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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1963 年，大波士頓中國文化協會成立和一套郵票有什麼關係？一個飯店和一套郵

票又有何牽連？且聼趙鍾英女士為我們娓娓道來...... 

 

當你站在白茫茫的山頂，腳踏雪橇，望著 40 度的彎曲斜綫時；心裡想著什麼？ 

“衝吧”，“再歇一會吧”，“這一次要破紀錄”，還是“阿彌陀佛”.......

何求（筆名）的“這山更比那山高”告訴我們他在想什麼。 

 

能讀文協季刊的朋友，應該都能說得上中文；但你還分的清「平上去入」的聲韻

嗎？精研語音學的史先澍給我們的舌頭上了一課 - 南蠻鴃舌來作聲。諸位看官

朋友，千萬別在家自行練習（以免舌頭打結）。或許來參加文協合唱團，由音入

聲，更能體會中國音樂，聲韻與文字之美。 

 

落葉歸根是自然界裏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自然到連“牛頓”都沒因它發現地心引

力。千百年來人們總是 “自然”的把它和回歸故土畫上等號。在“浮名滿天

飄”的虛擬時代，地心引力還存在嗎？落葉還會歸根嗎？這一期的文協季刊有兩

位文友提及落葉歸根，王尚勤的“落葉歸根 ! ?”和漁童（筆名）的“問”，從

不同的角度引出不同性質的不同結果。正是春花秋月，各有各的風味。 

 

寫詩的人總有其獨特的想像與觀察力和自圓其説的本事。如果一定要分類，或許

男性的讀者更能體會木子鱼（筆名）的舒淇之唇裡的渴望，更能有那會心的一

笑。 

 

做了一輩子水電工程的杜老總是忙著“攔水”，“治水”和“用水”。退休後更

忙著“詠水”，“賞水”和“頌水”。七首水之歌，七種感覺，七樣心情。 

 

沒有比較是顯不出差異的；而沒有時間和空間相對的差異，則是無法比較的。

（這也算是相對論嗎？）于荷（筆名）在台灣渡過了第一個 25 年，在美國過了第

二個 25 年，回台後 5 年，寫下了她的“相對論”- 中美文化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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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音樂對人的影響，就像神對信徒的影響一樣。也有人說，音樂是人們最

忠實最貼心最不抱怨最同喜共憂的“閨蜜”。你猜音樂是胡宏（筆名）的“神”

還是“閨蜜”！ 

 

生命裏的每一個片段，都有無數的故事。而每一個故事的結局也都和處事的態度

息息相關。我羡慕得也自在，失也自在的豁達人生，更嫉妒餡餅老是掉到頭上的

幸福人生，但卻佩服努力奮鬥，扭轉時局的積極人生。伍法岳老師的“丘八學

人”描述了他“由武入文”的歷程。（世上因此少了一位將軍，卻多了一位學

者） 

伍老師如何在人生的轉輒點，勤奮向上，開拓自己的天空？請讀“丘八學人”。 

編者相信這絕不祗是一個動人的故事，更是一篇鼓勵後輩晚生的好文章。 

 

在每一期的季刊裡都讀到蔣宗壬先生自然、流暢的連載自傳，也看到他“快速的

長大成人”。六零年代來美留學的艱苦日子裡，又會有什麼特殊事發生？ 

 

似乎在動蕩，不平凡的大局世裡走過的平凡人，都有一番不平凡的經歷，也都留

下了不平凡的事跡。姚蜀平女士為她平凡的母親寫的兒女祭；感念、悲痛、真實

地記載了母親極不平凡的一生。 

 

感言   感謝所有賜稿的文友和閲讀的讀者朋友，一年來的鼓勵與支持（與容

忍！）。編者雖然祗餵了文協季刊這個“大 baby”四次奶，換了幾次尿布，卻也

產生了深刻的情感。真誠的希望，文協和文協季刊能在大家的呵護下成長茁壯。

謝謝大家給了我這個機會，在此下台一鞠躬，告別了這個有趣難忘的“工作”。 

  

約稿   下期（24 期）將由杜瑾瑜負責主編，（3/1/15 出刊，2/18/15 截稿）。 

她希望這份刊物的內容可以更加豐富多元、生動有趣，又可以成為文協各社團公

佈活動花絮的園地。歡迎各位朋友不僅分享您精彩的文字創作，也不吝展示您得

意的書畫、攝影作品或各類收藏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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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mailto:gbcca.enew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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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郵票         趙鍾英   

 

經過郵局我特為進去買了一套有名廚師的郵票。三位女的，兩個男的。 

五個人當中，我認得兩位女的。陳廖家艾(Joyce Chen 1917-1994) 是我的朋友，

另一位 茱莉亞.查德 (Julia Child 1912-2004) 跟她差不多時候，也住在劍橋，也

是她的好朋友。我對這兩位最熟悉。在社區裡當年常常見到她們，在電視上也常

常看到她們。她中風，後來又得了老人痴呆症以後，她的小兒子在旁邊陪她的時

間最多。住的那家療養院離我家很近。她是私人付錢，所以不是我的病人，但是

我為了要去看看其他的人，以及療養院的節目。有時去她那個紅色的療養院。郵

票上五個名㕑中，其他三個是 James Beard (1903-1985), Felipe Rojas Lombardi 

(1946-1991), Edna Lewis(1916-2006)，我對他們不太認得。 

 

我一向喜歡集郵票，曾經花過很多錢，留過許多郵票，整張，整套，首日

封......年歲大了，別的興趣更多，現在已經不太熱衷了。但是這張五個名廚郵

票，我把它放在鏡框裡，可以讓朋友常常看見，也可以講解 Joyce Chen 的故事。 

畢竟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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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大波士頓中國文化協會成立的時候，三個人的名字在申請書上，波士頓

大學的機械工程教授程明茂，陳廖家艾，我的另一半李瑞駿。如果我們不去申請

的話，現在還是叫 Chinese Social club.早先 1959 年的時候，中國朋友要有集會結

社，中文學校，家庭夏令營，因為政治混亂，不願意牽涉哪個中國，所以就取名

字為 social club, 後來就覺得不能一直遊手好閑，無所是事，才開始申請改名字

為大波士頓中國文化協會。一直到今天，已經有五六十年的歷史了。 

 

陳廖家艾是最崇拜中國的教授們，因為地處麻州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常常請許

多資深的教授們去她的餐館聚餐。當年就此一家，她的北京烤鴨是第一流的，我

還記得她教朋友們怎麼樣用自行車的打汽機把北京烤鴨的皮和肉分開來。我們常

常請她來文化協會做講座，每次我們過年過節，夏日燒烤，所有的筷子都是她送

的，她對朋友都非常謙虛，不像現在的小把戲，沒什麼學位，也沒什麼真本事， 

可是到處吹牛演講什麼的，很使人討厭。 

 

