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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的話  

 
是的，“早晨的咖啡濃又濃”，有甘有苦更有濃濃的沫濡之情。 
讓我們也都沖上一杯濃濃的咖啡，細細的品嚐十來篇好文章。 

 
這一期的文協季刊（eNewsLetter）添加了一些“News”，報導了文協的活動。 
已發生的有： 
張鳳的“中國年的況味” - 餃子聚會。 
Kevin Pang 的文協合唱團活動報導  -  “And So We Sing” 
 
將發生的有： 
潘台春的“風雲際會 - 文化協會國樂團三十年” （6/7）  
我知道三十年不是短時間，但仿佛在彈指間就已逝去。 

我不知道三十年裡，老師和孩子們要拉，敲，彈斷多少的絃，吹破多少的笛膜。 

六月七日  讓我們一起欣賞他們的成長，一起為他們慶生!    Jordan Hall  見！ 

 
GBCCA Family Night          （5/31） 
屬於所有文協會員的夜晚！ 
 

龍舟賽 - Dargonboat  Festival 
你一定吃過粽子，但你划過龍舟嗎？   （6/16）       

 
GBCCA 2014 SPEAKER SERIES    （8/30，9/27，10/25） 
你是否常收到好心人士郵寄來“健康秘笈”，“瘦身寶典”。似是而非的偏方讓

人不知該不該以身相試。何不來聼聼學者專家的意見! 
 

來自天津的老杜遊寶島，自有一番風情。 

 
何求（筆名）以風趣，流暢的文字透過王小波談“顯呸”。真是顯呸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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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玩的大姐迷上了棒球後，又愛上了籃球，冰球，橄欖球！ 

貪吃的小弟迷上了羊肉後，又愛上了牛肉，豬肉，天鵝肉！ 

 

你嚐過愁的滋味嗎？在百味俱陳的人生裡，何問（筆名）說 愁是鹹的 ！ 

春風花月後，發生了什麽事？何問，下回告訴我們好嗎！ 
 

當胡宏（筆名）“站在伊斯坦堡的碼頭”上時，身在此處而心在何處？ 

 
史家元先生旅遊時還帶著敏銳的觀察力，帶給我們 “我所不知道的英国”。 

 

袁尚賢先生“原馬”詳細的闡述了馬的起源。並附燈謎一則，答對有獎！ 
 
自傳總是按時間，年紀寫的。蔣宗壬先生的連載自傳也到了最有活力的“青少年

時期”（troubled teens?）,在南台灣喧嚷繽紛的鳳凰花樹下，發生了什麽事，讓

他緬懷至今？   
  

大楓樹牽引串連出街坊四鄰的互動，誰說樹不會説話！ 

一直感覺很抱歉把姚蜀平女士的長篇大作 “楓葉參天” 分割的零散而減損了故
事的可讀性。下期還會繼續連載，但爲了滿足許多讀者的要求和對原作的尊重，
編者將提供全文的網路連綫。 
 

廣告  感謝所有贊助人士與公司。 

 

約稿  
感謝所有賜稿的文友，分享了他(她)們美好的文采和可貴的生活經驗。本期有多

位新朋友加入了寫作的行列，内容更加豐盛，層面更加寬廣。編者在此謝謝大

家。請繼續支持。 

下期（22 期）將於 8/20 出刊，（8/10 截稿）。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分享美妙的文

字。無拘題材，不論格式   來稿請寄  gbcca.enews@gmail.com   
*來稿中英文俱可（中文為上，英文為佳），橫排（自左往右）

mailto:gbcca.enew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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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的咖啡濃又濃               王世輝 

 
 
自從父母親移民到加拿大之後, 雖然波士頓和溫哥華之間的距離, 比從波士頓到

台灣的距離大幅減少, 但是忙碌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五六小時的飛行距離, 還是

個相當大的鴻溝, 想要經常見見面, 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容易, 因此每年過農曆新

年的前夕, 父母親必定到波士頓來和我們團聚. 記得小時候在台灣過農曆新年是

一年一度的大事, 不但可以領壓歲錢買糖果, 而且還有新衣服和新皮鞋. 除夕夜

拜完年之後, 必定把壓歲錢小心奕奕的藏在枕頭下面, 雙眼望著新衣和新鞋不捨

得閉上, 徹夜震耳欲聾的鞭炮聲, 更是讓人興奮得無法入睡.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

人情事故的淡薄, 使得過年的氣氛愈來愈淡薄, 尤其在美國過中國新年, 更是王

老五過年, 一年不如一年, 但是和父母親的團聚, 徒然增加了不少過年的氣氛. 

 

在機場接送父母親是一件既祈盼又憂慮, 既高興又傷感的心靈感受. 看到他們踏

著健朗的腳步在人羣出現的時候, 心中對他們不辭勞苦, 千里迢迢來相聚的感動

, 實在無法以筆墨來形容. 當目送他們拖著依依不捨的步伐, 在人羣慢慢消失的

時候, 心中的愁悵和失落感, 伴著暗自神傷的淚水, 濃濃的聚集在心靈深處. 相

見時難別亦難, 見面就是分離的前奏, 總是喜悅中帶著絲絲憂慮; 分離也就是見

面的序曲, 難免感傷中浮現著祈望. 在機場送往迎來的時刻, 歡樂和感傷的情緒

, 總是在見面時的擁抱中泉湧而出, 歡樂和感傷的情緒, 也總是在臨別依依的互

道珍重中徘徊不去. 父母親來過年總是在嚴寒的冬天, 波士頓冰天雪地的氣候, 

不但出入非常不方便, 而且活動的範圍也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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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只能到購物中心走動走動, 晚上也只有一邊閒話家常, 一邊捕捉稍縱既逝的

回憶.母親一向早起, 而且我們都有喝咖啡的習慣, 因此離家不遠的小咖啡店, 

成了我們母子倆每天早上喝咖啡和聊天的好地方. 在陣陣的咖啡香味中, 彷彿呼

吸到母親昔日的聲聲關懷; 在裊裊的輕煙中, 又隱約浮現出母親年輕時的笑容. 

手中握著咖啡杯, 思緒隨著濃郁的香味, 和朵朵的輕煙而起伏不定. 看著母親靜

靜的享用她的咖啡, 腦海中對往日的記憶, 就像熱咖啡的暖流緩緩在腦海中浮動

. 當我小的時候, 父親離鄉背井, 孓然一身來台灣白手起家, 因此每天總是早出

晚歸, 汲汲營營為生活奔波, 而母親就待在家裡照顧我們兄弟兩人. 下午放學回

家, 母親必定會花費心思為我們準備點心, 我們作功課的時候, 她就在一旁打毛

衣陪伴. 不論是學校的課業問題, 還是生活上的喜怒哀樂, 甚至兄弟之間的嘻笑

打鬧, 母親一直是我們的最佳的聽眾和觀眾. 父親是一家之主, 既嚴肅而且不茍

言笑, 因此母親成了我們和父親之間的橋樑和傳話筒. 父親望子成龍, 恨鐵不成

鋼的使命感, 讓我們兄弟倆只有唯唯諾諾, 戰戰兢兢, 因此母親常常要扮演潤滑

父母親在戰爭中顛沛流離, 從大陸離鄉背井流落到台灣, 又從台灣像驚弓之鳥移

民到加拿大, 一家四口分居在兩岸三地, 已經記不清有多長的時間沒有全家團聚

在一起. 父母親除了過年的時候來此地相聚之外, 每年在回上海的行程中, 也會

安排到弟弟家去小住幾天, 他們不辭勞苦的長途跋涉, 帶給我們無限的溫馨和感

激. 看到他們穩健的步伐, 聽到他們熟悉的家常話, 想起以往生活的點點滴滴, 

口中的苦咖啡竟然變得如此甘甜. 手中的咖啡依舊散發出熟悉的朦朧輕煙, 輕煙

中彷彿有父母親的循循善誘, 輕煙中彷彿有父母親的聲聲叮嚀, 輕煙中更有我對

父母親無盡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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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年的況味           張鳳 

 
    煙雲過眼就這樣幾千個日子已然逝去﹐又過了個「中國年」。 

 

   「過陽曆年﹐陰曆年⋯﹐怎麼到了美國﹐叫過中國年呢﹖」才意識到這是遠

離鄉關了...。 

 

    回首時光﹐忽憶留學成家﹐走入四季分明的密西根﹐秋水瞬息寒凍﹐幾乎奢

侈地遍野滿敷盈尺白雪﹐可仰躺下去搧手搧腳畫個天使 ...。但是坐在溫暖如

春﹐燈火暈染的宿舍小屋中﹐捧書凝望簷邊一排排的晶亮冰柱﹐唯淒淒茫茫翹首

盼望故鄉的年訊﹐來慰藉獨自顧影又行色忽忽的遊子。 

 

    幾番文化衝擊﹐度完了萬聖節﹑感恩節﹐跟著耶誕和新年﹐除開親朋舊友訪

敘﹐下課回來買菜開車的是我們兩個﹐除夕春節同炊共食的也是我們兩個﹐雖然

擀皮和餡, 包了餃子﹐外加清蒸魚酸甜肉﹐有長生果~幾盤花生﹐還買到茨菰~

「有底莊」啦﹐「元寶」啦 ...﹐依然抑遏不住「冬夜夢金陵」。在家書中每回

寫﹕「常做夢回家﹐像我這類人﹐在國外待到老﹐也會思我故鄉⋯」還杞人憂天

似的擔心當時影子都還不見的兒女，會不讀中國書﹐不寫中國字﹐執意要返國. 

 

    在不一定是大年夜的陽曆週末﹐也會有中國同學會﹐要女同學太太們燒了拿

手菜去義賣過年﹐翌年我也因農場減價﹐買下滿車後行李箱的大白菜凍著﹐曾燒

了三鍋開陽白菜為同學會籌錢﹐參加的華洋友人也不少﹐緣於那時校園中思想的

不開放﹐頂愛自由的我們並不大熱衷。 

 

拿學位後﹐台北暫時不去﹐而往旖色佳, 接近雪帶山中的康乃爾大學就任﹐

當時我倆都未及卅歲﹐幸得先進十多家康乃爾大學教授的愛護邀約﹐每月聚餐輪

流到各家宅邸飲宴談聚, 有顏東茂, 劉富文,顧慰華,王國金,季聲國,任代光,童

華俊⋯徐綽, 王平雷, 黃俊宗,陳河田,朱知章,湯仲良, 陸大章等位伉儷 ...松

濤陣陣之中﹐雲蒸霞蔚的琵琶湖與克柔嘉湖﹐總是飄放著令人驚喜感念的友誼馨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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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後, 應哈佛大學熱烈相邀, 跳槽移帳過來﹐在許多場合﹐都會與文理學

院和MIT等學界前輩歡聚。趙元任先生的長女公子如蘭教授，夫婿卞學鐄教授同

陸惠風教授, 加上後由我幫忙聯絡,每月召開的「劍橋新語」﹐杜維明教授時有

「哈佛儒学研討會」﹐張光直教授常在中午舉辦「考古人類學座談」﹐李歐梵教

授約我們創立定在午間⋯ 直到現在與王德威教授合辦午後的「中國文化工作

坊」⋯這些學思集會﹐有幾個我也協助主持﹐大部份是類同哈佛學術課程。所以

三十多年來不管過年不過年，我自然是受益良多, 更與他們親如家人﹐時相往還, 

這些對我鼎力支持的師友, 漸有搬遠或生命消逝, 訣別甚難, 至為悲傷! 

 

    猶記得也會攜兒帶女的互會在足球場或音樂會...。聚餐總是最多的﹐哈佛

文理學院的學者夫妻都會為文藝名家的來訪﹐親自下庖廚﹐常吃到東家的燻雞﹐

西家的烤鴨﹐日常的節目頻繁﹐每到春節，各家反而分別忙著與親友及外邊的社

團過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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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守每年都與我倆曾被推舉, 義務服務過的僑團朋友，一齊賀歲﹐這個在郊

區已經成立近六十年的大波士頓區中華文化協會,也有藝文小集,合唱﹐太極...

等活,GBCCA文協慣在酒店辦場富麗堂皇的餐宴舞會﹔還因寧兒和遠兒, 揚兒,兒

女都在文協創辦的中文學校念過﹐我作老師也教過﹐與兒女學生的團拜別具深

意﹐另項更重要的使命﹐是那些年我總在過年當天﹐捧上清供著水仙的青花瓷盆

去赴約﹐為兒女的衛斯理小學示範炸春卷﹑元寶﹐並教試做﹐試用筷子親嚐﹔講

年獸的故事寫春聯﹐玩爆竹﹐吃年菜﹐教吉祥話如「清吉平安」﹑「年年有

餘」﹐臨別還發給每人紅包討吉利﹐讓孩子以中國文化為榮。 

    

   日昇月落, 兒女相繼離巢, 伏首案牘勞形不宜過久,身體急需鍛鍊, 又回到大

波士頓區中華文化協會GBCCA每週週四夜晚練太極拳. 太極劍,八段錦 ...為師的

吳紹中(童紳伉儷)喬遷,見重請另一半黃紹光帶領, 幾年來我們十多家人雖不捨

搬離的老師師丈和單紹斌, 樂靜波,黃開寧, 易受錦等位好友, 但又迎來好幾家

舊雨新知, 只增無減, 而且每位都成為文協會員⋯平日親和互助, 常有聚餐健行

旅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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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年除夕全班就決定包餃子團聚, 於是在幹練又對文協速效遵禮如儀的班長

蘇錫民魏大生夫妻組織收繳費用之下, 採買皮子菜肉拌餡 , 雞鴨魚肉, 並領導

親自和麵一團, 李希青我等三人,操桿擀皮一部分, 再由太太們一齊下海包成餃

子, 另搭配張家發麵蔥油餅; 尹黃兩家鹽水花生毛荳; 高家臘肉滷菜年糕,蔡家

圓仔甜湯 ...湯先生攝影...大夥兒餐飽湯足, 紹光就在餐桌佈置成典雅長方矩

陣之中, 分派紅包利是,雪中帶暖意,全體喜勁均沾,年興酣美, 歡暢而歸!  

 

 

 

關於張鳳 

師大學士密西根州大碩士。著有 《哈佛心影錄》~麥田及上海文藝出版繁簡版; 

《域外著名華文女作家散文自選集‧哈佛采微》~陝西人民出版; 《哈佛緣》~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 《哈佛哈佛》; 《一頭栽進哈佛》~九歌出版。入選《世界(紀)

華人學者散文大系》.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主持人﹐ 主持組織百場文學文化會

議﹐哈佛燕京圖書館編目組曾任職 25 年﹐也研究和創作。現為北美華文作家協

會秘書長﹔紐英倫分會(創會)會長﹐曾任海外華人女作家協會審核委員等﹐持續

應邀往北大﹑清華﹑台大﹑師大,馬來拉曼, 香港中文大學等名校演講。億万博

格中獲資策會兩屆三﹑四屆文學類部落客百傑獎等.擷取獨特的經驗題材,引領潮

流十分出眾。哈佛媒體及聯合﹑星島﹑參考消息﹑讀書﹑文史哲﹑明報﹑聯合文

學﹑台大圖書館網頁、北大新青年論壇﹑清華復旦網頁等皆有評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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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雲際會 - 文化協會國樂團三十年     潘台春 

 
 

文化協會國樂團的前身為麻省理工學院國樂社，1984 年正式加入文化協會。歷經
三十個寒暑，從 Weston 文協活動中心到現在的 Newton 華人中心，文協國樂團
一群國樂愛好者，始終堅持不懈的定期排練。篳路藍縷，回首這一路走來，感觸
良多。從個位數團員擴展到現在三十幾位團員；從簡單的吹、拉、彈、打，到現
在涵蓋較全面的聲部，除了常見的二胡，高胡，笛子，楊琴，琵琶，古箏等，還
有板胡，笙，嗩吶，中胡，大提琴，低音提琴及排鼓，雲鑼，鋼片琴等較全的打
擊聲部。樂器聲部齊全了，也就可以挑戰聲部編制較複雜的曲目。 

 

 
 

年度公演, Regis college, Weston, May 12th, 2013 
 
文協青少年團成立於 2000 年，至今也有十四年了。是在美國成立較早的青少年
國樂團。成員需經過甄選入團，在團裡自我成長，歷練台風。團員們相互觀摩，
培養出很多可以獨當一面的獨奏好手。特別要感謝此地多位民樂教師：張鎮田、
李平（揚琴），高宏偉、林湛濤、馬燕（二胡），甄若芧、陸艶容（琵琶），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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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山、潘台春（笛子），陳志新（打擊），楊信宜（箏）等老師，默默培養新一
代的民樂手，為樂團造就出優秀的人才。難能可貴的是青少年團員，在高中畢業
進入大學後還能保持對中國音樂的喜好，曾在就讀的大學成立國樂團。 
 
國樂團除了舉辦年度公演外，還定期舉辦團員獨奏音樂會。每位團員先參加內部
小型音樂會，藉此互相觀摩提升演奏技巧，並選出表現優秀團員參加獨奏音樂會
或參加年度公演獨奏節目表演。除此樂團還應邀參加各種大小演出，例如紐約卡
內基表演廳，波士頓第一夜，龍舟節，各地圖書舘，博物館及各大中小學校，通
過表演介紹中國音樂。樂團亦不定期舉辦過各種國樂器講座，邀請過許多學有專
精的演奏家示範表演，例如：甄若茅，徐正音，陳濤，包鍵，王中山，閔惠芬，
嚴潔敏，林湛濤，郭雅志等。 
 

