkable.
I liked the way the teachers led us to the real places
for visiting right after they taught us about them in
the morning lectures. Take the Asmolean Museum for
example, the teacher kindly presented us with a brief
description on a few best paintings held in that museum,
teaching us how we should look at the detail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 as well as the history, before letting us
explore about the true University of Oxford’s world-class
collections of art and archaeology.

Being both the birthplace and burial place of
Shakespeare, Stratford was indeed a place filled with
poetic atmosphere and imagery. We toured about the
house where Shakespeare was born, wondering how such
simple a place could nurture such a great writer. I guessed
it was the person’s mind that mattered rather than the
non-living dead woods of the house.
Last but not least, this trip did not miss out the
fun part – a precious time when we could spend with
the local Hertford College students and our RAs. The
Karaoke night was just seemed like yesterday when we
all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got together and sang
happily for the night. At first, I would have thought they
might be cultural difference or clashes; yet things turned
out unexpectedly harmonious and fun with music being
the best universal language. Other than Karaoke night, we
also sat together one afternoon to watch the Wimbledon
Tennis Match. The atmosphere was so great with
everyone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from being so
tense and quiet to shouting happily and loudly when the
player we supported won. This was a true moment that
could never be experienced in Hong Kong.
All in all, this memorable trip to Hertford College,
which is one of the oldest of Oxford University’s 38
colleges, had been a great and unforgettable journey
despite of its short time frame. I have learned a lot
through these three weeks,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the
local student lives to the admi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Oxford and Great Britain history as well as British
cultures. I truly had enjoyed every bit of it and would
absolutely recommend my fellow college friends to join
this miraculous programme.

Apart from the study trips, there were also numerous
side trips that I found unforgettably fascinating. One
would be the visit of Warwick castle. The old, steep stairs
between each tower were both frightening and seemingly
dangerous. In spite of the hard efforts, I finally reached
the destination and was relieved. The view looking
down from the top of those towers was magnificent
and stunning no matter from which angle. The castle
dungeons, Great Hall as well as its gardens were all
equally spectacular; and I was most impress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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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impressive study visits are the Museums,
Galleries in London and Garden in Oxford. First, I really
appreciated the visit to National Gallery and British
Museum. Sitting in the comfortable, safe and private
coach, we arrived at the capital city and had a wonderful
time experiencing all the magical sounds and sights of
London as well the best paintings and treasures it holds.
And we shared our favorite paintings with our classmates
and RAs after our lovely exploration. Second, the visit
to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Botanic Garden near our
Hertford College which were the oldest in Britain were
worthy of admiring as well. The garden was beautifully
shaped and cultivated; and so were the glasshouses,
walled garden as well as the arboretum. The scenes were
so magical and miracle that one would not want to leave
at all.

vivid demonstrations of archery, medieval armoured
combat, falconry, jousting and the firing of a replica
trebuchet which was so exceptionally exciting. The other
trip would be to visit William Shakespeare’s hometown
and the place where his life and works were displayed;
they are the Globe Theatre and Stratford respectively.

(8745)

My Reflection on the Programme
Lee Ka Kui (PACC/4)

New Asia College/ Hertford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 Study Abroad and Culture Exploration Programme

B

efore joining the New Asia College – Hertford
College cultural exploration programme, my
understanding towards British culture was limited
to the football leagues and some brief ideas of the
country’s 1000 years of history. My expectation
towards the programme is also focused on these two
aspects. However, the three-week lessons and activities
successfully gave me a totally unexpected idea about this
country,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that I had little knowledge
in them before.
In my past years in university, I have had study
abroad experiences of semester exchange programme and
summer schools, during which I took different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abroad. But this programme was more about
culture experiences than academics. The programme
consisted of three major components, which were lectures
in various cultural topics, assignments and tutorial
sessions, as well as visits and tours. Instead of taking
academic courses, we had got a quick overview towards
some key elements of British culture. In other words, we
were guided to tak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n looking at
this country, instead of being a visiting student.
The lectures we had in Hertford College covered
topics such as English literature, history, architecture,
etc. My idea of what is culture had been changed a lot
after the lectures. Although for some of the topics like
Shakespeare, I had no previous knowledge about them;
I was motivated to explore in these topics and started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words used in plays and
poems after attending the literature sessions. Later we
went on to watch a play in campus, which brought me
a mor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plays. As
British people nowadays still give high regard towards
Shakespeare and makes his plays part of the culture, it
is good to know more about him through the lectures
and the other great writers to understand completely this
culture.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to experience in the
programme was the Oxford tutorial system. This
university is unique from other famous institutions with
this system, which emphasizes mutual learning, tutorstudent equal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tutorial
education provided by tutors from Colleges that students
belong to. We were lucky enough to have the chance to
get a taste of the tutorials of Hertford College. Despite
the small tutor-to-student ratio in the original tutorials,
we were divided into small groups and prepare poems
by John Donne and Othello by Shakespeare in two
presentations, under the similar requirements of tutorials.
During our tutorial sessions there, we presented our
findings to the tutor and other students, and engaged
in the in-class impromptu discussions. The tutor may
adopt our findings, and we in turn learnt from the tutor’s
thinking. At the end of the lessons, both parties had
exchanged some new ideas to take home for thoughts.
I believe this experience had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how the tutorial system works. As the tutorials in Oxford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CUHK, this experience is
valuable for us to know the authentic Oxon study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Oxford and our
university.
The idea of having visits and tours in this
programme definitely made the trip more interesting and
comprehensive. During our stay in Hertford College, not
only did we have lectures about British culture, we also
had many chances to experience it by ourselves. On the
first Friday of our trip, we went to the renowned British
Museum and National Gallery in London for a oneday museum visit. I really appreciated the arrangement
of having some lectures introducing the exhibits and
paintings inside the museum before we went to see
the actual displays. The instructors briefly told us the
important exhibit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what aspects to be focused on when looking at them.
When we went to the actual museums, we would have
some ideas and impressions towards the items and we
knew their value. It greatly increased our curiosity and
knowledge to visit museums. A similar approach was
used in the Ashmolean Museum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part from museum visits, in many occasions,
we had the lessons in the morning about various topics,
such as gardens in England, and literatures and authors
in Oxford, and then in the afternoon we would go on a
guided tour to see the botanic garden in Oxford or the
footprints of those famous Oxon writers. It was very
happy to jump out from the classroom and immediately
retrieve what we had learnt in the morning and matched
them with what we saw in the tours. This combination of
lectures and tours as a way of teaching really impressed
me a lot. And I believe it is very practical and interesting
that the courses in CUHK should try to adopt such a
teaching method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s.
As we all know, this year is an anniversary year
(continued on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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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United Kingdom. Earlier this year, the Queen
celebrated Her Diamond Jubilee. And London was going
to host the 2012 Olympics. We were in the country during
the crucial final stage of preparation. In the programme
we had a short lecture introducing the city and covered
a bit about the celebrations and
the preparations. However, I was
luckily enough to have stayed
behind for some days after the
programme, and experienced the
totally contrasting atmosphere.
I had been to the city before
the Olympics started during the
three weeks of the programme
and at that time the city and the
people were rather calm with not
many celebrations and cheers.
Yet during the games I could feel
how patriotic and passionate the
Londoners and the British had
demonstrated. On the streets there
were always people dressing in
Olympics-related t-shirts and
hoodies, or even wearing their
Union Jack flags or has paints on
the faces to support the country.
There were many volunteers travelling around London
every day to various venues to help the games. They
cheered to spectators and people passing-by to ignite
everyone’s passion towards the games. The comparison
(from p.15)

life in hell; Desdamona, killed by her husband has
“demon” in her name; Iago, the villain who persecuted
Othello the Moor, sounds oriental, and looks like “San
Diego” which means “persecuter of the Moors”, perfectly
suited his role in the play.

We were taught much more than the mentioned
techniques. The tutorials have helped us build up the
foundation of appreciating different literatur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sight-seeing is the most
exciting part throughout the exchange. We had visited
a lot of places, experiencing Victorian and Renaissance
buildings, and the castles were the most lavish. I believe
that the visit to Warwick castle was the most worthy. We
had a taste of how the castle was secured, seeing the moat

Although I did not have the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fancy
football atmosphere during my stay
as the Premier League was in summer
vacation, I was pretty satisfied with
what I have attained during the
programme. I had read about the
history of Britain years before. In this
trip, I enjoyed the lectures about the
Tutors and the Victoria period a lot,
and I was exceptionally happy towards
the occasions that I could be able to
utilize what I have read years ago
and the knowledge learnt during the
programme when I visited historical
sites such as the Edinburgh Castle
and the Westminster Abbey during
my stay-behind period. The chance of
enabling me to apply what I have learnt before is, I think,
the highest level in learning, and I am grateful that I
have achieved it abroad, through this cultural exploration
programme in Britain.
and the towers used to observe surroundings and warn in
case of invasion, and the best part of the visit was seeing
different statues in the castle, exhibiting the daily life
of the nobles, which draws visitors closer to the nobles’
lives, and that was really exciting. Blenheim Palace was
another site worth visiting. It was the most luxurious
place that I have seen other than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The decoration and atmosphere was extremely grand
and opulent. The concert of a three-floor tall organ was
breathtaking, the rich echo of notes and the baroque taste
of songs seems to draw one back to the old times, and
that was surely pleasant and delightful.
Overall, the Oxford trip was truly enjoyable. The
highest state of mind upon completion of magnificent
studies and magnificent causes is found in one’s respect
and love for nature, for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mankind. These four aspects are fully covered in the
programme, through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Hong Kong and United Kingdom,
we we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discover our interests and
ability, as well as to realize our own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s among the vast topics. I highly recommend
other students to join in the next summer if they are
interested or have the motiv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British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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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ly, objects might have implications too. The
evidence of accusing Desdamona’s disloyalty, the
handkerchief with strawberries, is worth investigating too.
Handkerchief was personal, and could only be obtained
by intimate persons. Moreover, the pattern was specified
to make the handkerchief unique, so that the evidence is
legit. On top of that, strawberry was a symbolism of pox,
the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which probably suggests
Desdamona’s disloyalty.

between the two periods of time allowed me to feel how
British can be modest in working while celebrating and
enjoying during festive days. They remained calm and
in low profile during the final stage and burst the joy at
the right time in high mood. This made me amazed of the
spirit of “work-hard, play-hard” of the
British people.

(8747)

An Enjoyable Trip

at first sight, but looking from the right, the image of the
skull can be rectified.

Tong Po Yan (QFIN/1)

For history, I must admit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I chose science stream is to avoid history. However, the
lectures at Hertford College helped me overcome my
mental obstacles by linking the history to our daily life
or literature. For example, Venetian lady had a negative
connotation because in Renaissance, merchants of Venice
often travel around for trading, leaving their lonely wives
behind, which then were tempted to develop affairs.
Desdemona,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Shakespeare play
Othello, had a tarnished reputation and was suspected by
her husband due to her Venetian background.

D

uring the summer of my year one, I have joined
the New Asia College at Hertford College – Study
Abroad and Cultural Exploration Programme 2012.

New Asia College/ Hertford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 Study Abroad and Culture Exploration Programme

The experience at Hertford College i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acquire knowledge other than my
profession. I have been a science student since form three,
and literally had no sense in humanity subjects, especially
literature and arts. Although courses are designed at
advanced level, which demands much attention and
quicker digestion during classes, I enjoy the exciting and
engaging atmosphere at tutorials as well as the lectures of
rich content.
The College motto cheng ming, in which cheng
(sincerity) is tantamount to reality and truth, and ming
(Intelligence),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
twenty-day trip, we were given various opportunities to
apply my knowledge, and gain more understanding on
English usage and relevant English cultures.

After mentioning Shakespeare, literature is the aspect
that is not to be missed. In Oxford there were numerous
writers who had works popular all over the world,
examples Lewis Caroll, a mathematics professor, who
wrote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J.R.R. Tolkien who wrote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Narnia Chronicles by C.S.
Lewis, etc. We read extract of them in class and studied
their background. Narnia had a Christianity background,
cross often appear and the lion was implying the savior.
In the two sessions of tutorials, we studied poems
by John Donne and the play Othello. I would like to talk
more about the Shakespeare play Othello.
Firstly, the name Othello has implied the tragic
ending, by breaking the name into “Ot-hell-lo”, we can
find “hell” in the name, suggesting the nature of the play,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I have never thought of.
Secondly, names were designed for characters to
imply their personality and their role in the play. For
example, main character Othello the moor had a tragic

The programme introduced us to the art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architecture of Britain, as well as the
famous unique tutorial system of Oxford, all of them are
extremely eye-opening and mind-provoking.

(continued on p.14)

For arts, we focused on the masterpieces of paintings
and statu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e National Gallery
and the Ashmolean Museum. Significant art pieces are
selected and arrang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to brief
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eriods. The most impressive painting is the
Ambassadors by Hans Holbein. It is full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naissance period. It is realistic and have every
details painted. The ambassadors are sent from France to
change Henry VIII’s mind on divorcing Queen Catherine.
The display on the two tables is designed to impress with
their learning, wealth and influence. The facial expression
of the ambassadors, broken string of the 11-stringed
lut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skull at the bottom of the
painting, implied their desperation and the expectation of
failing. I personally am most impressed and fascinated
by the skull as it is distorted, and look like a feather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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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sia College/Yale

Summer Community Service Exchange

A Summer of Exploration and
Immersion
Jessica Su (Yale University)

M

y experiences during the Yale-China Public
Service Internship Exchange have made this an
unforgettable summer. While working with Samuel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t Marrakech, Inc. in New Haven
and New Life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Association
in Hong Kong, I have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with backgrounds and experiences different from
my own. The six of us also became close friends as we
immersed ourselves in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e while
exploring New Haven and Hong Kong.
At Marrakech, Samuel and I focused on community
outreach and provided soci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to disadvantaged individuals. In addition to interview
preparation and resume workshops, our supervisor
Patrick Shaw gave us job placement and coaching
assignments. I learned to understand the consumer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circumstances and to place
their needs and priorities first. We ended our internship
with Marrakech by planning and leading the orientation
for the Summer Youth Employment Program. It was
rewarding to see our discussions and role playing sessions
bring the group together. While motivating the youths for
their internships, I found a renewed passion for my own
work as well.

The exchange nature of the internship was a
wonderful gift. As I introduced American culture to
Jacky, Tommy, and Samuel, I sometimes had to stop
and consider their question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When they asked me about patriotism and the display of
American flags in New York, I had to explain ideas and
feelings that I had never tried to put into words before.
By engaging in another culture and looking at my own
through a new lens, I was able to reflect on my cultural
identity. Thanks to Jacky, Tommy, and Samuel, who
served as tour guides and translators, my first visit to
Hong Kong was heart-warming and embellished with
local flavor. Because of their eagerness to share their
culture, I learned about the views of Hong Kong youths
toward politics and their legislative and voting system. I
was introduced to local customs, food, and beliefs. They
also patiently taught me the nine different tones as well
as basic numbers in Cantonese. By the end of four weeks,
I could speak some phrases (although they laughed at my
funny accent). Because of this exchange, I experienced
Hong Kong with more depth and emotion than the
average tourist, and for that,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My
memories of this summer and the joy of exploring Hong
Kong will always stay with me.

(from p.17)

my friend Tommy jokingly advising me to ‘put more
pictures of elephants’ in my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of Kenyan culture. In response I put up pictures of a
modern side of Kenya he absolutely marvelled at seeing.
Needless to say I may have convinced him to come and
teach English in Kenya for a few months ( so that he can
take his own elephant pictures as well). My summer in
Hong Kong, New Haven and Kenya has shown me tha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se places are miles apart, they

are connected in so many different ways especially on
the education front. They face similar problems just in
different ways and are all simply trying to enable and
improve not just the access to education but also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being delivered. Hopefully, I can
use my amazing experience in finding ways to improve
education projects back home in K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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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New Life, our supervisor Ellen Tam arranged
for us to travel to work sites all over Hong Kong,
where we toured the facilities and interviewed staff and
trainee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in New Life and their
perspectives on mental health rehabilitation in Hong

Kong. These visits allowed me to explore different
parts of Hong Kong. We also organized a basketball
recreational program and interacted with the trainees in a
more casual setting. Our main project at New Life was to
prepare a joint report and presentation based on our visits.
We chose to focus our topic on the Integrated Community
Centres for Mental Wellness to improve mental health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and public perception in Hong
Kong. In our report, we suggested program strategies
that reflected our observations as well as our hopes for
persons in recovery.

