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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Jessica Zhang 

大家好！ 感謝各位對 GBCCA e-Newsletter 通訊季刊的大力支持。 本期

e-Newsletter將是 2019年最後一期，感謝眾位 GBCCA成員，朋友，EC 

Team 成員慷慨賜稿和大力協助，萬分感激。 

  

本期 e-Newsletter將繼續六個主題專欄。 

 

 時事新聞 

 詩詞文學 

 音影回顧 

 人物焦點 

 廚藝美食 

 遊記共享 

 

希望大家喜歡這些欄目。 感謝您一直賜稿給 e-Newsletter，分享生活的

感悟和喜悅，讓這個期刊園地更加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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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一期 eNewsletter 發表以來，三個月的時間， GBCCA 的各項活動可以說

是精彩紛呈，讓人目不暇接。就讓小編給各位回顧一下這三個月的精彩。  

 

 

六月二日，釣魚專家 Tony Chen 在

瑋珊會長的精心安排和支持下，舉

辦了別開生面的釣魚知識講座。 並

在講座後，為大家提供讓人難以忘

懷的美食聚餐。 GBCCA 大廳座無虛

席，請看 GBCCA 網站報導 

 

六月七日，GBCCA 眾多深資會員和領

導者們亮相波士頓龍舟節四十週年

慶典。國樂社，腰鼓隊，華新藝術

學校，Yo Yo 隊都奉獻了精彩的表

演 。請看 GBCCA 網站報導 

 

 

 

六月二十九日，GBCCA 會長瑋珊以自

己多年的烹飪經驗為大家舉辦了又

一期“瑋珊美食教室”，傳授了精

美的點心和麵食的製作技巧和心

得。當然，講座後的豐盛聚餐又是

一個高潮。請看 GBCCA 網站報導 

七月十三日，Tony 和瑋珊還有很多

幫忙的朋友們在海濱舉辦了一場釣

魚燒烤聚會。那天大家在風和日麗

的海邊釣魚收穫滿滿，聚餐回味無

窮，請看 GBCCA 網站報導 
 

GBCCA 時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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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bcca.org/2019/06/11/gbcca%e6%88%90%e5%8a%9f%e8%88%89%e8%be%a6%e9%87%a3%e9%ad%9a%e7%9f%a5%e8%ad%98%e8%ac%9b%e5%ba%a7/
http://gbcca.org/2019/06/14/gbcca-%e6%b3%a2%e5%a3%ab%e9%a0%93%e9%be%8d%e8%88%9f%e8%8a%8240%e5%91%a8%e5%b9%b4%e5%ba%86%e5%be%8c%e8%a8%98/
http://gbcca.org/2019/07/08/gbcca%e7%91%8b%e7%8f%8a%e7%be%8e%e9%a3%9f%e6%95%99%e5%ae%a4-by-lydia-wei/
http://gbcca.org/2019/07/17/%e5%a4%a7%e6%b3%a2%e5%a3%ab%e9%a0%93%e8%8f%af%e4%ba%ba%e6%b5%b7%e6%bf%b1%e9%87%a3%e9%ad%9a%e7%87%92%e7%83%a4%e8%81%9a%e6%9c%83/


 

 

 

 

 

七月二十七日，又是 GBCCA 傳統的

燒烤野餐會的時間。 這一次燒烤野

餐出席者將近 150 人，盛況空前，

紅紅火火，美食豐盛，歡聲笑語不

斷。請看 GBCCA 網站報導 

 

 

八月十日，瑋珊會長請來了專業插

花藝術家手把手傳授插花知識。到

會者親手創作的插花作品和她們合

影的笑容一樣美麗。請看 GBCCA 網

站報導 

 

 

九月七日，Jessica Zhang 與

Spencer Hu 將給各位文學和歷史愛

好者奉獻一個新移民文學的講座。

屆時會介紹 Jessica 和 Spencer 新

近出版的書籍，並對大陸近代歷

史，民生，以及移民文化進行深入

探討。請看 GBCCA 網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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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bcca.org/2019/08/22/gbcca-%e6%88%90%e5%8a%9f%e8%88%89%e8%be%a6%e6%8f%92%e8%8a%b1%e8%ac%9b%e5%ba%a7-%e4%b8%a6-%e8%aa%a0%e9%82%80%e5%a0%b1%e5%90%8dmfa%e6%8f%92%e8%8a%b1%e7%be%a9%e5%b7%a5/
http://gbcca.org/2019/08/22/gbcca-%e6%88%90%e5%8a%9f%e8%88%89%e8%be%a6%e6%8f%92%e8%8a%b1%e8%ac%9b%e5%ba%a7-%e4%b8%a6-%e8%aa%a0%e9%82%80%e5%a0%b1%e5%90%8dmfa%e6%8f%92%e8%8a%b1%e7%be%a9%e5%b7%a5/
http://gbcca.org/2019/08/16/%e6%96%87%e5%ad%b8%e8%ac%9b%e5%ba%a7%ef%bc%9a%e6%96%b0%e7%a7%bb%e6%b0%91%e6%96%87%e5%ad%b8%e5%89%b5%e4%bd%9c%e6%84%9f%e6%82%9f/


 

 

 

 

 

    流行歌曲，不管你喜不喜歡，都是我們從小到大最熟悉的歌曲，在這些歌曲之中最令人懷念

的 是「老歌」，什麼是「老歌」?就是那些詞曲優美，令人百聽不厭，而且最能引起心底共鳴的

跨時代流傳的歌曲。在聆聽老歌的時候，我常常會想，是什麼樣的人，在什麼樣的心情下寫出了

如此動聽的曲子?歌曲像文章一樣，越好聽的(越有內涵的)，越能吸引人，也流傳得越久。從某個

角度去看，流行歌曲的對象是中國廣大的人群，不像是中古歐洲的交響樂，它的對象只是歐洲上

層的皇家貴族。所以我們可以說，流行歌曲代表了中國人的心聲，深入中國的各個階層。 

 

     我們今天所聽到的老歌，就像是醇酒一樣，都有好幾十年的歷史了。這些曲子，不但曾經被

許多有名的歌星演唱過。其優美的韻律也多是出自頗具才華的作曲家之手。早期的流行歌曲，或

者也可說是老歌，多半來自上海，因為上海有創造流行歌曲的條件。上海有音樂學院，有藝專，

有各種音樂團體，更有電影製片廠、夜總會、歌廳舞榭，更重要的是有人才，這些都是流行歌曲

成長的溫床。大家所熟悉的「漁光曲」，就是在這種環境裏在廿世紀的卅年代所完成的。任光 

(1900—1941) 作曲，王人美主唱，是影片「漁光曲」的主題歌，曲子十分動聽，七十年來流行不

衰。 

 

     在老歌中我首先想介紹的是「初戀女」，這首是一九三八年由藝華影業公司拍攝的影片「初

戀」的主題曲，由陳歌辛譜曲，戴望舒作詞，黃飛然演唱。這是一首曲情詞並茂，非常貼切地描

繪出初戀者情懷的歌曲，使它在影片問世後，立即風靡全中國，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人人會

唱，也人人愛唱。被音樂界與文化圈內推崇為雅俗共賞的上品。到了今天，即使在海外，也是人

們喜愛的流歌曲。連當年在俄國的樂隊指揮家都知道上海有個陳歌辛，他的「初戀女」寫得很

美，把他比作中國的杜那耶夫斯基。 

 