我相信我是差不多最後幾個與飯店沒關係的人去療養院看她的. 她住在勒幸頓的

紅色的一家安老院，叫做 Fairfield nursing home,那天正好她的小兒子史蒂文

Stephen 在旁邊幫忙。她自己在一個躭床上，並不是那麼安靜，已經無法和我講

話。其他的兩個小孩亨利 Henry 和海倫 Helen 我沒有見到，她是私人付錢，我

為卅政府做社會服務，我幫不了太多的忙，只能大致解釋一下他們的情形，幾天

以後她就作古了。心裡很不是味道。只覺得很多事情我沒有幫上忙，也真是無能

為力，心有餘而力不足。她的葬禮我也沒有去。可是對她開的幾個飯館當年我們

是常常去照顧的。在 Fresh Pond,在 Memorial Drive Smith house,麻省大道的 small 

eating place 以及後來在地鐵總站對面和戲劇 District Wang Center 附近. 許多後來

開飯店相當成功的老板，經理和小開都叫她陳媽媽的，我們見面還常常提起她的

舊時故事。她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和 Julia Child 一樣, 英文發音並不是

這麼準確，有中國味道還是十分可愛。 

 

為中國人和社區做了很多事。尼克松總統是一九七三年去中國的，好像她也很早

就回去"做外交工作",聽說她是廖承志的姪女兒。 

 

我曾經有一本她寫的最老版的，有他簽名送給我的她的食譜，因為我不太善於中

國㕑亊，忘了轉送給那一個老朋友，如果現在再拿來看看的話，一定很有意思，

所謂 睹物思人，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Back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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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山更比那山高 - 北美滑雪隨筆    何 求  2004.1 
 

大凡引人入胜的户外运动都有一些共同特点：贴近自然，不重复性……如攀岩，

高尔夫，滑雪。其中滑雪对于有着漫长冬天的北美华人来说尤其受到青睐，因为

我们重家庭观念，而滑雪对于三岁稚童或七旬老翁同样是妙不可言。因此，冬天

一到，全家出动去滑雪便成了越来越多华人家庭的乐趣。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滑雪场，你一定会惊叹起来，就像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缅因

州的一个叫 Sunday River 的雪场时一样。你会发现，阳光是那么耀眼，雪是那么

洁白，空气是那么清爽，而人们穿的各色雪装又是那么鲜艳夺目。当你上到白雪

皑皑的山顶，极目四望，雪海林原，苍苍茫茫，连绵千里，你会突然领悟：地球

原本是如此壮观秀丽，可我们却天天把自己禁锢在硬木地板和柏油公路上，你真

是会油然而生一缕久违大自然的歉疚呢。当你俯身下冲，随心所欲地选择脚下的

雪道，听那耳边风声呼呼作响时，你又会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似乎对自由二字又

有了清新的体验。  

比较而言，滑雪的开销不菲。一天的缆车票总要三五十元，且不说雪装，雪具

等。不过它又绝对属于大众运动。我的那些老美邻居一到冬天总要打点起一串串

孩子上山，而他们不少都是蓝领，收入低于大多数华人家庭。他们把滑雪列入必

要的开支，孩子成长不可缺失的一环。北美的雪场是以老百姓为消费对象的。一

到雪季竞争激烈，各种促销层出不穷，你尽可留心，从中降低你的费用。至于雪

具，大人的权当一次性投资，而小孩子的雪具则常常可以通过二手交换等办法在

本镇上解决。另外也可以当天租赁或季节租赁。  

北美有许多滑雪场，仅纽英伦 (New England) 地区就有六十余座 down hill 雪场，

还不计那些星罗棋布的 cross country 雪场。选择滑雪场可以考虑离你家的距离，

雪场的垂直落差，缆车数量及速度，雪道数量及维护质量，等等。初学者没有必

要跑到很远的大雪场去，因为一开始你多半是在山脚的缓坡练习。等你上了缆

车，就可以随着大流人群悠然自得地享受平缓的为初级水平设置的绿色雪道了。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觉得不过瘾，而想去尝试有些难度的蓝色雪道。当你有了足

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挑战黑钻石雪道时，你就会发现，这座小山已经容不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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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时你的眼睛就会转而瞄上落差两千英尺，两千五百英尺，甚至更高的雪场

了。而你一旦上了两千英尺的山头，就再也不想回到一千英尺的山头了。我有个

大学同学每年总要由波士顿飞到科罗拉多或犹他去滑雪。我就纳闷，纽英伦这么

多雪场还不够他滑吗？等到我也滑了几年，上了一个又一个山头之后才明白，在

这白色的诱惑和挑逗之下，人真是会“这山望着那山高”，走火入魔呢。  

小孩子们学滑雪是不需父母操心的，丢给雪场的儿童初学班，你就尽可走开。孩

子总是比大人学得快。有一天你会忽然发现，你的孩子再也不是那个绕膝娇儿

了。他（她）越冲越快，越滑越远，任凭你再使劲儿也赶不上了。这时你双腿发

酸，气喘吁吁，只看见眼前雪花纷飞，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啸，你会心中怦然一

动：或许这就是一个宣告吧 －作为第一代移民，你已经为他们铺好了路，就像

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样，他们便开始执著地义无反顾地追寻他们的自由的梦了。而

你自己则由于脚下太多的羁绊，心中太多的藕断丝连，是永远也不会像他们飞得

那么快那么远了。回神思忖，你并不觉得后悔，也不感到遗憾。因为你知道，你

为自己，更为他们，曾经作出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你对这个整个地改变了你和你

的后代的命运的决定从来没有怀疑过，动摇过。  

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有这么一次怦然心动，不过这确实发生于我，在一个纽英伦的

冬天，在一座漫天飞雪的山上。  

最后，让我引一句滑雪人爱说的话来结束这篇小文吧：  

“See you on the slope, guys (伙计，咱们山上见！)” 

 

 

 

 

 

 

 
 

←Back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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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蠻鴃舌來作聲          史先澍 

 

 

大波士頓地區中華文化協會合唱團在 2014 年 11 月初舉行了一場年度公演，曲目

中有一個部分叫做「鄉土小調」，包括台灣近代作曲家創作的閩南語歌曲「思念

故鄉」、「拼宵夜」及客家話的「頭擺的你」等三首歌曲，歌詞當中，不乏古已

有之，但是普通話不再使用的文字聲韻的實例。 

 

