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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的醫學教育莫不重視臨床教育。
能否搞好臨床教育，直接關係到將一名醫學
生培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的問題，包括他們
未來的醫療水準、醫療作風以及醫學道德觀
念等等。

診所承擔不了臨床教學任務

不論中醫還是西醫，臨床教學內容深入而
廣泛。在一、二年級打基礎的時候，學生一
邊學習中醫基礎理論，一邊要到臨床獲取感
性認識，設想中醫的望、聞、問、切，沒有
臨床的觀察，只有紙上談兵，學生能理解能
接受嗎？在三、四年級進入臨床課的學習
時，學生更必須直接到臨床見病人，除了要
在內、外、婦、兒、五官、骨傷各科的教學
中穿插零星見習外，還要集中安排一段相對
長的階段見習時間來體會課堂內容。四年級
後更要安排一年的畢業實習時間，這一年是
醫學生由學生向醫師、由學校向社會過渡的
一個關鍵時期，學生在校幾年的教育，都要
在這一年融會貫通。

大量而繁重的臨床教學，單靠診所是承擔
不了的，此外，優質的中醫臨床教育需要硬
件和軟件兩方面的支持，硬件如足夠寬敞的
教學場所；軟件如內、外、婦、兒、骨傷等

專科團隊的建立和學科建設。這些都是小小
的診所容納不了的。只有中醫教學醫院才能
完成這些軟硬件的支持。所以歷年來我們不
得已才將學生送到內地的中醫教學醫院去進
行階段見習和畢業實習，這是無奈的選擇，
我們既感謝內地的中醫教學醫院為培養我們
的學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但我們也不得不
承認，他們的教學人力和物力資源是有限
的，在完成自己學生的教學任務之餘，還能
有更多的精力來為我們香港的學生度身裁
衣，以適應我們香港的醫療體制嗎？

我們在香港的課堂授課是根據香港地區的
特點來安排內容的，但內地的教學醫院不一
定能配合我們的教學重點來帶教，學生在臨
床所見到的病種與香港有區別，治療方法也
有區別，很多方法目前在香港是不能實施
的。所以內地的教學醫院只適合短時間的見
習，讓學生見多識廣，並不能理想地完成對
香港學生的臨床教育。

盡快建設適合香港的中醫教學醫院

從管理層面看，內地的教學醫院不是我們
自己的，所以我們不能按照我們的要求和標
準直接管理帶教老師，只能將我們學生在最
重要和最關鍵的臨床教育階段交由別人按他

們的理念來帶教。如果我們有自己的教學醫
院，我們會要求教師將大部分的實習時間用
於學生中醫技能的培訓，培養學生不同於內
地的中醫臨床思維，引導學生探索香港醫療
體制下中西醫結合的方式，會要求教師秉承
浸會大學的「全人教育」的理念，從公德、
醫德和醫技多方面來綜合實施臨床教育。

從學生方面看，臨床實習是醫學生走向社
會的第一步。我們的學生不單要適應由課堂
學習到醫院自主學習，更要同時適應由香港
到內地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環境的轉變，難免
有學生較長時間不能適應，確實影響他們的
臨床實習。如果是在香港的教學醫院，他們
可以無憂無懼地安心臨床實習。

優質中醫師的培養需要優質的中醫臨床教
育，而優質的中醫臨床教育離不開中醫教學
醫院。教學醫院是要經過較長時間來建設
的。香港就應該盡快地邁出建院第一步，如
果不邁出第一步，就永遠不會有第二步和隨
之的第三步，香港的中醫教育還能再等下去
嗎？本屆香港政府在中醫的發展上確實前進
了一步，成立了「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希
望政府能夠從根本上、從中醫人才的培養和
建設上 眼來發展中醫。

中醫臨床教育需要中醫教學醫院香港的慈善事業起步較早，樂善好施，蔚然成風，是次四川雅安地震
港人一如既往踴躍捐款。雖然「郭美美事件」傷害了中國紅十字會形
象，但相信屬個別事件，並未影響香港市民賑災善心，惟內地慈善機構
應引以為鑒。愛心無價，需珍惜愛護，面對急遽的時代變遷，慈善亦需
尋找新思維。過往單純捐一筆錢只是「授之以魚」，解一時燃眉之急，
還有後顧之憂，更有心的善工則「授之以漁」，幫助受惠者自力更生，
讓善款發揮持之以 的實效。近悉香港理工大學與四川大學合辦「災後
重建與管理學院」，培養防災與重建人才，確是一項創舉。