     陳歌辛 (1914—1961)是音樂奇才，他才氣橫溢，能曲能詞，一生創作了兩百多首歌曲，作

品獨具一格，多帶有浪漫色彩。藝術抒情歌曲除了「初戀女」，尚有「阿蘭娜」、「漁家女」、

「蘇州河邊」、「秋的懷念」等等，而「夜上海」、「薔薇處處開」則標榜為輕鬆歡快的舞曲。

至於他創作的「玫瑰，玫瑰我愛你」更是中國第一支被譯成英文，並在一九五一年榮登美國流行

音樂排行榜榜首的歌曲。 

 

     陳歌辛英俊瀟灑，才華出眾，卓爾不群，素有「歌仙」之譽。惜英年早逝，四十七歲就撒手

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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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與陳歌辛同時代，而且也是相當多產的作曲家是大家熟悉的姚敏 (1917—1967)，他的

作品與陳歌辛略有不同，比較通俗化，這大概與他沒有進過音樂學校，僅憑愛好，自學而成有

關。他的成名歌曲之一「恨不相逢未嫁時」是廿世紀四十年代的作品，由姚敏譜曲，陳歌辛作

詞，李香蘭演唱。這首曲子很令人感傷，歌詞尤為動人，據說是陳歌辛根據自己一段感情經歷演

繹而成，所以雖然以女子的口吻唱出，但若是男子以「恨不相逢未娶時」的心情去唱，也一定會

十分叫座。李香蘭當年揚名上海的時候，這首歌曲就是她的成名作之一，並且由上海百代唱片公

司灌成唱片。這首詞曲並茂的歌曲至今在海外仍不時能聽到。 

 

     姚敏的另一首抒情歌曲「河上的月色」也是詞曲優美，描敘一位多情的女子，面對河上的月

色， 想起了難忘的夜晚及她的情郎，充滿了思念與感傷。此歌原名「愛河之歌」，由白虹演唱，

改名為 「河上的月色」之後，由李香蘭演唱。一歌兩唱，各有千秋，也是流傳海外的老歌之一。 

 

     姚敏的歌曲很多都是反映一般市民生活，通俗易唱，一經電影放映或電臺播放之後，很快就

流行開來，他為電影「花外流鶯」所寫的插曲「訴衷情」，就非常好聽，當年由「金嗓子」周璇

主唱，“無限柔情像春水一般蕩漾⋯⋯”，真是既柔情又傷感。他的歌曲，除了李香蘭，很多都是

由周璇主唱。而姚敏本人，除了作曲，也會唱歌，他甚至與周璇合唱過他自己譜曲的「划船

歌」。姚敏的胞妹姚莉也能唱歌，經常與姚敏同台歌唱。他們自幼喪父，兄妹感情很好。 

 

     姚敏在一九五〇年移居香港後，開始融會各種中外音樂模式，作品風格更受歌迷的歡迎。他

為影片「龍翔鳳舞」所作的插曲和為影片「千嬌百媚」所作的配樂，分別獲得第六屆和第八屆亞

洲影展最佳音樂獎。而就在他事業進入顛峰的壯年期，姚敏和姚莉參加的一個宴會上，他突然心

臟病發作，倒地不起，結束了他只有四十九年的生命。他最後的遺作「情人的眼淚」在他的喪禮

上由許多大牌歌星齊聲歌唱，歌者與聽者都泣不成聲。 

 

     在老歌中最令人熟悉的一首歌大概首推「夜來香」，這首歌有兩個版本，一個是一九三五年

作曲家嚴工上(1872—1945)為同名影片「夜來香」寫的插曲，另一個是作曲家黎錦光 (1907—

1993) 所譜的「夜來香」，至今流傳下來的就是這首。這是一首採取歐美風格，旋律輕快的倫巴

舞曲，曲子音域很寬，不好上口，最後由李香蘭灌成唱片，流行海內外，一直傳唱到今天。 

 

     黎錦光其他成名的作品有「拷紅」、「采檳榔」、「鍾山春」、「五月的風」、「四季相

思」、「瘋狂世界」、「愛神的箭」、「相見不恨晚」、「黃葉舞秋風」等等，這些歌曲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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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仍有不少人在唱。他還有幾首歌是兩人合唱，像「叮嚀」由周璇與嚴華合唱，「星心相印」

由周璇與姚敏合唱，都是非常動聽的曲子。黎錦光是繼陳歌辛之後另一個傑出的流行歌曲作曲

家，他的「夜來香」是繼「玫瑰，玫瑰我愛你」之後在國外最有影響的作品，所以被譽為「歌

王」，與陳歌辛的「歌仙」媲美。 

     另一首與「夜來香」同樣受人歡迎的流行歌曲是劉雪庵譜曲的「何日君再來」，這首一九三

二年劉雪庵 (1905—1985)所作的舞曲到一九三七年被用作影片「三星伴月」的插曲，由周璇擔綱

主唱，一時成為家喻戶曉的流行歌曲，流傳海內外。這首歌輕快活潑，唱起來十分討好，劉雪庵

曾因此曲被誣為「漢奸作的黃色反動歌曲」，但後來事實終於推翻了這份誣衊之詞。 

 

     劉雪庵入上海國立音專，師從蕭友梅、黃自，專攻作曲，他有好幾首非常動聽的歌曲流傳下

來， 像電影「滿園春色」的主題歌「滿園春色」，影片「新婚大血案」的插曲「飄零的落花」，

還有與「紅樓夢」有關的「紅豆詞」，以及抗日影片「關山萬里」的插曲「長城謠」等等。「紅

豆詞」與「長城謠」都屬於藝術歌曲，由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演唱，是至今仍膾炙人口的作品。

而「飄零的落花」不但曲子優美，歌詞也由劉雪庵填寫，描述一位不幸女性的遭遇，十分感人，

由著名歌唱家郎毓秀灌成唱片發行，流傳至今。 

 

     很小的時候就聽見大人愛唱一首很哀怨的歌曲，歌詞一開頭就是：「我有訴不完的衷情，不

敢向你傾吐，只有在夢中把真情流露」，長大後也愛上了這首歌曲，覺得它把一種欲說還休的心

境描寫得非常透徹。這首歌是電影「柳浪聞鶯」的插曲之一，這部以杭州西湖為背景的影片是一

部歌唱巨作，共有十五首歌，其中的「秋夜」與「聽我細訴」都是作曲家李厚襄的作品。說起來

難以令人相信，這位多產的作曲家竟然從未受過正規的音樂教育，他的作曲能力全憑自修得來，

他能曲能詞， 還懂指揮。很多今日仍在海外流行的歌曲都出自他手，像「魂牽舊夢」、「真善

美」、「岷江夜曲」、「一片癡情」、「壟上一朵玫瑰」、「母親你在何方」等等。他的作品風

格，繼承了流行歌曲「洋為中用」的傳統，旋律優美，感情幽豆富。歌星像白光、龔秋霞、吳鶯

音最喜歡他的歌。 

 

     並不是所有的作曲家都是多產的，像上海國立音樂學院學理論作曲的劉如曾 (1918—1999)