譬如客家話「的」字，台灣教育部頒布的常用客家語辭典標音作 “dag”或

“did”，即屬「平上去入」四聲中的入聲。古人將彷彿是以字尾子音阻斷發聲氣

流，音節短而急促的單字歸於一類，與「平上去」三個代表不同聲調的字組並列

排比，因其聲調高低並不一致，是不容易說得通的一種概念。英美傳教士在 18 世

紀中葉，用羅馬字拼寫了中國各個教區使用的聖經，其中的入聲字，是以 p,t, 或

者是 k 三個字母收尾注音的，代表了他們對入聲字的另外一種解釋。而廣東人將

此法拼注的入聲字反過來音譯英文，翻的新奇的，雖然許多使用的人不知道字詞

的源流，往往卻能通行全國。上述的「的」字加上了士變成(tiksi)是 taxi，貼士

(tipsi)是 tips，雪梨(suetli)是 Sidney等等。英國足球明星 David Beckham，粵語

地區作「碧咸」(bikham)，而不是「貝克漢姆」，也是一個充分利用入聲字特色

的翻譯例子。 

 

古代漢字文化圈內的日本韓國越南對於漢語入聲字有後綴輔音的理解，和近代西

方人類似。「思念故鄉」中「甘蔗長長像竹竿」的「竹」字，台灣教育部的閩南

語常用詞辭典裡音讀作“tik”，一千多年前到長安學習的遣唐使，並沒有因為日

語無法以子音單獨成字，將這個字的尾音去掉，而是另加母音，變作雙音節字

“take”帶回日本。閩客粵語數目字的「一」也是個入聲字，日文作“ichi”，用

同樣的規則翻譯，比現代普通話多了一個字音“chi”，「一」字韓文發“eel”

音，用相當於 l 的諺文收尾，此字越文翻成 nhat，則與粵音接近。單從翻譯一

事，就可見古代周邊國家對漢文化吸收之謹慎嚴肅。而被遼金兩朝長期統治之後

的中國北方，除了山西和鄰近河北、綏遠、寧夏、陝西、河南部分地形同樣險

阻，較能夠保留原有習俗文化的地區之外，入聲字音已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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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故鄉」裡「我來播田你擔秧」一句的「秧」字白讀作“ng”，「拼宵夜」

的「大家來拼酒，醉了是癮頭」中的「癮」讀“ngian”，兩字的聲母是“ng”，

均屬疑“ngi”韻。越南話裡存有這個字音，所以閩客粵吳語數目字疑母韻的

「五」，越南語作“ngũ”，而韓日通古斯語族發疑母音有困難，日文的「五」

成了“go”，韓文作“oh”，是變通下的例子。民國的國音雖不將疑母列為聲

母，“ng”一音卻包含在多個韻母當中，合唱團指揮王麗文老師常以此音，指導

團員練習頭腔共鳴，是為題外一語。 

 

台灣的閩南話客家話形容蛇類爬行都做“so”, 本字是「思念故鄉」中「水牛吃

草田岸趖」句裡的「趖」，會意成字，可以適用於任何動物。「頭擺的你」中

「跈人做大戲」句子裡表示跟隨的「跈」，也不是普通話裡的常用字。近年各地

模仿日本人「年度乃漢字」活動的所謂「年度代表字大選」，若能注意到這些能

為今用，對文化傳承有助益的古字，就有意義得多了。 

 

演唱會的另一個單元是「藝術歌曲」，其中的「問世間，情是何物」原是金朝元

好問做的詞，依據的詞牌為「摸魚兒」，整首詞用今日普通話讀來，大體接近應

有格律，倒是今人金庸改寫的歌詞，第一句用「問世間」取代「恨人間」，平仄

對應不上，反而出律了。 

 

金國滅亡後，北方漢族的百工技匠、兵丁軍士，跟隨蒙古鐵騎，圍襄樊、破釣魚

城、併大理國、分道攻擊廣西，宋室覆亡之前，幽燕地區的語言已在在兩湖、四

川、雲貴、桂柳地區生根發展多時，成為我們大多數人們的共同語言。情況相似

的台灣寶島，六十年來，島民原有的語言，也被官員軍隊使用的溝通工具普通話

逐漸替代。所以「玫瑰玫瑰我愛你」、「春風吻上我的臉」和「歡樂今宵」這類

不夠革命的歌曲、才能夠找到市場，在神州大陸以外的地區繼續傳唱，也就是演

唱會結尾部分的主題「通俗歌曲」包括的三首曾經流行過的國語歌曲了。 
 
 
 
 
 

←Back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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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葉歸根 ! ?     王尚勤 

 

 

常聽到人說: 落葉歸根, 尤其是年老退休的人。 

我從來沒有這個感覺。更沒有要回歸中國的感覺。 

雖然我出生在中國。 

對我來說, “根”存在你心裡。 

歸根應該和在那裡出生沒有太大關系。 

 

1993 年母親過世, 我回台灣。就沒有再回去。 

最後一次旅遊中國是 1988 年。再回去的慾望也一直很低。 

朋友告訴我：中國進步很多, 高樓大廈到處都是。 

該回去看看。 

也有朋友告訴我：中國環境及空氣污染相當嚴重。貧富差距很大。 

更有人說,中國人生活水準提高了, 生活素質卻沒有提高。 

剛從中國回來的老朋友胡建華 Email 給我說：她在北京的兩個禮拜, 

空氣污染到天空永遠是灰沉沉的, 連星星都看不到。 

望著北京沒有星星的夜, 她每天懷念在 San Diego 的家, 那裡的星星、藍天和海

洋。 

 

我有很多猶太朋友, 很傳統, 過所有猶太人的節日。 

他們從來沒想到要搬回以色列, 連去旅遊的興趣都沒有。 

他們說, 在那裡住久了, 那裡就是你的家。 

 

2000 年人口普查, 40% 的美國人出生在其它國家, 

他們老了都會去尋根嗎？ 

我看不太可能。 

 

落葉歸根似乎在中國人的思想裡特別強烈。特別根深地固。 

會不會成了中國人不能打入美國社會主流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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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是南洋華僑遭排斥的原因？(愛你的錢, 卻不愛你這塊土地的心理) 

會不會因為過慣了柏楊寫的 “醜陋的中國人”的生活？ 

會不會 ........ 

 

我很同意美國人常說的一句話： 
 

Home  Is  Where  Your  Heart  Is! 