 
今天樂團能稍具規模，除了團員的努力和家長的支持，更有觀眾們熱情的正面回
響，都是促使我們向上求得更好表現的動力。指揮是樂團的靈魂人物，歷年來的
指揮有蔡金冬，陳怡彬，許雅民，陳淑慧，楊玲及現任指揮陳志新。過去的十幾
年來，在指揮陳志新專業嚴格要求及耐心指導下，促使團員們更加努力提升演奏
水平，在良性循環下使得演奏技巧不斷提昇，並獲得各方讚賞及美譽，指揮陳志
新是功不可沒的。 
 
為慶祝國樂團成立三十週年盛大表演，六月七日年度音樂會我們選擇美東音樂殿
堂-紐英倫音樂學院喬登廳為演出場地。此次音樂會表演曲目豐富多樣，合奏曲
多選自歷年演出過，大家較為喜歡的招牌曲，合奏曲有《美麗的鳳尾竹》, 《蘇
堤小景》, 《燈節》, 《微山湖》, 大合奏有《望春風》, 《豐收鑼鼓》；另每
聲部將演出拿手曲目，知名嗩吶演奏家郭雅志將和指揮陳志新帶領吹管小組演出
吹打樂《淘金令》, 二胡演奏家何濤帶領拉弦小組演出《喜看麥田千層浪》, 古
箏演奏家楊信宜帶領演出古箏曲《拔根蘆柴花》, 打擊小組《老鼠娶親》, 揚琴
小組《春到清江》, 琵琶小組《歡沁》；另外一些舊團員亦將從各地歸隊, 一起
參與演出大合奏《風雲際會》。  
 
除了感恩這豐收的一年及歡慶樂團成立三十週年外，特別要向多年來一路支持贊
助國樂團成長的朋友們表示由衷的感謝。因為您們的支持，國樂團才得以茁壯成
長，我們會努力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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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雲際會-國樂演奏會 
地點：紐英倫音樂學院喬登廳（New England Conservatory's Jordan Hall) 
日期：六月七日，二零一四年；星期六 
時間： 晚上八時 
音樂會門票分：贊助票五十元，普通票二十元，學生及耆者十五元。  
購票請洽Tai-Chun Pan @ taichunpan@hotmail.com，或網上訂票：
http://www.showclix.com/event/GatheringOfTheHeroes; 
樂團網址: www.ChineseMusicEnsemble.com 
============================================================== 
Event: Chinese Music Concert  
Title: Gathering of the Heroes 
Date: Saturday, June 7, 2014  
Time: 8:00 pm Place: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s Jordan Hall 
                   30 Gainsborough Street, Boston, MA 
Presented by GBCCA Youth & Chinese Music Ensembles 
www.ChineseMusicEnsemble.com 
http://necmusic.edu/calendar_event/2014-6-7 
TICKETS: Sponsor $50;  Regular $20;  Student/Senior $15 
For tickets, please contact Tai-Chun Pan @ taichunpan@hotmail.com 
============================================================== 

 
指揮陳志新帶領文化協會國樂團加緊排練中, May 2014 

http://www.showclix.com/event/GatheringOfTheHeroes;
http://www.showclix.com/event/GatheringOfTheHeroes;
http://necmusic.edu/calendar_event/20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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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 We Sing                                                          Kevin Pang 

A Celebration of Joy, Pass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April 13th was a good night.  A night filled with music, singing, dancing, and sharing of our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xperiences.   
 

At the Hibernian Hall in Roxbury, five different groups comprised of multiple ethn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gathered to share their singing and performances.  Those of us fortunate 
to be in the audience that evening were treated to a great show of talent, energy, and 
enthusiasm. 
 

Organized by Sam Martinborough of Mssng Lnks (www.mssnglnks.org), And So We Sing, in 
its fifth annual iteration, was a joyous occasion wherein invited choral groups from around the 
Boston metropolitan area gathered to participate and perform cultural songs and dance in 
celebration of ethnic diversity and beauty.  We were treated to six separate performances 
(including an audience singalong!) featuring music from Iran, Persia, the U.S., Taiwan, and 
China, the latter of course, performed by our very own GBCCA Choral Society (GCS). 
 

The evening began with a beautiful romantic duet by youth performers from the local 
production of Once On This Island, a one act musical based on the novel, My Love, My Love, 
or, The Peasant Girl, by Rosa Guy.  The story takes place in the French Antilles, in which the 
love of Désirée unites the  island by crossing social and color barriers-a Caribbean Romeo and 
Juliet; which really set the thematic stage for the multicultural and heartfelt performances to 
come.  Next up came three performances by the Irania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oston 
(www.iaboston.org), featuring native songs, including music set to the poetry of the famous 
Sufi poet and philosopher, Rumi. 
 

We then traveled back to the U.S. with a performance by local group Una Voce, which 
performed American classics such as the Gershwins'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from the Fred Astaire move, Shall We Dance] and Irving Berlin's Broadway song, “Blue 
Skies.” 
 

Next, we were transported to China and Taiwan, via our own GCS, led by Liwen Wang, who 
demonstrated a wide ranging repertoire, from “Jasmine,” the opening song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with a wonderful solo by chorus leader Liwen Wang, supported by the harmonious 
chorus.  Next the evocative and emotional “Missing my Hometown,” was performed followed 
by a playful drinking song, “Gaming for a Late Night Snack,” during which we noted the 

http://www.mssnglnks.org/
http://www.iabo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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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ors and baritones having a great deal of fun singing in the back row.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GCS has participated in this annual musical, demonstrating what wonderful cultural 
and community ambassadors they are for GBCCA.   
 
What followed next was an audience singalong of a Moroccan children's song, A Ram Sam 
Sam,  (http://en.wikipedia.org/wiki/A_Ram_Sam_Sam), led by Martinborough, in which we all 
exercised our vocal chords.  We then traveled back in time to ancient Persia via a trio of piano 
player, vocalist, and dancer in spectacular traditional garb, who performed six regional songs, 
all addressing romantic love through music, words, and dance. 
 
A dramatic highlight of the evening was a heartfelt speech by Nikan Milani, Director of the 
IAB who described his flight from persecution from his homeland of Iran; we learned about his 
view of ancient Persia (modern day Iran), the birthplace of the Baha'i religion, which espouses 
the unity of all humankind, and how his father was killed, and his uncle as President of the  
Baha'i University  imprisoned for their faith.  It put into stark contrast that which we take for 
grante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namely the freedom to gather to celebrate diversity-
something forbidden and even punishe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culminated in 
Milani's dramatic and moving piano performance of his composition Piano Sonata #1, 4th 
Movement (Responsibility).   
A further highlight was the combination of all choruses coming together to perform a spiritual 
number, “I'll Make the Difference” by African-American composer Moses Hogan, best known 
for his anthology The Oxford Book of Spirituals, with one of the featured soloists being our 
own Angela Yang.  The song, lyrics, and performance were uplifting; an affirmation of the 
power of faith and courage that individuals can have in making a difference-both for 
themselves and those around them.   
 
The magical evening was book ended by a final performance from the cast of Once on this 
Island, who performed, Why We Tell The Story, the finale of Once On This Island, which 
describes how the spirit of Désirée continues to keep watch over the people she loved, telling 
us that the love we have for others endures.  It was a fitting end to a spectacular night of 
performances; ending as it began, by celebrating the fabric of multiculturalism that is woven 
through by the common thread of love.   
 
（編者按）編者有幸亦參加了此次盛會，享用了精神和口腹的美食, and overheard the following: 
“This is great! First time I’ve heard Persian songs”.  “That was beautiful!, It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I’ve 
listen to Chinese music”   
 

P.S. 音樂上，編者不敢說何者為上，但在食物上，華夏美食勝之多矣！ 

http://en.wikipedia.org/wiki/A_Ram_Sam_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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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士頓區中華文化協會 
Greater Boston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二零一四年才藝表演會 

2014 Family Night Program 
 

A Medley of Chinese Music, Dances, Chorus and Folk Arts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星 期 六 ） 

Saturday, May 31, 2014, 6:30 - 8:30PM 
F. A. Day Middle School 

21 Minot PL. Newton, MA 02460 
 

 



 
第 16 頁 e-通訉第二十一期 2014 五月

龍舟賽 - Dargonboat  Festival       六月十五 – 查爾士河畔見 

 

Dargonboat Festival is on June 15, Sunday, and GBCCA needs a lot help for the arts 
and crafts tables. No previous experience is required. Hongyan and I will have all 
materials and supplies ready.  There will be a large tent set up for all of the arts & crafts 
activities, the activities GBCCA will be offering are: real and decorative 粽子 making, 
face painting, Chinese macrame dolls, Calligraphy (translating name to 
Chinese),  Chinese Chess, Chopsticks game, and a few more paper  projects。 
 
 
 
 

GBCCA 2014 SPEAKER SERIES  
 
Sat. Aug. 30th Microrobotics with Nick Gravish, Ph.D.  
Bring the kids and adults too for what promises to be an entertaining talk about 
microrobotic insects!  Dr. Nick Gravish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Harvard working 
jointly in the Microrobotics and Combes Labs.  He brings together robotics, biology and 
physics to build flying micro-robots modeled after real flying insects!  You can see 
more about the Microrobotics Lab at http://micro.seas.harvard.edu/.  Join us on 
Saturday, August 30th at 2 PM at GBCCA, 437 Cherry Street in West Newton! 
 
 
Sat. Sept. 27th LASIK for Better Vision with Helen Wu, M.D. 
Are you a candidate for achieving excellent vision without glasses?  Find out more from 
ophthalmologist Dr. Helen K. Wu, our seminar speaker for Saturday, September 27th, 
2014.  Dr. Wu is the Director of Refractive Surgery Services at Tufts Medical Center 
and the New England Eye Center.  She can tell you about bladeless LASIK, laser 
cataract surgery and implantable lenses!   Join us at 2 PM at GBCCA, 437 Cherry 
Street in West Newton! 
 
 
Sat. Oct. 25th “What are my risks for heart disease and what can I do to reduce 
them?” with Paul L. Huang, M.D., Ph.D.  
Are you at risk for heart disease?  What can you do to reduce that risk?  Find out from 
cardiologist Dr. Paul L. Huang, Director of the Cardiac Metabolic Syndrome Program 
at Mass General Hospital and Professor of Medicine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Join 
us on Saturday, October 25th at 2 PM at GBCCA, 437 Cherry Street in West Newton!  

http://micro.seas.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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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風情                       杜炎武 

 
「高山青，涧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  多年

来，在中国大陆到处传唱着这首台湾民歌。因之，我非常愿往能到宝岛一遊！ 提
起台湾我就会想到琳琅满目的热带水菓； 热情如火的檳榔西施； 湖光碧水的日

月潭；云山雾海的阿里山。2013 年 12 月 13 日，班机稳稳地降落在桃园机场。我

终於踏上了这美丽而富饶的土地，展开了我期待已久的宝岛之遊。从海口乘南方

航空公司的客机经广州中转台航飞机到台北。台湾飞机空姐的空乘制服很漂亮，

顿时有了親切感，他们的服务态度及飞机座位的舒适度是世界一流 的。晚上我

们「 波士顿东方之声合唱团」 一行住的是大名鼎鼎的「 麒麟商务会舘」。 这
是一处古色古香，到处散发着浓浓中国古典韻味的酒店。台湾的酒店不分星级，

按 A B C 分。「麒麟商务会舘」  屬于 A 级酒店。第二天我们一行开始了旅遊台

北的行程。首先要参观台北故宫。因为解放前很多宝物都从中国大陸帶到台湾的

缘故。台北故宫的收藏很丰富，有很多绝世的珍品。我们看了闻名的「 毛公

鼎」；珍贵的 「翠玉白菜；  还有苏东坡, 黄庭堅及米芾的書法真迹 。我们坐

着旅遊大巴在台北市区转，大家拿起手中的相机狂拍一通。我们冒着小雨来到了 

「 野柳风景区」 。它是深入海中的岬角。下了车，顺着海边没走多久，就被那

些千奇百怪的岩石镇得目瞪口呆。这些堅硬的岩石在海边海水自然的神力之下，

就像面团一样的被扭曲弯折，有些被海浪捲冲，有的变得像是疏鬆多孔的海绵，

但是用手摸上去还是坚硬无比。最奇特就是海边的那一批 「覃狀石」 ，它们从

平整的岩石中无端的突起。下部还是岩石的夲色，上部则像面包内部一样多孔，

像是一亇个石头蘑菇，非常奇异。这里每一处都让人眼界大开，每一处都 让人

不能抑制的按下快门。啊！ 人，在台北是簡單的。擷起一页新心情，梦在这里重

新绽放。心与山如此親，情与海如此近。漂浮的空气，是这样自由的氛围。这一

身轻便，让我们在台北进行心灵之旅的探寻。 

 

2013 年 12 月 15 日，上午我去台北阳明山为我爷爷扫了墓。下午我二婶及堂弟陪

我共登台北 101。101 乃一幢高 508 米的 101 層摩天大厦，101 是 目前世界上最

高楼宇。尽管台北高楼大厦林立，101 似鶴立鸡群。抬眼望去，恰似一柄烁烁闪

光直挿云霄。啊！真高！高不見頂！二婶告诉我：「说它烁烁闪光可一点不假，



 
第 18 頁 e-通訉第二十一期 2014 五月

那是在白天阳光下。到了夜晚更是五光十色，灯光每天变換。星期一红色，星期

二橙色，星期三黄色，似光彩霓虹，一天一色美不胜 收」！乘扶梯上五楼，登

覌景大厅。堂弟购票，每人 350 台币，持票排队等电梯。堂弟告诉我：「这可是

世界上最快速的电梯。时速可达 60 公里，从 5 楼到 89 楼，只需 37 秒。这是世

界上最長行程的室内电梯，已列入了吉尼斯世界记彔」。走出电梯间，往前走，

进入一亇好大好大的大厅，这就是覌景台，与世界别的城市大楼的观景台真不可

同日而语。101 的观景台空间太大了，可容五百多人。东南西北每亇朝向，都有

好几亇窗口。极目远眺 ，一片寥廓。向下俯瞰，按方位可辨认出市内景点。但

因太高，一切景物都变得很小很小，照像机根夲派不上用场，让人有只登高不見

风景的遗撼！我们又乘小电梯直上 92 層平台。真高！視野无限开阔，仿佛身臨

云上。而四周围着栏杆的中间，还矗立着一亇 9 層高楼。这大厦的下方有一亇巨

大的园球。管理人员告诉我们：「这是 101 特有的高科技防风设备。以应对恶劣

天气高空強台风造成的揺晃。在 88 至 92 楼層挂着一亇重达 660 吨的巨大钢球，

利用摆动来减缓建筑的晃幅」。台湾处在台风口和地震频繁地带上，为何要造如

此高的 101 層摩天大厦？我想 ：101 不仅仅是为增添旅遊資源，提升旅遊挡次而

建。或许是台湾一项挑战自然，履險建造的形象工程吧？   
 

我心中有一亇日月潭情结，那是从小学课夲的诵读里就开始发芽生根的。旅遊车

在山间蜿蜒而行，两边是各种亚热帶植物的茂密丛林。终于看到一片水域，水域

越来越大，颜色从绿到淸，又从清到绿。到了日月潭，才知道咀上说 了多少年

的 日月潭 ，是由日潭和月潭組成的。站在岸上高处統覧，一边是日潭，一边是

月潭。不过二潭弥合得如何也看不出来。日潭和月潭融合成的日月潭似乎 就是

一亇完整的阴阳太极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离。知道了这一点，首先

感叹的不是日月潭的美好风光，而是中国傳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穿越千秋万代，

飞跃万水千山，博大到台湾，精深到日月潭底。我们乘了游艇向潭中飞去。潭中

有一林木茂盛的园形小岛，名为月島，大概是因为小岛在月潭范围的原因吧，月

潭中 叫月島，名副其实。月岛把湖水分为两半： 一半园如太阳；一半曲如新

月，故整亇湖称为日月潭。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日月潭集天地之灵，诗意中

不乏壯阔。这里有日曰潭水电站，是高峽中的平湖落差的水力发电站。日月潭很

有盛名，日月潭湖里有半湖的诗 词故亊。此潭湖边上傍有现代化高楼和 蔣介石

过去的行宫。 啊！水天一色，风云弥漫。我们来日月潭正值阴天，远望青色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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峦间笼着一層淡淡的轻烟，日月潭的一泓湖水静静地闪耀着光芒。后来又下起了

小雨。午后的艳阳亮了一霎，就不见了。浩渺的潭上飘荡着如烟似雾的岚气。定

睛细瞅，也无法窥透日月潭迷人的风姿了。近前的粼波尚可看清一 二，远处的

迷蒙连猜测也困难。我们又乘旅遊车去潭的对面，对面变成这面，而这面又成了

迷蒙的对面。仿佛纱笼后面的美人，怎么也瞅不清那美丽的容颜。 

 