作品並不多，但他的「我要為你歌唱」、「明月千里寄相思」等歌曲就享譽歌壇，流行至今。尤

其是後者，目前在美國華人中就常常可以聽到。與名歌星周璇結縭過七年的嚴華，身為演員、歌

唱家，也寫過「月圓花好」、「送君」等佳作。他的「月圓花好」是影片「西廂記」的插曲，由

周璇主演主唱，歌詞優美動聽，尤其適合她的金嗓子，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有名的曲子，至今

仍在港澳臺及東南亞一帶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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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即使不熱衷流行歌曲，大概也知道「秋水伊人」這首歌，這是著名音樂家賀綠汀

(1903—1999)的電影歌曲代表作，也是歌星龔秋霞的成名曲。說賀綠卡汀是音樂家完全不假，他

是上海國立音專出身，他寫過藝術歌曲像抗戰時期流行的名曲「嘉陵江上」、「遊擊隊之歌」，

他也為電影寫 插曲，像「秋水伊人」就是電影「古塔奇案」的插曲，其他像「天涯歌女」、「四

季歌」、「春天裏」都是。而今電影已經失傳，而插曲卻流傳了下來。 

 

     流行歌曲中常含懷念傾訴之情，像電影「浮雲掩月」的插曲「莫忘今宵」就是一個例子。這

首由黃貽鈞(1915—1995)作曲，龔秋霞主唱的歌曲十分好聽，非常感人。另外一首由徐朗作曲填

詞， 吳鶯音主唱的「我想忘了你」則顯示出想心實難忘的情懷，充滿思念之情。到了六十年代，

由陶秦作詞，顧家輝作曲的「不了情」更進一步在感情上有所發揮，不少歌星唱這首歌都流下了

眼淚。 

 

     老歌許多都是在抗日戰爭前後完成的，所以有不少曲子都成了抗日名曲，充滿了民族情感。

這其中首推張寒晖作詞譜曲的「松花江上」，這首歌在抗戰時期道出了千百萬被迫離鄉流浪百姓

的痛苦呻吟和悲憤之情，六七十年來盛唱不衰。其次應該是夏之秋作曲，戴天道作詞的「思鄉

曲」，道盡了山河破碎的痛苦以及對故鄉的思念之情，在當年抗戰的大後方不知道賺了多少人的

熱淚。而聶耳曲，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因鼓舞了無數中華兒女走上抗日前線，更被選定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聶耳(1912—1935)這位極有才華的年青作曲家因意外去世，終年僅廿三

歲。 

     懷念老歌，我們不能不想起那些與老歌同時成名的歌星，好的歌曲往往得有才華的歌星才能

將它傳播開來。無論從任何角度去看，在眾多歌星之中周璇都數第一位，她是歌星，也是影星，

演過四十幾部影片，演唱過兩百多首歌曲。由於她音階高，音感好，反應靈敏，學習認真，她憑

着一副天賦的好嗓子，贏得了「金嗓子」的美譽。前面所提到的作曲家，多半的歌她都唱過，而

且都唱得很好。其實在周璇數百首歌曲中，我最喜歡她在「清宮秘史」中唱的「御香飄渺曲」。

電影由舒適演光緒皇帝，周璇演珍妃，唐若青演慈禧太后。這首曲子是她在思念光緒時唱的，十

分感人。周璇在歌唱上的成功改變不了她在感情方面的失敗，她一九五七年病歿上海，終年卅七

歲。 

 

     另一位在流行歌曲上佔有一席地位的是李香蘭，這位出生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的日本名字叫

山口淑子，她的前半生是在中國度過的。由於早年她學習過花腔女高音，所以她唱的歌比較有西

洋味。 她除了把「夜來香」與「何日君再來」唱紅以外，還特別唱紅了「蘇州夜曲」。這首由日

本作曲家服部良一特別為李香蘭撰寫的曲子非常好聽，詞句也非常優美，不過所描寫的背景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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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杭州，而非蘇州。這首歌曲大概是日本人撰寫，在中國歌星中少有人唱，一直到近幾年才由臺

灣男歌星費玉清演唱，他那近似女高音的聲音，很為這首曲子增添不少韻味。 

 

     其他幾位值得一提的歌星有白光、白虹、姚莉、龔秋霞、吳鶯音。白光的音色是女低音，頗

具磁性與誘惑力，她主唱的「如果沒有你」是她的代表作，她主唱的「秋夜」至今仍流行。白虹

是「河上的月色」的首唱者，她歌喉晉亮，灌製成唱片的歌曲有一百多首。曾與黎錦光結為夫妻

十數年， 最後宣告離異。其他三位姚莉、龔秋霞、吳鶯音前面已介紹過，不再復述。這幾位令人

懷念的歌星， 再加上那些為老歌譜曲的作曲家，而今多已不在人間，在世的也都垂垂老矣，歲月

無情，令人歎息。 

 

     昔日深受歌迷熱愛的歌曲，流傳下來成了今日的老歌，而今日的流行歌曲，若在半個世紀之

後仍有人演唱，那就成了下一代人的老歌。在臺灣早期流行的「夢裏相思」、「綠島小夜曲」都

是非常受人歡迎的「新老歌」，前者由王福齡譜曲，後者由周藍萍作譜，這兩首歌都是新老歌的

典型例子。 再有像李子恒作詞譜曲的「秋蟬」，很多人都喜歡聽它。再近一點像于文詞曲的「一

縷相思情」、「梨花淚」、「愛在夕陽下」，譜曲方法與眾不同，唱起來別有一番風味。更近一

點如歌星許如芸唱的「如果雲知道」，張惠妹唱的「姐妹」，在年青熱情的歌聲中給人一種說不

出的吸引力，不致瘋狂，卻很難忘。這些歌曲是否能成為明日的老歌恐怕只有時間能回答這個問

題了。我從來都相信時間是最公正的。 

 

     對歌曲的喜愛因人而異，而且是非常主觀的一種感覺，我認為好聽的歌，你不見得喜歡。由

於時間、地域與感受的不同，每首歌曲對聽歌的人都代表特別的意義。近年卡拉 OK流行，不少人

都有機會上臺表演一曲，若是真正碰上唱得好的，的確是一種享受，否則真有一種想逃的感覺。

幸好許多令人懷念的老歌，我們永遠都可以從唱片中聽到，在家中，在車上，都可以得到這種享

受，的確是人生的一種幸福。 

 

Tags: 史家元,懷念老歌,陳歌辛,姚敏,周璇,李香蘭,劉如曾,李厚襄,劉雪庵,黎錦光,聶耳,田漢,

龔秋霞,徐朗,吳鶯音,夏之秋,戴天道,白光,白虹,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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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上退休人員聚樂部每週五放一次電影, 有空的時候就去看看，很意外的看到了“桂河大

橋”, 這是一部 1957年英美合作的戰爭片（哥倫比亞公司攝製），離今已有 62年。用今

天的眼睛去看，有何不同？(註：桂河就是湄公河) 

二次大戰期間，日軍控制了緬甸泰國邊境的一個戰俘營，出於戰略需要，日軍要在泰緬交

界修建一座鐵路大橋，同時希望戰俘營裡戰俘（包括軍官）出力。但英軍戰俘代表尼克森

上校（亞曆堅尼斯 Alec Guinness飾）認為這違反日內瓦公約拒不執行，於是尼克森等人

被關了禁閉。但沒有了尼克森的帶領，戰俘們表現消積，而且因日本設計方面的不足，建

橋工作陷入停滯。日軍上校早川雪洲（Saito  Sessue  Hayakawa 飾）無奈只好放出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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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臺灣，由於 