 

更具體一點, 什麼地方最接近你的生活方式, 你的思想潮流, 有你喜歡看的 

山水、天空及海洋........那裡就是你的家。 

 

很巧合, 正在寫這篇文章時, 讀到一篇介紹中國麗江的報導。 

是住在 Houston, 和我在哈佛見過一次面的陳瑞琳寫的。 

更巧合地, 文章中提到一個叫 Rokek J.K 的美國人, 在麗江住了 27 年。 

他走遍了麗江的玉龍雪山, 寫了一本“中國西南的古納西王國”。 

發現了人間的香格里拉。 

 

是什麼力量讓洛克先生拋下妻子家園在偏僻的中國住了 27 年？ 

是什麼力量讓他對麗江一往情深, 甚至到老年還想要埋葬在麗江的土地上？ 

落葉歸根似乎不存在 Rokek 思想裡。 

 

人間的香格里拉才是他要追求的根。 

 

你的香格里拉在那裡？ 

 

 

 

 

 

 
←Back 回目錄  



 
第 12 頁 e-通訉第二十三期 2014 十二月 

 

 
 

 

   問           漁童    2/1/2013 

 

孩子們問我一個問題 

土裏的根 怎麼能把養分送到 樹頂的葉 裏去 

 

我若有所思卻故作神秘的告訴他們 

每一片葉就像每一個人  都有一顆顫動不已的  心 

 

孩子們都樂了  笑了 

說我亂講   胡說   e 世代 

 

於是  我也問孩子們一個問題 
 

為什麼 

 

樹頂的葉 凋落後  總要回尋 土裏的根 
  ←Back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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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淇之唇    木子鱼 

 
 
 

 

 

 
 

 

 

 

 

 

      
 

 

 

 

 

 

 

你的嘴唇 

是性感的廣告 

請删掉語言 

再除去吃喝 

只保留接吻 

這唯一的功能 

 

 

你的嘴唇 

是迷人的傷口 

讓來歷不明的男人 

都穿上潔白的大褂 

學習怎样包紮 

和如何止疼 

 

 

你的嘴唇 

是遠方的風景 

只要看上一眼 

那疊在心裡的渴望 

像一卷無题的畫 

被你打開 

 
 
 
 
 

←Back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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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之歌   杜炎武 

〈 一 〉       

萬頃平湖一鑒開，乾坤有像自安排。曾觀浩月波心出，更見朝陽水底來。 

 
〈 二 〉      

湖面如鏡靜無波，一抹初陽幻變多。偶見野鷗輕掠水，尢端掀起萬重渦。 

 
〈 三 〉      

依稀水郭枕寒流，幾番水色幾春秋。多情最是春江水，千古長流日夜情。 

 
〈 四 〉      

河中一碧水連天，奌奌船影匯大川。鷗起河面秋色遠，遊子浪裡覓遠山。 

 
〈 五 〉       

站在河邊凝望遠，幾葉扁舟雲水間。碧空船影翻漁浪，一江春水漾春曦！ 

 
〈 六 〉      

細脈涓涓匯巨流，江河入海汩滔滔。休言至性多柔順，亦載舟來亦覆舟！ 

 
〈 七 〉       

縱目凝神眺海浪，滔天巨浪白茫茫。輪船駛過隨波遠，落日西沉入海洋！ 

 
 

←Back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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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文化的差異         于 荷 

 

編者按：于荷 生於長於台灣，來美讀研究所並工作多年。

本文是筆者回到母地後所看到的一些景觀的 “心裏話”。 

 

      我回到台灣一年後，帶著我那唸數學研的兒子在台灣的高速公路上開車，對

著多次急急短距離切入我前面車道的車流，實在忍不住地批評了幾句。我兒卻很

平靜地搭了一句，"這只不過是不同的文化罷了"。 也是，深想了一下，這只是

文化的不同。我從這兒來，初也不認為早年台北交通的亂象是亂，也是到了美

國，受了在地文化的洗禮之後，才比較出其中的差異。這差異不就是日夜長期地

在一環境下，受之薰陶而被改變了想法，態度和行事的準則嗎！ 

 

      台灣事實上已經西化了很多。街上行人彬彬有禮，公車捷運上頻頻讓座的人

們，經常掛在嘴邊的對不起謝謝。這些現象比美國的美國人，歐洲的歐洲人還進

步。來台灣公私辦的我的美國友人，對於同事間的互相幫忙，路人的和藹相助，

都很讚揚，這是我們的長項。 

 

      但是我那在唸高中的小孩回家來告訴我，考試時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學都作

弊。這叫我愕然了，怎麼會是這樣的。我從小學到大學，只有在大學考試時有一

次看到一二 位同學在看旁邊人的考卷，從未體驗過作弊之事。我的小子唸地是

一間小型的美國學校，但是學生都是台灣本地生。在和老師交談中，老師用詼諧

地口氣說，他班上學生的功課，他不看名字都知道那份是我兒的。因為他的功課

最不完美，完全是出自自己之手，別人的功課大都是網路上拷貝下來的，都是完

美的答案。 

 

      問題是為什麼作弊的風氣會如此之盛，盛過以往？是學生素質差了，道德差

了，還是壓力太大，造成的不折手段？我認為是後者。在美國成績不是那麼重要

的，重要的是學習到的，如何學習，如何表達出所學的；所以過程是被看重，也

被拿來衡量。這過程或許也可以作弊，但難！而且是一旦經過了學習的過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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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到了，也就不需要作弊的了。我們究竟還是受了科舉制度二千年的影響，成果

是最重要的，到達成果的方法途徑則是可以妥協。試想作弊的學生到了社會做

事，也以這種苟且的態度來行事，這社會怎麼會沒有欺騙，賣假膏藥，假食品，

假油的商人，貪污，拿小賄的屬員，和拿大回扣的長官呢？其實貪在各地皆有，

美國亦然。但是美國基本的社會輪轉的軸子沒有必要上這個油，因為作弊不是社

會的本性。 

 

      我在台灣上了一年的班，同事間相處愉快，互相幫忙，是一個很愉快的工作

環境。我觀察到上班環境的員工都是極度敬上的，上面說的話一般下面無異議，

開會時也不太發問。我自己還以資深工程師問了一二個所謂的笨問題。我問完

了，答案很簡單，自己覺得有點白問了，別人也讓我覺得問笨了。這種感覺是在

美國比較少有的。美國人問問題是要讓自己明白，而是不在乎別人因此會低估自

己。會議中不吝於提問給意見，造成會議中的雙向互動。試想，一些重要的答

案，一人的想法，怎麼能比得上，多人多方面，腦力激盪的成果呢。 

 

      我所陳述的這些，只是我所看到的冰山一角，不可蓋全。當然台灣也有一些

正負面，美國也有一些正負面，基於個人有限的經驗而我有所不知。和讀者分享

是希望我們以此警惕，也因而有所改進。 

 

 

 

 
←Back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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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和我             胡 宏 

 

 

你信不信，我第一次參加音樂演出的時候，臨上臺被攔住了。 

那天，有個教官站在我們合唱團前面訓話，要大家拿出男子漢的氣概上臺。

他突然看到我，就說﹕ 

「娃娃不許唱﹗」 

我大哥聽到了馬上說﹕ 

「啷個﹖」 

「娃娃就是不許唱﹗」 

「他會唱，不信你聽他唱。」我就毫不猶豫有板有眼地大唱﹕ 

 

巨浪，巨浪﹗不斷地奔放﹗ 

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 

擔負起救天下－的力－－量──﹗ 

 

唱完了我聽到有人在鼓掌，那教官沒得話說，只說﹕ 

「小胖子太小，不許唱﹗」他又看到我二哥說﹕ 

「你也不許唱﹗其它的，排好隊，上臺﹗」 

我大哥就自動走出合唱團，帶著我們兩個小的到我媽那裡去了。我媽已經坐

在禮堂裡面，她看到我翹著嘴巴過來，問我幹啥了，但她總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一下晚會就開始了。那天是「空軍幼年學校」的音樂會。 

大哥跟「幼校」二期的學生老玩在一起，他們打彈子、逮麻雀、游水、唱

歌，都有大哥。爸爸說大哥已經高得可以進「幼校」了﹔只是他才九歲，還是個

小學生。 

那天「幼校」二期的在台上唱得好，觀眾猛拍手。有個人叫起來﹕要新來的

指揮唱歌，臺上的學生也跟著吆喝。那個教官又站起來說話了﹕ 

「沒有規矩﹗」  

那教官這次鎮不住學生。指揮已經下台了，她站起來謝謝大家。觀眾猛拍手

帶吆喝，她只好伸伸舌頭，上台跟大家一鞠躬.... 