认识台湾要从台南开始！因为郑成功走过台南！ 台南，古迹之多为台湾之冠，
占台湾一半左右。台南和台湾的历史就在古迹构筑的时间隧道中流淌。在台南看
古迹。听传说，一亇人的名字和形象会越来越清晰。台南，一座郑成功走过的城
市。著名的「赤嵌楼」 ，原是荷兰入侵者俢建。而今大殿 「 文昌阁」 的厅堂
正中供奉着郑成功的画像。楼内还陈列着荷兰人投降的条約書。台南人一直纪念
郑成功，郑成功文化在台南文化脉络中的地位和意义不容忽視。看看郑成功留下
的足迹，台湾的历史该怎么解读，其实早有注腳。我们「 波士顿东方之声合唱
团」 一行到台南，孔庙不能不看。中华传统在这里一脉相传。台南孔庙是全台
湾最早的一座文庙。清朝时，朝廷將 「台湾府学」 设立于台南孔庙中。「台湾
府学」一直是台湾士子心目中的最高学府，文教地位无与伦比，因而有 「 全台
首学」之称。台南是台湾夲土文化保留最好的地方： 如七夕牛郎织女；元宵灯
节猜谜语；端午节吃棕子划龙船等传統民俗在台南很为流行。 
 

华灯初上，台北繁华地段的人群人来人往。小吃街区的摊位歺桌 д亭棚已经准备
就绪。夜市小吃正式拉开帷幕。一阵阵香味儿在空气中飘散，当然勾起我，也勾
起不少逛夜市小吃人们肚里的馋虫。说起台北的夜市小吃牛肉垃面自然是一大主
角。其他 诸如： 木瓜牛奶，面线，臭豆腐，蚵卷，担担面，肉丸，杨桃汁，台
式油面，蛋塔，麻豆文旦，甜不辣，鱼丸，贡丸，猪肉榚，蚵仔煎，珍珠豆花。
長長的夜市小吃摊位上，品种繁多。人们在这里摩肩接蹱，就是前来追求味蕾的
满足。牛肉拉面是台北夜市小吃中的 「 老大哥」，它不同于中国大陆西北地区
的牛肉拉面。说是辅以多种配料和特殊调料，经过多道工序加工而成。台北的牛
肉拉面加工那是一绝。拉制加工后的面，看起起来极 像女人时髦的巻发，弯弯
曲曲很有韧性。煮好的面条加上牛肉片和特制的牛肉汤头，撒上葱花，浇上红红
的辣油，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牛肉拉面引得人口水直流。再就 上一盘鹵制的豆腐
干，泡菜 д 煮花生米，那更精彩了。 夜市上有一种小吃是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
薄薄的润饼，撒上香香的花生末，再巻上两球冰激凌球。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亇
摊位前总是排着一条不長不短的队伍。 还有一种蛋糕，現烤现卖，也等着大快
朶颐的队伍。尾巴也甩出去好远。 这一边，小竹簽裹上软塌塌的面糊里面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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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在热油锅里一滾，就成了嫩嫩的炸鲜奶。老板小心捞出，用一小張紙快速
裹住手柄的部分，再用纸巾轻轻沾去鲜 奶上的浮油，才小心递到客人手里。末
了还不忘囑咐一句  小心，烫哦！ 那一边，水菓老板麻利地斩开一个莲雾，而
后表演似的一通飞刀，把莲雾劈成匀匀小块，最后裝盒给客人。在台北夜市小
吃，这儿的摊桌前，每天人都多得很。一些外国游客在吃 小吃时，摊主人则耐
心指导。有时虽然语言上不通，但在浓浓的台北人情味的感染下， 细嚼慢咽，
谈天说地，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台北是座多情的城市，有种不言而喻的浪
漫。徜佯于台北的夜市小吃中，台北小吃正用专屬于它的浪漫与温情，洗涤着现
代都市人们疲倦的心灵，营造着专屬于它 特有的饮食氛围。此时，与同行的歌
友们，喊上几杯啤酒，点上几份美食小吃，热闹的剧目便开始上演了。也许以后
在某天台北夜市小吃中的某亇摊位上，你我也会在其中！这就昰台湾台北夜市小
吃。不断变幻的细节，让人洞悉生活的变迁。 
 

台湾到底美在哪里？我要说：真想了解台湾之美，是在交通高峰到台北人流最多

的台北火车站或捷运〈 地铁〉 站去！那里每亇人都腳步匆匆地去抢时间。但

是，沒有一亇人争先恐后，沒有人挿队，没有人挤过别人，沒有人髙声喧哗，沒

有人抽烟，更不会有人隨地吐痰 。大家隨着排队的人流上车。人再多，可标明 

「 博爱座」的座椅是空着的。台北人几百万的人都这真成了风景，成了台北人

感到自豪的最美。台北捷运做到了人性化,艺术化。一个城市不能只有 GDP 和新

大楼，需要有文化,风格和有素养的人群流动其间。台北捷运人性化的设计很有

细节：如台北的捷运，有种很贴心的服务。如果你身体不舒服，你可以去服务台

要一种贴纸贴在胸口。这样，看到有贴纸的人，乘客会主动让位。台北捷运在月

台中段还有妇女专用的候车区。对妇女的关爱在細节上体现的这么自然。还有为

残障人士和孕妇设计的电梯。来车前有语音提示，还会有灯光信号方 便听力不

好的人。就连为老人设计的座椅都会叫做好听的「 博爱座」。值得一提的是：

台北的捷运等候站中，看到许多艺术展覧品，有雕塑，有油画，还有许多展覧活

动。你经常会看到有等车的人或者在艺术品前拍照，或者在画像前欣赏。捷运月

台有一种浓浓的文化气息，让人心静。台北另一亇吸引游客的地标是诚品書店。

書店走道设置了座椅，读者可以在此地看書到天明。每一位读者都安静端正地坐

在那儿看書，每夲書也得以嶄新地回到原位。高雅的举止，能为城市赢得尊重，

赢得軟实力。軟实力就是汘力，就是希望。这样的城市该有多美！台湾的风景,

风光是美的，但我体验台湾之美首先是台湾的风采美的尊严,自信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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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呸至極 - 再讀王小波            何 求 

 

前些時在網上看到一些議論，談到有些寫手的愛顯呸的傾向，顯呸自己呀，顯呸

配偶呀，顯呸孩子呀，顯呸鄰居呀，等等，等等。其實顯呸是人之常情。自己的

成就，得意之事，拿出來說一說，討得一些讚美，幾許羨慕，於人於己都是有益

健康的事，總比老窩在心裡誰都不告訴要好。今年我們在波士頓的老朋友裡有五

家孩子上大學。大家商量好，給每個孩子的成長故事做一個 Power Point 
Presentation，開個 party，好好兒顯呸顯呸，祝賀祝賀。當然，這些人都是故交，

顯呸起來無顧無忌。至於說到寫文章送到 public domain 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想還是要下筆切題為好，不必轉彎抹角，突兀甩出些和主題無關的諸如“丈夫

是美國白人”，“女兒是哈佛校花”之類的顯呸，讓讀者看得莫名其妙，心生反

感。畢竟讀者打開一篇文章，想的是得到一點有益有趣的信息，而不是找個不認

識的人來羨慕羨慕。 
 

說到顯呸，又想起了王小波寫的故事《夜行記》。和讀小波許多其他作品一樣，

捧腹之餘又回味無窮。故事裡一個書生騎著馬押著車仗趕路，恁地無聊，想尋個

能侃的談伴打發時光，正好一個和尚騎著騾子護送著一隊車仗女眷從後邊上來。

書生打心裡看不起這帶著女眷的和尚，便出言相譏，說了一通人心不古，佛門不

淨的挑釁話。不想那和尚竟隨聲附和道： 
 

“相公說的是！現在的僧寺尼庵，算什麼佛門清靜？那班小和尚看起女人來，直

勾勾地目不轉睛。老衲要出門雲游，家眷放在寺裡就不能放心，祗得帶了同行。

這世道真沒了體統！” 
 

這和尚恁地沒廉恥！把個書生氣得夠嗆，張口無言。和尚卻興致大發，顯呸起來

喋喋不休： 

“安南的女子嬌小玲瓏，性情溫柔，擁在膝上別有一番情趣﹔鮮卑女子高大白

淨，秀頸修長，最適於在榻上玉體橫陳﹔東瀛的少女深諳禮節，舉止得體，用做

侍婢再合適也沒有﹔西域的蠻女熱情如火，性欲旺盛，家裡有一個就夠，萬不能

有兩個。談到中國女人，和尚認為三湘女子溫柔，巴蜀女子多才，隴西的女子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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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關中的女子適合當老婆。天下祗有燕趙的老婆最要不得，因為完全是母老

虎。” 
 

這話著實讓書生上火，因為他老婆是河北人。書生想，不能由著這和尚顯呸，便

罷了女人的話題，來談自己擅長的騎射： 

“習射的人多數都以為騎烈馬，挽強弓，用長箭，百步穿楊，這就是射得好啦。

其實這樣的射藝連品都沒有。先抑，借以自揚。真正會射的人，把射箭當一種藝

術來享受。三秋到湖沼中去射雁，拿柘木的長弓，巴蜀的長箭，乘樺木的輕舟，

攜善鳧的黃犬，雖然是去射雁，但不是志在得雁，意在領略秋日的高天，天頂的

勁風，滿弓欲發時志在萬裡的一點情趣。隆冬到大漠上射雕，要用強勁的角弓，

北地的鳴鏑，乘口外的良馬，攜鮮卑家奴，體會怒馬強弓射猛禽時一股沖天的怒

意。春日到嶺上射鳥雉，用白木的軟弓，蘆葦的輕箭，射來揮洒自如，不用一點

力氣，渾如吟詩作賦，體會春日遠足的野趣。夏天在林間射鳥雀，用桑木的小弓

小箭，帶一個垂髮的小童提盒相隨。在林間射小鳥兒是一樁精細的工作，需要耳

目並用，射時又要全神貫注，不得有絲毫的偏差，困倦時在林間小酌。這樣射法

才叫做射呢。” 
 

和尚說，“看來相公對於射藝很有心得，可稱是一位行家。不過在老僧看來，依

照天時地利的不同，選擇弓矢去射，不免沾上一點雕琢的痕跡。莫如就地取材信

手拈來。比如老僧在靜室裡參禪，飛蠅擾人，就隨手取綠豆為丸彈之，百不失

一，這就略得射藝的意思。夏夜蚊聲可厭，信手撅下竹帘一條，繃上頭髮以鬆針

射之，隻聽嗡嗡聲一一終止，這就算稍窺射藝之奧妙。跳蚤擾人時，老僧以席篾

為弓，以蠶絲為弦，用胡子茬把公跳蚤全部射殺，母跳蚤渴望愛情，就從靜室裡

搬出去。貧僧的射法還不能說是精妙，射藝極善者以氣息吹動豹尾上的秋毫，去

射擊陽光中飛舞的微塵，到了這一步，才能叫爐火純青。” 
 

書生聽了這些話，把臉都憋紫了。他想：幸虧是在深山裡說話，沒人聽見，否則

有人聽了去，一定要說這是兩個牛皮精在比著吹牛皮。等到話題轉到了自己拿手

的劍術時，書生便搶先顯呸道： 
 

百煉的精鋼，最后化為纏指之柔。他有柄這種鋼打制的寶劍，薄如蟬翼，劈風無

聲。不用時，這劍可以束在腰裡為帶，用時拿在手裡，劍刃搖曳不定，就如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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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揮起來如一匹白練，刺擊時變幻不定。倘若此時此劍在我手裡，我隻消輕

輕一揮，不知不覺之間上人的腦袋就滾到地上啃泥巴，那時您老人家只覺得天旋

地轉，臉皮在地上蹭得生痛，還想不到是自己的腦袋掉下地了呢。 
 

和尚卻說，像這樣的劍隻能說是凡品，雖然在凡品中又算是最上等。如果以剃刀

在青竹面上剝下一縷竹皮，提在指間就是一柄好劍。拿它朝水上的蜉蝣一揮，那

虫子猶不知死，還在飛。飛出一丈多遠，忽然分成兩半掉下來。倘若老僧手中有

這麼一柄劍，只消輕輕一揮，相公不知不覺之中就著了和尚的道兒。你還不知

道，高高興興走回家去。到晚間更衣，要與夫人同入羅綃帳時，才發現已被老僧

去了勢。 
 

和尚又佔了上風，咧著嘴哈哈大笑， 
 

“當然，相公是老僧的好友，和尚絕不會閹了你。老僧這等劍術，在劍客裡也祗

算一般。有一位大盜以北海的雲母為刀，那東西不在正午陽光下誰也看不見，砍

起人來，就如人頭自己往地下滾，真是好看！還有一位劍客以極細的銀絲為劍，

劍既無形，劍客的手法又快到無影。不知不覺一劍刺在你左胸，憋住了心臟不能

跳動。登時你胸悶氣短，又請郎中，又灌湯藥，越治越不靈。此時劍客先生站在

一邊看熱鬧，要是他老人家心情好，上前把劍拔去，你還能活。萬一他輸了錢，

你就死吧，到死還以為是自己得了心絞痛!” 
 

這和尚端的能顯呸！不過你還別說，顯呸得體，也能給聽者平添不少情趣呢。 

 

今年是小波誕辰 60 周年，隕落 15 周年。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文革開始時小波在

初中一年級，用當時的話叫老初一。我是老初三。那個年齡的孩子之間常會有一

種居高臨下的感覺，高班俯視低班。“老初一”，“老初三”這些兒時的標簽久

滯腦海，直到文革之后多年我第一次讀到小波的文字時，才發現這位老初一已經

是一個巨人了。 

 

小波的離去給文壇留下了一片寂寞。 

注：文中若干段落選摘自王小波《夜行記》。有興趣者請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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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姥姥觀球記       貪玩 
 
 

老太太搬來麻州屈指數來已有三十八個年頭了。麻州地靈人傑，學校，醫藥，科

技各方面得天獨厚，而運動方面，四支球隊（棒球-紅襪，籃球-Celtics，橄欖

球-愛國者和冰球隊-Bruins）也很精彩，輪流地贏著全美冠軍。受兒子的影響，

對這些球賽也很投入，不過總是在家裡的電視機前加油，從來沒親臨現場觀看

過，當然一來是票價昂貴，二來是老爺不肯奉陪，我也“沒法度”了。 

 

二月中好友玉說她的洋女婿送給她幾張 3 月 4日 Bruins 的票，可割愛二張，問

我可有興趣，樂得我猛點頭，趕緊通知兒子留下時間和老媽作伴。 

 

這場比賽是 Bruins 對佛州的 Panther 在 TD Garden，七點開始，玉約我們六點半

在門口見面。開車去只要半小時，可是在市中心，停車是個問題，又是下班時間

，交通擁擠，還是坐地鐵比較方便。球場在 North Station，坐綠線可到。平時

很少坐地鐵，可是看到很多穿 Bruins 球衣的球迷，跟著他們走，準沒錯。果然

很方便，一出車站就是 TD Garden 的東區進口，人山人海的排著隊，看看時間才

六點不到，正好玉打電話來了，我們才能碰到面，這時真感謝手機的發明。我們

排著隊進場，也像是搭飛機一樣要接受安檢，手袋，大衣等，連水都不能帶入，

這些恐怖分子真害人不淺。 

 

入得大廳來，是一長排的小吃店，我們匆忙的趕來也無暇吃飯，只得在此買食充

飢，二個熱狗二瓶白水居然要價 24 元，真夠黑的。看看別人來來回回的折騰，

又是啤酒,飲料，又是炸雞，炸魚，披薩。。。票價不算，光吃也花了不少，老

美真的會享受。不過在商而言，這生意也不好做，因為只有球賽或表演前的一二

小時及休息時間才有生意啊！ 

 

找到了座位，放眼望去，這個球場可容納一萬七千多人，中間球場是冰棍球與籃

球公用，有時也用於音樂會，溜冰，馬戲等其他表演，所以音響特佳。場中央的

上空有一個特大的四面電視，坐在任何地區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再上面兩邊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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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著二種冠軍旗，一邊是冰棍球的，一邊是籃球的。籃球我們贏過 17 次之多。

從 1959 到 1967 連贏八次由 Bill Russell 領軍的王朝，80 年代後是 Larry Bird

大鳥與加州湖人，芝加哥 Bulls 的三國鼎立時期。最近一次是在 2007 年由 Paul 

Pierce, KG 和 Ray Allen 合力打敗湖人的小飛俠 Kobe。冰棍球則只贏過六次而

已，二年前 2011 贏得冠軍而與上一次奪冠相隔了三十九年之久，去年也打入了

冠亞軍之爭，今年亦很有希望，加油！ 

 

Hockey 的賽制是分三節，每節二十分鐘，中間休息時間也是二十分鐘。每隊五人

。另有一個守門員，每人手中一把木質的 L型寶劍，用以推球，也常會折斷。一

塊黑色的圓形塑膠球似手掌心大小叫 puck。如被飛球撞到頭部，不死也傷，所以

球員們穿著冰刀鞋，也要帶上頭盔，手套及護身的裝備，守門員更要在前膝上加

上二大片盾，以便跪下來擋球用，看起來似個機器人。球場的四周都用透明的塑

膠板圍繞著，至少十多尺高，以防球飛出傷及球迷。 

七點準時開始了，先一一介紹二隊的球員出場。這時地主的球員佔盡了優勢，鼓

掌喝彩聲不斷，再看看全場一片黑金色，這是 Bruins 的顏色，坐在我們前排的

十來個小女生，不僅衣著，連鞋子，鞋帶，帽子，圍巾，髮夾全是黑或金色，看

來我們是穿錯衣服了。球員們暖身練習了十來分鐘，冰場上就劃花了，二部磨冰

機就入場放水磨地，以後每節休息時都要來加水磨平。 

 

Bruins 的總教練是個半禿頭胖胖的好好先生 Claude Julien。他手下有三位副教

練，對方亦 

是如此。球員共有二十人上下，另外二位守門大將。他們平均年齡在 25-26 左右

，身高多在六尺以上，有趣的是今晚 Panthers 的守門是我們在 2011 奪冠的功臣

Tim Thomas，今年已高齡 39，廉頗老矣，尚能飯乎？ Hockey 的賽制有些另類，

球員犯規固然會罰，但看不順眼，欠揍時就先打了再說，一對一的互打，其他隊

員也圍著看熱鬧，球迷們更是推波助瀾，唯恐天下不亂，幾分鐘後才由裁判拉開

，被罰去關小房間二分鐘，這叫 Power Play，被罰隊裡的只有 4人應戰，如果雙

方都有錯就雙雙被罰，4人對４人的打球. 