 

 

森等人，獲釋後尼克森感到在破壞一切的戰爭裡何不做點建設，於是開始投入到建橋的

工）偷逃出去後接受盟軍一個特別任務，就是在大橋建成之日將它炸毀。當年看這部電影

時語言聽力不夠，認為這僅是一部有關戰爭的電影。而今重看，加上 62年的人生經歷，

感覺大不相同，看出許多以前沒有看出的地方。 

早川雪洲看到尼克森同意造橋，開始善待他，打開一瓶威士卡與他共飲（深知洋人對酒多

無抗拒力），並與他共餐。尼克森的同僚提醒他，你心甘情願的與日本人合作建橋，等於

通敵。他回答說，這座橋由我們英國軍人建成，是我們英國人的光榮。並在橋成之日，在

橋上釘上一塊牌子，上有日本國徽，但有英文說明此橋乃英國俘虜所造。 

美軍俘虜希爾茲逃出戰俘營後其實並不想參與炸橋任務，因為非常危險。但由於珍珠港事

變後，美國對日宣戰，成為盟軍一部分，不能不聽命。希爾茲在美軍行伍中僅身為士官，

若參與炸橋將升為校官，同時他是唯一知道橋的位置的人。所以最後參與炸橋的四人隊伍

中他是實際參與安裝炸藥的三人之一，另外兩人一是年輕力壯的加拿大小夥子，會用刀殺

人，另一個是泰國人，熟悉水性，瞭解當地情況。而身為領隊的英國軍官則藏在看得到橋

的山頭密林中，安置了一門迫擊炮，由數位安南女子在旁協助，必要時轟擊阻撓炸橋行

動。 

通車的前一晚，俘虜營開了一個聯歡會，慶祝大橋建成。在十數天前就空投到大橋附近的

炸橋隊伍也早就翻山越嶺到達大橋山頭密林中等待，然後利用聯歡晚會時間裝置炸藥工

作，再用線路連接位於河岸巨石後的炸藥啟動裝置，由加拿大小夥子看管，而希爾茲與泰

國人則躲在河的另一岸，在那裡可以同時看到加拿大小夥子和迫擊炮在樹林裡的情況，必

要時從事協調工作。 

次日是通車的日子，一大早尼克森就攜同早川雪洲來橋上作最後一次巡邏，忽然他看到河

中有根突出的樹枝，上面纏了一根黑色的橡皮線，他立即要早川雪洲一同沿著河邊去找橡

皮線的去向，拉著埋在沙裡的橡皮線慢慢朝加拿大小夥子走去。此時已可聽見火車的氣笛

聲，希爾茲急了，先用手勢要小夥子動刀刺殺早川雪洲，小夥子猶豫不決，希爾茲只好跑

出樹林，越河向他大叫（此時橋邊日本兵開槍擊斃泰國人）。早川雪洲本能地回頭看是

誰，小夥子便由身後抱住他，一刀刺入他的心臟，與他同時倒入水中。尼克森也在此時回

頭看到希爾茲的臉，大吃一驚，因為他根本沒想到希爾茲會來炸橋。在山上的英國領隊認

為情況緊急，怕尼克森會破壞炸橋，於是放了一枚迫擊炮，在希爾茲和尼克森之間炸開，

希爾茲倒入水中，尼克森已在炸藥啟動裝置旁邊，正好倒在上面，於是不遠的大橋轟然爆

炸，火車一節一節地掉入河中。山頭山的英國領隊說了一句“我不得不如此 – I had to 

do it”, 就領著安南女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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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關禁閉，也非要手執指揮棍，嚴守英國軍隊的階級制度。若是在東方，他可能早就被殺 

 

 

這次看完的感覺是，英國和日本都是以島為國的國家，做事想法都很現實。早川雪洲覺得

既然英國軍官不肯參與勞力造橋，只要最後能把橋造好，就不再堅持己見。而尼克森寜可 

了。電影裡也提到西方國家倡設的日內瓦公約，認為只要投降了，俘虜就有基本人權，不

能被虐待等等。這和中國的士可死，不可侮的觀念根本無法吻合。 

至於英國軍官尼克森為要顯示英國人的光榮，不惜為日本人造橋，對這位現實的英國人來

說，他投入太多情感，比日本人更愛此橋。但對美國人來說，希爾茲寜可逃掉，因為在他

看來，他不是英國俘虜，造橋不是他的責任。 

亞曆堅尼斯因此片得到 1958年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桂河大橋”則贏得同年最佳影片

和最佳導演等七項獎。早川雪洲則被提名最佳男配角。我對英國電影明星向來沒有好感，

大概受了莎士比亞的影響，演起戲來一副高人一等的樣子。不過在這部片子裡，尼克森倒

是利用指揮棍表達了英國軍隊嚴守制度的氣氛。尤其片中不時播放的“布基上校進行曲

“（Colonel Bogey March），更得到奧斯卡最佳音樂獎。 

威廉荷頓早在 1953年就因“德國十七號俘虜營 Stalag 17”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1955年又因”野宴 Picnic”獲得好評。不幸他在 1981年 63歲時卻因從樓梯上摔下而意

外致死，甚是可惜。亞曆堅尼斯倒活了很久，86歲才逝世。 

早川雪洲雖是日本人，早年在美國待過很久，曾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繫念過。回日本後在日

本影藝界貢獻不小，活到 84歲。 

我厭恨戰爭，但人類存在一天，戰爭就不可能消失的。這個想法我一直就有，而今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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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一個朋友處，見到一方田黃小山子，大

約兩寸多高。一面用陰線刻著一幅圖畫，是二

人松下對酌；另一面從右往左用行書，陰刻著

兩句詩：雲深不知處，只在此山中。然後在左

下角落了一個小款，看不大真是什麼字。 

 

這麼有名的詩句，明明應該是：只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啊。我的第一反應是刻反了，豎排

版的詩句，怎麼能從左往右讀呢？什麼人刻

的，可惜了一塊好石頭。可是為什麼把款又落

在左邊呢？於是再看一看。發現雕刻的筆意，

確實是從右往左的。右邊的“只”字是起筆，

左邊“中”字的一豎是收筆。再仔細讀了一

遍，感覺很有意思。也許不是刻錯了，反倒是

有意為之的，類似集句成新詩的感覺。 
 

把原來的《尋隱者不遇》放在一邊，僅僅看這兩句。原來的順序，“只在此山中，雲深不

知處”，是一種對隱者“仰之彌高”，“心嚮往之”的敬仰，和終“不能至”的遺憾，外

加些許淡淡的失望之情。兩句掉個個呢，意思就不大一樣了。“雲深不知處，只在此山

中”，遺憾歸遺憾，總還有個盼頭，讓人生起“等一等”甚或“找一找”的心思。挺好玩

的，不知道還有哪些詩句可以這麼顛三倒四地讀。 

剛好前幾天有另一個朋友用 email發來一篇趣說詩詞的文章，就翻出來把玩一番。大部分

詩句由於音韻，或對仗的問題，沒法顛倒了讀。不過真還有幾句顛倒之後，頗有意思的。

比如： 

“輕舟已過萬重山，兩岸猿聲啼不住”；哪來這麼多猴子，真煩人。跑了這麼遠還躲不

開。   

“一江春水向東流，問君能有幾多愁”；韻味差了些，但境界大不同了。後面甚至可以跟

一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對影成三人，舉杯邀明月”；已經“成三人”了，再邀來明月，就是四個了。等等，我