(8749)

My students were more excited about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than I myself recall ever being when I
was at that stage. The dedication was so fascinating and
contagious that I made a commitment to return to New
Haven Reads for the rest of my time at Yale as a college
tutor.

Summer Internship and Exchange
Program Report : Yale China
Sharon Nyakundi (Yale University)

T

New Asia College/ Yale Summer Community Service Exchange

his summer I undertook an internship sponsored by
the Yale China Association at New Haven Reads
and at New Asia Middle School in Hong Kong. Where
do I begin? It only took one day at New Haven Reads
for me to realize that thi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every
city, if not every community should have. That’s how
much of an impact the staff, children and the entire
community that supports New Haven Reads had on me.
As a student interested in education policy, this was
the first hands-on teaching experience I had that was
focused on the field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massive
free book bank at New Haven Reads while being the
cornerstone of the organisation could not compare to the
amazing children I interacted with on a daily basis. The
challeng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s well as issues with
public school systems became so apparently close as the
students tackled not just life issues but education issues.
I remember being anxious about my first tutoring session
– what it would be like...whether the children would
enjoy reading me...basically whether I would make a
good tutor. As it turned out, I ended up not just being a
tutor, but a friend and listener during the tutoring session.
I saw the excitement on my supervisor’s face when my
first child who was usually very restless sat through the
entire tutoring session and was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it!
I was very excited when my students learnt how to divide
and multiply, reading ‘Diary of a Wimpy Kid’ with some
of its biggest fans and learning how to play Battleship
and Uno. It wasn’t long before I realized there’s a reason
why I probably never played those games as I lost one
too many times. I recall one of my students purposefully
letting me win at least one game of Uno and Candy Land
( more than one student actually) . For a lot of people,
the complexity of reading and writing has just never been
complex at all. I constantly asked myself – How did I
learn how to read and write properly ? I had one of the
most patient, caring and attentive teachers. And that’s
what i strove to be to my students . You know how people
in life get excited about different things such as winning
the lottery, getting a dream job or maybe even retiring?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wanted to experience Hong
Kong in any other way. Let me put it in a different way :
I don’t think you can experience Hong Kong unless you
experience the people. My one month of teaching at New
Asia Middle School has been the most exciting summer
experience of my college life. I knew it from the moment
one of my assigned students whose life ambition is to be
a scientist cum actor showed me his ‘superpowers’ on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 he could move his eyebrows in very
amazing and ‘inhuman’ ways. That set the tone for the
entire stay in Hong Kong. I had never once seen myself
teaching debate and preparing students for a debate
competition, but here I was at New Asia Middle School
doing just that. And I loved every moment of it . Seeing
the students on stage debating for their first time – a bit
anxious but confident in their arguments for the support
of the Hong Kong school system, was truly a Kodak
moment. I simply cannot put their feelings into words –
but it’s almost like the first time you start doing something
new and realize you are actually pretty good at it and
you wonder why you haven’t been doing it your whole
life! New Asia Middle School is a truly special place –
the teachers went out of their way to ensure the students
fulfilled their potential and had fun while doing it.
Teaching debate and instruct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on
their cultural project was challenging but very rewarding.
Through sharing meals with the students and going on
field trips, I got to experience Hong Kong through their
eyes – and it was a very amazing Hong Kong. The
students were amazing : I spent sessions debating about
the state of Somalia as well as Hong Kong politics with
some very interested students, learnt about Hong Kong
fashion and culture and shared Kenyan culture with
them, ate some of the most delectable cuisines that Hong
Kong had to offer ( I had a slight addiction to condensed
milk and ‘Cafe de Coral’) , discussed Buddhism, taught
a bit of Swahili to my colleagues and got to experience
some of Hong Kong’s class comedians first hand.
The greatest part of my internship had to be the
people I encountered and the ways in which our lives
intersected despite being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Who knew I would be debating Somalia with some of
the most enthusiastic high school students halfway across
the world or trying to convince the students to venture
into the realm of Hong Kong politics if they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effecting change in government? I remember
(continued on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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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0)

Exploration of Cultures
Tommy Kwan Chi Kin (ELED/4)

I

t has been two months of iridescent adventures and
unreserved explorations in both the States and Hong
Kong. Boarding one of the longest flights in the world,
having to pass through a body scanner that with its
intangible suspicion. But as though it could pierce my
body, not to mention the fact that I was heading to an
unfamiliar place where gun shots are not uncommon.
However, instead of feeling anxious, I was strangely
overwhelmed by excitement and anticipation of some
wonderful experiences from my internship programme.

me gave me grant comfort. It was then did I recognize
the magic in the simple phrase — ‘How are you?’
Whether or not the greeters meant to know how you feel,
a causal phrase like this certainly open a window to a
convers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Of course, it would be even better if meaning and
sincerity are attached to the greetings.

I was feeling a bit shaken after working with two
children in a row. Although it was not an arduous task that
would wear me out entirely, getting energetic children to
sit properly and focus on their work is never an easy task.
Amidst my exhaustion, Anthony, an adorable little boy
who had short hair and two large eyes that are overflowed
with curiosity, walked close to me. It was then that I
realised that he was the last kid I would be working with.
I took a deep breath, summoned my last drop of energy
to get myself ready for another round of a challenge.
While I thought, I had cleared my mind, Anthony not
necessary caught me off guard and by saying something
that I could not process in time. Assuming that he was
greeting me and having been trained to reply to people’s
greetings with ‘good, good, and you?’ for a thousand
times, I mechanically said the same thing to him, almost
like a reflex. Although my reply seemed effortless, his
voice echoed in my mind. You know when you are tired,
people’s voice tends to repeat a few times before you can
process it. This is one of those times. So when I asked
him to go and choose a pencil for himself, I finally had
time to contemplate what he said ‘How are you, Tommy?’
Luckily, my failure to contemplate his greetings did not
result in an embarrassing answer.

The internship programme did not end as we
completed the work in New Haven, instead, Sharon
and I spent another month in Hong Kong, working with
students from New Asia Middle School. As we spent
more time together, I started to be influenced by her
courage and willingness to explore, and her passion for
a new culture (particularly spicy food). It is definitely
contagious. Before she arrived in Hong Kong, she had
already built up a strong enthusiasm for Indian food,
which was similar to Kenyan food. So, in the name of
exploring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Hong Kong, we went
to various places to relish different cuisines. Of these
places, there are some I would never have visited if I had
not gone with her. For instance, Chung King Mansion,
which I had previously regarded as a very unsafe place, is
where authentic Indian food could be found. Apart from
food, Sharon also introduced her home country to me.
Kenya maybe famous for its safari parks where lions and
various valuable wild lives are popular and phrases such
as the Swahili ‘hakuna matata’, but Sharon also told me
some of the most bizarre and interesting things. She made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African hairstyles clear to me, like
dreadlocks, twisted ropes of hairs, and cornrow, braided
rows of hairs.

Obviously, that this was not the first time I was
greeted in this particular way, but because of Anthony’s
innocence or perhaps, my exhaustion, his greeting seemed
particularly welcoming. Sometimes I felt people simply
blurt out greetings without even noticing it themselves.
From my observation, some people simply turn their
heads and walk off after their ‘greetings’, leaving their
recipients respondents no time to react at all. It might be
true that Anthony also greeted me out of sheer politeness,
but the way he smiled and his curious big eyes gazed at

Meeting Sharon has raised my interest in African
culture and rectified some of my serious misconceptions
of them, such as assuming people have dreadlocks never
wash their hairs.
All in all, not only did I receive the opportunity to
observe and reflect on my experience of working in
America. I also get to learn more about Kenyan culture
through my interaction with Sharon. I was indeed very
fortunate to have been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New Asia
College/Yale-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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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sitting in a very spacious room with two large
glass walls. It was a good thing that the sun was shining,
since the air-con in the room had made it rather chilly. I
took a seat near one of the glass walls in order to make
me warm by the daylight.

In a place where rapport between people could be
built easier, I met Sharon. Nyakundi Sharon is a Yale
student, the very first African friend that I met. We
worked in New Haven Reads, a voluntary organization
which focuses on the children’s ability to read. We
worked with some very energetic fellows who shared
the same goals, met some enthusiastic supervisors
who demonstrated their values towards education
and, of course, spent time with some wonderful kids
who reminded me of the innocence and importance of
perseverance in learning.

(8751)

Projects Focusing on HIV/AIDS

things that we did for individual people, such as helping
to write a letter, finding a college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or just being someone to talk to were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s of the internship.

Ilana Usiskin (Yale University)

I

spent my summer as a Yale-China public service
exchange intern, working in both New Haven and
Hong Kong on projects focusing on HIV/AIDS. Although
my entire summer was spent working on HIV/AIDS
issues, each of the two months offered entirely different
experiences. I spent each half of the summer on a
different side of the globe. June was turkey sandwiches
and Wal-Mart, while July was chow fun and the Ladies’
Market. June was spent on treatment, aiding people
presently living with HIV/AIDS, and July was geared
towards prevention by means of research and education.
However,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both parts of the
internship gave me a valuable perspective on what it
means to make an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HIV/AIDS.

New Asia College/ Yale Summer Community Service Exchange

My New Asia partner, Jacky, and I spent the month
of June in New Haven, working at Leeway, a nursing
facility for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We worked
with the recreation directors, Sylvia and Carolyn, who
were our wonderful mentors throughout our time in
New Haven. Each day, we helped out with the activities
going on, and often assisted with outings to Wal-Mart,
the dollar store, and the beach. Jacky and I were given a
lot of freedom to organize the activities we wanted, and
worked to encourage the residents to join us for word
games, painting, and computer skills. I loved that every
day wa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One afternoon was spent in
a drum circle, and one morning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 watercolor class with the residents.
The continuity that came with spending every day at
Leeway allowed me to be involved in the daily lives and
build meaningfu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residents there.
Even though I enjoyed the group activities and outings,
some of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s were the times
I would spend with the residents on a more individual
basis. It was incredibly special to help a woman retrieve a
picture of her niece from the email account that I helped
her to set up and talk to her about her family. The little

Our month in New Haven was also a great time for
the six public service exchange intern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since we all lived in the same apartment. We
spent most evenings cooking our dinners in the apartment,
and it was really nice to have time to all hang out together
at night. We also took a few trips up to East Rock, which
is a park overlooking the city of New Haven, and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brought a picnic dinner and a Frisbee up
to the park.
Hong Kong was eventful right off of the plane, as
a category 8 typhoon hit just thirty minutes after we
landed. Although my very first impression of Hong Kong
was one of extremely high winds and sheets of rain, the
following day we started on our whirlwind tour of the
city and I learned how much Hong Kong has to offer.
The New Asia students had a fantastic orientation set up
for us. We took the peak tram up to see the view of the
Harbor and spent a day traveling to Lantau Island to see
Tai O and the Big Buddha. During the orientation, we
also learned necessary survival skills for living at New
Asia such as how to take the bus down to the train station
and which counter to go to at the canteen to get our food.
After the orientation, Jacky and I began working
at the Red Ribbon Centre, an HIV/AIDS education,
resource, and research center. Our primary goal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internship was to write up a survey
plan to asse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for HIV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We were responsible
for writing up a plan for the survey and the questions to
be included in the survey.
The first stage of the project involved conducting
interviews to ga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x education
programs currently being offered to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first week or two, we travelled
to different NGOs that run sex education programs
(continued on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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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2)
(from p.19)

in secondary schools and interviewed them about the
programs they offer and their opinions on sex education
in Hong Kong. We also interview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an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fter
gathering information through research and interviews,
Jacky and I developed a plan for conducting the survey
and made a proposal for the questions to be asked in the
survey. It was rewarding to pull together the work we
did and produc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useful for the
Red Ribbon Centre’s future research on HIV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I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facing HIV education
in Hong Kong.
While the interviews through our work at the Red
Ribbon Centre allowed me and Jacky to travel a little bit,
I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see as much of Hong Kong
as possible after work and on the weekends. After work,

Jacky and I would sometimes go to temples or gardens
in the area, such as the Kowloon Walled City Park, to
walk around and take pictures, and went to some local
restaurants for dinner. I discovered that the restaurants
with no English on their menus often have the best
food, and I definitely have Jacky to thank for patiently
translating the menus for me.
The exchange part of this program made a big
impact on my summer, and I am grateful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is experience with the three
New Asia students and with the two other Yale students
as well. I felt like I experienced Hong Kong (and New
Haven!) in a totally different way than I would have
otherwise. I learned so much from my internships, but I
know that the memory I will savor from this summer is
one of the six of us sitting around at dinner sharing stories
and laughing.

(接頁21)

轉眼間，整個交流計劃圓滿結束。兩個月以來，
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

相聚伴隨著分離，不知在何時何地，還會否有機
會和這些好朋友團聚。但縱使一切已成過去，得到的
這些回憶，永遠無法忘記。

- 20 -

新亞生活 40︰1 （2012年9月）

新亞書院 耶
\ 魯大學暑假社區服務交流計劃

我多了五位要好的朋友，和他們歡聚的每一個
晚上，飯後的聊天無所不談，兩地的文化、大學的生
活、各自實習的經歷、時時刻刻都在進行中的「英文
課」……每一幕都有說有笑，生活簡單而快樂。另
外，在世界的另一方，我也結識到一群朋友，無論你
來自何處，無論你英文有多爛，無論你逗留多久，都
會因你的存在和陪伴而快樂的好朋友。我在愛滋病方
面也有更多的體會，對於我在公共衛生的學習上有所
幫助。

(8753)

各個部門的同事，各自留意院友們的情況，並在不同
的會議上，從不同角度討論他們的情況，整個過程不
單只顧及院友的病情，他們的生活素質才是大家主要
的著眼點，這都是以病人為大前提的照顧，也是香港
所缺少的。
實習以外，當然少不了遊覽。在美國的旅程中，
我們體會到這個國家的不同面貌，悠閒的波士頓、繁
華的紐約市、歷史文化氣息濃厚的華盛頓……每個地
方都獨當一面。走在這地球的另一邊，和同伴一起暢
遊這些大都市，每個周末都非常愉快。也只有親身在
這些地方走走，才發現，世界比我想像中來得大。
人，原來真的非常渺小。

得．失

在美國的一個月後，我們一行六人便回到香港，
繼續我們的實習計劃。

楊健朗（公共衛生／二）

不

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生活的寫
照，在我們的四周，其實到處都充滿了值得學
習的事物，但也正正因為得來太過容易，很多人根本
不會留意到這一切。只有生活的環境有突然的改變
時，我們才開始留心觀察身邊的一切。
在這個實習交流計劃中，我走到截然不同的世
界，看到了更多平凡的細節，想了更多。