 

七點半正式開始，自然是先唱國歌，因為是冬季奧運剛結束，有十位得金銀銅牌

的選手出來亮相。原來他們都是住在新英格蘭區的代表。夠屌的！球賽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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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4位裁判。兩隊球員你來我往，飛馳如電，看得我們目不暇給。這種冰上功

夫很耗體力，球員們三四分鐘就要換人休息了，有時五個人同時換下，在打到六

七分鐘後，我們的 46 號 Krejci 一個劍步，唰的一聲，說時遲，那時快，對方擋

之不及，球已入網，雷鳴聲大作，球迷們瘋狂的叫聲，在大電視上顯示了噪音指

數，震耳欲聾。難怪在主場打球，威力無比。 

第一節打完了，休息期間，請來了一些小朋友來表演冰棍球的推桿進網。孩子們

大約十歲上下，木棍比人還高，戴著頭盔，溜來溜去，像是砌木 Lego 的小人，

可愛極了。 

 

第二節我們又連進了二球，3：0球迷們樂瘋了。到了第三節他們終於進了一球，

沒死得太慘。這場我們共推桿想進球 39 次，而他們只進攻了 24 次，所以我們的

守門員 40 號 Rask 金鐘罩的擋功法練得不錯。到了最後二分鐘時，Panthers 放手

一搏，撤下了他們的守門員 Tim 可增多一位進攻員希望能搶球得分。唉喲！一不

小心又被我們的 46 號搶回了球，一路直搗黃龍，進入空巢，又多得一分，一時

聲浪大作，很多人把帽子拋向球場內，原來今晚 Krejci 一個人獨得三分，在

Hockey 上是非常不易的，因為一般來講，一場球賽平均也只能拿到三四分而已，

這叫 Hat Trick，是向他致敬之意。這場比賽 4：1結束，贏得很爽，對方灰頭土

臉的黯然退場。記者們追著輪流訪問這場表現出色的英雄人物。他們一個一個的

昂首謝幕，球迷們看得依依不捨。已到了曲終人散時，在這春寒料峭的三月夜，

大家還在場外徘徊，抽煙，喝酒，聊天，不願離去，好像是老子明天不上班了。

我們好不容易擠上了地鐵，才發現美國也有沙丁魚列車的時候，閉上眼彷彿回到

少年時在台北擠公車的滋味。看場球賽讓我找回了年輕的感覺，真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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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愁滴滴                     何問 

 

下雪的城市總有多雪的冬天。 

在漫天飛雪裡清雪, 回頭,總有她抱著孩子在窗内揮手,要我進屋喝口熱茶。 

冰雪如同世道,打在臉上     很冷。 她端來的茶     很熱。 

 

街頭轉角有一西餐廳,佈置如同湖濱渡假小屋。我們常常轉到那,我點一客 shrimp 

scampi 和生啤酒,看她興致盈然的翻著菜單,問我今天應該吃這或是嚐那。 

小木屋的飯菜總是可口, 但她的笑語更是香甜。 

 

Ultrasound前一晚我做了個夢,夢見蟑螂從窗口丟進一隻可愛的 teddy bear。  

我告訴她這個夢,並且猜測是個男孩,因為一蟑螂代表弄璋,二, teddy bear。 

當醫生指著螢幕上的小東西說是 boy 時,她握著我的手,好緊。 

而那晚我的夢 

好輕。 

 

據說孕婦睡軟床對腰不好,所以我們搬到地板上睡。 

舖著三層被褥的地板還是又涼又硬,她蓋在我身上的幸福則是又柔又軟。 

 

花月正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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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伊斯坦堡的碼頭        胡宏  寫於波士頓 

 
 

去年訪烏克蘭得一詩，近日烏克蘭事起，那邊可愛的人民和悽切的歷史還不釋於懷。盼為讀者
介紹我那時「何不歸去」的心懷。 

 

我望著滾滾的浪濤 

看不出它是流向何方。 

我只想找隻小船，對著日出，奮力划走。 

 

老回回說﹕   莫試，沒人能敵得過這千古的洪流。 

我問﹕    它是從黑黑的海流向地中， 

     還是喧囂的大海被黑黑地吞走﹖ 

 

古今多少人只想跨過這脈水到對岸， 

只有強人們偏要在兩岸把關。 

於是千百年的滄桑在流傳⋯ 

 

我要找隻帆船，乘風而去，不再回頭。 

不管 是被帶到陰森森的北海，還是轉向紅通通的南路﹔ 

   是在這脈水裡無邊地轉著，還是找到我老家的那方鄉土。 

 

註﹕古波斯語，黑海即是北海﹔紅海就是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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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不知道的英国    史家元 

 

英国是一个世界上人人都知道的国家, 西方国家习惯称它为大英帝国（

Great Britain）, 也就是大英帝国联邦（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 缩写 U.K.）另一称呼, 它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

兰。。  大英帝国的“大”字我想并不是“大小”的“大”，而是“伟大”的

“大”，因为在过去, 靠着它众多的殖民地，曾被称为是一个“国旗不见落日”

的国家。在英国本土，直到今天，你会感到这种看法仍然存在。 

 

 在伦敦的旅遊车上打开英国地图，你会发现伦敦附近很多地名与波士顿郊

区的地名相同，我恍然大悟，原来 1620 年英国人来到麻州设立殖民地时，在波

士顿采用了不少伦敦附近的地名，到了 18 世纪英国开始向麻州抽税，遭到麻州

人民的反对，才最后引起 1775 年美国独立。可见英国爱搞殖民由来已久，内外

不分。 

 

 伦敦是与纽约齐名的城市，旅行社大概为了省钱，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游

伦敦，我们於是自费早到一天（共两天）来参观。先后看了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白金汉宫（Buckinghem Palace）, 国会大厦 （House 

of Parliament）, 温萨城堡 (Windsor Castle),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走马看花所得到的了解是西敏寺是英王加冕登基的场所，也是皇族名

人葬身之地。白金汉宫是女王的正式住所，温萨城堡是女王的行政官邸，这两个

地方只能在铁门外面看，不能进去, 但在这两个地方可以看到红衣御林军的换班

出巡，我想每个来英国旅遊的人都不愿意放过这个难得的看点吧, 这是英国皇家

对英国观光业的一大贡献。 

 

 国会大厦则是英国国会所在地，要买票才能进去，我们参观了上下两议

院，当晚就在电视上看到英国首相卡梅伦在那里接受质询。大英博物馆参观证免

费的，里面有不少中国的文物，老中看了咄咄称奇，他们大概都忘了八国联军这

档子事了，很多宝物都是在那时被搬去的。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君权是



 
第 30 頁 e-通訉第二十一期 2014 五月

象征性的，首相才是主理国家政事的人（每周与女王见面一次）。英国人民热爱

他们的女王，她是英国的一大开销，但也为英国增加不少观光的资源。在国会大

厦我们每人以 25 英镑（相当$41.50）的代价享受半小时的下午茶，大量的甜食

和美味的咖啡，经历了一次英式享受。后来在街头又享用了数次下午茶，付费 5

到 9 英镑不等，可见国会很懂做生意。我们在旅遊车上沿着泰晤士河(River 

Thames)走了好几趟，发现此河受潮汐的影响很大。岛国河流多不长（仅 205

哩），离出海口近，所以河会有潮起潮落的现象，这是我从前不知道的。 

 

 
 

 伦敦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摩天楼式的建筑屋不多，但老式的建筑都保持得

很好，而且样式美观，很有历史价值。伦敦街头充满了红色双层巴士，有一次我

看到十部巴士连成一串，每部乘客量 30%左右。英式的红色邮筒在街头随处可

见，古色古香。英国的警察很少，而且不带枪支，在旅遊车上有人对此发问，导

游没有回答。我想英国人比较守法，而且警察多用在与皇族有关的杂务上去了，

像守门，女王出游维持秩序等。在伦敦响着警笛疾驶的车多是救护车，少有警

车。英国车靠左行，从车靠右行国家来的人要小心了，你一直注意右边的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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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不防左边一部车冲来，要你的命。在英国过街时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红绿灯的地

方过街，切记切记。 

 

 我们的导游是位典型的英国人，热爱英格兰，他对英国的历史相当熟悉,  

介绍了千年以来英国的政教之争。我是从他的嘴里得知英国国王亨利第八为了要

有个王子，结了六次婚，由于天主教不许他离婚，才成立了英国国教，把她从天

主教中分离了出来，两个老婆还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些轶事他谈起来津津有味。

在中国过去常提“英伦三岛”我想指的是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其实这三个

地方不是三个岛，而只是一个岛的三个不同的区域。英格兰和其它两个区域始终

有战争，一直到 1284 年威尔士才与英格兰结盟，苏格兰与英格兰结盟更是等到

1707。至于爱尔兰北部的北岛（Northen Island）一直到 1929 年才成为大英帝

国的一部分，而爱尔兰（Ireland）至今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人问导游英国

有多大，他想了一下说大概与美国加尼福尼亚州一样大，我查了一下资料，英国

面积 80，823 平方英里，加州面积 158，706 平 方英里，大概只有加州的二分之

一大一点。对于这麽小的一个国家来说，你会觉得他们应该很团结，其实不然，

英国人对威尔士或苏格兰的人很歧视，在这次旅遊中特别感觉出来。导游车的司

机是苏格兰人，每次导游拿苏格兰或威尔士开玩笑时都要向司机道歉。英国人不

喜欢法国人或德国人可以了解，但看低威尔士或苏格兰人，诚属不智。威尔士地

区也说英语，但有他们自己的方言，叫做 Cymraeg，属于 Celtic 语的一支。苏格

兰地区说英语，也有他们当地的方言，叫做 Scottish Gaelic。由于两地位置较

偏僻，经济情况不如英格兰中心地带，收入往往只及一半，多数人皆以务农打鱼

为生。 

 

 在伦敦的两天由于旅馆只管早餐，我们有机会去伦敦的中国街尝鲜，发现

这里的中国菜口味很好，川菜，京菜，广东菜，应有尽有，而且街道很宽，明亮

清洁，颇感意外。据说是伦敦有大批中国留学生，所以促成中国餐馆生意兴隆的

现象。 

 

 离开了伦敦，我们就去了英国有名的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的家乡 Stratford-upon-Avon。说来很奇怪，这位举世闻名的文学家在他的家乡

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这位 1564 年出生的文学家在 18 岁时和一个比他大八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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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结婚，那是她已经有三个月的身孕，所以他是标准的“小丈夫"（Toy Boy），

这些在当年的”英国文学史“中是找不到的。我们参观了莎士比亚出生的房子，

他有一个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儿子（儿子都没有活过 11 岁），女儿为她生了一个

外孙女，可惜外孙女婚后没有子嗣，莎士比亚的直系后裔就到此终止了，而莎翁

的盛名却至今久传不衰。到了莎士比亚家乡之后，我才发觉他的理财能力并不亚

于他的写作能力。 

 

 
 

 我们接着参观了著名的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这个 1096 年开

办的大学是英国最老的大学，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导游告诉我们牛津

有 38 个学院，大学部有 1,500 名学生，研究生部有 4,000 名学生，而全校教职

员工有 10,000 人，学生与教授的比例是一比二，学校采取两名教授对一名学生

的方式教学。每学年分三个学期，每学期学费一千英镑，但外国学生要交九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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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因为英国的教育制度有大量的政府津贴，只有本国人才能享用。学校没有校

园，与美国东岸一些长春藤大学类似，外国学生不少。多年来培养出不少作家，

学者，国家元首级的人物。 

 

 比起美国，英国的城市显得老旧，但英国的乡下非常美丽，我想这和英国

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很讲究环境的优美。他们的住屋都不大，但保持得很整

洁，花木扶疏，令人悦目赏心，田地即使在收获之后也保持有条有理。他们的畜

牧业很发达，到处牛羊马成群，连猪也采取放牧式圈养。放眼看去，山野田园，

丘陵起伏，到处都像是一幅一幅美丽的画。 

 

我们由东向西朝威尔士移

动，路过两个英国人认为

的历史古迹，一个是罗马

人入侵英国时使用过的温

泉，称之罗马澡堂

（Roman Baths），另一

个是在原野上竖立着数十

块排列成行的巨石 阵 

(Stonehenge), 据说与史

前文化有关。在十月的阳光下，我却被英国乡间的景色陶醉了。 

  

 我们终于进入了威尔斯。比起英格兰，威尔士是一片高地，丘陵起伏，有

英国南部最高的山 Snowdon (3,560 英尺)，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爱

尔兰的 Wicklow Mountains。看惯了英格兰平地的我觉得 Snowdon 真是雄伟壮

观，我们的旅遊车竟然越该山山巅而过，实在过瘾。在威尔斯我们还参观了一个

生产石片（slate）的博物馆，这博物馆就设在当年生产石片的工厂上，原料就

取材于厂边的一座石山，石片为黑色，可用来铺路，建屋，或做不同用具与装饰

品。我们乘坐当年运石片的火车观赏了山区的风景，还看了一个私人花园 Clough 

Garden, 非常美丽。对一个游客来说，从英格兰到威尔斯不过是由一个镇到另一

个镇而已，但对英籍导游来讲像是从英国到了外国一样，在播音器里再三提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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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两天后重回英格兰，感觉威尔斯比英格兰更乡土，朴实，也可爱得多。很可

惜在威尔斯我们只待了两天，每天早上的新闻节目播音员都要先用威尔斯语说一

遍，然后再说英语。可见他们不愿忘记母语。 

 

 英国的公路分成好几种，Motorway (M), Autoway (A), 前者相当于美国的

州际（Interstate）公路，多线来去，后者仅双线来往。几乎所有公路都不要交

钱的，但据说也有有交钱的 M 型公路，我没有看到。除 A 型公路还有 B型公路，

其分别在运输量的多少来决定。不像美国的公路，英国的公路很实用，两边路肩

留得不多，路两旁的美化工程也不多见多，用平面交叉（roundabout）来解决两

路交汇，节省不少材料。车速在 M型公路上也可到达 60 英里的时速 （他们也用

英里，但温度却用摄氏计算，这一点与美国不同）。 

 

 离开威尔斯我们行车的方向改成由西向东行，又回到英格兰，到达了一个

古老的城市 York, 这个城市有一个特点；是由罗马人兴建的城市，有城墙，保

持得很完整。在英国人的心目中，罗马是代表文明，所以这个城市也成了英国的

文化古城，更是宗教的重地，因为这里有一个中古世纪的教堂 York Minster，以

玻璃窗饰出名（76 英尺高，有 1，680 块彩色玻璃组成）。窗外寒风猛吹，教堂

内很冷，只有在修道士活动的地方有四个水门汀供应暖气，难怪教堂四处都贴满

募捐的招贴，英国的经济困境可见一斑。这里的英式奶茶与甜点很有名，坐在里

面气氛温馨，奶香扑鼻，非常享受。在 York 另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就是这里有

一间比伦敦还要棒的中国餐馆，北京烤鸭，牛肉面非常道地，据说又是靠该城大

学里众多中国学生的照顾所致。 

 

 离开 York 我们继续往东北行，路过一片荒原，导游说这里是国家公园，这

种土地叫做 moors，是一种低洼沼泽之地，他说这是英国的“大峡谷”（大约

550 平方英里）,大家都笑了起来。不久我们就到了滨临北海的 Whitby Abbey, 

一个在 16 世纪中叶被英王亨利第八为建立英国国教所摧毁的天主教寺院（abbey 

与 church 有所不同，后者为崇拜之地，前者除了崇拜，还是神职人员的住

所），而今只剩下断墙残垣，面对来自北海冷风的吹袭。我们在海边小镇吃到了

炸鱼片，是英国最常吃的简便午餐，接着去参观了英国最大的庄园 Castle 

Howard, 占地一万三千英亩，是我这次旅遊中看到最美丽的私人房产，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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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家族仍在庄园中居住，电视或电影常以此为拍摄背影。周围环境极佳，能

住在这里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在没有来英国之前。我就听说过湖区（Lake District）。从伦敦乘火车去