和我的影子是兩個，第三個是誰？什麼東西沒有影子？哎呀，靈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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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三倒四亂讀詩     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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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就在燈火闌珊處，驀然迴首，眾里尋他千百度”；這個……，老兄你是找她呢，還

是躲著她呢。  

附錄朋友發來的文章： 

唐詩宋詞中的妙語之最  

唐詩宋詞是中國的文化瑰寶，其中很多句子讓我們拍案叫絕，流傳千古。 

翻閱這些書籍時發現一個趣味的話題，唐詩宋詞中的很多詩詞絕句中蘊含著妙語之最，且

意味無窮。 

最開心的事——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最快的船——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最難找的人——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最害羞的人——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最多的愁——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最瘦的人——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最憔悴的人——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最憂愁的人——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最深的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最寂寞的時候——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最大的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最深的雪——夜來城外三尺雪，曉駕碳車輾冰轍。  

最長的頭髮——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  

最窮的女人——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  

最長的臉——去年一滴相思淚，今年剛流到腮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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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額頭——未出庭院三五步，額頭已到畫堂前。  

最大的門窗——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最恐懼的地方——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最無才的人——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最多的愛——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最濃的情——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最長的情——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最苦的酒——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最孤獨的人——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最喜歡喝酒的人——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徵戰幾人回。  

最悠閒的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最勇敢的人——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最忙碌的人——城頭鐵鼓聲又震，匣裡金刀血未乾  

最有計謀計程車兵——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最孤獨的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最美的女人——回媚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最有志氣的人——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最高的危樓——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最遠的朋友——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最難尋找的東西——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最強烈的春風——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醉得最死的人——昨夜風急雨驟，濃睡難消殘酒。  

酒量最大的人——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詩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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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得最高的人——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  

臉皮最厚的人——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離家最久的人——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架子最大的人——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被風吹得最遠的房子——茅飛渡江撒江郊，高者掛之長林梢。  

 

後記：  

        唐詩宋詞中的名篇名句，是尖端放電的瑰寶奇葩。且不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

會做詩也會謅，就是對於我們提升人格，激發想像和創造力，也是很有幫助的。“莫言馬

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盡解詩”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唐詩宋詞中的名句妙語，通俗優美，耐人尋味。初學者不覺其深，專門家不覺其

淺，是益智、養性、娛情之珍品。 

        總覺得古代的人情感比現代人要豐富許多。一次離別，一陣感慨。生活中的每一

種心情，都可以造就一段流傳千古的美詞間。 

        總是在寂寞的時候讀唐詩，總是在寂寞的時候品宋詞，如果唐詩宋詞有一個主

題，我想那應該是：寂寞。  

        曠達如東坡，悲壯如岳飛，豪邁如稼軒，他們的詞裡也都不乏悲涼的味道。稼軒

的“道晚正愁予，深山聞鷓鴣”可謂是把這種寂寞悲涼之感寫到極至，而他們的悲涼，無

外乎念遠，追憶，壯志難酬。 

        才華難識，抱負難展——他們只能在深山曠野中踱步，自嘲的同時感歎生不逢

時，寂寞的同時感歎流年易逝——人生若白駒過隙，而瞬間鬢已星星矣。  

        這種人生如夢的寂寞和蒼涼，誰躲得過呢？花開花落月圓月缺是人類共有的無常

的悲慨，詩人們以自己敏銳，真純的心靈去體會了那種共有的慨歎和寂寞。 而將這種寂

寞展示得淋漓盡致的，是唐詩宋詞。我不能不讚揚它的美。 

        千年飛逝，早已不見亡靈墓塚，而讓我們百般品味愛不釋手的，讓我們情不自禁

默念出口的，讓我們帶著滿心縈繞的慨歎高聲朗誦的，讓我們在寂靜的夜沉默品讀，暢流

出口猶如滿室生香的，是那些美麗的詞句，是千年前善感的詩人們或喜或悲或豪邁或寂寞

的心情。  

詩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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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是千古命題，無論是偉人，凡人，古人，今人，還是詩人，和我們常人，但

有智慧的人會在寂寞中得出詩意的感觸和深刻的見解。自古英雄多寂寞，而自古詩詞也 

是寂寞的吧，它被一個寂寞的詩人在寂寞的時候吟出，寂寞地流傳千古，被後人在寂寞的

時候細細品味，惟有寂寞懂詩詞，惟有詩詞懂寂寞。  

        不知道該怎麼結尾，始終不明白初中時候，那些拋棄了課業在唐詩宋詞中浸淫的

日子，到底是我路過了唐詩宋詞，還是它路過了我？且將柳永的《蝶戀花》做為結尾吧：

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裡，無言誰會憑欄意。擬把疏狂

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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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Yang Featured in Popular Mechanics 

人物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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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文化裡，恐怕沒有哪一種食品像油條這樣家喻戶曉，老少皆宜，南北通吃，百吃不

厭的。 油條是走進千家萬戶的親民食品，也經常是海外遊子的思鄉食品。 由於油條製作

技術要求比較高，而且儲存運輸都不方便，必須要吃新鮮的，價錢還是非常平價，不會賣

到很貴，所以一般美國的餐廳餐館都不會有很好吃的油條賣。 海外遊子的油條夢，多少

年都沒有滿足。 前一陣，麥當勞推出了一款 Fried Bread Sticks，貌似油條，引得各處

的麥當勞都湧入了大批的華人排隊買這款 bread sticks。 但是畢竟不是正宗油條，只不

過聊以安慰罷了。 

想吃就總會有辦法，這裡給大家介紹一款自己家裡製作油條的方法。 這個方法製作出來

的油條香脆蓬鬆，吃一口彷彿回到了皇城根下的老北京，或者熱熱鬧鬧的大上海，讓人欲

罷不能。 如果再配上自製的豆漿，真是美上加美，無可描述。 

油條配方： 

用料：面粉（中筋或高筋都行）2.25杯， 

涼水（或涼牛奶）1杯 

泡打粉（Baking powder）1Tbsp 

蘇打（baking soda）1/4 tsp 

鹽 1/2 tsp 

油 1 Tbsp 

油條     王若彤 

廚藝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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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 將蘇打粉和泡打粉倒入水中攪拌均勻， 

2.將鹽和油放入面粉中拌勻， 

3.將 1慢慢倒入 2中，邊倒邊攪拌，然後用手揉成面團，蓋上保鮮膜靜置 30分鐘。 

4.再次將面團揉至表面光滑，然後分成兩份，將每分搟成長方形的面片，兩面刷油，蓋上

保鮮膜放置過夜或兩個小時以上。 

5.將靜置兩個小時的面片切成比手指稍寬的條狀，每兩條相疊，再用筷子壓一下備用。 

6. 用一個口徑比較大的鍋，倒入適量油，加熱。可以用一小塊面試壹下油溫，如果面團

迅速變大就表示可以開始炸了。 

7.將壓好的面條用手捏住兩段，慢慢拉長放入油鍋內，用筷子迅速翻動，油條越來越大，

炸至金黃色即可。 

正宗美味的油條再配上一碗熱騰騰的豆漿就更美了 

附帶 Vitamix做豆漿的方法： 

黃豆洗凈泡在水裏過夜，用鍋蒸熟或煮熟，然後放入 Vitamix的杯中，加入適量的開水

（燒過的開水稍微放一會），啟動果汁功能鍵，口感細膩的熱豆漿就這麽簡單地完成了，

完全不用過濾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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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泡椒鳳爪麻辣辛香，是夏季开胃或下酒的理想食品。 这款泡椒凤爪是用自制泡椒腌制而成