New Asia College/ Yale Summer Community Service Exchange

交流的第一個月，我們到了耶魯大學的根據地
New Haven 生活，對比起香港，兩地的生活差異非
常大。當地的生活節奏比較慢，少一點繁榮，少一點
喧鬧，多一點恬靜，多一點享受。在耶魯學生的帶領
底下，我們對 New Haven 以及耶魯大學的歷史文化，
有了深一層的了解，遊走在這個大學城鎮裡，每天都
會有不同的新發現。
在 New Haven ，我和拍檔 Ilana 獲派到當地一
間愛滋病療養中心 Leeway 實習。這裡住有幾十名患
有愛滋病的院友，他們因為未有照顧自己的能力和病
情不穩，需要在中心暫時居住。走進他們的生活當
中，初時感覺有點尷尬，一來不太認識院友們，二
來總覺得自己的存在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負累。幸得顧
問 Sylvia 及 Carolyn 的指導，我們才明白到不同院友
的特性和需要，一步步融入他們的圈子裡。與院友們
聊天、鼓勵他們參與不同的活動、協助他們等，每個
工作都圍繞著他們的生活，不但讓我結交了這群好朋
友，他們的故事更令我思考了更多「生存的意義」這
類哲學性的問題。除此以外，我體會到 Leeway 的職
員在背後所付出的一切，醫護、社福、復康、康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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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 Ilana 在香港的紅絲帶中心實習，這是一個
專注於愛滋病預防教育推廣及研究的政府機構，這裡
與 Leeway 的工作，著眼於完全不同的方面。實習期
間，我們負責草擬一個關於本港中學現有愛滋病預防
教育的問卷，事前我們需要到不同的部門，如教育
署、衛生署、非政府組織、學校等地方作訪問，了解
在這方面的教育現況。我們從各方面了解到不同組織
對同一個問題的觀點、關注和憂慮，大家對愛滋病的
教育有不同的意見。無疑整個過程讓我了解到更多愛
滋病教育在香港的情況，同時，我也更深刻的體會
到，在同一個問題上，若我們以不同的角度或處於不
同的位置去詮釋一件事，結果將會大相徑庭。除此以
外，我們在中心工作時，顧問 Dr. Bobo Shu 經常會
向我們分享她在這方面的見解，讓我們可以更全面地
分析整個預防教育的實況，對我們的工作有很大的幫
助。
在香港的這個月裡，我們也到了不同的景點參
觀，天壇大佛、山頂、旺角街頭……這一切對我來說
平凡至極，但對耶魯的同學們，卻是個非凡的體驗。
他們享受這裡的活力，繁華的城市帶給他們無盡的歡
樂；但我卻習慣了這種繁囂日子，反以更渴望 New
Haven 那悠然自得的生活。圍城外的人想走進城裡，
享受安穩的生活；圍城裡的人卻想走出去，追逐自由
的人生 ﹣原來這一切，真實得很，扎根在我們的心
裡，但正因為這種心態，我們很容易忽略了身邊的一
切……香港其實也有很多我未曾到過的地方，有很多
值得留意的事物，我的耶魯夥伴，讓我再一次珍惜這
個我身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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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4)
(接頁23)

每天完成工作後，我便在紐克文市內四處遊覽，
四處觀光。我特別喜歡耶魯大學的英國藝術廊，雖然
它是免費入場的，但內裏展覽的油畫絕對比得上一級
的藝術展。還記得剛開始的時候，我說過要在所有油
畫前都站一站、細心欣賞一番，縱然最後未能做到，
但亦不枉我那麼多次到那裏呼吸藝術的氣息。五時
許，藝術廊和博物館等主要景點都關門了，我們便回
到 69 Edward Street 的寓所煮晚飯、閒聊及一起看劇
集。而每個週末的外遊策劃與籌備，便填滿了每個工
作天的晚上。
這裏的生活與香港大都市繁囂的節奏有着強烈的
對比，這裏更像簡樸的農村生活。但日月如梭，轉眼
間，同樣的六個人卻已身在香港的石屎森林中。我們
帶着美國的同伴遊覽著名遊客景點，到本地人才會去
的「名山大川」，再到他們最喜愛的商場裏「血拼」，
一盡地主之誼。
在新生精神康復會的工作亦令我獲益良多，最
令我驚喜的是，我發覺原來身邊有很多事物，都有新
生會的參與，比如我每個星期都要去上課的威爾斯親
王醫院中那精緻的咖啡廳，竟然是新生會用作培訓精
神康復者的場地。在新生會接觸到那麼多的精神病患

者，以及精神及情緒病的資訊，使我對精神病患者改
觀不少，明白只要定期服食藥物，病情是可以控制得
宜的。可惜的是很多香港人都會因怕被人標籤而諱疾
忌醫，不肯接受治療，最終才釀成那麼多的慘劇。然
而，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因為有那些慘劇，才有那些
標籤。新生會的同事說很難找到地方開展精神康復的
工作，因為不時會遇到附近居民的猛烈反對。於是我
便萌生了要為此做一個短講及報告的念頭，希望能夠
解決問題，進一步提升市民的精神健康。其後知道新
生會將在中大營辦咖啡店，我也替他們高興。這個項
目既能為新生會賺取營運經費，又能給予精神康復者
工作及跟人交流以融入社會的機會，更能讓中大人了
解精神病患者，我一定會大力支持，並向所有朋友推
介。
此次交流計劃中，我最珍惜的是彼此之間的友
誼。我們一起經歷過十多年一遇的十號風球韋森特，
一起無悔青春地大膽嘗試，一起定下的三十年之約。
希望再次見到大家的時候，大家都已經展翅高飛，回
望這個二○一二的春夏 之交，都能會心微笑，知道這
一段旅程，或多或少都影響了各自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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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Expressive!”
許智豪 〔醫學 / 一〕
正值春夏之交，突然一陣涼風襲來，幾塊落葉在
地上吹得沙沙作響。Tommy 、Jacky 和我拉一拉緊外
套，繞過那還在打圏的落葉，以免碎葉沾上行李箱的
輪子上。一輛鮮黃色的計程車劃過那工整的馬路，引
得那些大屋前園草坪上的大樹「沙沙」作響，四處散
發着一種世外桃源、謐靜小村鎮的味道。嗯，這裏就
是美國，這裏就是我將生活一整個月的地方。
猶記得四月下旬收到那一通電話時，即使期末考
試在即，亦難掩我喜悅的心情。正是那期待已久的來
電，注定了我六、七月的行程，亦增添了我期末考不
容有失的壓力。那通來電，告訴我入選了這個交流計
劃。在接着幾次跟霍先生的會面和跟上年參與同學的
聚餐之中，我認識了另外兩位入選拍檔， Tommy 跟
Jacky ，他們兩個都很有趣，我當時已能預見我們將
生活得很愉快；我亦得到了很多寶貴的資訊及忠告，
使我對美國當地有個大概的了解，對我的準備有很大
的幫助。
匆匆的一個月過去了，我亦已整裝待發，懷着既
期待又緊張的心情，來到了香港國際機場。我們三人
寄存了行李，過了移民局，進入了候機範圍，坐了下
來，舒口氣相視而笑。這回走不了，我們這趟到美國
交流是真的了，實實在在地是真的了。經過十六小時
的航程，五月二十六日那天，我們終於踏上了美國的
土地，第一印象便是周圍的人都大了一個尺碼似的，
自己彷彿是長期吃不飽的小朋友。

New Asia College/ Yale Summer Community Service Exchange

抵達紐克文我們住的寓所後，雅禮協會的接待人
Katie 跟她丈夫拿當地最著名的、香濃撲鼻的磚窯烤
薄餅來熱情款待我們，也為我們補給物資，真的非常
貼心。其後，耶魯的參加者亦陸續抵達寓所，而我也
和拍檔蘇怡潔 (Jessica) 「相認」了。Jessica 跟我一樣
立志做醫生，所以不消一會兒，說話便很投契了。
就這樣，我便展開了像美劇一樣的生活。
每天早上爬起床後，步行兩個街口先乘巴士到市
中心去，再換另一輛巴士到上班的地方去。美國沒有
雙層巴士，全都是單層的，而且準時到站。每天早上
乘搭同一個時間的巴士，駕車的總是同一位司機，因
此過了一段日子，彼此都認得對方了，都會微笑着打
招呼。每樣事物對我來說都是新奇的。就這樣坐着最
平凡的交通工具，使我有機會觀察不同的人和事，研

究美國文化的細微處。譬如說美國人是很喜歡跟陌生
人搭訕的，最常見的是路過看見可愛的小狗，便會跟
主人談起狗來，然後逗逗小狗玩；同樣的事情亦發生
在可愛的嬰兒身上，家長通常不會抗拒讓他們的愛兒
愛女給別人抱一抱、逗一逗，因此皆大歡喜。又或說，
若有傷健人士要上車的話，司機總會下車幫忙，又為
輪椅繫上了全部安全設備，然後才慢慢收起上車的台
板，前後花了不下六分鐘；我想，若在香港，必定不
為乘客所接受，但在美國，即使是最繁忙的時間，乘
客都沒有半點抱怨。這種友善、這種健談、這種休閒，
絕非一個普通遊客所能體驗細味的。
我與 Jessica 實習的地方，是一家非牟利機構，
叫作 Marrakech ，幫助一些身體或精神有殘障的人士
就業和融入社區。由於當地並沒有庇護工場，因此只
能在開放市場中幫他們尋找工作，與健全人士競爭；
而美國的科技實在是太發達了，即使是小至清潔、侍
應、保安等工作，也必須在互聯網上遞交申請表格，
否則即使是親臨店舖遞交履歷也不會受理的。可是他
們大都不太懂得用電腦，即使懂得，也要到市政圖書
館才有電腦可以用。因此，我們的工作主要是替他們
操作電腦，整理履歷表、找尋工作及填寫申請表。但
是我最喜歡的工作不是這些，而是抛開電腦跟服務對
象談話。通常每一位服務對象都要接受我們的面試技
巧訓練，而這重大責任也常落在我身上；不是因為我
口才了得，卻正是因為我不是一個多說話的人。美國
人健談剛才說過了，他們一見面便會談天說地一番，
所以我在他們眼中，是一個不愛說話、十分有禮貌的
典型亞洲人。因此，他們不斷地鼓勵我說話，刻意地
跟我多談一點，尤其是我那可愛的主管 Patrick Shaw
更會不時向我大叫︰“ Be Expressive ！＂（多點表達
你自己吧！）於是，跟服務對象說話的工作，如面試
訓練和探討就業方向等都編給我了，我亦慚慚放膽多
說。這些工作令我更了解每一位服務對象，更明白他
們在生活上遇到的切身問題。可是他們仍笑着積極去
面對人生，實在難能可貴。
另外，我也非常喜歡在公餘時候，跟一班同工閒
聊。他們有着不同的膚色，來自不同的地方，共同的
是，他們都很樂意分享他們的經歷與趣事，有時候，
更能從他們那裏打聽到在美國旅遊的有用貼士；而我
亦會分享在香港的點點滴滴，有趣的是，他們總是奇
怪我的美語為何能說得那麼好。“ Be Expressive ！＂
不僅是我在 Marrakech 聽得最多的一句話，更是我
在美國學到最深刻的一課，亦不時學以致用；我得到
的，不僅僅是一句話那麼簡單，而是整個豐富的實習
經歷。
(轉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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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湖南大學暑假交流計劃

新亞書院、湖南大學及雅禮協會於二○○七年首辦此項暑期交流計劃，旨在促進湖南大學與本院學生的交流，
加深對彼此文化與社會的認識。
今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湖南大學的師生代表一行三十人蒞臨香港及本院參觀及訪問，而本院二十位同
學在本院輔導處李澤銀女士及盧達生先生的帶領下，於七月二十五日前往湖南訪問及到麻陽縣石羊哨中心小
學支教八天。
山區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小朋友仍然能夠積極、
樂觀地面對，享受簡單中的快樂，他們臉上展現出的
燦爛笑容，深深感動着我。

知足常樂的真理
伍賽怡（心理）
短八天的湖南行程裏 , 在石羊哨中心小學支教
的日子，令我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純樸，知足常
樂的真理。

永世難忘的回憶

離開生活節奏急促的香港，探訪偏遠山區的少數
民族的生活，我們經歷了沒電沒水的日子。雖然過程
有點辛苦，但卻能真正體驗他們艱苦的生活，因為停
電、停水對他們來說是很普遍的。

參

短

加了新亞書院與湖大合辦的交流團後，我的普
通話變得流利、我的目光變得更加遠大，而我
的人生變得更加豐盛。其中最深刻的是我們中大同學
與湖大同學一起在湖南偏遠山區為苗族小學支教的日
子，我們曾一起在漆黑的操場上，由老師伴奏，一起
唱歌，共度無水無電，風雨交加的晚上；在炎熱的課
室，為學生講課扇涼；在炎炎夏日，步行登山一小時，
到山村探訪學童，家長特意送上那甜美多汁的大西瓜
和小香瓜，現在回想也垂涎三尺。
學童們的笑聲笑臉、湖南的秀麗景緻，及與湖大
和中大同學一起的回憶充滿了我的腦袋，永世難忘。
即使要面對多震撼的衛生間、要打水抹身甚至沒水沖
身、要與世隔絕七天也是值得的。我很感恩參與了湖
南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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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農戶，探訪小朋友的家庭，讓我看到小朋友
在追求學識上的堅毅。還記得在走訪學生家庭的路程
中，真的可說是要翻山越嶺。從學校到他們的家，單
程需時四十分鐘左右。由於要穿越山嶺，若是下雨天
的話，道路變得濕滑，便會更加危險。儘管上學的路
途遙遠，每天要很早起床預備，但小朋友們都不怕辛
苦，每天堅持著來回學校和家。在支教的幾天裏，八
時半上課，可是每天早上七時多便已聽到他們在操場
上玩樂的歡笑聲，有些同學更主動幫忙打掃操場。這
一切的畫面好像告訴我他們沒有因上學的路程艱辛而
感到疲累，相反，他們很熱切的來到學校學習。

梁沛樺（護理）

(8757)

接著他們排好隊，逐一把承載著夢想的 memo
紙貼在彩虹橋上。這是一個在彩虹橋下夢想的約定，
用夢想填滿彩虹橋是一幅多麼動人的畫面，在旁的我
感動得哭翻了！「職業與夢想」這一節課為我們的三
天上課日劃上完美的句號。這是我們給你們送上的小
小心意。回到香港這個忙碌繁囂的城市，離不開早已
跟我們密不可分的網路世界，躲不過生活中繁瑣的人
和事，但一想起這幅獨一無二的彩虹橋總令我會心微
笑，讓我記起這一個又一個真摯的夢。

彩虹橋下夢想的約定

美好的回憶

馮淑珊（人類）

冼慧儀（心理）

整

不

論在香港，還是湖南，都是讓人難忘。

New Asia College / Hunan University Summer Exchange Programme

個交流計劃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在鳳凰古城
遊山玩水或是逛長沙鬧市，而是在石羊哨小學
支教的五日四夜。出發前不斷思考究竟自己在支教扮
演的角色是甚麼？當然我們不可能在短短幾天改變山
區學童實際的貧窮問題，但慶幸我們多了一個認識關
心他們的機會。這很可能是一生中唯一一次到遙遠的
麻陽苗族自治區接觸他們的機會，除了教他們一些硬
性知識、陪他們玩遊戲之外，我們怎樣可以充分把握
今次機會為他們帶來最大的祝福呢？最後和香港的團
友商量後，我和 Leo 負責預備「職業與夢想」這一節
課，在向他們教授有關職業的英文詞語後還有一個夢
想分享的環節。一直很期待這堂課，因為我相信每個
人都有最真最美的夢想，即使他們在支教後遺忘了我
是誰也不重要，只希望他們在很久很久以後在生活的
漩渦中也要牢牢地記住最初的熱誠。

在香港，短短七天，走過名勝古蹟，政府機關，
以及社褔機構，還去了幾趟瘋狂購物。活動多姿，行
程緊密可想而知。身為團長，每天都像導遊般，介紹
行程，催促團員去下一個地點，緊張萬分。但是，能
認識一班與我並肩同行的新亞同學，能結識一群活潑
的湖大學生，能參觀一些我從未去過的政府機關，香
港之行的辛勞，只是加深我這段美好回憶。