她唱了一首「西風的話」。唱完觀眾硬是不放她走，她又唱了一首「叫我如

何不想他」。全場觀眾死勁拍手，猛叫「再來一個」﹗鬧得那教官收不了場。後

來教育長站起來了，學生們馬上靜下來。教育長跟指揮握手才離開。學生們順序

地走出禮堂，排隊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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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家的路上，媽說這唱歌的是蘇老師，是「上海音專」畢業的，當然唱得

好。媽的朋友跟著說﹕ 

「小胖子，你要不要去跟蘇老師學唱歌﹖」 

我一想到那「不許唱」的事就著急了說﹕  

「我不要唱歌了﹗」 

媽只好安慰我﹕ 

「以後再說，以後再說...」 

 

第二天上學的時候，在路上我看到蘇老師。她拿著幾本大大的音樂書，急著

往前走。我和二哥走到「空軍子弟小學」才發現﹕蘇老師是在幼稚園教室裡關了

門彈風琴，她沒有唱歌。彈了一會，她停下來開始唱了。蘇老師沒有唱別的，只

唱個「啊──」，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像爬上樓梯、滑下樓梯一樣。幼稚園老

師來了，說是蘇老師在吊嗓子，叫我們不要鬧，讓蘇老師練歌。 

那天我們聽蘇老師唱完了才去上課。 

 

＊＊＊ 

 

其實，在我更小的時候就聽過像蘇老師唱的那些歌。在我家搬到四川灌縣以

前，我們住在成都九十巷。那時候，一天到晚躲警報，好像警報總是在晚上。大

家一聽到拉警報就吹熄了油燈往床底下鑽，沒有人去躲防空洞，那裡太悶了。警

報的聲音有點像今天警車發出的那種尖叫，叫人聽到就要躲開，每次躲警報都要

搞到半夜才解除。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我爸開始扛個機器回來給我們聽「留聲機」。他在學校受

訓，有時候白天可以回家。好像是一個英國教官讓我爸把「留聲機」扛回家的。

那機器很妙，有個把手可以讓人抓著搖，搖了幾下就可以放一張唱片讓它轉起

來，然後把一個像公雞腦殼那樣的東西裝上一根針（麻煩得很﹗），再把針放在

唱片上，聲音就出來了﹗   

我們常聽的是那張英國教官的唱片，它一放出來就很熱鬧，好像一大堆人在

菜場裡，大人、小孩都在精叫喚，叫了一陣，一個偉大的人唱歌了，別的人就跟

著他唱。每次唱了兩句我二哥就要拱著我說﹕ 

「來，我們來鬥牛﹗」 

多少年以後我才知道，那人唱的是一首叫「卡門」的歌，是我最早聽到的歌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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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晚上，我被音樂聲音鬧醒了，爬起來一看，有好幾個大人圍著「留聲

機」唱歌。在晃動的油燈下，有的人在吃花生米，有的人在嘻嘻哈哈地喝酒，大

家都跟著「留聲機」大聲唱歌，一會兒唱「叫我如何不想他」，一會兒唱「回憶

兒時」.... 高興得很。 

我起來跟媽吵著要吃花生，她說﹕ 

「好好睡覺，明天晚上我帶你們上街去玩。」 

第二天晚上，我們一家大小真的走到街上。好多人跟我們一樣，拿著火把，

在街上走著、笑著、嚷著、唱著﹕ 

 

勝利、勝利，偉大的勝利，  

手中揮舞著、手中揮舞著，勝呀利勝利旗﹗  

億萬人─的歡──呼， 

響徹了─天─和─地。 

勝利、勝利，偉大的勝利...... 

 

＊＊＊ 

 

有一次，我真的被老師叫到大家面前唱歌，那是好幾年以後的事了。事情開

始是我們三兄弟跟我媽回杭州去看外婆。那時候很多人回老家，但是很少有人學

會了幾首周琁的歌回來。回到四川灌縣我們變成了新聞人物，老師、同學都要聽

我們唱周琁的流行歌曲。我最常唱的是「花樣的年華」，我唱的是什麼我不懂，

只覺得唱完很幸福。 

我真正喜歡唱的是「南海之晨」，原因並不是那夏威夷音樂有多好聽，只是

因為我不懂什麼是「南海之晨」，以為是「男孩子晨」。我是男孩子，當然唱男

孩子的歌。  

少年的我，體會到了要搞懂唱的是什麼比學會唱一首歌還要難。 

 

＊＊＊ 

 

幾年後我家搬到台北，我們都很懷念在灌縣那段充滿歡樂的日子，時常我們

在數我們「幼校」的朋友﹕是陳懷手巧，他會做小提琴，後來他成了偵察英雄、

是鄒寶書最不喜歡講話，他鋼琴彈得最好，後來也成了空戰英雄、是梁廣正足球

打得最好，是我們娃娃的英雄... 如數家珍。 

到了台北，有一天大哥從學校回家說﹕「幼校」在東港復校了，他要轉學去

唸。我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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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去東港呀﹖你現在在建國中學不是唸得好好的嗎﹖你爸爸一定不會答

應你去的。」 

爸爸在哪﹖我們搬到台北以後，他一直還在大陸做事。一下子他去了蘭

州，買了好些三白瓜回來、一會兒調到重慶第五軍區。那一年，爸爸從來

都沒有回過家。找不到爸爸，大哥執意要去「幼校」，媽也不攔他了，讓

他去試試。 

一學期後大哥回來了，他可是不一樣了。說是他們的音樂教官很喜歡教

他們唱些世界名曲。媽在廚房做飯，她說她要一面做飯一面聽。大哥就站

在廚房門口，用他圓潤的男中音唱﹕ 

 

當我──的─船離開港口── 

孤獨──的─淚濕透了我衫袖...  