微軟巨子蓋茨的創富能力世界數一數二，疏財有道亦全球首屈一指，
當中國父母總在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時，蓋茨夫婦擔心的是孩子贏在
起跑線上會失去人生鬥志與動力，故將龐大家產之98%撥歸夫婦名下的
慈善基金，這種「捨得」精神華人自嘆不如。

但是蓋茨也清醒認識到個人的援助對貧困國家始終是九牛一毛，希望
自己的善行能起「槓桿作用」，帶動全球力量共同行善。月前蓋茨來到
博鰲亞洲論壇，他盛讚中國農業發展讓6億人脫貧是了不起的奇蹟，其
基金擬與中國科學家合作研發水稻新品種—綠色超級稻，希望也能促
進非洲農業的大進步；2011年蓋茨夫婦基金已與中國科技部簽署7項合作
備忘，以創新科技改善貧窮人口生活，例如其合作研發之疫苗價格低廉
且非常有效，挽救了很多生命。他深信中國有能力幫助世上貧困人口過
上更健康富裕的生活，中國科技部官員亦表贊同，希望建立廣泛聯合
體，以創新科技共同實現人類消除疾病和貧困的夢想。

蓋茨是新時代慈善家的傑出代表，我們的財富無法與之相比，然而可
學習他的行善智慧與創意。敝家族慈善基金雖資源有限，但亦努力探索
行善新思維，多年來我們致力在內地興教助學、扶貧濟困，隨 祖國發
展日益完善，基金開始重點支持醫療發展，造福人類健康，資助高校醫
療教研設施與項目，研究防治癌症、乙肝、糖尿病等常見都市病，推動
中西醫結合治療，為提升民眾生活質素略盡綿力；同時在邊遠貧困地區
捐建鄉鎮衛生院(包括雅安地震災區重建工作)，除了利醫惠民，若再有自
然災害，衛生院亦能即時發揮救護作用，在此呼籲「兩岸四地」善長仁
翁多多支持、共襄善舉。

立法會從上月二十四日開始恢復二讀辯論《2013年

撥款條例草案》，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四名議員

發起拉布，提出了七百一十條修正案，並在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不斷重複發言和要求點算人數，令審議工