起初我們還很擔心他們會怯於分享內心的感受，
但這群單純可愛又勇敢的小朋友並沒有令我們失望。
沒有想過他們會這麼認真地思考自己的夢，而且每一
個夢背後都是有屬於他們的原因，當中有立志當發明
家、醫生、警察、老師，也有夢想成為畫家和演員的。
親愛的小朋友，你們比很多在香港的同輩甚至是成年
人都要了不起！ 因為你們敢於發夢，敢於忠於自己，
敢於為家人為社會付出。( 我小四五的夢想大概是要
成為香港小姐罷了……開玩笑 ) 你們一定要好好保留
這一份單純的赤子之心喔！

在湖南，只算教學的日子，只有三天。三天能
做到什麼？唱歌跳舞、英文、手語、中外故事課，還
有生命教育，體育和藝術課。湖大和新亞學生都用心
設計各式課堂，不怕蜻蜓點水，只為支教學生擴闊眼
界，啟發思考。同時為這群可愛的孩子帶來一段快樂
的回憶。結果，離別時，本來害羞的女孩子，竟然主
動為我們表演跳舞；調皮的男孩子也因捨不得我們哭
了。孩子天真，他們的這些真情，表示我們的愛與真
誠實實在在地打動了他們。我的心很感動，眼眶都濕
了。很高興認識這班孩子，很開心我們能在彼此的生
命留下印記。

雖然小朋友都怯生生地讀出自己的夢想，但我還
是很欣賞他們站起來向全班同學分享的勇氣！讓我很
驚喜的是平日內斂害羞的浩蓉居然願意主動出來，大
聲說出自己的理想！原來只要我們願意聆聽這些小朋
友的心聲，他們還是會很珍惜一個表達自我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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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珍惜擁有的東西

的學生，他們都能處理得好。最令我佩服的就是他們
在困境的適應能力。在整個計畫裡，我從沒有聽過他
們有半句怨言。我們在吱吱喳喳，在缺水缺電時喊著
痛苦，他們卻反過來安慰我們，鼓勵我們。湖大學生
更向我們談話說笑，向我們介紹鳳凰的特色，像幫我
們「望梅止渴」一樣。能夠認識他們真好，他們所表
露的都是真性情，不會帶著假面具去阿諛奉承你的說
話，會跟你建立互信，建立友誼。我希望即使我們分
隔二地，亦能保持聯絡，維繫感情。

黎仲行（會計）

在

出發到長沙之前，我的心情很亂，一來很期待
跟湖大學生有個愉快的經歷，但知道那邊環境
設備簡陋，又充滿著疑慮。當到達長沙時，室外的溫
度熱得我們煩躁不安，我們怕太熱會令皮膚敏感，又
怕太陽太猛烈把皮膚曬黑。當一個星期結束後，才知
道根本是自己在杞人憂天！

除了得到一份珍貴的友情之外，我更學會珍惜
擁有的每一樣東西。我覺得在大學生時期參與這類型
的活動是最佳的時期。太年輕的話會很快忘記這次經
歷，等於白去，太年長的話又抽不到時間參加。香港
的大學生畢業後，基本不愁三餐溫飽，他們追求的是
更高的物質享受。在參加這個計劃後，我想追 求的是
反璞歸真。我們在室內享受冷氣，吃豐富菜餚，使用
最新型號的電子產品；他們卻在流汗，吃粗茶淡飯，
每天的娛樂只有在操場耍樂，或是跳到河裡暢泳。我
並不是要香港人改變生活模式，過他們的生活，我自
己也未必能做到，但我希望我們有機會的話，能嘗試
去體驗這種生活，從而明白自己有多幸運，有多幸
福。有機會的話，我也希望自己能再一次參加此類型
活動，希望能盡自己一點力量，為有需要的人帶來一
點正能量，帶來正面的改變。我也會繼續跟朋友分享
自己親歷的趣事，把這種精神帶給更多人。

我很慶幸自己參加了這個計劃，即使艱辛，亦無
後悔。首先我認識了一班好朋友，包括中大學生和湖
大學生。在出發前，我們中大學生先構思好支教的內
容，在過程中可能會有爭執，但大家都樂意去把自己
的想法說出來，然後我們一起想解決辦法。就如我們
本來想除了做沙瓶外，還教他們畫沙畫。但因為課堂
時間長短關係，及物資準備方面會出現困難，我們只
好把計劃擱置。較高年級的同學願意擔當領導，我從
他們身上學會很多，尤其讀護理學的學姐處事細心認
真的態度最令我印象深刻。我們有一個很清晰的分工
表，每人都清楚自己的崗位及職責，所以整個計劃能
順暢地完成。除了中大同學外，也認識了一群湖大學
生 。每天跟他們用普通話聊天，也讓我的普通話進步
不少，能夠更自然地把話說出來。我認識的每一個湖
大學生都很有耐性，有做老師的潛質。即使面對頑皮

一個好開始

興奮的感覺。很快，我們又第二次見面，為這個團作
準備工作，我發現大家都很能幹，很有效率地完成初
步的準備，我心想：這才是大學生啊 ! 我自愧不如……

蔡金杏（護理）

幾個月過去，這一天終於來臨。簡介會上，我認
識了大部分的團員和了解香港的行程，心裡多了一份

香港的行程開始了 ! 第一天，真的非常緊張，因
為不知道湖南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是怎樣的，會不會
混不熟呢？可是，這個擔心是非常多餘的，他們每一
個同學都很熱情，很友善，加上幾天的相處，我們就
變熟了。我們會互相開玩笑，非常開心。看著湖大的
朋友在這裡購物和吃東西時的喜悅，我自然地也很高
興。雖然行程比較緊密，每天晚上還得開會，討論接
下來的安排，但總的來說，我們都過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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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我第一次參加交流團，當時，沒有上莊，又
沒有住宿的我懷著一個心態：作為一個大學生，
應該多嘗試不同的東西，多投入及參與書院的活動。
報名後，一方面很期待，另一方面又有點緊張，不知
道將會和什麼人一起參與這活動。

(8759)

學會了知足常樂

的美好，我會為孩子們可以記起我的名字，叫我一聲
「西瓜姐姐」而感動……一切，都變得簡單了。天下
無不散之筵席，離別時刻，孩子們給我們獻上《感恩
的心》，他們的懂事、他們的純樸，給我們留下深刻
而美好的印象。孩子們的淚水與不捨，更讓我們捨不
得離開他們。最後，還是要勇敢地揮揮手，期待下一
次的有緣再聚。他們燦爛的笑容，善良的眼神已經牢
牢地記在心中。

張媚保（工商管理）

這

次短短半個月的與湖南大學的交流計劃，不但
豐富了我的暑期生活，更豐富了我的人生和閱
歷。在整個交流團中，除了讓我認識到一班愛心洋
溢、熱情澎湃的朋友外，還讓我對生活有了另一番的
理解。

短短幾堂課的時間，也許我們不能真正地帶給孩
子們很多的知識，但是，我希望我們帶給他們的不只
是單單的幾個英文生字、單單的幾個手工品、單單的
幾首歌，單單的幾個遊戲互動。我明白最重要的是我
們帶來外面世界對他們的關懷，他們有自己的夢想可
以追求，外面世界的美好與絢麗，讓他們對外面世界
有更多的認識和對自己的夢想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從
而鼓勵他們認真讀書。

整個旅程中，在石羊哨鄉小學短短三天的支教活
動，那些片段，我至今還歷歷在目。
離開車水馬龍，高廈林立的香港，走進清幽靜
謐的小山村，一切好像都平靜下來，平淡下來了。這
個山村，讓我感受到甚麼是與世隔絕，甚麼是與世無
爭。我們習慣了匆匆忙忙的生活節奏，忙著追求夢
想，忙著追求功名利祿，來到這個小山村，一切開始
慢了下來，我們開始去觀察、去體驗、去享受生活。
學校周圍「背山面海」的地理環境，給我一種安靜和
舒適的感覺，讓我可以忘卻繁華都市中的喧鬧，給我
一個投身大自然的機會。在這個恬靜的環境下，我可
以放下在都市中的所有生活包袱，欣賞到了迄今為止
我看到過最美的星空。

New Asia College / Hunan University Summer Exchange Programme

除了山村的環境給人舒服平靜的感覺外，石羊
哨鄉那純樸的風土人情更讓我捨不得離開。在三天支
教的生活，我們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很快樂，也從
當地人身上學會了很多的人生道理。過程中，我體驗
到了孩子們雖然在物質方面貧窮，但他們的心靈卻是
純樸和富足的。在三天的課堂上，孩子們總是掛著甜
美、幸福的笑容，那些笑容都是由心而發的自然流
露。他們會因為得到一小塊的西瓜或者一條橡皮筋而
欣喜若狂；他們會因為自己對跳舞的熱愛而在烈日下
學習街舞；他們會因為我們的離開而掉下淚水……孩
子們的熱情和主動，真誠和積極，使我們的課堂可以
順利完成，他們的活潑與可愛，讓我們更快地融入他
們的生活，跟他們混在一起。
在這幾天的鄉村生活中，當地學校給我們安排的
一切都讓我無比的感動。在這裡，我度過了我的第一
個沒水沒電的晚上。來自繁華都市的我們，習慣了生
活在冷氣房中，面對著沒水沒電的狀況，除了無奈，
就只有等待。眼看小學校長和老師為我們奔波、解
困，我們心中的著急都變成了感激。就是因為在這個
物資缺乏的地區，我學會了知足常樂 的一大人生觀。
我開始會為早上起來有水洗漱而欣喜，而感受到生活

新亞生活 40︰1 （2012年9月）

在這個喧囂的都市充斥著各種各樣的繁華盛世，
但是在繁華背後，人們都是 拖著疲憊的心靈和軀體。
朝著自己的夢想和目標前進的他們，每天都帶著面具
去迎接和面對生命中一個又一個過路人。他們也許是
無比地嚮往輕鬆寫意的鄉郊生活，但無法放棄自己內
心對繁華的追求，而甘願一直戴著面具、背著包袱，
艱辛地走著自己的路。與之相反，石羊哨的民風純樸
善良，他們享受生活，熱愛生活，讓我感受到另一種
生活態度。原來只要知足，人生就會變得更美好，更
富足，更滿足！

樂不思蜀
蕭詠靄（電子計算工程）

在

短短半個月間，從參加新亞書院及湖南大學暑
期交流計劃中見識了很多。在帶領湖大同學遊
覽香港時，不但了解到他們對香港的熱情，而且自己
亦了解多了香港的文化。及後，我們一行二十多人一
起去湖南，湖南大學熱情的款待和湖大同學的好客，
令我們感到十分溫暖。在支教的日子裏，我們沒有舒
適的大床，亦沒有穩定的水電供應，雖然不習慣，但
體會到平時在家時的幸福。在遊覽鳳凰古城時，我深
深被當地的風土人情吸引，令我樂不思蜀。
半個月裏，我認識了一班很好的新亞及湖大同
學，亦體會到很多，這都令我人生中留下一段美好的
回憶。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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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與思
朱國姝（湖南大學 2011級 經貿院 國際經濟與
貿易專業）

七

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我們湖南大學的二十四
位同學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同學們一起考察、參
觀了香港。十七號，我們一同參觀了香港金融管理
局、香港錢幣發行、香港交易所、紫荊花廣場以及香
港的黃金地段銅鑼灣。當晚，我們還一起坐纜車上山
俯瞰了香港的夜景。香港，用它無與倫比的繁華，深
深的吸引了我。這座絢麗多姿的城市，仿佛就像一座
高山一樣展現在我們面前，毫無保留的展示著它的富
足與繁榮。無處不在的繁華地帶可謂數不勝數，處處
彌漫著「時尚聖殿」的醉人芳香。匯豐銀行與中銀大
廈無疑是這裡最引人注目的標誌，其特殊的管理體制
和靈活的運行機制，表現出獨樹一幟的金融風采。名
牌精品店與大型百貨公司在這裡展現著風姿綽約的華
貴氣質。因此，我堅信，任何了解和熟知香港的人都
能夠感受得到香港的富足和繁榮，以及由富足和繁榮
所內涵的獨特魅力！

隨後，我們又參觀了香港廉政公署，瞭解到：廉
政公署（簡稱廉署；英語：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的獨立執法機構。成立前，由香港警隊反貪污部負責
相關事項。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根據香港總督特派
廉政專員公署條例成立。它以肅貪倡廉為目標，採取
防止、教育、調查三管齊下的工作方式和運行機制將

我們在欣賞香港維多利亞港夜景時，感受到夜色
中的維多利亞港有著萬般的柔情。那蕩漾在對岸的燈
光忽明忽現與天邊的晚霞交織在一起，令人感受到一
種靜謐中透現出的神秘色彩。海風是那麼近，微涼地
貼在臉上。雖然吹亂了我的髮絲，同時也吹開了我的
思緒，讓我的思緒隨著燈光，伴著月亮越飄越遠。此
刻，我仿佛融入了香港，融入了這一份繁華之中，忘
記了香港有我，也忘記了我在香港，進入了物我兩忘
的境界！
香港科學館位於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是一個充
滿知識與樂趣的地方，在這裡可以讓市民及遊客親自
發掘科學的奧秘，最適合熱愛科學的大小朋友遊覽。
香港歷史博物館於一九七五年建立，位於香港九龍公
園內。館內展出香港本地的出土文物、歷史圖片、圖
畫和地圖與一些有關香港歷史和各國珍貴的歷史文物
等，並定時舉辦各種文化活動。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功
能是通過購藏、修復和研究館藏文物，以保存香港的
文化遺產。此外，博物館亦通過館藏、展覽和教育及
推廣活動，提高市民和遊客對香港歷史的發展及其獨
特文化遺產的認識和興趣。香港懲教博物館內，展示
了一百六十多年來香港懲教制度的演變。由以往通過
各種酷刑嚴懲犯人，發展至現今以幫助犯人展開新生
為目的。各個博物館的考察學習，讓我們瞭解了香港
的歷史，使我們很受教育。而各類展覽也讓人們瞭解
了昨天、啟示了今天、憧憬著明天！
在香港，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天，但是香港中文
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的智慧、友好和熱情正如香港的
富足、繁容和神秘一樣給我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因
此，我們湖南大學的師生共同感慨—香港，一個我
們來了就不捨離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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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還在被香港的富足和繁榮深深迷住的時候，
次日，我們參觀了九龍城裁判法院，並且旁聽了一起
案件，雖然只是一起很小的案件，但是讓我們見識到
了香港在強大的經濟和繁華的商業背後那嚴謹的法律
制度與謹慎的執行態度，讓我明白了香港為什麼能夠
富足如斯！為什麼能夠繁華如斯！因為只有在法律制
度的完善制定和有效執行的前提下，我們才能夠談經
濟的發展，人們也才會自願為提供良好法律環境的政
府貢獻自己的力量。

工作順利推動並有效推進。由此，也讓我感悟到：在
促進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安定的過
程中，法律的制度完善、司法的有力保障、官員的清
政廉潔都是不容忽視的。

(8761)

一眨眼就完了香港的行程，到了最後一天的歡送
會，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很不捨。 要不是幾天後
又再見面，我真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了。還好，這不
是最後一天，我們還有湖南八天的行程。
湖南這一部分和香港的有著頗大的分別。首先，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義教，那是很有意義的一個活
動，和那裡的小朋友上課、玩，他們天真爛漫的笑聲
和笑臉，就是我們成功的憑證，證明我們的付出是值
得的。三天的相處，足以讓我們難捨難離。和湖南大
學的同學一起合作教授小朋友，我們的友誼又加深
了。下課後，我們還有很精彩的活動，打乒乓球、籃
球，因為停電，還加插了一場「演唱會」，表演者是
那裡的老師，他想得太周到了，怕我們因為停電而沉
悶，於是給我們帶來娛樂。