的，泡椒可以自己制作，也可以買現成的泡椒直接使用。 

做法如下： 

1.雞爪洗凈並剪掉指甲。 

2.鍋內放入清水，雞爪，鹽適量，料酒適量，蔥段，姜片，八角，桂皮，香葉等調味料，開火

煮，煮開後 15分鐘左右，煮至雞爪斷生即可。 

3.煮好的雞爪放入冰水中浸泡至冷，然後將每個雞爪斬成兩或三塊，用冷水沖洗兩邊，瀝水待

用。 

4.取壹幹凈大口玻璃瓶或磁罐，放入雞爪，然後加入泡椒水適量（沒過雞爪），泡椒適量，蒜瓣

切片適量，姜切片適量，適量的鹽，花椒粒適量，喜歡酸的加入蘋果醋適量。 

5.封口放入冰箱，一天後就可以吃了。 

一道美味下酒菜兼零食就完成了 

提示： 

1.煮雞爪的時間要根據個人喜好增減，但壹定不要煮過頭，太軟就不好吃了。 

2.泡雞爪的水調味時要嘗一下，過鹹或過淡都不好吃。 

泡椒鳳爪    王若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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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集） 

三。 

在上海的時候我就聽過南電，沒想到它總部這麼大。我開著小周的車在南電 大樓四週轉

了好一會兒，終於發現一個地方是專給訪客停車 的，而且還免收費。我進了大門才發現

這樓有個花園大廳，太陽透過天窗玻璃照進來，明亮、高雅。進出的人都在櫃檯小姐那裡

簽名。我過去問: 

「請問傑克在嗎？」 

櫃檯小姐漫不經心地說: 

「年青人，我們這兒叫傑克的不知有幾千人。你得告訴我他姓什麼？」 

我把傑克的名片給她，她馬上就撥電話，還請我在沙發上坐。沒幾分鐘，一位穿著漂亮的

婦人輕巧地走過來說: 

「林先生，湯姆生先生在等你!」 

我跟她上了電梯，又經過了兩道門，她在每道門的密碼盒按了幾下才進去。湯姆生先生的

辦公室在這一層樓的一角，很考究，牆板全是玫瑰木的，配上紅木的書桌。湯姆生先生很

自在地坐在那裡，傑克站在旁邊。 

「嗨，衛紅，你好!你今天的樣子跟前天不一樣嘛。」 

他一邊跟我說笑一邊上下地打量我，傑克在一邊跟著寒喧。我想他們是覺得我穿的上海西

服很奇怪，我只好乾笑。 

湯姆生先生神氣地說: 

「衛紅，我很了解你，你是六四 事件之後來美國的，現在以六四 民運份子的身份在申請

綠卡，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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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生先生 ....」 

「請叫我勞伯。」「勞伯，我早在南加州大學時就申請了我的綠卡，下個月就可以拿到

了。我今天來這兒是看我是不是能為南電 做什麼，也看看我在這兒會不會有一番事

業。」 

勞伯似乎沒有想到我會這麼回答，他看看我，然後就笑著說: 

「沒問題，我對你在上海通信 的經驗很有興趣。你能幫南電 跟上海通信 談成這筆生意

嗎？」 

我聳聳肩膀說:「讓我試試吧!」 

「我不相信你只會試試，你會盡一切力量完成任務的，是吧？」 

「是的，先生!」我用電影上美國大兵的口氣回答。 

「太好了，你去跟傑克談談，簽個約。對了，你要多少年薪？」 

「 ....」我沒想到會這麼快就談起薪水了，也不知道他們願意出多少。 

「八萬？」勞伯自己鬆口了。 

我吃驚地看看他，這薪水在大陸是天文數字。但想到律師費有著落了，小珊也可以接來

了 .... 我點點頭。 

「成，你跟傑克談好了，明天來這兒上班。」 

傑克可不含糊，他要我用電腦翻譯一份中文文件，然後他一段一段地問我文件的真正涵

義，他再試試我的英文，覺得滿意。其實這些難不了我，因為這文件是我在上海通信  的
時候寫的，怎麼會不懂真正用意呢？至於翻譯出來的英文，這兩年我在南加大就幹這事賺

外快，也學了不少。 

傑克拿出一份文件，有十多頁，說是這是我的合同，要我唸完了跟他討論了再簽。我試圖

唸這法律文件，真拗。中午快到了，我得回去把車子還給小周，我馬上找到傑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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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問題。」就當著他面簽了。傑克笑笑，他說: 

「衛紅，你難道不要健康保險？你不是結婚了嗎？林太太要不要保險？」 

我跟他一一辦理妥當才離開。 

  

晚上，我等到十一點鐘才給小余打電話，告訴她今天的一切。她盤問了好一會兒才慢慢開

始相信。最後說: 

「小林，這是個奇遇。我以為自從六四 以來我們的好運都沒有了。明天高高興興地去上

班，你還得去買輛車，是吧？」 

我聽到她在笑，開心地笑，好像她去餐館端盤子的事從沒有發生過，好像我也沒有把她和

小珊留下匆匆出國 .... 小余的笑聲讓我想起第一次見到她，那時她還是個上海的大學

生，一個天真的高幹女兒 .... 我告訴她，這次我一定可以白手起家。她興奮地說: 

「好，我支持你!我還要等你把名字改回來，你叫衛理， 記得嗎？」 

我們興奮地談了一陣才掛電話。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搽著眼鏡。想想這次真是幸運，在

德州風暴 之後找到了一個跟自己專長接近的事。我要從這裡開始，我要告訴我自己:我不

必為了活下去而把名字改成什麼衛紅 。我更要告訴小余，不必擔心，因為她爸爸被打成

走資派 就一切都被否定了。 

  

四。 

 但是，上班的第一天很亂。 

我在南電 的鐵欄杆門口被擋住了，因為一般職工不許從正門進出。好在門警在名冊上發

現我有個車位，我就第一次在美國享用了我的特權。 

我知道我的辦公室跟勞伯、傑克的相去不遠，但一進去，只見到一張桌子，光光的，什麼

都沒有。正在納悶，一位年青小姐進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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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您早!我是你的秘書，叫我琳達。我剛剛叫人把你的ＰＣ機送來。您要杯咖啡

嗎？」 

我點點頭。 

「您要加什麼？糖？奶精？」 

「都要。」 

「啊，湯姆生先生要你過去，我會把你的咖啡送來。」 

  

勞伯的辦公室坐了十多個人，正在熱烈地討論事情。我一到門口他們就停了。勞伯很客氣

地介紹我，說我是上海通信  的專家。 

「衛紅，傑克說你翻譯的那文件是你在上海通信 草擬的。」 

勞伯望著我，我只好點點頭。他馬上說: 