作受到阻延。如果立法會不能有效地終止無止境的拉

布，盡快完成撥款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則政府面臨

財政危機，臨時財政撥款無法應付政府運作，公共服

務可能陷於停頓，嚴重損害市民福祉。

「剪布」有理有據合法合情

面對議會內曠日持久的拉布戰已經危及社會的公共

服務，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連日斡旋，在促成政府與拉

布議員間的妥協失敗後，最終與議員舉行兩小時的閉

門會議後，宣布「剪布」。曾鈺成指出，持續拉布只

會令立法會無法履行議事和監督政府的憲制責任，最

後只會令拉布議員、政府及立法會「三輸」，他在研

究過不同法律理據後，確認自己有理據和權利，可根

據《基本法》和議事規則「剪布」，並會以書面方式

詳細向議員交代「剪布」理據。

曾鈺成的「剪布」決定有理有據，又合法合情，但

立即引起反對派眾議員的圍攻。在社民連和「人民力

量」發起拉布戰之初，民主黨、公民黨為首的多個

反對派政黨及議員，因害怕失去民意支持，亦公開表

明反對拉布，一些反對派政黨和議員還撤回他們的修

訂案，以示與拉布派議員的「切割」。而這些議員一

方面擺出反拉布的姿態討好市民，另一方面卻暗中支

援拉布行為，以至於聽到曾鈺成公布「剪布」的決定

時，不顧自己已作出的反對拉布的表態，群起攻擊曾鈺

成。

社會輿論不齒反對派政黨和議員出爾反爾、兩面三

刀的行徑，有些反對派議員於是搬出伏爾泰《論寬容》

中的名句，聲言：「雖不同意拉布立場，但誓死維護

拉布者發言的權利。」為他們的行為自辯。

這顯然是一種狡辯。拉布者表達他們的政見，表達

他們的政治訴求的權利絲毫未受損，也從未有人要禁

止和阻礙他們表達意見。事實是，拉布戰已經持續了

十日，經過數十個小時的辯論，拉布議員所要表達的

意見和訴求，不僅在議會內已經有充分的表達，在議

會外，亦已安排與政府官員的會晤，更加多次透過媒

體作公開表述，何以會有發言權利受到限制之說？再

者，從拉布的第一天開始，拉布議員在議會內的言論

就空洞無物，相反，有更多議員和市民的意見，卻因

為拉布而無法在議會內得到正常的表達，因此，與其

說是「剪布」限制了四位議員的發言權，倒不如說是

「剪布」保障了社會上的各種意見不受到拉布議員的

排擠。反對派與其說是誓死維護拉布者發言的權利，

倒不如說是在包庇和縱容破壞議會正常運作的不良行

為，所以，他們雖然表面上反對拉布，其實卻是縱容

拉布，是助紂為虐的幫兇。

脅迫政府的無理行徑值得維護嗎？

其次，「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拚死維護你說話

的權利」，也必須在互相尊重和理性的條件下才成

立。北大學者強世功在一次演講中，回顧了原北京大

學校長馬寅初在「反右」運動中，面對政治意識形態

批判和學生造反派的

批鬥時的慷慨陳辭：

「老夫年過八十，明

知寡不敵眾，自當單

身匹馬，出來應戰，

直到戰死為止，決不

向專以壓制不以理說

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

降。」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是建立在理性說服的基礎

上，而不是建立在壓制、脅迫的基礎上。

在香港的自由社會中，拉布議員的政治主張、政策

訴求，完全可以透過理性說服的方式去表達。有人

說，因為拉布議員是議會內的少數派，他們的意見和

道理未必能夠得到彰顯。但是，這種說法也是錯誤

的，如果議員的意見反映了社會大眾的主流民意，表

達了社會的主流訴求，即使只有一把聲音，也絕不會

被忽略和淹沒，相反，如果違背了民意和社會整體利

益，不論以何種方式表演，也不會得到支持。拉布四

子的意見不獲接納，最根本的原因是未得到社會大眾

的認同和支持。

拉布四子採取極端的手法，挾持影響全港七百萬市

民的公共服務，社會服務及眾多民生事務的《2013年

撥款條例草案》，以此壓制政府，脅迫政府屈從他們

提出的無理要求，這是另類的「壓制」，而絕不是理

性的說服，這種無理的行徑值得維護嗎？

伏爾泰提倡寬容，而反對偏執，他還有一句名言：「寬容從未挑起內戰煙火，偏執卻能造

成屍橫遍野。」拉布四子在立法會審議《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時提出七百多項修訂案，發

起拉布戰，雖然這些修訂案大多為瑣碎、無聊的修訂，但立法會主席仍然容許他們提出議案

並進行辯論，這就是寬容，充分保障了議員的合理權益。而拉布四子不顧社會各界的反對，

無視拉布對社會整體利益的禍害，一意孤行，這就是「偏執」。反對派政黨和議員們，不辨是

非，歪理橫陳，為偏執為惡者開道護航，而批判寬容的正義之士，不為他故，是被政治的偏

見蒙住了雙眼。

拉布惡行豈能縱容 反對派被政治偏見蒙蔽雙眼

從高舉 英國國旗進行遊行示威開始，
國際勢力就重新部署，企圖在香港奪權上
台，他們全力鼓吹「佔領中環」，為反對
派2017年奪取行政長官的權位造勢。在中
東的「茉莉花革命」，都是採取這個「佔
領」模式，香港抄襲了腳本。即使是反對
派參與選舉，選舉輸了，他們也可以不承
認失敗，繼續鬧事，佔領最關鍵的場所，
癱瘓政治和經濟運作，輸打贏要。反對派