幾天充實中帶點艱苦的生活過去了，我們離開石
羊哨小學到鳳凰古城去。這裡的一切都很好，逛古城
的過程中，除了欣賞美麗的景色、盡情購買手信和品
嚐那裡的特色小食之外，更讓我感動的是湖大同學的
熱情招待和細心的照顧，他們不拘小節，非常大方，
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最難過的時刻來了，我們要回香港了，雖然說以
後可能還有機會見面，但畢竟那不是必然，所以不捨
的心情是難免的。最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道別了。
這個交流團當中雖然有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說行
程安排得太密、時間分配不夠平均……但總的來說，
還是很讓人滿意的。這對我來說，還是一個好開始。

香港‧湖南
鍾冠峰（心理）

經

過一星期痛快的日子後，我們又回到了這個繁
囂的世界。

New Asia College / Hunan University Summer Exchange Programme

在湖南的數天，最享受的是在麻陽縣石羊哨中心
小學支教的過程。在香港備課時，常會擔心這個擔心
那個，憂心教材會否太難，害怕準備不足，然而，當
正式開始授課時，你連擔憂的機會也沒有，因為時間
是那麼飛快地溜走。還沒準備好要跟學生說些甚麼，
第一節畫畫課便完了。

式完結了。平常吵吵鬧鬧的女生們一下子哭成淚人。
這三天我們沒有實質地帶給他們些甚麼，但他們的感
情卻是如此毫不掩飾的真摯，即使這只是在他們生命
的一片漣漪，也許兩個月後他們連誰是啄木鳥哥哥也
不記得，但他們天真爛漫的笑容我定會用心記住。

還記得第一個小息，一團小女生圍坐在湖大同
學金玲姐旁邊聊天，我決定鼓起勇氣跟她們打開話匣
子，怎料金玲姐一句「你們覺得哥哥像不像啄木鳥 ? 」
女生們異口同聲地說「像 ! 」就是這一個「啄木鳥哥
哥」，讓我可以這麼快融入學生之中（雖然一直被欺
負），謝謝你金玲姐。
害羞的男生們在第二天後才突然活躍起來。午休
時，小男生摟著我要我教他們說粵語，我還跟他們打
球、追逐，流下熱血的汗水。在他們身上是如此親切
地感受到青春的氣息，連在他們身邊的我也彷彿年輕
了不少。
一瞬間便到了支教的最後一節課︰職業與夢想。
小學生們一個個把自己的夢想記下，懸掛在彩虹上，
並勇敢的站出來向大家分享。「希望你們會記著自己
的夢想，朝著它努力進發」，我說罷，這一節課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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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數天是由湖南同學帶領我們遊覽鳳凰
古城及長沙，也是我最能體會中港文化差異的數天。
湖大同學帶著我們四處逛，還一直請我們吃飯。他們
的盛情是如此難以推卻，我們連一個自己付錢的門兒
都沒有，這不禁令我們這些習慣「 AA 制」的香港人
自慚形穢。金玲姐還因為我說了一句喜歡吃鳳爪而買
了一大袋給我，這種真正的好客是自私的我需要學習
的。
還記得在香港旅程最後一天跟友人說，我們這
群人互相都不太熟稔，活動過後大概不會再聚在一起
了。現在我想我應該收回這句話。在湖南這七天後，
我會對自己說，這交流團的人都是我的朋友。讀著歡
送會信封內一封封真摯的信，我相信我們定會再聚。
將來，香港見，湖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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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交流感想
湖南大學 付蘭茜

期

待，是一種美好。正是帶著這樣的情懷，與香
港邂逅。忽然想起一個古鎮的廣告詞：美麗與
邂逅有個約會。然而，香港於我，卻不只是美麗，更
多的是傾心與震憾、還有感動。
第一印象，是貼心。不管是可愛的太陽帽、中
文大學校刊等精美小禮物，還是新亞書院同學的一句
問候，或是一個陌生又親切的微笑，都讓我們倍感欣
慰，讓行色匆匆的我們迅速回復了平靜和從容。不僅
僅是人熱情、體貼，宿舍和圖書館也傳遞著這樣的訊
息。我特地買了盒芝士蛋糕，「裝模作樣」地坐在廚
房吧台邊，邀請同行的金玲姐齊品美味，然後感歎：
C'est la vie ！（這就是生活！）參觀錢穆圖書館時也
讓我眼前一亮。特別喜歡小組討論室和室外閱覽室，
這些人性化的設計總是讓人心裏暖暖的。圖書館的職
員還給我們介紹到，二樓的展廳和其他樓層的展櫃都
可以由學生申請，展出自己的作品，為這一規定我也
覺得深受感動。處於大學生時代的我們，被肯定是一
種需求，更是一種極大的肯定和前進的動力。我深深
相信，那些展出自己作品的同學們一定在逐夢路上繼
續加倍努力著、奮力前行。

中環遊歷，聽導遊講解中環填海擴建的過程及許多典
故，通過歷史照片和現存建築的對照，瞭解了當地歷
史演變過程。之後我們遊覽了位於中環的滙豐銀行、
最高法院、聖約翰教堂。滙豐銀行前見證了一段歷史
的獅子雕像讓我們記憶猶新，聖約翰教堂的鐘聲讓我
們肅然起敬，最高法院的法國式建築風格體現了契約
精神和法律尊嚴。我從來都覺得，一個城市最打動人
的永遠是人，最使人尊敬的是歷史。香港的歷史在中
華五千年的綿長畫卷中並不起眼，但是香港尊重歷史
的這種精神卻使人尊敬。當天下午，我們參觀了香港
交易所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瞭解了香港金融體系，特
別是貨幣制度和貨幣外形的發展演變過程，體驗了香
港金融業的發達，同時也引發了我們對內地金融業發
展建設的思考。我感受到的也許只是冰山一角，但是
那 種思考問題從前因後果出發的方式，各種機構面對
學生的開放和友善，本地人那種自我認同感都在我的
腦海中刻下永恆。不管是帶我們遊覽中環的爺爺，
還是在懲教博物館打梓賢屁股的爺爺，都是那麼有活
力。他們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自己的工作，對所有
人都那麼親切，我只能在心底感歎：感動，無處不在。

感觸最深的，一般都是與精神有關。我們到達新
亞書院的第二天，領略金紫荊廣場海濱風景後便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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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 湖
\ 南大學暑假交流計劃

如果說對一個城市的第一印象是緣於所接觸的
人，那麼，第二印象一定是建築物傳遞的氣質。不同
於古城西安那種古典、恢宏的歷史厚重感，香港呈現
出來的是一種時而摩登、時而靜謐的多元化現代感。
從山頂俯瞰夜景，是那麼繁華，那麼時尚，如同一襲
華錦，怎麼看都覺不夠；而白日裏從遠處觀海，又覺
得這樣一座城市，大海相伴，是那樣平靜，沁人心
脾。還記得我們第一天在「天人合一」的地方合影，
當時大家都還並不熟悉，卻以最燦爛的笑容和最真誠
的心迎接著彼此，感激著這樣一種緣分。當時想起嶽
（岳）麓書院最長的那幅對聯「是非審之於己，毀譽
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至嶽麓風頭，朗月清風，
太極悠然可會。」「君親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
登赫曦臺上，衡雲湘水，斯文定有攸歸。」以前總是
喜歡前三句，關於是非得失，在「天人合一」那地兒，
卻有種會太極、領斯文之感。思想總是很神奇，有時
候一個瞬間，便可以如孫猴子觔斗雲一般十萬八千里
暢遊。

(8763)

對香港的切身感受
湖南大學 薛金鈴

對

從來沒有到過香港本地、對其所有的瞭解來源
於書籍和媒體的我來說，這所在近代被英國統
治了一百多年而如今在「一國兩制」政策下迅速發展
的小島，顯得高貴而神秘。非常有幸今年能夠參與湖
南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暑期交流活動，從
七月十六日到二十二日，通過對香港一些社會機構的
參觀瞭解，我對香港社會有了切身感受。

New Asia College / Hunan University Summer Exchange Programme

在香港，我們參觀了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瞭解了
中文大學和新亞書院的歷史與發展；還參觀了九龍裁
判法院、香港廉政公署、金融管理局、香港懲教博物
館、香港歷史博物館等地方，從這些參觀活動中瞭解
了香港歷史和現在的司法、立法、經濟制度，也瞭解
了香港特殊的文化背景。在參觀這些機構的過程中，
不同機構的工作人員的講解無不從歷史根源講起，雖
然追根溯源也只是百來年的歷史，但從中我們也可以
看出香港對歷史的尊重，在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中尋得
更好的發展。
香港不愧被稱為國際化的大都市，走在香港的
街道上，隨處可見在本地工作的外國人。在香港無論
是高薪白領還是普通市井都是行色匆匆，為工作緊張
忙碌。香港人的生活節奏很快，人們每天步履匆匆，
我開玩笑說感覺他們每個人都像是趕火車般匆忙。那
裏的工資的確比我們內陸高出許多，但是消費水準也
高的離奇，在與香港中文大學的老師同學交流的過程
中，我瞭解到香港普通市民的房子都只有幾十平方
米；在超級市場裏，零食、飲料、日用品大多也是進
口的。香港市民享受著這些高檔品，但同時其帶給人
們的生存壓力也很難想像。然而，我們在他們臉上看
到了疲憊，卻更多地看到了奮鬥的激情與活力，他們
享受著生活給予的一切，毫無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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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我們參觀中環一帶的是一位老爺爺，我本以為
老爺爺是專業導遊，遊覽結束時才知道他是在做社會
服務，屬於義工，不收報酬。我對老爺爺敬佩之情油
然而生，老爺爺退休後還能夠不求回報盡己之力服務
社會，讓我們感動。整個參觀過程中，為了方便我們
理解，老爺爺都堅持用普通話，雖然不流利，聽在我
們耳中卻是格外親切。他給我們展示很多老照片，講
解中環建築的歷史也是結合自己小時候真實見聞。聽
他講述這些和香港發展有關的故事真的是一種享受，
這種感染力不僅僅來源滄桑歲月帶來的歷史變化，也
是來源於老爺爺見證歷史演變的真情實感。
整個交流活動中，最讓我激動的是我在匯豐銀行
大樓下看到的靜坐示威。他們在大廳裏搭帳篷、掛標
語，甚至將鍋碗瓢盆全搬了過來，打算打「持久戰」。
在他們眼中，這些銀行家就是社會上集多數財富於一
身的少數人，他們要以此行動表達自己對社會財富分
配不均、貧富差距巨大局面的不滿。這些場面我以前
只有在電視上看到過，親臨現場還是第一次，雖然我
並沒有參與。聽導遊爺爺講，這些人已經在此靜坐好
幾天了，嚴重影響了銀行工作。然而，銀行卻不能派
保安將他們逐走，只能申請相關部門按照法律程式進
行處理。在香港街上，隨處可見一些言論尺度很大的
雜誌、書籍，揭露領導人的醜聞、揭秘政治真相的標
牌屢見不鮮，這種對言論自由的極大尊重很讓我們震
驚。前段時間看過林達先生以自己在美國的見聞寫下
的《歷史深處的憂慮》，裏面用了很多事例、花了很
大的篇幅闡釋美國的言論自由，香港很多制度和西方
很像，實現民主的方式更是折射出西方文化的影子。
大到政治權利，小到交通規則，都有嚴格的制度保障
和懲罰措施。香港社會的快速發展，大抵和這些日益
完善的制度建設分不開。
我很感謝學校為我們提供的此次與香港中文大學
交流的機會，讓我們有機會近距離視察香港的社會制
度和發展，不僅讓我增長了見識，拓展了眼界；也讓
我在此次交流活動中結交了值得一生珍惜的老師與朋
友，學到了很多知識，也更清楚自身的不足。我的大
學生活只剩下一年
了，讓我倍感壓力
的同時也有更大的
前進動力。在香港
的種種見聞促使我
以此自勉，讓我不
忘最初的夢想，憑
自己的努力，飛得
更高，看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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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位本院同學在輔導處霍偉基先生率領下，於六月
三日至七月一日在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研習普通話。

張景珊（生命科學／一）

北京短短的一個月，是今年暑假最充實、最多回憶的時光。

與北京融為一體

到

初到北京，大家對當地的各種事物，都非常好奇！巴士和地鐵
的 行 走 路 線、 買 車 票、 到 餐 廳 叫 菜 …… 大 家 每 天 也 是 懷 著 到 北 京 闖
一 闖 的 心 情 走 出 酒 店， 因 為 每 到 一 處 新 的 地 方， 我 們 都 準 備 迎 接 更
多的第一次！

每 天 早 上， 我 們 會 先 到 首 都 師 範 大 學 上 普 通 話 課。 上 課 時， 我
們 全 以 普 通 話 對 答。 老 師 教 我 們 讀 生 字， 要 我 們 著 重 發 音。 看 似 枯
燥 的 學 習， 但 我 可 以 這 樣 說 我 從 未 有 過 這 麼 開 心 的 普 通 話 課！ 因 為
同 學 每 天 都 會 分 享 在 北 京 遇 到 的 經 歷， 老 師 亦 會 跟 我 分 享！ 最 記 得
有 一 次， 我 們 聊 到 想 去 唐 山 的 地 震 博 物 館 逛 逛， 老 師 本 身 是 唐 山 人
並 經 歷 過 地 震， 便 當 即 跟 我 們 分 享 了 她 小 時 候 的 經 歷， 此 事 令 全 班
同學對這場災難有更深的了解。大家每天是抱著期待的心情去上課，
因 為 我 們 不 僅 是 學 習 普 通 話， 同 時 亦 會 分 享 人 生 經 歷， 非 常 懷 念 與
他 們 聊 天 的 時 光！ 很 喜 歡 我 的 老 師 和 同 學！ 還 有， 師 範 大 學 每 星 期
也 會 安 排 講 座， 邀 請 教 授 向 我 們 講 解 北 京 的 飲 食 文 化、 建 築、 城 區
的 演 變 …… 每 一 次 的 講 座， 內 容 都 非 常 豐 富！ 他 們 曾 邀 請 負 責 修 建
天 壇 的 宋 國 曉 講 解 天 壇 的 結 構、 在 電 台 做 節 目 的 飲 食 專 家 沈 老 師 向
我們介紹北京的菜色和菜館，沈老師還邀請我們一起到電台做節目！
這些第一次，令人難忘！

在 北 京 的 生 活 非 常 自 由， 課 後， 我 們 便 各 散 東 西， 探 索 北 京 的
每 一 個 角 落！ 有 一 次， 在 王 府 井 碰 到 香 港 的 學 生， 他 們 看 似 非 常 匆
忙，因為他們只有約兩小時的自由活動。那刻，真的很慶幸自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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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學普通話
暑期北京普通話課程

(8765)

難忘的六月

加了﹁北京學普通話﹂這個活動，我十分
高興。一個月的時間裏，我們一行三十人
除 了 每 天 到 首 都 師 範 大 學 學 習 普 通 話 外， 還 到
了北京的很多地方觀光、遊玩，可謂樂而忘返。

我相信，學習一種語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能夠在一個使用普通話的環境下生活了一段時
間， 對 我 的 普 通 話 真 是 大 有 幫 助 的。 這 二 十 多
天 不 但 是 教 會 我 們 普 通 話 的 知 識， 同 時 更 增 加
了我們的信心，因而說得更多。

參

了這個交流團。因為相比起很多的交流團，這個交流團
給予的自由度很大。時間、路線全是自己安排。要自己
去闖，才會深刻。跟同伴一起去找路，與當地人聊天，
實實在在地體驗北京文化。有一次，在一間咖啡店裏，
我跟對一位女士不知不覺聊天來，竟聊了約一個小時！
所以，只要你願意去嘗試，將會有意想不到的經歷。在
最後的兩個星期，大家都覺得旅遊景點去太多也會悶，
不如做一個北京人，與這城市融為一體。慢步在北京的
街頭，細看街上的事物，去看電影、看北京年輕人的話
……老北京的風味和現代化的北京我們也
劇、唱 KTV
一起體驗！
這 一 個 月 除 普 通 話 進 步 了， 最 重 要 的 是 和 從 不 相
識到互相關懷的同學，建立了珍貴友誼，我們已相約下
次聚會的時間了！這次交流團，收穫豐盛，難以忘懷。

馮燦宗（數學／二）

不過，更重要是，這二十九天的旅程讓我認識
了很多新朋友，與我一起遊歷的第三組更像家人一
樣，天天一起吵吵鬧鬧，相處得十分融洽。但難得
我可以在這找到交心知己，真是十分開心。我們一
起經歷的事情、會變成烙印般的回憶，在腦海中深
深印著。

一二年六月，是一個難得的月份，
所以，二 ○
我一定不會忘記，不會忘記它帶來的重要東西，而
且會好好珍惜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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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nglish in London
暑期倫敦英語課程
本院二十五位同學在 Ms. Neeraja Sharma 率領下，於本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十九日期間赴英國倫
敦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參加暑期英語課程。

Learning English in London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Ms. Neeraja Sharma, a group of 25 College students went to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in Central London to attend a summer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from
30 June to 29 July 2012.