 

「哦，這首歌叫『白鴿』，對不對﹖是一首探戈舞曲，你要唱得像個舞

曲。」 

媽媽在廚房一邊唱『白鴿』，一邊舞著示範探戈的節奏。我們三兄弟都跟著

學，樂極了﹗恐怕是爸爸調去重慶以來第一次看到媽那么高興。 

後來媽媽沒有讓大哥回東港「幼校」，因為媽媽覺得我們家穿軍服的人太多

了。大哥當然不幹，但是也沒有太堅持，因為不久爸爸回來了。爸爸對大哥說﹕

聽媽媽的話。 

 

爸爸回到台北，有時穿了軍服去「總部」上班，有時候跟他的軍區司令在我

們家聊天。有一次他們穿了整齊的軍服很嚴肅地要去一個地方，回來的時候變得

很輕鬆了。後來媽媽只說﹕ 

「上面說的﹕守重慶他們盡了力。」 

爸爸閒下來很會自己排遣時間，因為他會做電器，一下做了一個孵蛋器，我

們家可以孵雞蛋、養小雞。等小雞長大成母雞了，母雞生蛋，我們有雞蛋可以吃

了。爸爸還會裝收音機，我們家又有音樂可聽了。有一天，爸說要騎車帶我去

「新公園」逛逛，我不知所以地被爸載去了。到了那兒，只見好些人圍著音樂台

看熱鬧。爸爸說﹕台上的人在演奏一個音樂叫做「藍色多腦河」，他是看了報才

知道的。在人聲裡，我聽到輕快的音樂，還有人在台上翩翩起舞，這時我才知道

樂隊還可以跟跳舞的一起表演。 

沒過幾天，我聽到收音機裡面在奏同樣音樂，我跟著哼，爸爸問我這音樂叫

什麼﹖我說﹕ 

「藍顏色－的－多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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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就叫它『藍色多腦河』，唸起來不是更輕快些﹖」 

這下我才忽然明白﹕文字跟音樂還蠻像的﹗ 

 

＊＊＊ 

 

我們家團聚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是最美好的是爸爸後來調到岡山去的那幾

年。我們三兄弟那時都學了些樂器，夏天的黃昏是我們家的音樂時間。一家六口

（後來還有個會唱歌的小妹妹入伙），有唱有奏的，節目繁多。在夕陽裡，鳳凰

木的花變得火紅，檳榔樹頭髮染上了金黃，大哥常吹著口琴、唱著台灣小調為木

瓜樹澆水。爸爸有時逗著小妹要她唱個「小小羊兒要回家」，她老喜歡一直唱﹕ 

 

 呀嘿、呀嘿─、呀─嘿── 

 

一直到媽媽從廚房走出來陪她唱。二哥那時候已經可以把小喇叭吹得呧呧呱

呱的，時常會來加一段爵士樂，或是那時流行電影「慕情」的插曲。我只會吹大

喇叭，不時湊一個「快樂的農夫」，逗得大家聽了笑呵呵...  

我們住在眷村裡，有時鬧得讓鄰家孩子趴著牆來看，不知我們這一家人是怎

麼回事。 

 

哦，如是年華多嬌﹗ 

 

＊＊＊ 

 

要談我的音樂經驗，最突出的要算進了東海大學的那幾年。剛到那兒時，我

們還沒法把新環境弄清楚，只覺得每天都有新發現。有一天，我們在球場打球，

體育老師來告訴大家﹕ 

「省交響樂團馬上要在大禮堂表演，各位趕快去吧﹗」  

原來省交響樂團在台中舉行了省運的開幕式，禮成之後這個大樂隊沒事了，

我們校長馬上請他們到東海來，讓學生見識見識。 

我以前在岡山是見過大樂隊的，雖然那是個難忘的經驗，畢竟那只是個美軍

的鼓號隊。他們沒有弦樂器，因為軍樂隊是要能走著奏的，小提琴之類的弦樂器

就有困難了。解決的辦法是用洋簫來充當弦樂器，洋簫是可以邊走邊吹，聽來蠻

像提琴的。這個省交響樂團是什麼樂器都有，那些管樂、弦樂、打擊、簧樂的樂

器全有，一來就上百人，把禮堂講臺擠得滿滿的。那天我去一看就服了，充滿了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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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響樂團要演奏什麼﹖不知道，只見指揮上臺跟大家深深地一鞠躬，他輕

輕地說聲要演奏「新世紀交響樂」就轉身對著樂團要開始了。我沒有聽過交響

樂，見他全神貫注地揮動指揮棒，要樂團小聲、輕輕地開始。那音樂有點鄉村氣

息，聽了一陣，音樂演變成大鼓和定音鼓交替的對擊。他們不是在敲驚堂木，但

的確像是在對聽眾宣佈一個新世紀的來臨... 沒聽過。第一樂章是一個好聽、

令人興奮的樂章。第二樂章的開頭是緩調，馬上聽出來是大家熟悉的「念故

鄉」。這交響樂比平時唱的歌要複雜，幾次從「念故鄉」那曲調變奏出來，好像

作曲家在表達好幾種鄉愁似的。我聽得出來有淡淡揮不去如絲飄蕩的愁，也有哀

怨得像位老娘在呼天喚地哀嚎。當大提琴慢慢吟唱出舒解的曲調，大家情緒才穩

定下來。然後，近入第三樂章印第安人的旋律，接著是第四樂章燦爛的結尾。觀

眾聽得如痴如迷，結束的時候大家是爆出掌聲，指揮三次謝幕後才被觀眾釋放。

  

這是我是第一次受到古典音樂的洗禮，我把每一個音符都聽進去了，聽得把

所有理科上過的課都忘了，什麼普通物理、微積分的，都從腦海中消失... 

過了兩天就是期中考試，我碰到極大的麻煩。我拿到微積分考卷的時候，耳

朵裡面響起了「新世紀交響樂」﹔我看到考試題目，耳朵裡聽到的是那大鼓和定

音鼓交替的對擊﹔我想回答題目的時候，腦子裡只有那緩緩的「念故鄉」。努力

再三，那些音符仍是不斷地一個一個滑出來。我想大喊﹕ 

 

 Shut Up﹗ 

 

但是，那是沒有用的。最後我只好趴在桌上睡一下，慢慢才恢復了自我。 

為這事，微積分教授在發考卷時開玩笑說﹕ 

「有位同學考試的時候，魂都不在，還趴在桌上睡了一下才答題...」 

不過他沒有太為難我，說不定他以前年少時也有過這種經驗。 

 

東海那時雖沒有音樂系，但一些美國來的教員和台北來的同學會玩些樂器。

有次他們表演舒伯特的室內樂，我找了位系裡高年班的同好去聽，曲目是「鱒魚

五重奏」。這曲子流暢、活潑，但總帶點淡淡的憂鬱。我聽完了問我那同學怎麼

回事﹖他說﹕ 

「舒伯特是用短調和流板來描寫快活的鱒魚，可是一旦牠們被漁夫看到了，

難免不是個悲劇下場。」 

「哦，音樂還可以講故事嗎﹖」 

「哈，音樂不能明說，只能意傳。不過舒伯特個性太溫了，你要去聽些貝多

芬、華格納、柴可夫斯基之類的才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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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在哪裡聽﹖」 