「佔領中環」吹響了號角，發出了集結
號。一系列潛伏下來，隱蔽得很深很深的
人，現在都浮上水面了。

外國勢力吹響了奪權集結號

鬥富仇商的碼頭工潮，召集了所有外國
的右翼工會，大量調動外國資金，展示實
力，要將勞資糾紛變成社會運動，再由社
會運動變成政治運動，開始為「佔領中環」
進行演習。這個關鍵的時期，政府部門特
別是機要部門，不斷洩露出了真真假假的
內部文件，政府好像「冇掩雞籠」。特別
是廉政公署，宣稱「廉署舉報 密密實
實」，已經變成了「廉署機密文件 通街傳
揚曝光」。

反對派已經宣傳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

選，要另搞一套，弄出一套國家主權形式
的「人權和政治權利公約」的選舉模式，
迫使中央接受，延續英國人在談判桌上一
直想實現而沒有實現的「主權換治權」的
美夢。英國人從每一個殖民地撤退，都要
保留在當地的權力和利益，他們最重要的
堡壘是教育的陣地。

董建華上任之後，提出了母語教育，陳
方安生立即提出一百一十多間重點中學繼
續用英語教學，讓其餘的中學變成了二流
和三流學校，讓學生和教師紛紛被流失；
繼而把中國歷史科變成了非必修課，讓青
年的下一代忘記了中國歷史，忘記了國家
民族。另外加進了「通識教育科」，讓教
協搞手在課堂上宣傳反國民教育、「佔領
中環」教育，利用特區政府的資源為英國
人的計劃做輿論準備。彭定康的「不撤退」
計劃，就是包括了學校的洗腦教育。他們
一年又一年，在學校鼓動學生參加六四燭
光晚會，積蓄力量，發現力量已經積蓄到
了可以湊合萬人「佔領中環」的時候，他
們認為「變天」的時機到了，可以展示肌
肉了。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主要就是要立法防
止外國勢力的顛覆活動。回歸之後，英國

的代理人全力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結果，英國潛伏下來的力量得到了活動的
空間。現在，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從政府
內部收集各種文件，定期在傳媒上發表，
對特區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進行抹黑和
攻擊。這些攻擊，包括主要官員的身體健
康檢查，包括他們以前的貸款和房屋買賣
紀錄，包括他們擔任公務的所有報銷文
件，包括公務員曾經和什麼人會面。然
後，由英國的代理人在立法會啟動所謂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調查」，妄圖把一些
官員拉下馬，並且推翻特區政府，製造政
治危機。

利用機密文件進行政治要脅

英國軍情處的大特務顧汝德最近已經
長居香江，調兵選將，指揮一切，統籌
一切，按部就班實現彭定康的「寧化飛
灰，不作浮塵」的重新奪權計劃。陳方
安生和一些前港英高官開始走上前台，
要預早制定2017年的選舉辦法，甚至提出
要和中央政府談判，他們一次又一次地
否定了特區政府的政策方針和具體運
作，指指點點，更加肆無忌憚地把一些
保密的文件公開，裡應外合，企圖搞垮
特區政府。

事實上，英國早已預見到了中國終會有
一日要收回香港，有必要部署「主權換取
治權」的地下活動，所以，開始用特務的
手段，監控所有華人公務員，並且設立了
各種陷阱，包括房屋津貼，允許他們「對
租」，對僭建的問題眼開眼閉，實際上偷
偷掌握了所有的僭建材料。到了關鍵時
刻，就進行政治上的「行刺」，又批准香
港有機會參與管治的上層人物領取英國護
照和居英權，到適當的時候實行要脅、爆
料、抹黑的手段，保持英國人對香港局勢
的控制力。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主要就是要立法防止外國勢力