Broadening our horizons		
Ngan Wing Ki (IERG/3)

T

he programme was well organized. The teachers
were knowledgeable and passionate. They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ur and the lessons were enjoyable.
Unlike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 teachers put emphasi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s. I like the way they teach, and they
gave timely and constructive feedback to the students
to correct their mistakes. They also taught us spoken
English to make our speech sound more natural, which
I thought was quite useful.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was positive in general. It was good to have classma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t helped us to get to know more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have more cultural exchange
with people from a different background. Apart from
that, the school also offered us some free tours, and
the tour guides were knowledgeable to give us mor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the places.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England, and it has broadened my horizons. It
was a fruitful trip, and I enjoyed it very much. I think the
programme is useful, and it is definitely worth going. It
was an enjoyable trip, and I highly recommend this trip to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ir English ability.

Things I have learnt
Lee Shu Ting (STAT/2)

I

have learnt many useful English in school. I am
equipped with a broad range of new vocabulary and
interesting, useful British idioms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our daily lives. For example, ‘pull the wool over
somebody’s eyes’ means to deceive someon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 from discovering something. Moreover,
teaching methods by teachers who have passion for
teaching were very innovative and interesting. There was
at least one game in each lesson which greatly helped
me consolidate what I had been taught in the lessons and
teachers provided us with sufficient amount of examples
on how to use the vocabulary appropriately. Besides, I
am able to speak English more fluently. Soaked in an
English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studied with foreign
students who come from Iraq, Japan, Czech Republic and
Germany, there wer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me to
practice (brush up) my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 and had
cultural exchange with them. Teachers always encouraged
us to speak English as much as possible in class and told
us to be active. We should enjoy every discussion. They
are so kind that they nicely pointed out our mistakes made
in sharing and discussion and corrected us immediately.
More importantly, after the trip, I have developed a strong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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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潘重規教授獎學金

（編按：為紀念潘重規教授對新亞書院中文
系的貢獻，一群受業於潘教授的校友，捐款設立
「潘重規教授獎學金」。此獎學金歡迎贊助，盼
校友及其他人士鼎力支持，捐款請以支票〔抬頭
「香港中文大學」〕惠寄新亞書院院務室並附函
指定捐贈此項獎學金。）

潘

重 規 先 生， 字 石 禪， 安 徽 婺 源 人， 一 九 ○
八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出 生。 一 九 二 六 年 考 入 南
京東南大學︵今中央大學︶中文系，受業於國學
大師黃季剛先生，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先後任教
於中央大學、東北大學、四川大學、上海暨南大
學、國立安徽大學、台灣師範學院︵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前身︶及新加坡南洋大學。

年到香港新亞書院任教，後接長中
一九六 ○
文系系主任兼研究所導師，隨後又任香港中文大
學教授、文學院院長等職。任教文字學、聲韻學、

關伯鴻

文心雕龍、詩經、史記等課，並創設﹁紅樓夢研
究﹂課程，創辦︽紅樓夢研究︾及︽敦煌學研究︾
雜誌。
先生於中大榮休後，一九七三年應法國巴黎
第七大學之聘任博士班客座教授，一九七四年獲
法國法蘭西學院頒贈﹁漢學蓮茹獎﹂，並曾獲韓
國嶺南大學榮譽文學博士。
一九七五年返台任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
所所長兼文學院院長，直至一九八六年方再度退
休，旋獲聘為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講座教授、師
範大學及文化大學兼任教授，兼教三間大學博士
班。一九九二年獲中國敦煌研究院頒榮譽院士頭
銜，一九九五年獲台灣行政院頒﹁中華文化獎﹂。
曾獲法國科學院敦煌學研究會聘為名譽會員，二
年中國國家文物局頒發敦煌文物保護研究
○○○
特殊貢獻獎。此等獎項，均實至名歸，而先生學
術之精深博大，亦深為世所景仰。
先 生 任 教 新 亞 之 時， 對 諸 生 之 課 業 一 絲 不
苟，要求嚴謹。惟課餘相處，則但見其溫良恭靄
之容，從不疾言厲色。其講學深入淺出，諄諄善
誘，每上其課，如沐春風。
先生九十高齡之年，雖感身體劇痛，仍強忍
痛楚，在台主持博士畢業口試，以免耽誤學生之
前程。試後召車赴醫院檢查，始悉患急性膽囊炎，
幸能及時進行手術挽回性命！先生德高望重，一

生獻身教育，鞠躬盡瘁。他崇高偉大的精神，正
是教育界的模範。

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台灣辭
先 生 於 二 ○○
世，享年九十五歲。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於六
月二十八日舉行追悼會，曾撰以下輓聯：

學養為宗師立德無涯恒樹範

門生如子侄關懷備至永霑恩

先生一生，惠及門生無數，恩重如山，今特
成立潘重規教授獎學金，望歷屆同學熱烈響應捐
助，一方面恩師之崇高偉大精神得以永留紀念，
另一方面可延續恩師栽培後學之高誼隆情，發揚
師志，共襄善舉。

訃告

本院前校董、資深校友李金鐘先生
之夫人何芷阡博士，於本年七月九
日辭世，喪禮經於七月三十日在香
港殯儀館舉行。

本院同仁，深表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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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ce, Obstacles or diversity is not always
destructive. Indeed, they can propel us forward. I could
choose to blame, or even to criticize the difficult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xchange programme, but instead,
I chose to overcome them. What I did was to step far
beyond my comfort zone – exposing myself to new
environments that I was not familiar with and not being
afraid to ask others about anything I was unsure of. I
learnt a lot from them from listening whole-heartedly.
I also realized that Korean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helpful, resourceful, innovative and humorous indeed!

to immerse ourselves in the local culture, by slowly
integrating with it. Moreover, we can experience the
utmost diversity ever which we will learn much from. I
still remember those funny moments of misunderstanding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while hanging out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an exchange
programme is terrific in understanding cultures as this
first-hand experience will be unforgettable throughout
the lifetime. I am really honoured to have represented
New Asia College for the programme and to learn from
it. Thank you to the College again for providing me
with this invaluable opportunity and fellow New Asia
classmates, I highly recommend you to join an exchange
programme - like me - in your university life!

Exchange programme is living!
An old Chinese saying goes, "It is better to travel
more than to read books alone." I would further say
“An exchange programme is even better than merely
travelling. It’s living!” It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悼麥仲貴同學
黎華標

志。到得後來才知道，他那時候腦子已出了毛病，

作經常在報上發表，筆名叫做﹁扎克﹂。我因此以

我 與 仲 貴 同 年 考 進 研 究 所， 也 是 憑 入 學 成

對複雜的問題總無法凝聚思考力。所以，所方一直

後每見他一回，總勸他恢復如以前的寫作；說此番

績 得 獲 全 額 獎 學 金 的 其 中 幾 個 幸 運 者。 當 年 為

沒安排他指導研究生。等到他六十歲離休，拿過退

崔護重來，管教讀者刮目相看，兼可抒發自家的情

一九六一年，正是國內空前大饑荒，天災人禍搞在

休金，仍然留所，專任輕易的半天抄寫工作，優游

久 不 到 九 龍 農 圃 道 新 亞 研 究 所 了。 近 日 始 從
所中；告欄裏知道，老同仁麥仲貴君已去世，
是大半年多的事情。

一起之際，真是沒齒難忘，到今天足有半個世紀的

卒歲。

他 沒 有 結 婚， 外 邊 的 朋 友 也 不 多。 別 人 要 與

他結識、傾談，他自然來者不拒，但所持的永遠是

這樣子不忮不求，不將不迎的態度！也是近來才知

道的：他母親比他先去了大半年。他現在緊隨母親

恥為世縻
聊博生資
叮嚀有思
我懷興悲
寂寞書痴

的 腳 步， 年 紀 應 已 到 八 十， 可 幸 他 國 內 的 一 位 手

足，及時申請來港，跟他住在一起。

讀書有得
甘居下僚
老母先逝
陡聞噩耗
煌煌有作

一 位 同 年 就 此 過 去 了。 昨 夜 難 以 入 寐， 匆 匆

半紀情誼
不願人知
髮已全絲
間關不離
撒手硯池

草成下面四言雜詩二十句，以代挽辭：

惇惇吾友
不求人賞
光陰荏苒
幸有手足
哀哀吾友

懸隔。仲貴在所中研究宋明理學。據所知，他先有

中文大學學士學位，加上研究所的新資歷，獲認可

等同中大的文學碩士資歷。以這樣的學歷與資格，

在教育界裏可走的路子是很寬的，找理想的工作應

該 困 難 不 大。 但 仲 貴 不 此 之 圖， 畢 業 後 再 留 所 兩

年，甘作研究員，在這期間，先後出版兩本專論宋

明理學的書，有業師唐先生為之作序，相信中大的

圖書館目前尚存有他的書。

仲 貴 為 人 厚 重， 短 於 辯 論 說 辭。 他 在 研 究 所

不關乎
的研究工作，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便終止 ――
他的成績，可能是所中的經費不敷之故。此後，仲

貴 留 在 所 裏， 負 責 文 書 工 作， 卻 似 乎 一 直 有 所 觀

望。照我起初的看法，所方這樣子的安排，簡直是

糟蹋人才！

記 得 仲 貴 說 過， 他 在 中 學 時 代， 已 有 單 篇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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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cious Korea-Japan-China friendship, and of
course, the delicious Korean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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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of Exchange Experience at Ewha
Lau Ho Ming, Michael (IFA/4)

Stepping beyond comfort zone: A Boy in a
Girls’ College
“An-Nyeong-Ha-Se-Yo”! It is a pleasure for me
to share with you my life in Korea here. Although this
exchange programme was not the first experience I ever
had living away from home for such a long time, it was
not the first time I ever went to a country not knowing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in their language at all,
it still proved to be the most challenging experience I
have ever had!
When I first received the offer from my College to
be an exchange student at Ewha Womans University, a
prestigious girls’ college breeding many famous women
leaders in Korea, my friends were all jealous – what
kind of man wouldn’t enjoy life surrounded by girls?
However, it did not turn out to be not as fun as they
thought. It would be not only were the girls reluctant
about sitting next to me in lesson (when I was the odd one
out), when I was doing several group projects with local
Korean students, they even began speaking in Korean in
group discussions even when I was present! Going out
of the campus was even worse - asking for help on the
street, buying inter-city bus tickets, and ordering food
in restaurants... these day-to-day habits became nearby
impossible for a person who spoke not a word of Korean,
like me.

Determination Overcomes All Obstacles
In Hong Kong, everything is familiar, but in Korea,
nothing is. I did not feel comfortable or homely at all in
this new environment, but I managed to keep one thing
clear in my mind: that is to expose myself to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 making new friends, learning Korean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Korean culture. I knew I had
to step out of my comfort zone. I was determined to do
something I was unfamiliar with to achieve those targets.
For instance, to explore Korean culture, I visited different
cities and folk villages in Korea. Knowing that many
inter-city bus stations have that are signs only in Korean, I
took the first step to familiarizing myself with the Korean
culture by learning basic Korean characters (Han-gul).
新亞生活 40︰1 （2012年9月）

I studied for 2 days to learn all of their characters, and
the effect was immediate. Korean is a language in which
every word is pronounced by its characters, and in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e vocabularies are taken from Chinese
my mother tongue. Therefore, I managed to understand
those signs very quickly. Apart from beginning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I also started becoming work in
Korean history by taking women’s studies course at the
school. The course gave us an opportunity to critically
review difference pieces of Korean history which were
traditionally written from a male dominant perspective.
I knew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for a body to do it,
hence I took the initiative in asking how my female
classmates viewed various issues in order to learn from
them. I am not normally a talkative person, but once I
started the conversation, I found myself having troubles
to stop talking as we shared a lot about our own culture. I
definitely make many long-lasting valuable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s!

Embracing diversity
What I treasure most in an exchange programme
is that I can meet a wide range of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at one time. In school courses, I had chances to
team with both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local Korean
students. All of the teammates ca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held different expectations and had
different working styles. Hence at the beginning, there
were many misunderstandings and even conflicts in
the group which hindered the working pace. However,
does that imply that we should only work with people
from a similar background so that the group will have
completely no conflict? Absolutely not. In fact, in all of
my project groups, despite having differences amongst
us, my teammates kept being open-minded and receptive
in listening to stories and ideas from other people.
Ultimately, we could work harmoniously and make good
friendships among ourselves. In all of the courses I took,
project groups with a more diverse background generally
produced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ith thorough
considerations in different areas. Because of our diversity,
we generated more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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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家， 如 歐 洲 排 名 首 位 的 鑽 機 生 產 廠 家 義 大 利

中國石油先驅張廣勇校友創造未來
一九八一年本院工商管理畢業的張廣勇校

公司、世界最主要的油氣勘探設備頂
DRILLMEC

公 司、 中
CANRIG

AET

多樣性的油田組合，以及中國金融系統的強
AET

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及二 ○○
八年金融海嘯的重
大 衝 擊， 雖 然 石 油 市 場 很 受 外 圍 因 素 影 響， 但

張 校 友 在 過 去 二 十 年 的 營 商 中， 曾 經 歷

穩健的根基。

關係密切，足見它在國際上擁有龐大網絡，以及

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中國著名企業都與

部驅動鑽井系統供應商美國

友，事業發展成就驕人，他洞燭機先，畢業後即
在中國市場發展，經過五年的努力，創立從事上
游石油鑽探開採設備的專業公司
先 科︵ 亞
—
洲︶有限公司︵ AET (Asia) Limited
︶，成為中
國石油市場先驅。憑著他艱險奮進的新亞精神，
開拓了中國內地與巴拉圭的市場，以及為香港與
內地企業的發展創設穏健的商貿平臺，堪為﹁新
亞人﹂的典範，他的事業發展歷程，對在學同學
及校友都會有很好啟迪。
初期 一
AET
( 九八五年 ，
)

仍充滿信心，他表示石油市場以二十年至二十五

大保護，它的業務仍然增長驚人，二 ○○
六至 ○
七年間增長達百分之二百至六百。張校友對未來

張校友在成立

發展，日後必大有作為，因此二十多年來他都不

石油市場正處於低谷反彈階段，他認為只要專注

務，為中國石油行業引進美國和歐洲等地最先進

元，市道十分暢旺。

年為一個循環，二 ○○
六至 ○
七年為高峰期，石
油 供 不 應 求， 當 時 石 油 每 桶 高 達 一 百 四 十 多 美

斷 開 拓 中 國 市 場。 AET
在最初十年不斷發展業
的設備，並逐漸由石油鑽探設備的業務，拓展至

業 務 發 展 多 元， 除 專 注 中 國 石 油
AET

市場外，亦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尤其是以南美巴

的巴拉圭總統盧戈︵

︶會面，其
Femando Lugo

張校友與巴拉圭的淵源始於二 ○○
八年，他
經友人介紹到訪巴拉圭，並與出身主教而剛上任

入能源礦務及旅遊的業務。

拉圭為主要發展基地，也會於不久的將來積極投

近年

鑽 井 平 臺 設 備、 CBM
煤 層 氣 開 採 鑽 探 設 備 等。
已成為中國數一數二的進口石油
AET
時至今日，

鑽探設備的公司，亦是本港少有以中國市場為主
的港資石油企業。
二 十 多 年 來 在 張 校 友 的 經 營 下， 已 在
AET
中 國 以 至 國 際 間 建 立 龐 大 的 營 商 網 絡， 從 供 應
商 的 合 作 夥 伴， 以 至 客 戶 都 是 世 界 知 名 的 大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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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T 杯國際友誼賽開賽前
合 影（ 右 起 ︰ AET 董 事
總經理張廣勇、巴拉圭足
球隊領隊 John 、香港足
球總會會長霍震霆及民政
事務局秘書長麥敬年）