「咱們去音樂室看看吧。」 

原來我們東海大學有不少校產是洋教士捐的，尤其是上了年紀退休的洋教

士，他們的大東西帶回去嫌重，就奉獻給學校了。這音樂室就是他們這麼捐獻來

的。我們進去一看就見到一台留聲機，蠻像以前在成都我爸扛回家的那種，沒想

到到現在還可以在音樂室服役。這裡收集的唱片更是琳琅滿目，一大櫃子。 

「這麼多唱片，我要聽得要多久才聽得完呀﹖」 

「好幾年，不過有個辦法﹕你可以申請做工讀生，而且要求專門到音樂室來

做，一個禮拜十小時，四年聽完這些唱片沒問題。」 

「這辦法倒好，一面聽音樂，一面賺點零用錢﹗」 

我欣然走了這條路。我開始有系統地聽音樂，四年下來，我也學會了聽音樂

跟唸理科互不相擾的功力，太好了﹗  

 

東海大學有個頗負盛名的「聖樂團」，每年寒假的時候出發作環島演出，團

員都喜歡這些活動。他們招收團員的時候我就去了，可是我沒有久留。原因並不

是每次練唱的時候有位牧師娘娘來領大家禱告，實在是他們要求很嚴，每週的練

習和每次的環島演出都得全力以赴。這跟我那篩選嚴格的物理系課程有衝突。意

外地，我發現了一個「東海合唱團」，人數不多，有次他們要去台中表演，人數

不夠就把我抓去了。這次唱的都是些嘻嘻哈哈的歌，臨到要上場了團員才全部到

齊。指揮和氣地還要我們四部呼應整齊。這指揮是誰﹖就是教我們德文的馬丁老

師。他平時教我們德文文法是不苟言笑﹔在這兒他只要求四部密合、整齊。那天

我們唱得輕鬆、詼諧，博得觀眾的熱烈鼓掌。唱完了我才了解﹕我們的表現是在

於馬丁老師的帶動，大家看指揮才能絲絲扣緊地唱，唱出來的歌也的確生動好

聽。我找到機會跟他聊天﹕ 

「老實說，馬丁先生，我從來沒想到今天是你來調教我們的合唱。」 

「哦，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時候就是詼諧合唱團的指揮。」他淡淡地說話，

但卻看著我問﹕ 

「我知道你在音樂室工讀，你知不知道音樂室有『魔笛』那歌劇嗎﹖」 

「當然有呀，我們有全套的原版唱片....」 

「太好了﹗我們可以一面聽莫扎特的『魔笛』，一面上德文。」 

我簡直不敢相信，有這麼上課的﹖可是那馬丁老師真有辦法，他說服了牧師

娘娘讓我們借用音樂室兩個禮拜，一邊他還把歌詞打好字油印出來給大家。那幾

天上德文課的時候，幾位不喜歡古典音樂的同學都聽得津津有味。大家都發現﹕

拗口的德文配上了音樂會變得特別親切。那塔米羅王子的一曲「俏麗的少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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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過的德文字全唱出來了，我們學會怎麼唱這歌，歌詞也記住了，歷久不

忘。 

 

＊＊＊ 

 

幾年後，我在波士頓東北大學寫論文，發現距校區幾步之遙就是「新英格蘭

音樂學院」（簡稱為 NEC）。我興奮極了，因為我多年來就希望多了解些音

樂，這下輕易可以實現了﹗但是一想，我的論文指導教授一定期望我全神貫注地

做學問，甚至要經常跟別的研究機關交流。這是個不能兩全的境況。 

幾經週折，我發現了一個最佳途徑﹕做學問難道是不眠不休的﹖每天總得放

鬆一下，尋找新觀念，對吧﹖我相信，我可以一大早去辦公室攪腦汁，下午到 

NEC 的演奏廳聽那桑大指揮調教他學生的交響樂。 

有一次，桑大師看我老遠地坐在那裡，就要我過去。他那英國腔非常客氣地

問我﹕ 

「老兄，我這錄音機的電池恐怕快沒電了，你可不可以幫我控制一下錄音

機，我只要錄幾段。你願意幫我這忙嗎﹖」   

「哦，當然﹗」  

 那天他們是在練斯特拉汶斯基的「春之祭典」，有一段他要演奏熱帶林的

繁花飄舞在春天的激蕩裡，但是總得不到那味道。下課的時候我把錄音機還給

他，他急忙地放出來聽。突然說﹕ 

「原來是這個低音洋簫沒有跟著橫笛把音色轉過來。哈，這下有辦法了﹗我

可以表達出艷花在熱風裡招搖著的蠢動。」 

我就這麼去管點閒事，在回辦公室的路上有些領悟，我知道該怎麼修正我的

研究工作了。如是，到五點鐘指導教授來「查房」的時候，我有了新問題、新觀

念。他發現我的研究工作有明顯的進展，對我的作息時間就不再過問了。完美﹗ 

 

唸完書，我有點捨不得離開波士頓去別處找事。我發現，波士頓就是個高科

技的大本營，這兒的電吉多、王安電腦、摩托羅拉、等等，都一時執高科技牛耳

的公司，我也親臨其盛。我到那兒為他們的微電腦、個人電腦、網路通信、等等

產品做了不少設計。這些公司所經歷的成、敗、壞、空過程也都見到，高科技是

個永無寧日的一行。 

那幾年唯一穩定的是我的家和波士頓的音樂活動，屢盛不衰。剛開始只是我

們一家人冬天去看芭蕾舞、夏季去坦哥梧音樂營聽各路大師的表演。後來幾位老

波士頓朋友組織了一個華人合唱團，這團唱些老歌，頗受歡迎。每逢有老僑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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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都請我們去表演，我也列席參與。唱了幾年後，我開始好奇﹕我們這團的程度

在波士頓算數嗎﹖  

我一查詢就發現﹕波士頓的合唱團少說也有五十個，因為圍繞著波士頓的每

個城鎮幾乎都有一個，再加上五個職業團隊還有兩個音樂學院的合唱團，這還沒

有算上華人的團體。我必須去探一探他們是什麼程度。我上網找到了 WCS（衛

斯禮合唱團），因為他們不算大，只有六、七十個團員，我在電話裡跟他們先談

了一下就去了。第一天練唱的時候，我好像是個外星人似的走進去，每個人都在

看我，畢竟，我是唯一的東方人。等指揮把我介紹給大家，馬上每人發了一本

書，封面寫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哦，這不是「莫扎特傳」那電影裡面最

後一段的音樂嗎﹖我要學、我要學，就算唱破嗓子也要學。 

可是問題不在這曲子有多麼高的音調，是在於我的讀譜能力，因為那晚指揮

說﹕ 

「我們先走一遍好了....」 

他一揮動指揮棒全場四部的聲音都出來了，不管唱到哪裡，沒有人落後對不

上譜﹔只有我，不知一晚落後了多少次....我以前是悄悄地學過讀譜的，那是在

東海大學音樂室的時候，我曾經找到交響樂譜對著音樂看過幾次;但是在 WCS 我

簡直跟不上，就算唱破了嗓子也跟不上。那天休息的時候我找到指揮說﹕ 

「泰德，我恐怕不是你要的人，你們一下把整本譜都唱完了，我每一個曲子

都落在後面....」 

「你以為每個人來的時候都唱這麼快呀﹖他們都在這兒唱三、五年才有這程

度。歡迎你來，歡迎你跟大家一起學莫扎特....」 

盛情難卻，我忙著點頭，下定決心每週找出一晚來練習。妻說我是在呀呀學

語，我說是相見不恨晚。她說﹕ 

「你的意思是說，你選定你的情人了﹖」 

說不過她.... 