要两小时四十分中，从 York 乘游览车去不到两小时就到了。这里有山有水，是

英国本土最有名的度假胜地，难怪英国文学史上的 Wordsworth （诗人）  Keats 

（年轻诗人）,  Beatrix Potter （写儿童书籍，与湖区有关）都在这里成长或

摄取灵感。在湖区内有十六个湖，车子直接开到最大的 Windermere 湖边，下车

参观。这是一个长形的湖，游客川流不息，湖面游艇不少。蓝天白云，远山如

画，果真名不虚传。湖不大，只有 5.69 平方英里。Wordsworth 当年在此生长，

我们去他的墓地凭吊一番，当年读他的诗，没想到五十年后会站在他的坟前。人

事难料，由此可见。距湖不远有座农庄，庄主为了防止沿湖土地被观光业破坏，

将土地收购后转租农户继续种田，为要支持他，我们全车人员去他农庄用膳，是

一次难得的经验。 

 离开这里后我们就向苏格兰进发了，导游先播放几首苏格兰的歌曲，然后

就在快要开出英格兰边境时他大声播放英格兰曲子，还充当指挥要大家和他共

鸣，大家都笑了起来, 但附和的人寥寥无几。经过“私奔城”（Gretna Green 

– 这个地方有点像美国的 LasVegas, 年轻人可来此私奔结婚，不受法律限

制），在黄昏时刻到达爱丁堡（Edinburgh）,是苏格兰的首都。说来难以相信，

这里的纬度和阿拉斯加 (Alaska) 相同, 不过没有高山，又离海很近，所以气温

没有阿拉斯加那麽低，但比起英伦要冷多了。我们次日乘车游了市内公园和有名

的爱丁堡城堡，两处地势都高全城都看得很清楚，是个很漂亮的城市。因为是周

日，城堡内人很多，大家都在找厕所，我们的女地陪（苏格兰人）对大家说

“Cross your legs, think of England”。我当时脸正对着我们的英格兰导

游，他十分尴尬脸都涨红了。这句话充分说明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也全不假以颜

色的 (苏格兰在今年十一月还要进行独立公投，英国首相极力阻止)。在爱丁堡

的旅馆面临大街，街对面是餐馆酒吧（在英国称 PUB），午夜前后大批酒友涌

入，高声喧哗，直至次晨三时方息，领教领教。 

 英格兰人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头脑非常聪明，懂得思考，对世界科

技有很大的贡献，18 世纪的工业革命就起源于英国。但英国人非常狡滑，在他们

自知英国的时代已走下坡路的时候，会在世界各地留下许多动乱的源头，为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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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火中取栗的机会。一位在英国取得医师资格的印度人告诉我，英国人活在过

去的荣耀中，他们歧视印度人，中国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

几乎无人不歧视，唯有对老美例外，一般说法是血浓于水，但文化背景和语言相

同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英国人相当现实，能屈能伸，从最近不参与美国对叙利

亚动武的计划，到去中国陪笑脸，求商机的事全做得出来，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他们的优点。 

 

 十五天的旅程，从伦敦

到爱丁堡游览车总共开了一千

三百三十四英里，其实直线距

离没有这麽长，但我们忽东忽

西，南转北转，走了不少重复

的路，所以就显得长了。我们

一共住了六个不同的旅馆，伦

敦和爱丁堡的旅馆可算四级，

其他小地方旅馆只能称三级，

多是老式旅馆扩建而成。在乡

间的旅馆夜晚很冷，温度只能   

 

调到摄氏 19 度（华氏 54 度），不能再高。有间旅馆卫生间的洗脸盆只有两寸

深，无法积水，没有浴盆，淋浴处也只有两寸深，要极小心水才不会流出来。这

些说明英国人算计太紧了。十五天的旅馆，九天没晚餐，十三天没有午餐，有三

天要自己出钱出游，旅遊车只管接送而已。与同游的一位美国老太太谈及此事，

她说这是时下旅遊团的趋势，也是旅遊公司压低旅遊费用的方法，今后外出旅遊

的人要记住了。英国多雨，十五天中大概有八天是阴雨天。 

 最后一日清晨，我们五人再加六件行李乘一部计程车赴机场，毫不拥挤，

足见英国计程车设计高明之处。车资共三十英磅，每人才分摊六磅，既环保，又

便宜。再见了，我若是再去英国主要是为了她的自然美景，其它的像教堂，城

堡，老旧建筑皆可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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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馬    袁尚賢 

 

 

  馬是個比人体高大好几倍的草食動物.先人居然敢騎到它的脊背上.而且在馬嘴

里用金屬作的嚼口(bit), 夾在門牙與前臼齒之間的牙齦上,騎士勒馬,馬就感到

壓痛而馴從,走騎士想去的方向,這種行為,最早發生在那裡? 根據考古的研究,最

古老被人騎過的馬是在公元前四千年的烏克蘭草原上:聶伯河東岸的 Sredny Stog

文化遺址中埋了兩隻狗,一些陶器,一片好像是鹿角作成的馬面頰片,一匹特大,七

,八歲的牡馬,它的兩個前臼齒磨禿了 3-4 毫米,牙尖表面又有金屬嚼口打擊而呈

的小裂痕,已知馬被裝上嚼口,會把它用舌頭頂到齒的前端滑來滑去,把牙齒磨禿,

而且琺瑯質有打擊而破裂的跡象,這在今天馴馬與野馬的牙齒磨禿現象一比較就

知道,牙的細微裂痕在電子顯微鏡下更為明顯。這些以前只有在公元前兩千年的

伊朗 malyan 出土的馬齒上見過,如今馭馬的證據可以上推到公元前四千年的烏克

蘭草原上。 

 

   有馭馬能力的騎兵每天可跑上一百多公里,能負載九十公斤的物質,因此一小族

人能涵蓋很大的地盤,騎兵突擊遠方的無馬族群,在對方能反攻之前就走之夭夭,

那些無馬族群可能因此滅絕。公元前四千年的東南歐已經有多種農作物及穀倉,

形成許多大鄉鎮,造了兩層的樓房,生產青銅器及精巧的陶器。在烏克蘭有騎術之

後,鄉鎮出現了防禦式的居落,然後漸漸式微,出土的古物被草原兵器及其物品所

取代。最盛時出現了蒙古大帝國。 

 

   印歐的古代語言,其中有馬、牲畜、及輪車等字眼,而穀物的名堂特別稀少,大

概是原始的印歐語人所居住地方,畜牧重於農作,或即是這些烏克蘭來的草原騎士

侵略者,成為統治者,他們的語言取代了當地語言,今天印歐語系是這種古印歐語

演化而成。他們的統治不只靠騎術,也帶來農業、畜牧、冶金及後來的輪車,所以

古印歐語影響大半歐亞大陸達五千年之久。在今天「大俄踐小烏」的國際局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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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界一大爭論:俄語與烏克蘭語其實很相近,或曰烏克蘭語是古老的,俄語只

是烏語的一支演化而成? 

 

我們的象形字「馬」也讀作 ma,大概是受到古印歐語馬叫做 marko 的影響用了 ma

音,英文的母馬是 mare,而普天下嬰兒的第一句話 ma-ma,我們寫作媽媽,就是借了

馬音而成。 

 

   馬這個物種,最原始是五千萬年前生活在美洲大陸,只有二十多公斤重的「馬祖

」,到四百萬年前演化成壯大單蹄而善跑的現代馬,經由白令陸橋散布到歐亞大陸

。但是美洲的原馬卻在一萬多年前,出現了從西伯利亞而來,走過同一個白令陸橋

的印地安人,他們狩獵能力太強,使得美洲大陸上的大型動物,如長毛象、馬等都

一個個地絕了種! 一直到五百年前,西班牙人帶來幾十匹馬,用以征服了 

Maya,Aztec,Inca 帝國,美洲才又有馬的足跡,後來一些逸馬變成野馬、終於跟它

們祖先一樣能在美洲大陸自由馳騁了。 

 

 

 

燈謎: colt,foal,horse,mare,mustang,maverick,pinto,stallion,steed ---- 猜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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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台灣之戀       蔣宗壬 

 
台南倧這個台灣文化中心的古城雖然因政治與文化中心移到台北而落後，但歷史

古蹟上仍然是台灣的首屈一指城市。明末鄭成功在台南的建設到處可見。我第一

次到台南是七月來參加工學院附工的入學攷、匆忙來去沒什麼印象﹔而八月底到

台南上學時、則感受不同。雖然是我首次離家獨居、免不了有些想家、但男子漢

四海為家總得自已闖闖。走出台南車站將小箱子安置於自行車上向南門路的親戚

家騎去。那時正是鳳凰樹開花時季，沿路綠葉紅花美麗己極，使人心胸開朗感到

非常快樂。不禁愛上這個樸實的城市。 

 

我之選擇進工學院附工，一所職業高中而不進建國中學高中、主要的是我不喜歡

將來進入政治舞台、斷了父親想培養我接班的意願。其實父親本身就不適合搞政

治。只是他們那一代眼看家國受外國的侵略、愛國的熱枕、為民主自由奮鬥而走

上了政治舞台。看看他們那一代有多少學者走上了政治舞台、而結果被暗殺而

死﹔被打壓一生的、也不在少數。父親應該是位學者教授而不該是在野黨的領

袖。他為人太誠實忠厚、吃了虧尚不知道；他非常好學，在九十高齡依然每日看

三個多小時的書。另一個原因是離開我那群太保弟兄﹔不然將來愈陷愈深會真正

走上黑道。 

 

高工一年級在學校裏風頭甚健、不僅功課好，又是籃球隊長（在台北我那群打籃

球的朋友中，我的球技只是中等；但到台南則高高在上、算是好手。）﹔而在學

校裏的中、英文演講比賽皆第一名。高工的課程與普通高中不同。高工的國文，

英文每週只有二堂，公民及三民主義只有一堂，不學歷史地理與化學；而取代的

是應用力學，材料力學、幾何、代數,微積分，劃圖,木工, 泥水工,測量, 房屋

及公路工程等專業學科。 

 

由於我一個人租親戚家一個小房間、一桌,一個上下層的床。學校的功課我一定

在離校之前全部做完，同時也預先準備明天的功課。每天早上八點到校、下午五

點半離校。同學們必需七點多到校参加朝會,我則向教官請長假不参加升旗典

禮、理由是我得自已做早飯沒法七點半到校、想不到教官居然批准。我晚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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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也晚、大多數同學都在四時左右離校。其實附工所有課程在二點就結束﹔二

點以後是實習課、諸如測量，木工等等。六點回到親戚家吃晚飯、休息一會就去

台南美國圖書舘看書報雜誌。因此認識了幾位同好及勞思光先生。勞先生有空時

指點我們數理羅輯（推理）。我們成立個小讀書會，每人每個月要細讀一本好

書，作筆記再在聚會時報告給其他會友。我們有三位會員、每個人看一本書、加

上聽其他二人的報導、等於每月讀了三本書。後來聽說如果被政府知道讀書會式

的組織會被當作共產黨而抓起來、只好解散。讀高二時我己開始替建築工程公司

畫圖掙自己的零用錢。所以週末、有時週日的晚間都在畫工程圖。那時畫圖是以

一張張的圖計價，繁的圖大約一百多台幣〈至少需畫二天）、簡單點的只有六十

元左右、圖有錯則不接受也不付錢。 

 

高二上那年十一月，台南女中校慶，學校辦運動會開放讓外人参觀。我們這些男

生借機進入這平常不准進入的女校参觀。這一次的参觀對我一生改變甚大。當我

們三位工院附工的男生進到台南女中的運動場時，已是下午三點、看台上已坐滿

了人。我們只好坐在最後一排。我帶了一個向友人借的有望遠鏡頭的照像機、利

用望遠鏡觀看各种不同的比賽。看到一位美麗的女孩在低欄賽跌倒、可惜轉眼就

看不到她到那裏去了、只記得她的運動衣的號數是 447。 

 

人說有緣就會相遇、無緣自會分手、當真不假。大約半個多小時、我一直用照像

機的望遠鏡找她的時侯，突然聽到非常甜美的談話聲來自背後，回頭一看、竟然

是她同另一位美麗的女孩就站在我們後面不遠﹔不禁想到宋朝辛棄疾的青玉案中

的＂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她比較清秀有點像

電影明星樂蒂、但氣質上却有點象＂慾海奇花＂電影片中的女主角，義大利美女

史雲娜有點冷冷的﹔另一位則是艷美形的女孩。很想問她的名字，却有些感到不

便。反正我認識不少台南女中的學生，一定可以由運動衣的號數找到她的名字。

接著是運動會結束的團體舞蹈、我終於可以用照像機照一張她跳舞的照片。希望

由於歲月的變遷人們無法由這張近六十年前的老照片認出她來、因為她名氣頗

大。（附照片）。當她站在我們坐位後面時，我暗示二位同學讓他們看看我心目

中的美女。事後談起他們也公認 447（因為不知她的名字、我們以後一直用 447
來稱她）是有氣質的特等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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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回台北之前問同巷裏的一位

台南女中的高一女生，（她的母

親是我親戚的牌友、她跟著我親

戚的孩子叫我二舅）要她查查

447 的姓名，她答應了﹔但却一

直沒有結果。直到我的親戚（我

叫她大姐）說起；這位夏小姐的

母親有次聽到她女兒同二位好友

（這三位女孩經常找我打桥牌, 

二位姓夏另一位姓謝）談起我﹔

有一位說找男朋友就要像我、書

讀的好，又會玩，人長得帥又有

氣質、脾氣又好（其實我脾氣很

壞、只是同她們在一起打橋牌沒

有生氣的必要。）。夏小姐的母

親告訴她們三位說＂知道就好，

像二舅舅這樣男孩你們都不夠資

格去交往。找一個樣樣都強過自

已的男朋友、保證無法長久。＂

我才知道自己的錯誤、找喜歡自

已的女孩打聽另一位女孩的名字

該多笨。這時已是高二下半年。

﹝台南女中就在我住的南門路不

遠。從住處走路只要幾分鐘）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台南女中校慶 

                      

有緣總會相遇。四月底，台南師範有一個話劇表演、我那晚沒事，答應在師範讀

書的友人去看她的表演﹔就這麼巧 447 同她的那位美麗同學就坐在我前面。一塲

表演我根本沒有看多少、倒是看 447 的時間比較多、也很注意她們二人的交談﹔

因而知道 447 的功課很好因為她們談到考高中的問題，而她的朋友說＂你一定保

送等等。＂散塲後、我決定跟著她們、以便找到她住在那裏，好在大家都坐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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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她不會注意到我在跟她（那知後來熟識後、她告訴我起先她以為我在跟蹤

她的好友，到她的朋友下車後、她才想到我可能是跟她）。跟着她下車後，我故

意走向反方向然後看她轉彎後再快步追隨却一直保持一段距離，看到她進門後又

等了一會才走進巷裏看她家的門牌。好在等了一會，她居然在進門後又開門出來

看看。門牌不僅有號碼而且有葉宅二字。回到居處感到收獲不小，既知佳人住處

又知她姓氏。由於仍然不知她的全名故也無法寫信。在這叚日子裏偶爾我會早点

離開學校到台南女中大門附近的冰店等女中放學(工院附工放学較一般中学要

早，因為每週有三個下午是工廠實習、諸如木工、打鐵、泥水工等、只要該做的

工作完成就可以回家。)、看她等公共汽車、她每次看到我就會裝作一付沒看到

我的樣子、頗為可愛。轉眼暑假、我己決定跟測量老師去中部做測量助手、匆忙

回台北家裏二天到中華路的舊貨攤買了雙美軍皮鞋及手套（因為到荒山野地測量

必需穿高统皮鞋打挷腿以免蛇咬，同時爬山載手套也比較安全。）就到台中報

到，做三個月的苦工﹔當然也暫時忘了心中的佳人。 

 

九月到台南工學院附工報到、才知道由於台南工學院改為成功大學，我們的學校

與台南高工合併需到南工報到。教官找我談了許久，才知道自已是在特工的黑名

單上、教官勸我將來在大學少参加活動以免影響朋友同時也可以减低特工的注意

力。當時我並不在意這些、只為無法保送工學院而緊張、一直認為自已可以保送

進大學，這一下要参加联攷、那有時間準備在高工沒有學的歷史，地理及化學

呢！好在我一向看得開、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到時再說。進了台南高工、學校

功課做完就開始自修高中史地。因為我已申請並已接受軍工局的監工工作、暑假

是無法像別人一樣準備大專入學联考，只好走一步是一步。 

 

高三剛開學二天，我的好友程瑾告訴我、他在台南女中的親戚（一位姓包的女

孩）告訴他 447 的名字〔由於她是名人為了不影響她、本文不提她名字、僅以姓

氏或 447 為代表）。同時我們也在台南女中高中入學考的榜上找到她的名字。她

的名字在初中保送名單裏。為了證實夏小姐早已知道 447 是誰、我特地走到她家

告訴她我已知道 447 的名字；我還沒講完、她已叫出 447 的名字。我說妳早知道

却不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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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好意思的說＂是她們要我不要講的＂、

當時我只笑著說＂下次再有太保跟你別找我

幫忙＂。有一次有二個太保型的男生從台南

女中跟着夏小姐一路囉哩囉唆，到我們住的

巷口，我剛好站在門口、 

 

夏小姐就請我想辧法。對我來說這是小事一

件。我走到巷口告訴他們這是我的女友，叫

他們別再囉唆、不然小心點。他們看我一付

大太保的口氣趕快走了。 

 

   
 