AET 作為單場比賽贊助商贊助了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中國隊 VS 迦
納隊的國際友誼賽
圖為開賽前 AET 董事長張廣勇先生與雙方隊員合影

張廣勇於二○○八年底到訪巴拉圭，獲巴拉圭
總統盧戈（ Fernando Lugo ）親自接見

（接上頁）

後五次拜訪當地的各級首長，雙方建立了珍貴友
誼。張校友表示巴拉圭民風淳樸，擁有豐富的天
然資源，具有龐大的發展潛力，同時巴拉圭是一
個自由貿易港，也是南美商體聯盟之一，在低稅
率及各種優惠下，對營商極為有利。張校友表示
南美是一個很適合中國人投資的國家，希望藉著
他豐富的營商經驗以及龐大的國際網絡，為中國
內地及香港的企業建立一個商貿平臺，引進他們
的投資到當地的第二大城市東方城，現時該城市
主要由中東人經營。
在短短兩年時間在巴拉圭落實及進行多
AET
項投資計劃，包括一個石油區塊，一個金礦，以
及兩個有待開發的旅遊半島。 AET
現在已取得石
腳。此外，更計劃建立一個電子產品的東方商業

油開採證及即將獲批的金礦開採證，準備大展拳
城，以及從事木材、牛皮及木薯等南美貿易。
張校友希望在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下，改善
當地民生及促進中國與巴拉圭的文化交流。年前

- 39 -

新亞生活 40︰1 （2012年9月）

他更贊助巴拉圭國家足球隊訪港，希望藉著足球
未來會再安排巴拉圭國家足
AET

比賽帶動文化交流，讓大家多一點認識巴拉圭。
張校友續表示，

球隊訪華作友誼賽，為兩地的經貿及文化交流而
努力。
張校友近日響應書院呼籲，回饋母校，大力
捐助支持母校發展，書院同仁在敬仰之餘，也深
懷感激。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8772)

求學與做人
新亞翻譯二

記與余英時教授的一次談話
—
李建深

八年畢業生
○○

新亞學規的第一條：﹁求學與做人，貴能齊
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這十八個字，這一行簡單的句子，在八年前
我剛進新亞的一天，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吟誦
不絕，使我苦苦思索，使我細細品味 —
八年來，
其他學規縱然印象已非常模糊，唯獨是這一條，
這第一條，從沒有在我的記憶中溜走過。
這十八個字，說來容易，但八年來，每當我
在心中反覆吟誦這學規，我一直在問：為甚麼要
跟這學規做？做起來要怎麼做？怎樣的求學，怎
樣的做人，才算是融通合一的呢？曾經有過模糊
的解答，有過模糊的體驗，但總覺得不真切，不
具體。於是八年來我一直在問，一直在想。來到
普林斯頓大學後，學業的繁重，令我沒空去細味
體會，誰知一次講座後，令我親炙新亞的第一屆
畢業生，新亞的大師兄，新亞的第五任校長，余
英時教授，再次令我想起這學規的第一條，也再
次喚起我心中的問題。
這也是我今次訪問余英時教授的動機。

研究近況
一坐下，我便問余教授近期的研究方向。坐
以論道，似乎是新亞人的習慣。余教授今年雖已
八十二歲，仍孜孜不倦，埋首於新作︽論天人之
際
中國古代思想起源︾一書。我問余教授，
—
錢 穆
( 先
) 生 晚 年 着 力 於 天 人 合 一 之 說， 余 教 授
也寫關於此方面的書，豈不是一種學問的傳承關

懷？ 余 教 授 說 這 不 同。 錢 先 生 關 注 的 是 一 種 信
仰，而他則是從歷史文獻的梳理上溯天人合一的
起源，嘗試總結出天人合一之說的來歷，以闡述
後來的發展。這﹁天﹂不是我們常說的自然，或
者
環保主義 ，
environmentalism(
) 這﹁天﹂是
一 種 超 越 精 神。 余
( 教 授 許 是 在 北 美 待 得 太 久，
說話有時夾雜一點英文名詞與句子，與香港人一
樣。本文就跟從余教授說話所用的字眼來寫 余
)
教授的博學，盡在不經不意中流露。說到此，他
比 較 起 中 國 與 世 界 其 它 三 大 文 化 傳 統。 在 希 臘
是 神 話 傳 統， 在 以 色 列 是 先 知 傳 統， 在 印 度 是
吠 陀 傳 統， 在 中 國 則 是 禮 樂 傳 統。 這 四 大 文 化

傳統就是在 Karl Jaspers雅
( 斯培 所
) 謂的 axial
軸心時代中演變產生的。
總結為一種
Jaspers
age
，在中國來說，
transcendental, axial breakthrough
余教授將禮樂傳統看成是一種跟宗教分開來的一

種 transcendental breakthrough
，孔子是其中的
，但卻是中國軸心突破的第一位思
axial thinker
想家。

我 問 起 這 算 不 算 中 國 的 哲 學 呢？ 剛 好 信 廣
來 教 授 來 普 大 講 學， 說 起﹁ 有 沒 有 中 國 哲 學 ﹂
這一回事。信教授分析細緻獨到，不問有沒有，
而 問 若 我 們 用 哲 學 眼 光 看 待 中 國 思 想， 能 看 出
些甚麼。余教授也同意此說，並補充回應說以上
四 大 文 化， 是 因 為 傳 統 不 同， 故 對 待 有 沒 有 哲
學一問各有不同。中國的是內在的超越， in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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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中變革︵ change within
transcendence
︶。後來發展出心學的傳統。在希臘由
tradition
始， 發 展 出 外 向 的 神 學 theology
。余教授
Plato
也引用金岳霖的說法，即和西方相對照，中國思
想中關注政治社會的比較多，邏輯論證的較少發
展， metaphysics
形而上學的比較少。
我一眼瞥見余教授的初稿有討論﹁巫﹂的章
節；剛好我的碩士論文也是寫﹁巫﹂的。我就問
為甚麼說禮樂傳統是由宗教分開來的呢？那禮樂
傳統又與宗教或者﹁巫﹂，有甚麼關係呢？余教
授為我逐一解答。他說﹁巫﹂在商周時期是與上
天溝通的媒介，在春秋孔子時期，軸心突破展開，
思想家展現了一個超越的精神世界，這是先秦諸
子的﹁天﹂，與商周以來的鬼神世界的﹁天﹂完
全不同了。諸子各派都展現﹁心﹂的媒介作用，
即以﹁心﹂取代了以前的巫。因此他們一方面攻
擊﹁巫﹂，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巫﹂的想像。中
國思想史上，﹁心﹂從此成為溝通天人之間的中
介物。這是余教授正在研究的一個複雜環節。
我想這剛好是一種巧合呢。雖然目的、進路、
方法有所不同，錢先生與余教授的關懷，許是中
國文化的極致關懷。

政治與人生
余教授生於一九三 ○
年，國共內戰後避難香
港，在新亞書院畢業後，負笈美國哈佛大學，取
得博士學位後在美國教書做研究，五十多年來，
未曾踏上共產中國的土地。一九七八年是唯一的
一次，那次是美國漢代研究訪華團，到訪敦煌多
個地方 從
( 他的總結報告和每日活動資料，後來
由 李 彤 整 理 翻 譯 出︽ 十 字 路 口 的 中 國 史 學 ︾ 一
書 。)六四時侄子在北京被殺，更不要說回國了。

那麼余教授對這片故土的近況還清楚嗎？他不僅
清楚，而且對故土的近況見解獨到精闢。
我 們 論 及 香 港 的 近 況。 他 說 香 港 現 在 的
很 亂， 難 得 的 是 有 年 青 一 代 為
atmosphere
，
，
的價值而
democracy
human
rights
freedom
奮鬥。他說人活着就是為了一些 values
，這使人
跟 animal
不 同。 我 們 說 起 現 在 內 地 對 香 港 的 滲
透很厲害。余教授說﹁一國兩制﹂是不可能的，
強勢的內地文化會同化香港的制度。
余 教 授 的 政 治 立 場 極 其 鮮 明。 他 批 評 共 產
中 國 對 人 權、 民 主、 自 由 的 踐 踏。 一 九 八 九 年
六四事件後，一位校友 (John Elliot)
捐獻了一百
萬 美 元 給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成 立 Princeton China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安頓那批流亡
Initiative
知識份子，余教授受學校之託才參加了學社的工
作。他們接待了劉賓雁、蘇曉康、柴玲等幾十人。
我問不怕政治風險嗎？余教授的回應泰然之至，
說流亡學生搞政治是他們的事，學社與他只安排
他們的生活與學習。這是豁達自然的態度。

求學與做人
余教授不僅在學術上為價值而不斷拼搏，在
人生上也為價值而奮鬥不懈。
我提起那條學規。余教授說中國文化中，求
學的﹁學﹂，就是學做人， learn to be human
，
學 解 決 人 生 的 實 際 問 題。 故 中 國 文 化 不 像 西 方
文化，也不像哲學家去
，搞
interpret
the
world
， model
，而是去 change the world
︵改
theory
變世界︶。人與學是分不開的。學做人，令別人、
自己，大家都能得到好處，互惠互利，這是儒家
的精神。中共今天只強調儒家反對﹁犯上作亂﹂，
是中共對儒家的政治利用，這不是儒家的精神。

儒學中有許多思想是與民主、人權互通的，都強
調人的 dignity
︵尊嚴︶。
說起求學與做人，自然問及新亞的初期，大
家怎樣求學，又怎樣學做人呢？

新亞精神

余教授在燕京大學讀至二年級的第一學期
時
年，
( 為一九四九年 ，
) 便離開大陸，一九五 ○
經父親介紹入新亞，錢先生面試，命作中、英文
兩篇文章，順利入學。新亞初時只有二十多人，
全為難民流亡香港。余教授當時年少氣盛，為捍
衛 價 值 而 發 聲， 發 表 文 章 反 共 又 反 國 民
(黨 ，
)
因為兩黨都是支持一黨專政的，結果得罪權貴，
申請去哈佛雖然成功，但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竟
不發護照，沒有護照自然不能赴美。後來經 Asia
某先生的幫助才成行。他亦感慨其時
Foundation
香港的自由，讓他能自由發聲。他說﹁政治不上
軌道，學術也發展不了。你不去找政治，政治來
找你﹂。可真是實話。
他續說，學問跟民主、人文有莫大關係。明
代東林黨人說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
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就是中國的傳統。
關心，不是盲目信從，而是變得更 critical
︵有批
判性︶，學問就是幫我們變得更 critical
的。清末
以來，在中國發動革命的很多都是知識份子，有
着 Confucian education background
儒家教育背
景的，他們想要改造國家。明末清初黃宗羲的︽明
夷待訪錄︾，就近於盧梭的 social contract
，至
梁啟超、孫中山，大家都是追求要民主、人權的。
中國的民主、人權，沒有被制度化，他們就是要
補其不足。
從 文 史 哲 的 學 問 關 懷， 轉 化 為 人 生 關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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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品質更好
為 的 是 要 變 成 a better person
的 人 ︶， 提 升 他 人 與 自 己。 一 方 面， 我 們 要 弄
清 人 文、 自 然 界 的 事 實 真 相， 即 所 謂 get the
， 但 另 一 方 面 又 必 須 能 判 斷 是 非， 即﹁ 應
truth
該 不 應 該 ﹂ 的 價 值 問 題。 價 值 判 斷 不 是 個 人 的
武 斷 種︵ “ arbitrary ︶
＂， 是 首 先 要 知 道 事 實
真 相。 總 之， 我 們 的 value judgment
就是要建
基於
上，這様求知識，進行價值
firmer
ground
判斷時就有根有據，不是盲從， not arbitrary
，
有
， 我 們 求 的 就 是 true value
，不
foundation
是 vanity
，不是 instrumental
或 utilitarian
的
。
value

人生關懷

過我們不應將重點放在﹁新亞﹂二字上，而應放
在﹁精神﹂上。這不只是新亞自己，一個學院的
事，而是普世的精神價值。新亞怎樣回應歷史，
怎樣着重溝通中國與亞洲、與世界，都是值得我
們借鑑的。
余教授繼續說，現在的中共，已完全喪失了
最早時期的革命精神，他們作為一個政治集團只
知追求﹁權﹂和﹁錢﹂，沒有意識形態，更無理
想，卻全力推動狹隘的民族主義激情。這是很危
險的。一個現代大國應是藝術、科學、人文都世
界領先。現在的中國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得主，
都是中共反對的人物，中共不但不引以為榮，反
而不許他們的名字被印出來。其實他們對中國尤
為重要，這體現了中國人對普世價值的追求，重
視人文、科學更具中國代表性。
談起那片故土，余教授特別來勁。我說起我
最近的研究方向，戰國後到秦漢，大家只說帝國
與大一統，故戰國時期被說成帝國的萌芽階段。
我想這其中有很多問題，為甚麼我們這麼着重帝
國與大一統呢？余教授說這可能是仿羅馬帝國的
討論。他也說﹁大一統﹂的思考模式值得反省。
小時候他在安徽潛山的農村家鄉，看到的很多的
，都跟國家沒有甚麼關係。最近中
local culture
外史學家都轉向中國邊緣地區以及地方文化的研
究，也對﹁大一統﹂模式的反思有幫助。

做學問的心態

書院精神

余 教 授 勉 勵 我 對 中 國 各 地 的 文 化 也 要 有 所重
視，看重它們的 diversity
︵多樣性︶。做學問要
腳踏實地苦幹，一個腳印一個腳印地走，不能佔
便宜，不能走捷徑。要志氣遠大，往遠處看，看
書多看每學科最 classic
的東西，要有心得。

余 教 授 說 若 我 們 不 搞 學 問， 不 關 心 學 問，
這 種 冷 淡 是 錯 的。 人 生 關 懷 的 是 真、 善、 美。
這是人生必需，不可或分的。真是為了求知識，
求 真 知， 以 決 定 judgment
， 善 是 為 了 對 人、 對
自己也好，同時也要注意 cultivate a taste
，使自
己 spiritually enriched
，這就是美。真善美也是
與文史哲密不可分的。我想這真善美雖然是老生
常談，但老生常談的卻多是大半生的真知灼見，
大半生的經驗所得來的。我們常問新亞現在富足
了，物質生活比起五十年代時好多了，還需要新
亞精神麼？殊不知現在才是開始，千里之行的頭
幾步。真善美的追求是窮一生精力的。
我說起現在中文大學的書院不止四間了，多
了很多，我也數不清了。但新書院的精神內涵是
怎樣則不得而知。或許新書院可以借鑑新亞精神
呢。余教授回應說，新亞書院的成立，是有一種
的精神，將之命名為﹁新亞精神﹂，不
universal