「那太好了。我要你看這份最新的合資合營計劃。」勞伯小心地從桌上拿起幾張紙頭，一

看就知道是上海通信 的文件。 

「你先去看看，一會兒我來找你談。」勞伯對我笑笑，我會意地離開。 

  

我一邊喝咖啡一邊在想:這吳總幹了不少怪事，現在居然把上海通信 的機密文件偷出來給

老美，他在想什麼？勞伯問我的時候我該亮多少底？他們會相信我嗎？ 

正在思考，傑克敲敲門就進來說: 

「歡迎到任，衛紅!今天下午請你到我秘書那裡去辦個名牌，還要驗血 ....等等。你現在

可以看機密文件了，她還得教你怎麼開這些加密的門、電腦或是拷貝機。」 

驗血？這公司要防止吸毒、防艾滋病，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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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傑克對著我的桌子瞄了幾眼，他馬上像哄小孩似地說: 

「衛紅，這是你今天要翻譯的文件嗎？讓我拷貝一份，將來我找人的時候可以用它來測驗

他們的翻譯能力。」 

我馬上警覺了就說: 

「傑克，勞伯要我馬上翻譯給他。可不可以讓我翻譯好了，中英文稿都給你一份？」 

傑克馬上懂了說: 

「沒關係，我可以等。」 

我得問問勞伯，他們是不是還在找人？ 

到了下午五點鐘，我的事做完了，只是不見勞伯。琳達進來禮貌地問要是沒有事，她是不

是可以按時下班？ 

「當然，當然!只是你得幫我去問一下勞伯的秘書，我什麼時候可以去見他？」 

琳達說她這就去。但她走了一直沒有回話，我只好在ＰＣ機上玩游戲。 

快七點了，勞伯的秘書像一陣風似的走進了我的辦公室。她毫無倦容，今天穿得更像個單

身貴族。她輕聲地說，勞伯要我過去。 

勞伯見到我鬆了一口氣，他不好意思地說: 

「衛紅，我知道，在中國下班的時候大家都趕著去擠公交車回家，沒有人自動加班。今天

是你的第一天，就把你拖到七點鐘 ....」 

「沒有關係呀，勞伯，我反正是一個人在這兒。」我就把我的翻譯遞上。他很快地看了一

下就問: 

「關於選誰做合作夥伴，他們到底是用什麼辦法來決定呀？」勞伯喜歡單刀直入地問問

題。 

GBCCA e-Newsletter  2019 年 9 月 1 日 第 38 期  

大波士頓區中華文化協會 437 Cherry St., West Newton, MA 02465   www.gbcca.org   617-332-0377 

第 27 頁  

遊記分享 



 

 

 

 

「上海通信 一定會多找幾家比價，而且會要求在中國設廠，將來產品要外銷。」 

勞伯聽了馬上抓起電話就撥，我禮貌地走出他的辦公室，在門口等著。過了大約半小時勞

伯拿著他的公事包出來，鎖上門，他高興地要我跟他進首長專用的電梯，還說: 

「辦得好，衛紅!今天是你的第一天，就讓總裁認識你了；別的年青人在這兒呆了五年恐

怕是從沒見過總裁。」 

「謝謝你告訴我。有件事我倒要請你給我指個方向：今天這上海通信 的文件傑克要一份

拷貝，說是將來他找人的時候可以用它來作翻譯測驗。你是不是還在找人？」 

沒想到勞伯生氣地自言自語道: 

「他ＸＸ，這傢伙在探什麼？這回他慘了!」然後才回我的話說: 

「過一陣我們才會知道這中國生意怎麼做，然後會登報找人。你就安心地在這兒做吧，你

是我們中國市場部的第一位僱員。」電梯到了車庫。勞伯在我的肩膀上輕拍了一下，我們

就互道晚安。 

 回到宿舍，發現我的東西都堆在門口。我想起來了，我已經跟餐館辭職，經理明擺的是

要我馬上搬走。小周要我跟他擠一宿，我感謝老友。今天比哪一天都狼狽。 

  

五。 

上班的第二天情況比較好些。我又作了些翻譯，還去見了國際部的副總。他是我的頂頭上

司，對我完全是你辦事我放心 的態度。他說，只要我過手的文件都給他一份副本就行

了。 

  

又過了幾天，我經過傑克的辦公室，發現那兒已經搬得空空。我去找他的秘書，他秘書已

轉到別的單位，關於傑克的事她只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說: 

「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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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傑克的事可能是我闖的禍，但我決沒有想到他這麼快就被解決了，這兒一定有派系

的鬥爭。那天，要下班的時候勞伯的秘書又幽然來了，她要我去勞伯那裡。 

勞伯輕鬆地問我這幾天對工作還習慣嗎？又說，做國際生意是不分晝夜的。他還問我會不

會介意如果他週末打電話來找我？他加一句: 

「當然，我沒有公司的大事不會來打擾你的。」 

「勞伯，我以前在上海通信 就這麼工作，現在照樣習慣這麼做。至於週末嘛，我那兒也

不去，您就隨時來電話吧。」我把我的新的電話號碼給他。 

  

星期天晚上，電話鈴響了，果然是勞伯，聽來好像他在辦公似的說: 

「真不好意思，衛紅，這麼星期天晚上打擾你。你能來公司一下嗎？」 

「沒問題，你要我馬上就來吧？」 

  

我鎮定了一下，穿戴整齊了，這才上車。路上聽到收音機報告說，天氣在變。果然，沒一

會兒，電光閃閃。又要來個德州風暴 不成？ 

等我快到南電 時，只見這座玻璃大樓在雷電中晃晃悠悠的，像座魔宮，心裡不是味道。 

走進燈火通明的公司大廳心情才定下來。一個警衛已經在等我，他立刻帶我上頂樓把我交

給兩個警衛。其中年青的一位要我簽名，資深的在一個大門上敲了三下就讓我進去。 

  

一進去就覺得一切都不一樣了，有點暗。這是個電影上典型德州富豪的大廳，傢具厚實，

配上黑岩石的火爐，燃著熊熊的火。高聳的屋頂下面支的是幾根筆直的巨忪，這幾根巨松

怕是從幾百年的松林裡挑出來的。巨松之間有幾扇大落地窗，整個達拉斯的夜景在這兒一

覽無遺。有的巨松之間是土牆，牆上掛了好些獸皮，還有長角的牛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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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裁和勞伯都穿了牛仔褲，手上端了啤酒。總裁問勞伯: 

「這就是那天我們見到的中國夥計？你認為他可以幫我們談成生意？」勞伯忙說: 

「他對南電 領導人物很熟，也能說出他們決策的用心在哪裡。當然，光憑這些不足以進

入中國市場，我們要有一個起點再摸著石頭過河。這是你指示的方針，是吧 ....」 

總裁聽得合意，他打斷了勞伯的話說: 

「勞伯，你有沒有告訴他整盤局勢的架構？」 

「沒有。」 

「好，你說。」 

總裁比我想像的要矮些，看得出年青時蠻壯的，一定是個打足球的球員。他在皮沙發上坐

下，他把他的尖頭皮靴擱在茶几上。勞伯開始小心地說: 

「衛紅，你知道中國郵電部 最近決定讓上海通信 來建立中國東南的大哥大網路？」我不

想多說，只點點頭。勞伯像小學生給老師報告一樣地對著總裁說: 