       一九五五與好友程瑾 

知道 447 的名字及住址，唯一可用的追女孩子的辦法是寫信。我寫的頭二封情書

是用毛筆寫的、我的毛筆字應該比大部份同年的人寫得好些、小時侯下過一番功

夫。我寫的情書沒有一個肉麻的句子却表示出関懷之情與愛慕之心。在心中有情

的時侯自然會寫出美好的信。可惜寫給她的情書在她嫁人之後全部燒了、不然整

理一下可以出部情書佳作。之後我每二週寫一封信寄給她。因為我認為寫得太

勤、浪費時間也會使她反感，二週一封可以引起她的期待感而重視我的信。在高

三寒假之前收到她的第一封回信。言到她只是一位普通女孩沒有我說的那麽美

好、並告訴我她是一位道地的台灣人，我們交往不會有什麼結果。更妙的是她說

如果我有興趣、她可以介紹她的美麗的好友給我，並告訴我這位小姐是江蘇人。

我的回信談到＂美學＂言到美雖有標準但不是絕對的、這就是所謂的＂趙、錢、

孫、李，各有所喜＂。高三畢業之前的一個月我們第一次約會、一起在冰店喝冬

瓜茶、談天。在我離開台南的前一天，我們第二次單獨在同一家冰店見面，算是

告別。我們談了很久、在要離開冰店前、我用火柴擺了六個口字、請她試看動五

根火柴將六個口字變成一句英文。她想了好一會又用手在桌上畫了幾次、說了句

＂你很壞、我知道＂就將火柴弄亂（這一句英文是 I  LOVE  YOU）。我交給她

一封頭天寫好的告別信。她要我不要寄信到她家，因為她的信太多（太多人寫信

追他）、她母親收到就燒了、並寫了位朋友的地址給我要我如果有信寄到她朋友

處。她這位朋友的哥哥是我同屆的南工同學，這位同學對我佩服非常，尤其推崇

我所主辦的畢業同學錄。447 也在她朋友家看了這本我是編輯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所編的同學錄（我自己却沒有、因為每本要六十元，那時我很窮所以我沒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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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對我寫的編後語一文特別恭賀我。我只記得其中我曾寫過這麼一句＂希望這本

小冊子將來由於我們各自的努力而永垂青史＂她說＂你好大的口氣＂。我帶着傷

感，覺得以後能見到 447 的機會非常少而離開台南這個我停留了三年的古城。在

我的告別信中我放了一張影星樂蒂的照片﹔葉小姐後來也以同樣的姿式照了一張

她自已照片寄給我。我認為這個短暫的初戀到此就結束了。可惜找不到那張樂蒂

照片、不然也可以讓大家欣賞這位五零年代的中國美女。 

 

回台北不到十天就接到軍工局上班的通知、叫我到桃園工程處報到做機塲跑道工

程的監工員。我在高三時就申請軍工局的職位、因為在軍工局做事、萬一考不上

大學可以不必去當兵。三個月後跑道工程結束、暫調圓山飯店金龍廳工程做監

工。於是我住回家中。大學入學考考得不好、分發到海專。父親說我命中多水以

後長期在海上不安全﹔沒去海專報到。十月底板橋的軍眷村工程開始；我又被派

去板橋去監督軍眷村的工程。這才是我原本申請的職位。這是蔣夫人宋美齢負責

的工程、大家都不敢馬虎。工地工作的經歷將在另文談及。 

 

十月中有天意外收到 447 來信說要來台北她大姐家玩，並告訴我她姐夫己買了三

張三軍球塲Ｘ區（記不得了）的票請她們姐妹看歌星、影星的表演﹔並約我次日

（週六）早上九點在東方出版社見面，希望我能來。我立即找我初中時的狐群狗

黨（好幾位當年老友在警界做事負責三軍球塲的治安）替我找一張同一區的入塲

卷。進塲之後發現我的坐位很前、比 447 的坐位好多了。散塲時我等她走到出口

走道時走到她旁邊，在她耳邊說”明早見”，就開心的騎著自行車回家。 

次日我一早到新公園吃燒餅油條，八點半就到東方出版社等 447、她在八點五十

就到了。我們在書店談了二個多小時，替她買了本中文的基徒山恩仇記，到附近

店裏喝點飲料，送她回她姐姐家。當我要牽她手過街，她急把手抽回、而又不好

意思的將我的手牽著並說＂對不起、因為我從沒有跟男孩子牽過手＂我只有笑着

告訴她沒有關係，（在那年代男女手牽手走路就等於承認對方是自已的異性朋

友）我們約好年假時我去台南看她。那時我早己考進中原理工學院水利專修班並

且已註冊、只是沒去上學仍然在板橋做監工、學校考試時我才去學校。那時工地

有四位退休的老兵二部吉普車幫我管理工地的材料及安全。考試時我就坐車去中

壢、老兵會等我考完後開我回板桥。平常我星期一到星期五住在工地的工棚裏、

星期六下午回台北家中，星期一清晨坐公共汽車到板桥，老兵開車到板桥車站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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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工地。工地的工棚是竹子蓋的，地就是泥地、一張竹床，一張桌子四張椅

子，一盞煤油燈。 

 

一九五七年農曆初二我到堂哥家去拜年、巳近中午、堂哥還在睡覺，堂嫂說＂你

小哥今晚要去美軍顧問團賭博所以現在還睡著＂說着堂哥已從臥房走出來。我問

他賭些什麼，他說什麼都有、麻將、牌九，撲克都有。我問清楚後就問我能参加

嗎、堂哥知道我很小就會打麻將，玩牌九但却不知道我更精於撲克，答應晚上帶

我去見識一下。堂嫂要我到他家吃晚餐然後去天母〔美軍顧問團所在地〕。飯後

堂嫂怕我沒錢給我五十美金，我說我有錢她一定要給我並說算是她投資。我整夜

都在睹撲克，到第二天清晨、我大嬴、不僅現金台幣上萬，美金也有二千多、另

外還有別人的手錶、金鏈等。我將抵押品交給堂哥就坐計程車到堂哥家�給堂嫂

一千美金，並告訴她賭的情形�她不肯收我給的錢、我將錢放在桌上就走了。初

四堂哥他們來我家來玩、他說他那些朋友都怨他帶了位老千來使他們都輸惨了。

其實是他們輕視我、以為我年輕不會偷機、所以我連偷幾把、手氣就愈來愈好。 

初六〈星期五〉一早我就去車站乘火車去台南市、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點就到赤崁

樓等 447。口袋裹有的是錢一切好辧。（平常我領到薪水是原封不動的交給母

親、母親則取一點給我做零用錢。賭博贏的錢可不敢交給母親。母親雖知道我有

時同朋友們打牌、但都是玩而非真賭。這樣大賭、母親知道一定又挨駡然後要我

將錢還給輸錢的人。）當天我們坐公共汽車到高雄玩、她做導遊、到壽山公園

玩，也坐船遊愛河、那時的愛河僅是一河臭水，（二零一零再遊愛河則大不一

樣）但有佳人在旁、一天玩得很開心，回到台南巳是晚上十點，她急着回家、約

好次日去玩億載金城。億載金城雖然破舊不堪但仍然可以看到當年鄭成功時代的

氣勢。傍晚回到台南同她姐姐一起到台南火車站的鐵路餐廳吃晚飯、由她姐姐請

容。飯後她們回家,我就坐夜快車回台北，第二天一早就去板橋工地監工。 

原以為這個短暫的來往至少要等二年多後她能來台北讀大學時才能常在一起，出

乎意料的葉小姐於二月初打電話告訴我、她轉學來台北二女中上学、將住在她舅

舅家、在仁愛路與新生南路交界附近。我告訴她、她住處僅十分鍾步行就到我

家、並說很高興她來台北。她却說＂我不是為你轉學的＂。我不便說什麽只問她

那天來，她說安頓好就跟我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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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中開學不久就接到她的電話、約好在星期五晚五點左右在新生南路同仁愛路

的路口見面。我提前離開板桥工地回到台北，五點前就到新生南路同仁愛路交义

處等她。她很準時、我帶她到信義路的東門町吃飯、然後慢慢走回仁愛路。一路

上有說不完的話題，並約好星期天上午十點見中午到我家吃午飯見見我父母弟妹

們。星期六她得去她大姐家。以後的四年多我們是一對許多人羨慕的情侶、每個

週末都在一起。我的好友們都叫她蔣大嫂，頭二年最為甜蜜。後二年由於他父母

的反對使我們都很痛苦。她父母說＂女兒嫁給外省人不如死掉＂。我們當時原計

劃大學畢業後申請出國留學、然後在國外結合﹔只是在我大學畢業入伍訓練時，

她受不住父母的壓力與實際的誘惑而同一位台灣政要的醫生兒子訂婚而結束了我

們彼此的刻骨銘心的初戀。〔將來人事變遷後、我有機會的話、而又能不再傷感

的話，我會以小說方式將這段戀情寫出來。因為在那個年代許多相似的故事發

生，而有自殺的情事發生。）在她訂婚後她二姐到台中預官訓練中心來看我並交

給我一封她寫的長信、信中言及她為了孝順父母只有犧牲自已的幸福，並要求我

原諒她，忘了她﹔並言及以我的條件一定會找到比她好幾倍的伴侶。我在台中買

了件禮物托她二姐帶給她、却只寫了恭喜二字而。但這一段戀情却像一條蛇潛在

我心中般‧偶爾會咬一口帶來難以忍受的心痛。至到成家之後才慢慢好些。我當

年雖然難過痛苦、但並不恨他。事實上愛情與麵包的選擇中，嫁一位台灣當時的

新貴富人子弟（以現在大陸上的俗語，官二代又是富二代，）又是醫生遠比嫁給

在政府黑名單上的窮工程師好多了，何况又有父母的壓力。我怎能怨她呢！我也

不怨她的父母，誰不想自已的女兒嫁個好丈夫呢，尤其那年代的台灣人都希望女

兒嫁給醫生。人生本就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又何必怨天尤人。 

 

音響傳來費玉清的歌声＂欠山、欠水、欠你最多、但願來生有始有終＂如果真有

來世、但願有始有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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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 葉 參 天          姚蜀平 

 
其實這幢房子並不是那麼讓陳先生稱心。那是他在付了幾十萬現金、拿到房

子鑰匙後，第一次真正踏進這幢房子時感到的，他嫌房子小，後來加高卻也解決
了；可是他望著門前的那棵大樹，没有絲毫浪漫，只感到一陣壓抑。搬到這裏
後，他在院子裏轉悠，對著那棵大樹搖頭。巷子裏很多人看見了，開始生疑。等
到砍樹的工程車開進了巷子，才引起所有人的驚慌。陳先生從他請來砍樹的人那
裏聽到了一點風聲，一些鄰里的議論和質問；不過他根本沒把它當回事。這裏是
自由國家，我在自家院子裏幹什麼，只要有市政府的允許，別人管不著。 

 
那天晚上，家裏來了客人，是對陌生夫婦。 
一聲清脆又短暫的門鈴聲。屋裏的人相互望了望，他們昨天剛搬來，會是

誰？ 
陳先生的女兒走到門口，問了聲：“誰啊？”沒等回答，她就打開了房門。

一對陌生男女站在門口，身旁還有一個怯怯的小男孩。 
“我們，住在四號的鄰居，叫橋本。歡迎來到楓樹巷。”橋本太太用的是字

正腔圓的普通話，說畢深深地鞠了個大躬。身旁的先生和兒子，也彎腰九十度，
深深地鞠了個躬。 

屋裏的人愕然了，這是些什麼人？彎腰鞠躬的人，第一是日本人，第二是韓
國人，可是這位女士說的是一口普通話――陳先生看著來人，腦筋飛快地轉著；
他判斷，一定是日本人――從他們鞠躬的深度和虔誠的程度。陳先生出生在五十
年代，沒有親身經歷過抗日戰爭，他對日本人沒有老一輩那種出自內心的厭惡，
只有新一代的競爭意識。來美後，知道了中國人多半開餐館，韓國人開洗衣店，
越南人開超市，印度人開旅店；日本人幹什麼？他們開最貴的日餐店，或是坐鎮
很多大公司當老闆。他們搶了中國人不少生意，還比中國人賺錢賺得多。可是，
這個鞠躬的女人會說普通話，還說得不錯，他們是――陳先生一面心中打著問號
一面向裏面讓客人，畢竟這是搬來後第一個登門拜訪的鄰居。 

主客都拘謹地走進客廳，橋本夫婦和孩子並排坐在長沙發上，雙手都乖乖地
放在大腿上，陳先生自己坐在一側的單人沙發，這是客廳僅有的傢俱。他客氣地
說道：“剛搬來，還沒顧上買傢俱。隨便坐。” 

橋本太太輕聲說道：“這裏開出去不遠就可以上高速，那邊大商場有不少傢
俱店。” 

“啊，我們剛搬來，恐怕好多事情要慢慢來。”陳先生望著他們試探地問
道：“你們在這裏住了不少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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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剛第二年。我先生從日本出差這裏兩年，公司給找的房子，也算是
新來的。”橋本太太說著又向前欠了欠身子，心裏想的卻是不知該怎樣完成弗蘭
克的囑託。 

“哦，這裏還有公司的房子？”陳先生想，果真是日本人。 
“不是公司的房產，是公司租的。房東住在佛羅里達呢。”橋本太太答著，

眼睛不住地向裏瞟，她心想，女主人怎麼不出來。本想來一趟，能交個中國朋
友，以後可以說說久已生疏了的中國話，當然要說也只能和女主人說。 

廚房門口閃過一個人影，一晃而過，幾個人都轉頭看了看，陳先生對裏面喊
道：“來客人了，過來看看吧。” 

廚房裏飄忽地走出一個人來，比陳先生年輕十多歲的女人。一副靦腆的樣
子，可是又有一張大氣白淨的面孔。橋本太太第一感覺是此人似乎不應該出現在
這裏，不知為何，立時對她產生了好感。忙站了起來，橋本先生和小兒子也都慌
忙站了起來。 

“你們坐，你們坐。這是我太太。”陳先生說著示意太太過來。 
陳太太從飯桌前搬來一張凳子，坐到丈夫旁邊。她含笑對橋本太太說：“你

中國話說得很好。”看來她剛才人不在，話都聽到了。 
“謝謝，說得不好。前幾年在日本時跟一個中國留學生學的。來美國以後，

沒有機會說，怕都要忘記了。”橋本太太說著看了看丈夫，又補充：“我先生也
能聽懂中國話呢。” 

“以後常來聊天，就可以說了。”陳太太對這個嬌小的日本女人印象不壞。 
橋本太太興奮得臉都紅了：“啊，那可太好了。我一直盼望有這個機會練習

說中國話呢。”她大概把弗蘭克交給她的任務快要忘記了。 
“以後還要麻煩橋本太太幫我熟悉一下這裏，我們還要添置不少東西呢。”

陳太太正愁來到一個新社區，周圍又沒有一個華人，想問個什麼事都不知該找
誰。 

橋本先生看了看太太，不想久留。站起來說道：“以後有空到我們家去坐
坐。”他的英語遠比他的太太來得生硬，不過陳先生還是聽得懂。他也用英語回
道：“一定一定。” 

四個人走到門口時，橋本太太抬頭，忽然看見了院子裏那棵高大的楓樹，心
中一驚，“啊！差點給忘了。”隨即機靈地轉頭輕聲對屋主贊道：“陳先生，你
們院子裏的這棵大樹真漂亮啊！” 

只見陳先生搖著頭喃喃說道：“房前一棵樹，屋後一口井――大凶！”最後
兩個字說得鏗鏘有力，聽上去擲地有聲。 

“什麼?”這次是橋本夫婦一起喊道，果真橋本先生也聽得懂中國話，只是說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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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太忙解釋：“我們後院還有一口井，大概是早年印第安人留下來的呢。
我先生搬進來後，就為房前的樹和屋後的井發愁；他想先砍了樹，再把後院的井
填掉。” 

“哦！”橋本太太吐出來一個字，心中即便有再多的疑問，此時也說不出
口；和先生對望了一眼轉身回家了。 

兩口子回家後，研究了半天，也沒有明白陳先生說的那兩句話到底是什麼意
思。 

第二天上午，在院子邊上，橋本太太等到了弗蘭克，她急匆匆地告訴這位心
焦的老人，她昨晚冒險的收穫――陳先生那兩句讓人費解的話。說完兩人又一起
議論了一番，橋本儘管是東方人，可是也猜不透為何前院的樹和屋後的井能和
“大凶”連在一起。弗蘭克認為關鍵要搞清這個“凶”究竟意味著什麼。弗蘭克
帶著這個問題走進科恩家裏。 

科恩的家和對面八號截然不同。那裏新屋光亮照人，寬寬敞敞，卻冷冷清
清。一對沙發和靠廚房放著的一張餐桌，四張方登也許在等待著其他同類。樓上
房間想必也不會豐滿多少。可是對面那座七十多年的老房，右手邊的客廳是全屋
子最大的一間，既做客廳，又當書房；裏面滿滿騰騰地塞滿了東西。一套三件式
的沙發散發著老祖母的陳舊又溫馨的氣味；沙發前的茶几上層放的是這幾天的
《紐約時報》和幾本看樣子正在翻閱的書；下層堆放的是《紐約客》和其他各類
雜誌。房間一角是架斯坦威三角鋼琴，從褪色的琴身可以想見它度過歲月。窗戶
之間掛著各色風景油畫，和一張刺眼的抽象畫。窗前有七八盆花木，把房間襯托
得格外溫馨。最引人注目的是面對窗的那面牆上鑲了整整一排書架，從地面一直
伸展到屋頂，每層都放滿了書；屋角有個折疊小梯子，看樣子是為了攀高取書所
用。 