的顛覆活動。回歸之後，英國的代理人全力反對基本

法二十三條立法，結果，英國潛伏下來的力量得到了活動的空間。現

在，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從政府內部收集各種文件，定期在傳媒上發

表，對特區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進行抹黑和攻擊。這些攻擊，包括主

要官員的身體健康檢查，包括他們以前的貸款和房屋買賣紀錄，包括他

們擔任公務的所有報銷文件，包括公務員曾經和什麼人會面。然後，由

英國的代理人在立法會啟動所謂「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調查」，妄圖把

一些官員拉下馬，並且推翻特區政府，達到奪權的圖謀。

機密文件亂飛暴露外國勢力奪權圖謀

陳學鋒 民建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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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霏莉醫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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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終於決定「剪布」，除了令特區政府鬆了一口氣之
外，也為拉布議員以及一眾暗中配合的反對派議員解了套。拉布下去只
是死局。反對派雖然是為反對而反對，但終歸不是傻的，只要香港出現
一天「財政懸崖」，未來幾次選舉都肯定成為對手窮追猛打的死穴。不過
話說回來，反對派自然也知道曾鈺成會在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剪布」，
否則豈敢如斯博大？現在倒過頭來反咬曾鈺成一口，黃毓民甚至要提出

「不信任動議」，盡顯反對派連基本的政治道德都沒有。

反對派反咬一口缺乏道德

拉布即將結束，但估不到黃毓民隨即開展另一場政治風波。事緣他在
主席決定「剪布」後，隨即在其網台節目上公開「炮打司令部」，但打的
卻不是立法會主席，而是他一手捧出來的「人民力量」主席劉嘉鴻。在
節目中更公開強迫「人力」執委會將其罷免，原因是劉參與「真普選聯
盟」但沒有明確反對其「普選提名委員會」方案，黃毓民認為只要有提
名委員會都是不可接受，都是違反了「人力」立場出賣了支持者，令他
十分憤怒和失望，所以要以「在野之身」召開緊急會議將劉嘉鴻趕落
台。

然而，劉嘉鴻參與「真普聯」是代表「人民力量」，所作出的決定自然
是代表「人力」執委會，不可能只反映個人的意願，黃毓民向劉開火實
際上是向整個「人力」開火。至於所謂方案爭議只是偽議題，現在距離
政改方案的討論還有不少時日，斷沒有理由因為劉嘉鴻沒有反對「真普
聯」方案就要他「人頭落地」。顯然，這只是黃毓民發難的理由，真正原
因是要「人力」進行清黨。記得早前蕭若元突然宣布結束「香港人網」，
威脅各「人力」執委歸隊，最終成功拿黃毓民愛將黃洋達開刀，甚至連
多年戰友陳偉業也轉 投靠，蕭若元全面掌握「人力」，而劉嘉鴻儼然成
為蕭的代理人。當時形格勢禁黃毓民被迫接受，一度潛伏，但眼見一手
創立的「人力」被他人奪去自然絕不甘心，於是密謀尋找時機反擊蕭
系。

黃毓民開火時機的兩個考慮

而現在正是出手的時機，原因有二：一是前一段時間黃毓民身陷官司
及拉布之中，難以分身應對黨內鬥爭，而且拉布大戰在即也不方便進行

「清黨」，但當下拉布已經結束，官司也已判罪，沒有後顧之憂之下正好
出手，二是經過拉布與入罪兩役，黃毓民再次以「悲情」形象重新得到
激進示威者的支持，加上自身的「普羅政治學苑」與黃洋達的「熱血公
民」開始上了軌道，黃毓民有了本錢與「人力」開戰，就算失敗了也有
東山再起的籌碼，於是拉布才剛結束，黃毓民立即發動「清黨」。至於所
謂因提名委員會而開火不過是隨便找個藉口而已，當年廢陶君行、逐任
亮憲又有什麼理由可言？

黃毓民自然知道劉嘉鴻只是傀儡，並沒有政治力量，拿他開刀主要是
劍指蕭若元勢力及他本人，以目前「人力」的執委會結構絕大部分已由
蕭若元掌握，即是說要「清黨」必須通過發動支持者，在黨內發動對執
委會的不信任，迫整個執委會下台，繼而讓他屬意人士重新掌控「人
力」。因此，他一開始就通過網台向支持者發號施令，就是以重演當年社
民連「倒閣」一幕，將蕭若元勢力趕出執委會。然而，蕭若元是「人力」
主要金主，絕不可能坐以待斃，可以預期「人力」內鬥將會好戲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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