我把余教授對我的勉勵一字一句地記下來。
我想，這不止是對我的鞭策，也是對新亞師弟妹
的一番鞭策鼓勵。
訪談結束，余太太送我回宿舍。幾天來，我
不斷地回味余教授的話，想起新亞的四年歲月，
中大的六年時光，想起新亞學規，想起僅僅記得
的幾條，思索着，咀嚼着，感到一時間還消化不
來。那就記下余教授的話，以及我的訪談思路，
供未來不斷反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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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大紐約校友會，校友游
應鴻 (Patrick Yau,
一九六九年，經濟 從
) 紐約遠道
到溫哥華訪問，溫哥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友會於
二 ○
一二年七月七日設茶聚歡迎。除敘舊外，更交
流不同地區的校友會經驗。各人談笑融洽，不覺時
間飛逝。

新朋友、舊相識、校友茶
聚消息

春 光 明 媚， 正 是 旅 遊 的 好 時 光， 卻 減 不 了 安
省新亞人增加保健知識的熱忱。五月五日是新亞
安省校友會今年第三次﹁資訊交流茶聚﹂的日子，
喜獲安省註冊營養師朱芷瑩小姐︵校友朱鍵的千
金︶抽空，為與會者講解如何兼得美食與健康的
要訣，吸 引 了三十 位校 友和親友參加。 朱小姐 講
解 生 動， 內 容 豐 富， 並 加 插 有 獎 問 答 遊 戲。 講 座
後，與會者踴躍提問，熱烈程度為歷次茶聚之冠。
席間會長馬文廣呼龥校友慷慨捐輸，以期盡快達
致成立﹁新亞書院安省校友會獎學金﹂的目標金
額。壓軸節目幸運抽獎由幹事鄧厚高及捐贈禮 物
的陳月梅校友主持。

安省新亞人 兼得美食與
健康

五十年代校友舊金山重聚

今 年 七 月， 新 亞 書 院 桂 林 街 時 期 五 十 年 代 校
友在舊金山學長奚會暲︵經濟／五三︶居所叙舊。
紐 約 的 郭 子 偉︵ 商 科 ／ 五 六 ︶、 賈 麗 妮︵ 中 文 ／
五八︶、聖地亞哥的王光一︵經濟／五七︶、拉斯
維加斯的涂鰈︵經濟／五七︶以及舊金山本地的王
健 武︵ 經 濟 ／ 五 六 ︶ 與 熊 耀 德︵ 外 文 ／ 五 四 ︶，
六十年忘年之交，暢談往事，健康諧趣，高唱校歌，
歡聚一堂，大家都珍惜着這難能可貴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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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七 月 三 日， 我 乘 飛 機 到 印 度 的 小 城
巴 羅 達︵ Baroda
︶ 去。 這 次 毅 然 出 發 前

服務活在貧窮線下的印度小孩

在

往 一 個 不 認 識 的 地 方， 皆 因 參 加 了 AIESEC
的
實 習 計 劃︵ Glob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 在異地的一個月，我每天到當地的
Program
非牟利機構 Vikas Jyot
裡實習。這機構的服務對
象是活在貧窮線下的小孩，而我的工作則是教他
們簡單的英語。

To Kit-yu

上 學 年， 老 師 教 了 一 套 理 論， 名 叫 Rite of
， 當 環 境 轉 變， 一 個 人 的 身 分 也 隨 著 轉
passage
變，並且肩負新的責任。離開熟悉的地方，去一
個陌生的地方生活，到最後，回到原來的起點。
儘管在相同的所在地，然而，此刻的心情已經和
剛開始是不同了。怎樣也想不到，在一個半徑只
有十五公里的小城裡待一個月，學會了這麼多、
成長了這麼多。

說故事。在交談當中，發現他們經常辦籌款活動，
鼓勵人們捐款資助小孩讀書；還會進行家訪，跟
進小孩上學的情況。這讓我重新反思大學生的角
色和責任。除了﹁大學五件事﹂外，會否還有第
六件事呢？例如關心社會的弱勢社群，聆聽他們
有甚麼需要？

林耀明校董學生活動基金報告
—

記得上班的第一天，還未走到課室的門口，
孩子已衝出來，熱情地拉著我的衣袖。這群活潑
的小孩當中，有些住在貧民窟，有些在火車站內
賣唱養活家庭，有些更是沒有名字。單看掛在臉
上的燦爛笑容，任誰也猜想不到他們是在這樣困
難的環境下成長。相反，他們開懷大笑仿佛在告
訴你快樂是多麼簡單的一回事。
負責人說，雖然政府資助他們上學，但因為
家庭經濟困難，家長沒有讓他們接受教育。亦因
為這緣故，這群孩子的求知慾十分大。有一次，
給小男孩出了一條乘法數學題。完成後，他說：
﹁還有更多題目可以做嗎？﹂那時的我不禁想：
﹁若果能夠上學的話，他的人生會是多麼的不一
樣呢。﹂
實習期間，我們也會前往小孩居住的地方家
訪。我們認為家應該有牆壁和大門，但這裏所看
到的家卻是一個由幾塊碎布撐起的小帳篷。諷刺
的是，在十米外竟是剛建成的豪宅區。這景象其
實是整個國家的剪影。聽朋友說，貧富懸殊是當
地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印度的階級制度十
分嚴密，社會的流動性很低，以致低下層的人很
難脫離貧困的行列。
在這次的實習計劃中，認識了不少當地的大
學生。每逢星期四、五，他們都會到機構給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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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內蒙的基建亦有不少改善地方。我們不能
要求草原有沖水馬桶，但是亦應提供石灰粉以作

牧羊人亦會到此放牧。為了減少放
牧對草原的破壞，他們會將草原分
四部分，按季節分配到不同部分放
牧。可見他們已經知道如何可持續
地 發 展 草 原 地 帶。 內 蒙 古 天 氣 乾
燥，容易引發山火。數年前的杜鵑
湖山火使當地多了警示牌禁止在山
區吸煙，可見當地人對防火意識的
提高。積極保護自然生態另內蒙古
保留了古時詩人形容塞外的景色。
非 常 適 合 觀 星， 騎 馬， 射 箭 等 活
動。除了自然景色之外，文化景點
亦是一個生態旅遊行程不可或缺的。在蒙古的成
吉思汗廟利用了壁畫介紹了成吉思汗的一生，那
裡亦收錄裡成吉思汗的箴言節錄給人好好細味。
內蒙與俄羅斯鄰近，可以看到有些內蒙古建築物
建築風格會與俄羅斯十分類似。

《北京•內蒙古八天觀星團之我見》

﹁
風 蒼 蒼， 野 茫 茫， 風 吹 草 低 見
牛 羊。﹂ 這 句 印 在 觀 星 團 日 程
表的一句正好形容今次由中大天文學
會舉行的北京內蒙八天觀星團的所見
所聞。內蒙古對香港人來說絕對不是
一個流行的觀光勝地。而我對內蒙古
的認識亦只是來至朋友的分享，驚呼
地球還可以見到天連地的景色，所以
便和自己說一定要找機會去去這個地
方，所以便趁着這次機會看看這個天
堂草原。

內 蒙 古 絕 對 不 是 一 個 著 名 的 旅 遊 勝 地。 提
起生態旅遊，人們總會想起馬爾代夫或沙巴等地
方。可是，參加這個旅行團之後，我覺得內蒙古
絕對能夠成為去生態旅行的新寵兒。在自然環境
方面，內蒙古有著不同類型的自然景色例如天然
湖，草原和森林等。加上內蒙不積極發展工業，
故污染極少，對自然環境做成較少破壞，所以還
能保持它最自然的一面。因為有著一片大草原，

史健璋 （公共衞生 ）
/1

遮蓋排遺，以避免蒼蠅滋生。內蒙的交通亦不算
方便，大概一星期才有飛機有香港到內蒙古，火
車班次亦不算頻密。當地交通只能靠私家車，路
也不太好走。如要發展內蒙成為新的旅遊區，因
好好改善當地交通網絡。這不但能方便旅客，更
能方便當地人。此外，在旅遊點的路牌雖有英文
翻譯，但意思和文法皆不相符，需好好改善。

是次的觀星團亦包含了北京的行程，但時間
逗留相對較少，而景點以主要與天文有關。例如
興隆觀測站有一個像一座建築物般大的望遠鏡，
真令人大開眼界！可見中國的天文知識絕不遜色
於其他地方。

總結整個行程，內蒙古的天然美景，牛羊寫
意的在草原吃草。令人感覺愜意。對繁忙的香港
人來說，內蒙絕對是一個﹁想去的地方﹂。參加
這次行程之後，希望有更多人能認識內蒙這個地
方，在這個天堂草原好好走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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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計劃的三種模式：

由學生自行發起的服務學習項目
同學自行組成小組，提交建議書
資助金額每項目可高達港幣 25,000 元，申請
者可同時申請其它資助
由學生發起、社會服務機構協助的服務學習項目
同學可在社會服務機構的協助下設計活動
本計劃透過社會服務機構分配所得資助，活
動經費每項目可高達港幣 25,000 元

同學可以此計劃中的服務學習經驗作為滿足相關書院通識科目（如專題討論、具服務學習元素的科目等）
的服務學習要求，唯同學必須事先徵得該科老師同意。

—

參與由社會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學習項目

愛鄰「社」服務學習計劃

對象：校內全日制本科生及學生團體

服務沙田、大埔及馬鞍山的弱勢社群

給你豐富資助，讓你愛近一點

報名請到愛鄰「社」網頁：http://www.cuhk.edu.hk/loveyn
查詢： 葉小姐 (3943 5979 / loveyn@cuhk.edu.hk)
督導委員會聯席主席：

沈祖堯教授
盧龍光教授

校長
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5月19日

本院於校園舉行第十一屆學長計劃檢討會暨重聚晚宴。

5月25日

本院及新亞書院教職員聯誼會於大學教職員會所餐廳舉行「惜別午餐暨長期服務
獎頒獎典禮」，歡送本年度榮休或離職同事，並頒發長期服務獎予服務新亞書院
達二十年之教職同仁，表揚彼等對書院的貢獻。

6月2日至28日

許氏文化館舉行藝術系邀請展：《替身術 II》— 台灣錄像藝術新貌。

6月3日至7月1日

三十位本院同學在輔導處霍偉基先生率領下前往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研習普通話。

6月29日

本院許智豪同學（醫學／一）、楊健朗同學（公共衛生／二）及關智健同學（英
國語文研究及英國語文教育／四）與三位耶魯大學同學在美國完成四周的暑期社
區服務計劃後一同回香港，參與為期四周有關愛滋病、教育及精神健康的社區服
務計劃。香港部份為本計劃的第二部份。

6月30日至7月29日

本院二十五位同學在Ms. Neeraja Sharma率領下，赴英國倫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參加暑期英語課程。

7月4日至11日

本院與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合辦第十屆中華美德教育行動師資培訓班。本屆的主
題為「讀《論語》學做人─中庸」。

7?月8日

本院副輔導長莊太量教授帶領二十位新亞同學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參
加為期三周之海外文化交流計劃。

7月?8日至28日

許氏文化館舉行「藝術系文學碩士一年級展：《Bi Bu》」。

7月12日至18日

第十二屆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於新亞書院舉行，本年度的主題為「《論語》中的
『和』與『中庸』」。

7月16日至22日

湖南大學的師生代表蒞臨本院訪問，開展兩校暑期交流計劃，而新亞同學在本院
輔導處李澤銀女士及盧達生先生的帶領下，於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一日回訪湖南
大學及長沙。

8月1日至11日

許氏文化館舉行「藝行三人展 — 郭玉美、陳佩雯、黃美平聯展」。

8月27日至9月7日

「許氏文化館」舉行《新亞書院概覽》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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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五月至八月
○

本院在紫霞樓地下大堂舉行追錢夫人錢胡美琦女士追思會。

—二

錢穆圖書館舉行「霍克思文獻」捐贈展－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四十周年誌慶。

5月12日

本院大事記

5月2日至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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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le-China Teaching Fellow
Ayala

two upcoming years!

First, let me say I am
extremely delighted to be
back in Hong Kong and to
join the New Asia community
here at CUHK! I am so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New Asia is giving me these

My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tarted a few years
ago when I began studying Chinese at Yale. Thanks to
the generosity of the Light Foundation, I was able to
study Mandarin during three summers in Beijing and an
academic year in Taipei. During these travels, I also came
to Hong Kong for the first time to study some Cantonese.
Living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changed my life completely. Not only have my language
skills improved, but I also have learned to view the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a people whose customs differed
from mine. I have totally fallen in love with Mandarin/

Canto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hopefully I will be
able to share some of this passion throughout my time
here.
During my time at Yale, I majored in Linguistics. My
Linguistics background has allowed m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s of how language works and how people acquire
it. Using this knowledge, I tutored Spanish to some
students at Yale and corrected homework assignments for
a Spanish language course. After graduating, I continued
exploring my interest in education by tutoring reading and
math to students of Chinese and Hispanic backgrounds in
New York City.
When I was accepted as a Yale-China fellow, I
knew immediately this would be the best next step in
my life. Teaching English at CUHK not only will let me
explore education as a potential career, but will also give
me another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exploring Chinese
culture. I sincerely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the New Asia community over these two years and to
contribute to it as much as possible!

Trinh Nguyen

I am very thankful to New Asia
College for welcoming me to the
university. When I first considered
teaching English before starting
my undergraduate studies, I never
imagined I would have the chance
to do so in a vibrant place like Hong
Kong.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contribute to CUHK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During my time at Yale, I studied sociology with a
concentration in public health as an Edward A. Bouchet
Fellow. My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d on cultural
competency and women’s health, and how medical
provider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e when working with patients. Following
graduation, I interned with Global Health Corps and
was a Special Projects Coordinat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at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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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is past year, I also volunteered with NGOs
that work closely with partner schools in Asia to promote
access to primary education. In May 2012, I was honored
to be part of the production team for the third annual Girls
Who Rock Concert, a New York City-based fundraiser
that brings together millennials and innovators in music,
tech, and design to sponsor girls’ education.
This is my first time traveling to Asia, and I can’t
imagin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 better place than Hong
Kong! I am very exci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ong
Kong’s history and culture, practice my elementary
Cantonese, and get to know the college well.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greatly involved in the New Asia
community during my time at CUHK.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generosity and very warm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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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EVENTS
(June - August 2012)

June 2 to 28

July 8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of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Stand-in
Techniques II” was held at the Hui Gallery.

Professor Terence Chong Tai-leung, Associate Dean of
Students of the College, led a group of 20 New Asia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a three-week summer programme at Hertford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

June 3 to July 1
A group of 30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r.
Nixon Fok of the Dean of Students’ Office, stay at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of Beijing to learn Putonghua.

July 8 to 28
‘Exhibition of Year 1 Students of Master of Arts in Fine Arts:
“Bi Bu”’ was held at the Hui Gallery.

June 29

July 12 to 18

Upon completing a four-week internship in the States, Mr.
Hui Chi-hou Samuel (MEDU/1), Mr. Yeung Kin-long
(PHPC/2) and Mr. Kwan Chi-kin (ELEDU/4) together with
their Yale counterparts, returned to Hong Kong to take part
in another four-week internship on AIDS care,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This represents phase two of the service
exchange programme.

The 12th Seminar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as held at
New Asia College.

June 30 to July 2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Ms. Neeraja Sharma, a group of 25
College students went to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in Central
London to attend a summer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July 4 to 11
Co-organized by the College and the Beijing Oriental Morality
Institute, the 10th Seminar on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was
held at New Asi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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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6 to 22
Participants of the Summer Exchange Programme from
Hunan University visited Hong Kong and the College while
a group of New Asia students led by Ms. Jodie Li and Mr.
Lo Tat-sang of the Dean of Students’ Office paid a reciprocal
visit to Hunan University and Changsha from 25 July to 1
August 2012.

Aug 1 to 11
“Artists at Work – Joint Exhibition of Kwok Yuk-mei, Chan
Pui-man, Alice and Wong Mei-ping” was held at the Hui
Gallery.

Aug 27 to Sept.7
The Exhibition on “New Asia Profile” was held at Hui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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