弗蘭克此時正和科恩坐在沙發上，他帶來的兩句話讓科恩格陷於沉思。他一
向喜歡思考，對任何人和任何事，他都要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來重新判定和評說
一番。在科恩眼裏，這次老鄰居給他帶來的，不僅是兩句話，還是一個古老民族
的生存哲學，科恩看過很多書。在他的生活裏，除了音樂就是書籍。他很慶幸自
己，沒有生活在那個種族滅絕的惡夢般歲月，他父母和很多長輩都經歷過。從小
聽他們講得太多，以致他總想遠離那段歷史，想跳出來，走完全不同的路。可是
從小的家庭教育，還是讓他走上了音樂之路，他以此維生，卻博覽群書，並以讀
書為樂。每年暑假，他會和太太一起，遠赴世界各地，或美國某個州，參加一切
相關的夏季音樂活動，他沉浸在音樂之鄉，同時也會帶上幾本他最鍾情的書，有
新有舊，在那些異域他鄉，讀著古代智者的箴言和當今各家的高論，格外有新
意。科恩很博學。那是他的祖傳基因和後天勤奮所致。他看過關於文明起源的各
類書，包括古老的中國。那個遙遠的國度對他有種神秘的誘惑。他篤信那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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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們一樣，聰慧又勤勞，卻命運多舛，他內心對他們懷著迷惑和敬畏。這次對
面搬來一家中國人，本該是興奮的好事，卻偏偏碰到他加蓋二樓，又要砍掉那棵
總會給他帶來靈感的大樹，讓他那些美好又浪漫的遐想都沒了，剩下的是密切關
注事態進展和心中日增的反感。 

科恩聽了弗蘭克的一番話後，沉思片刻斷言道：“風水！” 
弗蘭克不懂那個外來詞，科恩覺得不大好解釋，便說，“就像我們所說的咒

語，知道吧。一種隱藏在表面現象下面的深刻含義。一種彌漫在人的靈魂之外的
宿命。” 

弗蘭克仍然不懂，“什麼含義？”科恩也說不上來。不過他堅持，一定有種
未知的恐懼，令這位新來的鄰居作出這等非理性的事來。兩個人苦思冥想，怎麼
也想不出來究竟是什麼恐懼，會隱含在那棵人見人愛的大樹，和屋後數百年無人
問津的老井裏。 

橋本太太第二次踏進了八號。她是來問陳太太，要不要她開車帶她去看看附
近的大商場，那裏有幾個傢俱店。陳太太比橋本太太年齡稍長，不到四十，白天
看上去，她比實際年齡更年輕。她高中畢業時，在廣州參加了那個年代剛剛出現
的拍廣告模特遴選活動，那是在一家當時不多見的赫赫有名大賓館裏。陳太太沒
有被選上拍廣告，卻被住在那家旅館的陳先生看中了。陳先生那年剛剛因美國大
赦拿到了綠卡，急匆匆回國，他回去的目的就是給自己找個新娘，結婚後帶回美
國。三十好幾了，早就想有個老婆。人在美國，想的還是要個中國太太，周邊的
沒有一個他看得上。終於拿到了綠卡，飛了回去；看中的新娘，三個月後登上了
赴美的飛機。那個年代，能嫁個美國人，能飛到花旗國，在陳太太家鄉就是登天
的事。陳太太自己覺得一切好像做夢，幾個同學玩兒似地去賓館起哄參加選角，
結果她們沒一個被廣告公司選中，她卻意外被一旁的看客選做新娘。她回家問母
親，跟不認識的人結婚，還跑那麼遠，到底該不該。母親說：“這就是緣分。這
個男人從地球那頭飛來，一眼就看中了你，這是從你出生就命中註定的。你要不
從，下次肯定會很慘，因為你違背了天生註定的姻緣。” 

陳太太來到美國，做了專職太太，以後又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暗自慶
幸，自己還算幸運，嫁的陌生老公，除了有點古板，卻沒任何壞嗜好。不像有些
華人，不論是自己當老闆，還是打工仔，都會把手上掙的那點錢拿去賭博。老闆
賭大的，打工仔賭小的；打工的可以賭到一文不名，再拼命去幹活，然後周而復
始。不，陳先生不去唐人街地下賭場，也不去大西洋城賭，不去康州新建的快活
賭場，那個像吸盤似地吸去多少辛苦人血汗錢的可惡地方。她的先生除了幹活，
就是自己喝著茶，算計一下這個禮拜賺了多少，賠了多少。他一定要讓自己活得
明白，他自信他能搞通，不就那麼點東西嘛。他知道他的書本知識沒有別人多，
可是他有直覺，有感應，有慧眼。這是天生的，是獨到的。他不信佛，也不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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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新移民，都蜂擁到基督教堂裏信起了上帝，也不知他們是真的篤信真神，還是
有什麼內心虧欠和需求。不，他就信自己。他來美後走的路比別人順，他離開中
國那麼多年，跑回去一眼就看中了個姑娘，一個比自己小十八歲的女孩。當時他
直覺她能做他的老婆；果真他把她帶回了美國，第一次在唐人街買了單元房，後
來還有了兩個孩子，一兒一女。老婆真不錯，對外拿得出手，對內應付得了大事
小事；慢慢學的英文也能看帳單，開支票。近些年跟著在酒莊裏，懂得了酒牌、
價格；學會如何跟專賣公司訂酒、砍價、進貨；還會收銀和跟顧客拉家常。生活
看來沒有什麼不美滿的。可惜這次意外發現兒子在外面學了點手藝，竟然想棄學
當廚師。這不禁讓陳先生大為吃驚，也讓陳太太頗為痛心。陳太太想到自己早早
嫁了人，沒機會上大學，丈夫更是連高中都沒畢業。她來美一心相夫教子。相夫
是無可指責了，教子呢？以往在兩個孩子身上花的那點時間精力，難道都打水漂
了？陳太太對丈夫決心搬出唐人街百分之百地贊成。 

搬到新社區新房子後，她似乎又一次感受到十多年前，初來美國時的那種孤
獨。那時初到美國，落腳的是唐人街，四周的人，多說廣東話，自己聽得懂，也
會說，只是沒有一個知心朋友。這些年，好容易交了幾個知心姐妹，可是又搬到
了這個陌生小鎮，一家一戶獨立院子，看似鄰居，好像又離得那麼遠；四周的
人，多說英語，自己能聽得懂個大概其，可是這裏沒有一戶華人，沒有說得上話
的人，讓她覺得孤單。沒想到，第一個敲門拜訪的竟是個普通話說得比自己還好
的人，可惜是個日本人。當這個會說普通話的鄰居第二次敲門時，陳太太感到自
己好像一直在等她。她坐上橋本太太的小豐田，沒開幾分鐘就拐到了高速公路；
又沒有幾分鐘，就下了高速，直奔一個商場的碩大停車場。陳太太來美後，一直
住唐人街，開車是學會了，還拿了駕駛執照，可惜不敢獨自上路，更不要說上高
速了，還真沒有橋本太太這個本事。不過橋本太太說，她早在日本就會開車，開
了十多年了，到這裏只要學認路。 

兩位太太逛了幾個傢俱店，又進了商場二樓的大食鋪，那裏有十多家小食
店。陳太太爭著付錢買了兩份日式雞肉蓋交飯。兩人坐在臨窗的小桌旁，邊吃邊
聊。陳太太沒有隱瞞她的孤獨和為兒子的擔心；橋本太太婉轉地安慰她，自己更
是個寂寞人，開車到高速公路是她的享受，所以不必為了陪她逛商場而有歉意。
吃到後來，橋本太太又想起了自己身負重任，怎麼總是臨到要走才想起。不過想
起總比沒有想起強。 

“陳太太。你先生上次講到，‘門前一棵樹，屋後一口井，大凶’，究竟是
什麼意思啊！”橋本太太終於問了這個現在這條巷子的許多人家，正在絞盡腦汁
卻不得要領的難題。 

“唉，叫我說那也是迷信。大樹不是怕有人上吊嘛，井呢，嗨，自古以來，
有過多少人投井自殺。要說大凶，就是把這些不吉利的事聯到了一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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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橋本太太終於明白了。 
於是弗蘭克和科恩也明白了。這種關聯讓他們自認再有十倍的智慧也是猜不

透的。 
弗蘭克問老鄰居：“這就是風水？” 
“是風水。”科恩自信地說，“捕風捉影，聲東擊西，牽強附會，都是風水

的老路。”說完他又低頭想了想，“死亡！這是人們懼怕死亡的一種禁忌。” 
弗蘭克站了起來，他望著對面那棵佇立不動的大樹，似乎夢幻般地想像眼前

已經空曠一片；心中一驚，輕聲說道：“看來這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呢。老弟，
人們對未知的恐懼會戰勝一切理智，那是不可理喻的。” 

橋本對面三號人家很晚才捲進這場風波。那是一家開餐館的亞美尼加人，這
對夫婦是第二代移民了，他們出生在這塊土地上，自認是真正的美國人，可是又
割不斷和故土的聯繫，還有就是歷史帶給家人的沉痛記憶。他們在這個小鎮的中
心開了一家獨特的餐館，帶土耳其風味，卻決不承認他們是家土耳其餐廳。不過
他們燉的洋蔥羊肉絕對是小鎮公認第一家，他們供應的土耳其咖啡也是全鎮最好
的。老闆親自下廚，很少在外面露面；老闆娘四十多歲，風韻猶存；胖胖的身
軀，轉動起來卻異常靈活。她面孔光鮮，笑容滿面，是餐館的靈魂。 

每個週六晚上，餐館都會請個爵士樂隊；一個薩克斯，一個小號，還有一面
鼓和它自帶的一堆會響的東西。從八點到十點，樂隊會盡情地把客人帶到另一個
世界。那個晚上，總會掀起幾次高潮。遇到誰家過生日，全餐館的人都會在老闆
娘的帶頭下，高唱“生日快樂”，不管壽星是老是小，一定要等到他吹滅蠟燭許
了願，客人才會低下頭繼續吃自己那份晚餐。 

碰到慶賀訂婚的年輕人，老闆娘會帶頭踏著舞步，一手叉腰，一手高高舉到
頭頂，用手上纏繞的彩色頭巾或是一塊大手帕打轉，圍著那對幸福的年輕人跳了
起來。那時就會有興致來潮的客人，跟了上去，一手搭在老闆娘肩上，一手也高
高舉起，或揮動自己的帽子，或是晃搖白餐巾；跟上去的人越來越多，隊伍越來
越長，後人搭著前人的肩頭，不管認識不認識，不管男人女人,老人還是年輕
人，都踏著舞步，三步向前，一步向後。薩克斯也越吹越歡快，鼓聲越來越響，
小號挑得越來越高，最後長長的踏著舞步的隊伍，會把整個餐廳的過道全部塞
滿，直到那時，人們才盡興地回到自己桌子去繼續打理殘羹剩菜，沒有人抱怨菜
凉了，沒有人嫌服務生上菜晚了，很多人會在此時再點上一杯酒。那個晚上餐館
的營業額也會直線上升。老闆和老闆娘會樂呵呵地等到大半夜才滿載鈔票回家。 

每個星期一是他們一周唯一的休息日。老闆夫婦會睡個好覚，直到臨近中午
才走出房門，男的會弄弄房前的花卉，女的趁好天，在自己後院把地毯拿出來敲
打一番，曬一曬。下午兩人會開著車出去逛一逛附近商場。這好像已經成了慣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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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當老闆納什卡剛剛出現在自家花園不久，弗蘭克就從巷子頂頭的小高
地上走了過來。他知道，每個星期一中午時分，會在這裏碰到平時難得一見的這
位餐館老闆。 

“納什卡先生，今天休息啊！”弗蘭克熱情地打著招呼。納什卡像往常一
樣，很高興這位鄰居能來聊聊天，他會談談時事，打聽打聽新聞，大到國際大
事，小到街坊鄰里的變遷。這次也不例外，弗蘭克正有事要對他說呢。納什卡聽
了八號的故事後，翹首望瞭望街口的那棵大楓樹。說實在的，他和弗蘭克及科恩
不一樣，他從來沒有對那棵別人家的大樹有什麼特殊情感。也許是因為每天回家
都是半夜時分，歸心似箭時是很難有浪漫情懷的，更何況那個時刻大樹的美姿早
已無影無蹤，留下的只有淩空撲面而來的黑影幢幢，他每次駛進街口，都是急急
忙忙向家門沖去，像是想逃離那個隨時會倒下的黑色怪物。此時他聽了弗蘭克的
述說，沒有一點對要砍樹感到遺憾，也許還有些高興呢。當然他不會這麼說，那
是他的教養所致。不過他又知道老鄰居在等他回答。於是慢騰騰地說道：“他們
中國人最怕自殺的人了。知道我們為什麼搬到這裏來嗎？” 

納什卡神秘的兩句話讓弗蘭克聽了直繞頭，他專注地等著聽下文。“我們在
紐約時的餐館，比現在這個大一倍，裝潢更是要講究得多。可惜的是，我們樓上
住戶中，有個人在自己家裏上吊自殺了，我們不知道究竟是為了什麼，也沒想去
打聽。不過隨之發生的事就讓我不能不過問了。事情發生後，樓裏的中國人紛紛
搬家，或賣房。這樣一來，當然影響我們餐館的生意。我讓我太太去打聽。她回
來說，‘中國人相信，自殺的人會變成一種最淒涼的鬼，因為他們到陰間會遭到
特殊的懲罰――不可投胎轉世。這些本來就被迫結束自己生命的人，哪里會心甘
情願，於是他們就會回到陽界找替死鬼。’我們本不想相信這些胡言亂語，可是
那麼多人搬家搞得大家人心惶惶，餐館生意一直在掉，我們被迫關了餐館遠走高
飛，來到這裏，重新開張，另起爐灶了。” 

弗蘭克聽後心情沉重，他原本以為很簡單的事情，怎麼會越搞越複雜，什麼
替死鬼！大樹幹什麼不可以，為何偏偏要用它去上吊？哪根繩子够得著那棵樹的
高高枝杈，想上吊還得會爬樹。真是亂彈琴！他鬱鬱不歡地對納什卡說著自己的
想法。 

納什卡搖著頭說：“不是擔心現在有人會在那裏做些什麼，不會的，弗蘭
克；只是一種心靈的恐懼，一種古老傳說留下的陰影。真的很難改變這種禁
忌。” 

納什卡自己此時心中卻被另一種陰影籠罩著，它和八號前院那棵楓樹毫無關
係，卻又是由它帶來的一個久遠的記憶。弗蘭克的一番話讓他陡然想起，現在是
四月，很快就到二十四日了，那個父母在世時，年年要紀念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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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納什卡的祖父生活在遙遠的地方，那裏是他的祖國，也
就是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可是那一年，一切都變了，先是體面的先生們一個一
個地消失，然後突然有一天，來了一些人，把男人都帶走，祖父從那時就再也沒
有見過他的父親。剩下的婦女和孩子被驅趕出家園，趕到陌生地方去，沒有人知
道要走多遠。婦女餓著肚子，拖著孩子，絕望地在黑夜中走著。這當中就有納什
卡的祖父，他那年只有十歲。他不懂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但是他終生記住了發
生了什麼事。他的母親沒有走出死亡之地，可是他幸運地出來了，而且以後還遠
涉重洋，來到了新大陸，開始了新的生活。他沒有忘記十歲以前那個溫馨的家，
更不會忘記短短一個月中，他先失去了父親，又失去了母親。他見證過太多的死
亡，形形色色的死亡。被槍決的，被割喉的，被活埋的，還有長途跋涉中病死
的，餓死的，累死的，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的。小小年紀的他，被死亡籠罩，
那一個月的見聞終生纏繞著他，他愛做惡夢，愛發脾氣；他特別懼怕死亡，不管
什麼人的逝去，都會讓他陷於苦思冥想中，半天不說一句話。這許許多多的怪異
行徑，都是納什卡父親後來對他說的。他對自己祖父的印象已經很淡了，唯有父
親說的那些往事，深深地印在他的腦中。很久以後他才知道，他的祖先亞美尼亞
人遭到的那場劫數，被殺了將近二百萬人。後來他的同胞，一個叫做萊姆金的年
輕人，提出了“種族屠殺”這一從未有過的概念，它不僅用來定位那場令他失去
了親人的大屠殺，也是後來審判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納粹的最佳定義。 

他今天仿佛才明白，為何他對死亡也有著一種莫名的恐懼；正是從小父親就
絮絮叨叨地述說的那場大屠殺，以及祖父的怪異行徑，令他總是心懷恐懼，難以
釋懷。他迅速搬離紐約正是這種恐懼後遺症。今天他能比所有的鄰居更理解八號
主人的心理，同樣正是源於此。 

弗蘭克怏怏不悅地走了回去，卻被身後一個人叫住。 
那是住在二號的斯都魯，一個義大利人後裔。弗蘭克往日和他打交道不多，

因為他帶領著一個建築隊，出沒在新英格蘭六個州。他為人修房蓋屋，自己也買
地蓋房，再投入房地市場。有時一走幾個月不見人，回來了又會呆在家裏幾個星
期。這次大概正好趕上他回來了。弗蘭克本來沒有想到會和他談，直到現在他也
不相信，跟這個四處漂泊的人談話會有任何結果；因為他向來對周邊的事不聞不
問。不過今天既然他打招呼了，當然弗蘭克還是願意和他談談，不只是為了巷口
的糖槭樹，也為了老鄰居走了幾個月，像是遠航的船長，返航後總是受到親人和
朋友的歡迎。 

斯都魯熱情地把弗蘭克請到家裏，這個義大利人後裔待人總是像火一樣熱
情。他說剛剛買了做卡布基諾的咖啡壺，相信自己做的一定比咖啡館裏的還要
好。“做好咖啡的要領是什麼？是水溫！水溫不高，怎麼做也做不出好咖啡
來。”斯都魯十分內行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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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都魯給弗蘭克端上一杯香噴噴的卡布基諾，自己也拿了一杯，先呷了一
口，滿意地吞了下去，不等客人發話，自己高聲地贊道：“好咖啡，好咖啡！” 