「衛紅，我們已經跟上海通信 達成初步協議，南電 是他們的主要技術夥伴。哪知道，芝

加哥的摩納公司 要來搶 ....」 

總裁揮揮手:「我來說吧!」 

他走到牆邊，開亮了一盞燈，指指牆上的畫說: 

「小兄弟，讓我跟你說個歷史。這位就是我的曾祖父，是個獨行俠。」 

畫上那人的穿著是個獨行俠那德行。總裁走到另一幅畫前，開了燈說: 

「這是我的祖父，他在休士頓挖油田成了巨富。我爹不服氣，他開了家無線電公司，開得

可以跟摩納公司 對抗。現在該我來打敗我們的世仇，成為世界一流的通信公司。」 

總裁直挺挺地站在落地窗前，好像準備在松林裡跟世仇決斗似的。他接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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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要命的摩納，老跟我們搶生意。那天晚上我跟上海通信 的吳總約好了去舊金山

賞月，不知為什麼他變卦了，不肯出來。」 

「這是當然的，總裁 ....」 

「你可以叫我詹姆士。」 

「詹姆士，中國政府一直有個規定：單位領導在國外不可以單獨跟談判的對方見面。所以

這次不一定是摩納 佔了上風。」 

這下詹姆士聽了楞在那邊。我低頭在想是不是該我教這些洋人如何跟中國人打交道，我慢

慢地說: 

「或許我也可以說個歷史故事。」 

勞伯拿出他的筆記本準備用心地記，詹姆士放下來那決斗的姿勢，只坐在皮沙發上望著

我。我繼續說: 

「開創上海通信 的是一位余先生，也就是我的岳父。他在文革之前被鬥，文革 后，他被

美國最大的通信公司，AT&T，找到，因為他在文革前已經為中國在歐洲找到通信公司的合

作夥伴。AT&T 把我岳父聘為顧問。他花了三年的時間教 AT＆T 如何降低成本，如何讓

利，如何作技術轉移，如何幫中國人做外銷。你一定知道，今天 AT&T在 中國的生意超

過摩納的總收入，是吧？詹姆士，你要是贏得了中國市場，南電 就會打過摩納。」 

  

詹姆士聽我說了，馬上跳起來，看看我，想了想，起身為我倒了杯啤酒，又要我坐在他身

旁。他的話匣子打開了，他還讓勞伯和我暢所欲言地跟他討論進中國市場的戰略。 

回到房裡已是午夜了。打開電視，正好是天氣預報。播報員說: 

「墨西哥灣的一股暖流跟芝加哥的冷鋒在德州北部碰撞，所以造成了很多風暴，這一陣風

暴很快就會過去。亞洲來的貿易風逐漸在增強，德州的天氣會變暖。請大家做好天氣變化

的準備 ....」 

 「我明白了!」我關上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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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現在手頭的問題解決了，可以享受一下風暴後的平靜。我還得準備迎接下一波的

德州風暴。 

  

德州風暴 在 1999年初稿于美國德州，2014年隨《悠游》一書出版，2019年二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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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到 巴巴多斯 Barbados。她曾經是英屬殖民地，於 1964 獨立，主島大小為 21x16 

mlies。在港口找到了提前預定好的活動，包括去一個動物保留地和海灘。出港之後一路

向東行，開了 40分鐘才到達島東岸的目的地。一路上和司機聊天，了解了一下巴巴多

斯，全國只有 20多萬人口，也就是 Belmont 十倍的大小。海島國常年恒溫，旅遊業為

主，路的兩旁都種有甘蔗，有制糖業。島上地勢平坦，不像 St Thomas 叢山峻嶺。由於

曾經是英屬殖民地，車輛靠左行駛。看到 Taxi 上掛有利物浦的隊徽，想必司機是一個英

超利物浦球迷，便和他聊起了足球⚽️和體育，恰好前兩天剛觀看了雙紅賽，他為目前利物

浦排今年英超聯賽第一而高興，而我為曼聯的低迷而惋惜。巴巴多斯的主要體育項目延續

了英國的傳統為板球，有點不同於大部分中南美洲的足球情節，不過後來的行程中了解

到，加勒比海群島裏很多以板球為國球，比如 San Kitts 還舉辦過🏏️世界杯。 

在進野生動物保留地前我們轉進一個非常隱蔽的高地，從這可以看到山坡下的大西洋海岸

和一片神秘的村莊。相對於西海岸加勒比海的柔潤，大西洋一側就要勇猛許多，白色的浪

花不知疲倦地層層卷起翻滾，吐納著岸邊細沙。海浪帶起的霧氣繚繞著靈氣十足的美麗田

園，眺遠望去宛若仙境。 

10點準時進到野生動物保護中心。中心的圍牆是從海中撈起的珊瑚石混著泥漿砌起來，

中間的小徑彎彎通幽，掩在兩側樹木之下。剛一進門一群活潑可愛的猴子就不知從哪朝我

們蕩漾過來，華麗的金黃色皮毛中夾雜著些綠色光澤。小小的猴子也不認生，抱在媽媽懷

裏，探出個小腦袋來打量著我們，還會生伸出小手試圖摸我們的手，導遊告訴我們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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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野生猴子，圍牆也不是用來圍它們的，保護中心的四周有香蕉園，有森林，猴子們就在

這裡竄來竄去，偷吃農戶的香蕉🍌或是刨刨地裏的昆蟲。保護中心裡還有有一種很特別的

烏龜，看起來像一塊橢圓橢圓的長饅頭。園裏還有孔雀，珍珠鷄雞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其

他的稀有動物。 

看完動物之後，David 帶我們來到 Carlisle Bay and Brownes Beach，這裏離遊輪海港

最近，也是這次出行我最喜愛的兩個的海灘之一。細如齏粉的粉紅色沙子平緩延伸在綠松

石色海水邊，延綿約一英裏長。陽光下，淺淺的海地波紋斑斕，炫麗迷人，遠處可眺隨波

起伏、影影綽綽的點點白帆。在這裏我們又一次不期而遇地見到了大部隊。海邊有好幾個

人來回走動詢問要不要坐他們的船帶我們出海去和大海龜遊泳，一人$25。岸邊還有其它

有趣的海上運動，氣墊沙發快艇，氣墊空中行走等項目。我們隨便選了一家遊船坐上，先

潛水看了一處水下沈船便來到看海龜的地方。其實這裏離岸邊很近，我開玩笑說早知的

話，自己遊過來好了。有人坐在滑板上漂浮在這塊水域不停地投入魚肉，估計是幾家遊船

公司合著雇傭的員工，不得而知。我們從遊船上下水後潛遊在附近，先看到了一些魚，不

多，基本上是銀色一尺長的劍魚。突然有人大聲說到，“海龜來了！” 順著聲音尋去，

果然一只直徑快有我身長的黃色大海龜聞著肉香遊曳擺動過來，我因著離餵魚的浮板太

近，當碩大的海龜大腦袋朝著我快速放大時，著實以為自己的下巴要被撞掉了，但人家兒

是誰？！它四兩撥千斤的嗖一下轉舵了，只蹭著點兒我的腿。 看似懶洋洋的，實則一個

掃地僧，功夫了得。此趟潛遊，我們看到了黃色，黑色和棕色海龜，大大的收獲，心滿意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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