弗蘭克喝著，跟著稱讚著。他幾口把一小杯咖啡喝了一半，滿意地放下杯
子，抬頭問道：“怎麼樣，走了幾個月，生意不錯吧。” 

“不錯，不錯。房地產這個行業，重要的是抓時機。二十年一個週期，這一
輪快到頂了，得抓住它。再過幾年，你有再大的本事，也無濟於事。”斯都魯幹
什麼都很自信，蓋房子和他煮咖啡一樣自信得很。“怎麼樣，有什麼新聞？我看
街口新搬來一家，是什麼人？” 

弗蘭克啜著剩下不多的咖啡，對這位從不過問他人事的鄰居，蜻蜓點水般地
說了這裏最近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他不指望這位鄰居會對這件事多感興趣。 

沒想到斯都魯竟然想插手。他說：“我看到了，他們房子原來有兩個煙囪，
現在只剩下一個了，這些人搞的是什麼名堂；怎麼能裝修房子就封掉一個煙囪！
你知道，我是修煙囪出身，我最恨人家不在意我的煙囪。我估計，他們一定把那
個壁爐給封了，跟著也拆掉了那個煙囪。那可是大錯特錯了。新英格蘭地區，誰
家沒有壁爐？你一定要想到，不知哪天暴風雪來臨，沒有電沒有水，可是你有壁
爐，門口有厚厚的積雪，你就餓不死、渴不著。”斯都魯說著站了起來，在屋子
裏來回走著，“我可以去敲門，問問他們，嗨，新鄰居，怎麼只剩下一個煙囪
了？要我幫忙嗎？要知道，修煙囪可是我們的家傳手藝。” 

弗蘭克還沒有聽說過斯都魯的家史，他笑著問道，“怎麼，你的父輩也是幹
這一行的？” 

“何止父輩，爺爺輩就是了；再說不僅是幹這一行的，簡直是靠這一行救命
呢。”斯都魯向來熱情開朗，不管是講起悲哀往事還是傳奇家史，都充滿了激
情。 

原來那是發生在二次大戰的義大利，大概是四十年代初吧。斯都魯的爺爺，
一個專門修理煙囪的技術工人，被軍隊徵集到當地營房，他以為是要他給軍營修
理煙囪，誰知把他派到了軍艦上去。那個煙囪工人望著船上粗大的煙囪，張開大
嘴雙手捂胸嘆道：“我的聖母瑪麗亞啊——我會修這些傢伙嗎？” 

“到鍋爐房去，你敢碰一下煙囪，有你的好看。”那個不知是長官還是工頭
的對他吼道。於是他下了甲板，再也沒有上來過。直到一個晚上，他聽到炮聲、
槍聲和水聲，當然還有人的喊叫聲。他記住長官的囑咐，沒敢上甲板，只從樓梯
口向上望著，後來燈一下子黑了，船上變得寂靜無聲，他聽到水的泊泊聲，感到
褲腿濕了，水從下面沒上來，他感到害怕，只好悄悄上了樓梯，等他到了甲板，
看到許多人躺在地上，他踢了踢，沒有動靜，沒多久，整個船向一邊傾斜，他知
道不好，船要沉了，他開口喊道，“還有人嗎，還有活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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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側傳來一個低低的吼聲：“叫什麼，是活人就跳下來，再不走連船一起沉
到海底去。” 

斯都魯的爺爺循著聲音看到船的一側有只小艇，他跳了上去，小艇很快劃離
軍艦。當他們再回頭時，只見那只裝載過百人的軍艦，正越來越傾斜，最後直挺
挺地插進了大海。小艇上的人都站了起來，在顛簸的大海中，舉手齊眉向那黑暗
中的百十個魂靈致敬；向埋葬了曾經耀武揚威的軍艦的大海墳場致敬。小艇上連
斯都魯的爺爺只有四個人。 

他們不知在海上漂泊了多少天，沒有淡水，沒有食物，沒有禦寒防水的衣
服。他們知道他們會和船上的兄弟們一樣——葬身大海。當所有人都昏迷過去
時，斯都魯的爺爺是唯一清醒的，也許他是個強壯的工人，也許他總在漆黑的煙
囪裏鑽來鑽去。他聽到了人聲，以為是回到了自己家鄉，美麗又健壯的妻子，帶
著三個孩子正在門前等侯他，大兒子那年十六歲，二兒子十四，女兒十二。 

等他張開眼睛時，面前沒有妻子，也沒有孩子，是一些戴著圓形白色帽子的
大兵，是水兵，不過不是我們的水兵，他看到了星條旗，原來是我們的敵人，是
美國人，可是他們對他笑，對他擠眉弄眼。他閉上了眼睛，有人把水送到他口
邊，他貪婪地抓住水壺喝了起來，後來又狼吞虎嚥地吃了一大頓，還睡了個安穩
覺，等他醒來時，那艘軍艦正駛向美國。就這樣，他被帶到了美國。當他們知道
他只不過是個修煙囪工人，就把他送到新英格蘭；還告訴他，那裏家家戶戶有壁
爐，很需要你這樣的人。他留了下來，靠老手藝養活自己。在戰爭年月裏，還有
在戰後的困難日子裏，他沒有辦法和家人聯繫，可是日日夜夜思念妻子和三個孩
子。 

妻子知道那艘軍艦沉沒後，為他終日哭泣，為他舉辦了葬禮，為他終年穿黑
色衣裙，裹著黑色頭巾，還定期到墓碑前去送鮮花。 

大兒子知道，父親永遠回不來了；自己是長子，現在全家唯有靠他。他從山
谷裏走到了瑞士，那個在戰爭中的中立國。在那裏，他挨家挨戶為人們修煙囪，
捅煙囪。每個月給家裏寄去足以維持全家的生活費。直到戰爭結束後三年，他才
回來。帶著一個瑞士姑娘，一個農家女。看見母親仍然穿著黑色衣裙，裹著黑色
頭巾。他擁抱著母親說，“媽媽，為我把黑色衣服脫掉吧。”母親搖搖頭，仍然
穿著那身黑色衣裙。又過了三年，門口突然出現一個人影，一個熟悉的人影，那
個離別了九年不見的人影，那個為他舉行過葬禮、穿著孝服被懷念的人，回來
了。那是斯都魯的祖父，那個消失在戰爭中，沉沒在大海裏的人，活生生地回來
了。 

母親換上了最漂亮的衣裙，又變得年輕了。她帶著大兒子、兒媳，還有二兒
子和女兒，跟著丈夫來到了新大陸。對她來說，這裏是拯救過她丈夫的人住的地
方，她也願意去住。丈夫帶著兩個兒子成立了一家修理煙囪的公司，起名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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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父子公司”（Rescue Father & Sons）。你可以理解成他們來為你家出問題的
壁爐和煙囪伸出援手；也可以看作斯都魯的祖父不忘當年救命之恩。斯都魯是他
們家中第一個出生在這塊土地的孩子。可是從小到大，他和那塊從未某面的故國
好像聯得很緊。 

當祖父年邁時，他和祖母雙雙回到了義大利。他們都思念從小生長的地方，
他們在老舊的房子裏度過了最後三年，在同一年裏去世。那年全家人都回去了，
斯都魯終於踏上了前輩生長的地方，並且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那裏。“可是，我還
是回來了。”斯都魯說道，“我喜歡義大利，但是我的根在這裏，我和祖父不一
樣，甚至和父親也不一樣。他們是地中海澆灌出來的，我呢？是新英格蘭雪水浸
泡出來的。我離不開大雪，那裏沒有；我離不開森林，那裏沒有。我愛嚴寒，因
為嚴寒需要壁爐；我愛森林和大樹，蓋房和壁爐都需要木材。為什麼要砍樹？是
壁爐需要？不，壁爐只用那些老朽的和多餘的樹木，就是妨礙別的樹生長的樹。
我們從不會砍生命力旺盛的樹，成材的樹都有它們的用處。這棵糖槭樹，多少
歲？二百年？不，不止，肯定更老，起碼三百年。那是一棵神樹，知道嗎？神
樹！怎麼能動這樣的樹？” 

斯都魯是這條小巷第二個走進八號的人。他不像橋本一家那麼膽怯，而是大
大方方地敲門，大搖大擺地走了進去。陳先生，還有他的一家人都在家。他不等
對方開口就自我介紹：“鄰居，斯都魯。住在二號，修煙囪的。怎麼，你們家好
像少了一個煙囪。” 

全家人不知怎麼招待這位不速之客。陳太太一邊讓客人坐到沙發上，一邊機
靈地回道：“斯都魯先生好記性，還知道這裏以前有過兩個煙囪啊！” 

“我在這裏住了二十年，誰家有幾口人我不知道；誰家房子有幾個煙囪，一
清二楚。” 

“我們中國人不喜歡用壁爐，常言道：水火無情！”陳先生無奈地對鄰居
說。 

兩個孩子忙著翻譯這個“水火無情”。斯都魯聽懂後哈哈大笑。“誰家沒有
水，誰家不用火？沒火怎麼做飯？沒水怎麼洗澡？水火是我們的最好朋友呢。” 

陳家人很有點尷尬，不過陳先生還是很快對答道：“不一樣，爐灶的火，水
管裏的水，都是常規的，是馴服的。可是壁爐裏的火，那是張揚的，人為外加
的，管不好可是會出大麻煩。”說著搖搖頭。當初就是他囑咐妻弟，把壁爐封
掉；加蓋二層時，只留下一個供暖設備必須的煙囪，另一個壁爐煙囪就那樣被封
掉了。今天這個多事的鄰居來家裏指手劃腳，很讓他不悅，可是人家又是鄰居上
門來拜訪，不好說太重。 

斯都魯沒有多理會陳先生的話，也許他並沒有完全聽懂陳氏英語的表達，總
之他很快轉到自己思路上去了。“聽說陳先生還想砍掉門前的大樹？”沒有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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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話。斯都魯說完轉頭向著窗外，目視那棵剛剛苞芽，還沒有吐綠的大樹。此
時只見枝幹清晰，層層疊疊地向天上送去，心中滋生出虔誠的敬意。他在這裏修
房蓋屋二十多年了，這裏的房子，不像義大利老家，是磚石和水泥，這裏房子多
是木屋，無論牆壁、地板還是橫樑，有的甚至屋頂，都是木頭；他清楚，樹木是
房屋之本，多年來的職業，讓他對樹木森林有著一種出自內心的特殊感情。他站
了起來，走到窗前，望著大樹；沉默片刻後悄聲說道：“這是一棵神樹，它立在
這裏幾百年了，我們在它面前顯得多麼卑微。我對它只有敬畏，決不敢有任何非
份之想。” 

斯都魯的來訪讓陳太太和她的兩個孩子很不安，可是絲毫沒有撼動陳先生的
決心：“樹長在我家院子裏，誰管得著，我要砍是我的權利。”他還是這麼想，
只是對鄰居會那麼在意砍樹這件小事有點不解，更加不悅。上次相約了個公司來
看過，回去給他報了價：他們剛給一家人家砍了一棵四十英尺高的橡樹，要了三
千五百塊。這棵樹，七十多英尺，高出差不多一倍，枝杈也多出一倍，也許還要
租借有更高更長梯子的工程車，費用該多少，自己掂量一下就知道得差不離了。
這才是他真正遲疑的原因：看樣子恐怕要上萬！就為砍棵樹？值嗎？ 

斯都魯的勇敢行為很快在關心大樹存亡的幾戶人家中傳開。大家都佩服和讚
賞這位義大利老兄。橋本太太還為此向弗蘭克真誠道歉，她說，兩次踏進陳家
門，只是探聽了一點消息，卻沒有做一點像斯都魯那樣實在的勸說。弗蘭克安慰
她：她是最早瞭解到陳家此舉的緣由，功不可沒。橋本太太興奮得臉又紅了，她
在琢磨要不要去第三次，這次該怎麼說。她決定不和先生商量，每次商量的結
果，都會有負面影響，她想，憑她的那點本事，應該可以對付這件說難也不太難
的事。不就是不要他們砍樹嗎？  

 
 

（未完，待續） 
 
（編者按）一直感覺很抱歉把姚教授的長篇大作 楓葉參天 分割的零散而減損了
故事的可讀性。下期還會繼續連載，但爲了滿足許多讀者的要求和對原作的尊
重，編者把全文登錄在以下的網頁。 
 

想一窺全豹的朋友可擊點下網頁。謝謝大家，謝謝 姚蜀平！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7c0dPGTHVj-cUVYRXZkWFZ6WmM/edi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7c0dPGTHVj-cUVYRXZkWFZ6WmM/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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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For  Sale 
 
Private Hilltop Retreat in #1 Rated School District (背山面湖) 
 
近衛斯理名校小鎮, 波士頓雜誌評第一名校區（2013），敞亮通風，背山面湖，
風景怡人, 兩畝大院, 3042 呎房,1972 年建現代化建築師設計，廚房設備商業
Wolf 雙爐，雙抽煙機，翻新櫥櫃，全新屋頂，獨立兩車房.  
 
Boston Magazine’s No. 1 rated school district in 2013.  35 minute commute to Boston, 
7 minutes to Needham and Wellesley Centers. Perched high above Pine Street 
overlooking Hales Pond, this post and beam Deck House offers incredible privacy while 
integrating stunning outdoor space with a beautiful interior.  Hike, bike, and snowshoe 
in your sprawling backyard abutting the Snow Hill trails.  Entertain friends and family 
in your open and airy main floor highlighted by a towering brick fireplace, vaulted 
ceilings, and walls of windows.  Enjoy your 350 square foot Chefs Kitchen with double 
Wolf Gas Range (double oven with griddle and grill), side-by-side Sub-Zero fridge with 
sub-drawers, new Caesarstone countertops (2013), and custom cabinetry including 
pullout shelves.  Newly stained wrap around mahogany deck facing the pond.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photos, please check out www.135pinestreet.com. Property is located at 
135 Pine Street, Dover, MA 02030. Listing price: $828,800. Contact Paul Strigler (617) 
470-1914. 

http://www.135pinestre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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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子江大飯店 
Yangtze River Restaurant 

 
Most Popular Chinese Restaurant in the Region 

Celebrates its 37th Anniversary 
 
 
 

 
 
 
 
 
 

Authentic Chinese Menu 
All-You-Can-Eat Buffet (Lunch & Dinner) 

Weekend Dim-Sun and Buffet Brunch 
(Sat. & Sun.) 

周末供應 中式點心自助餐 
Banquet Facility from 10 – 100 Persons 

歡迎酒席訂座 
Catering Service 
Take-Out Service 

Full Bar 
 
 
 

25 Dept Square 
Lexington Center, MA 02421 

Tel: 781-861-6030 
www.yangtzelexing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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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Cherry Street Suite 300  ●  West Newton, MA 024605 

617‐340‐2189  ●  www.muichiropractic.com 

Chiropractic

Physical Therapy 

Massage Therapy 

Acupuncture 

We are committed to helping others reach their optimum health goals 
while providing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evidence‐guided treatment and 
one‐on‐one care.  We offer specialty techniques for sports injuries, spinal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s for scar tissue, work related and motor vehicle 

injuries as well as rehabilitation.  We believe in a natural approach to 
determine the root cause, provide relief from pain and a fast recovery. 

 
 

 



   e-通訉第二十一期 2014 五月 第 67 頁

 

 



 
第 68 頁 e-通訉第二十一期 2014 五月

 

 

 

 

CHUNGDAHM ReadWrite’s classes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comprehensive set of tools needed for long‐term academic success. 

 

Expository Analysis, Grades 5‐12 

Learn to read dense non‐fiction with speed, accuracy, and high retention.  

Write essays with persuasive power. 

Literary Analysis, Grades 1‐9 

Gain a deep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 via novel analysis and academic 

essay writing. 

Issue Analysis, Grades 3‐9 

Practice the art of argument through reading, discussing, debating, and 

writing about current events. 

Writers Workshop, Grades 3‐4 

Learn the tools necessary to improve writing skills such as structure, 

organization, and grammar.  Class techniques will fully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writing portion of nationwide standardized tests and for a range    

of academic and creative writing types. 

Check out our winter schedule! 
 

www.BostonReadWrite.com |info@BostonReadWrite.com| (857) 404‐0170 

1254 Chestnut Street | Newton Upper Falls 

 

Help Your Student Master Reading Comprehension,               
Effective Writing Skills, and Cri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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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er Boston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華心藝術學校 
大波士頓地區中華文化協會 

 

Mission 
Provide a multicultural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appreciat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arts 

 Courses:  
 

Painting, Yo-Yo, Kung Fu, Chinese Music,  
Percussion, Fencing  
 

 Time: Weeknights and weekends   
 

 Place:            
 

Greater Boston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437 Cherry Street,  West Newton,  MA 02465 
 

 Teachers:      
 

Niu XiaoLin 牛曉林,  Judy Ting 朱友珍,  Kevin Chan 陳弘, 
Zhang ZhengTien 張鎮田,  Lin ZhanTao 林湛濤,  
Chi-Sun Chan 陳志新,  Ying Chang 常英 
 

 Students:       Ages 6 to 18 
 

 Questions?     Call 617-332-0377 or email to gbccaorg@aol.com 
Please visit http://www.gbcca.org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一流的師資  多元化的課程  理想的地點 
 

Second	Term	starts	the	week	of	January	26th,	2014	
 
 

Direction:  Cherry Street is off Rt 16 in West Newton, easily accessible from Mass 
Pike, Rt 95 or Rt9 

 

 

mailto:gbccaorg@aol.com
http://www.gbcca.org/


   e-通訉第二十一期 2014 五月 第 7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