 

那年準備演出的時候，泰德不知從哪裡找來了一個三十人的小交響樂團，彩

排的那天還來了獨唱的歌手，男、女，高、低音各一，連同合唱的至少有百人上

台。一首戚戚的「安魂曲」，在唱到出殯的那一段竟然達到了天呼地動的效果。

唱完後，我從觀眾的眼睛裡看出，他們還激動未消。 

等到慶功宴的時候我問團長，怎麼弄來一個交響樂團，還帶四位專業歌手﹖

她說﹕ 

「哦，這附近有不少學音樂的，泰德只要花兩三天他就可以組成這麼一個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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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

  

「當然，這兒是波士頓嘛﹗」  

 

話雖這麼說，幾年下來我發現還是有點欠缺，洋人的合唱團很多是以唱宗教

音樂為主。從音樂之父巴哈以來雖然不少好的音樂是民間資助寫成，但演出的大

廳與樂譜長久的保存大都得力於教會。中國音樂在西力東漸之前很多是宮廷音

樂，更多的是民間小曲。這是中國音樂內容較有活力的原因。我很幸運地多年在 

GCS（即波士頓文協合唱團）跟大家學古曲歌曲，也學了用新詩譜成的現代歌

曲。能接觸到東、西方兩種音樂是我的幸運。 

 

  

有一年，我在電吉多公司作設計工程師，我們設計了一個微電腦，樣機製造

出來卻久試不能起動，也找不出問題是在哪裡。我們試車試到半夜，仍無頭緒﹔

突地試波器發出「di、di....」的叫聲。大家圍著測試設備一再求證，沒錯，這

測試設備吐出一串正確的０和１.... 

 

「電腦有正確的訊號了﹗」 

 

我們的叫聲把警衛都叫醒了，他們趕來看是發生什麼事了.... 

 

那晚我們滿足地收拾好器材回家。一路上，我看見一輪明月，收音機正好放

出克勞地‧ 德步西作曲的「明月」（Clare de Lune）。月光如洗，清景無限。我

感到在實驗室的同事和 GCS 唱歌的同好之間真有相似之處，我們都是在合力追

求一種完美，一絲不苟的完美，而完美的目的，只是更上一層樓的表達，不管是

電腦還是合唱。 

那陣忙過後，我們團隊裡有幾位同事的頭髮上著了霜，但我們像孩子似地，

成天大談我們下一步要設計什麼。 

 

多年後，我又聽到「明月」，覺得這音樂恰好讓我從學習合唱的經驗來刻畫

科技創新的追求。我從那兒取材寫出下面幾段﹕ 

 

 

有天晚上,月色明亮,稍帶寒意。 

我們來自四方,要把新曲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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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古典, 

  想統統顧到。 

 

我們從基本練習﹕ 

跟着琴把音唱準, 

 節奏要到位, 

  音色要圓潤， 

   高﹑低音要加強。 

 

我們齊聲唱著，高亢地唱, 

用和聲繪出繽紛的色彩。 

 走音了嗎﹖ 

  符點沒落空﹖ 

   大家顧著和音? 

    人人看指揮？ 

 

「花非花呀，霧非霧」 

那些解不破的密，迷朦的美。 

 要唱得韻味在我們心, 

  迴蕩著不知天將明。 

 

願大家美妙的歌聲音常在,  

個個身矯健，朵朵花兒艷。 

 我們相惜地唱， 

  要唱到嘶啞， 

   不知已老去.... 

 

 

是的，我們要長久在一起，一起發傻勁地唱，唱到聲音嘶啞，忘掉老去... 

我們要長久在一起，一起發傻勁地設計，設計遙遠的未來，忘掉老去...  

 

 

 

 
←Back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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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伍法岳教授，1954 年畢業於台灣海軍機械學校，波士

頓東北大學 Matthews 傑出講座物理教授退休，為知名國際之統

計物理學家，也是 GBCCA 多年會員，曾任 1974-75 會務成員，

為 GBCCA 的早期發展，出力至多。本篇文字係記述伍教授當年

在台灣軍中生活及出國進修經歷，為 2006 年伍教授在中央研究

院近代歷史所作的口述訪問紀錄，原刊載於 2013 年 11 月出版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第 13 期。現經伍教授同

意，在 GBCCA eNewsletter 共分三期轉載，以饗舊雨新知。 

 

 

丘八學人       伍法岳 

 
 

一、家世背景   

  

我出生於 1932 年 (民國 21 年），湖南省石門縣人，世居湖南省石門縣蘇市

鎮水晶廟村。我出生時，正值 918 事變不久，日本侵占東北，父親乃為我取名法

岳，以效法岳飛，光我河山之意。祖父伍經堂，字賓初，前清拔貢，家境小康，

詩書傳家。我的父親伍家宥，字仲密，生於清光緒 23 年 (1897)。1926 年，北京

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加入國民黨，旋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翌年年底返國後，雖

步入政壇，但基本上還是一個謹守孔孟之道的讀書人，終生不改其志。1948 年，

父親當選湖南省第六選區立法委員。1983 年病逝台北。母親龔蔚英 (1892-1935) 

在我三歲時就去世了，弟弟法同才幾個月大。1937 年，父親續娶，繼母羅家松 

(字友石，1903-1999) 是五四健將羅家倫的胞妹。我有兩個姊姊，兄弟各一；大

姊法禮 (1916-1998)、二姊法祜 (1918-2002)、哥哥法禘 (1925-1996)、弟弟法

同。五個兄弟姊姊之中，現在除了我和法同，其他人都已經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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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與母親兄姊合照，（自左至右）：大姐法禮、媬姆彭嫂、伍法

岳、母親龔蔚英、哥哥法禘、二姐法祐。 

 

1937 年，抗戰軍興，父母隨國民政府西遷，我也輾轉經漢口、長沙，到了重

慶，開始入小學唸書。1943 年，我考上了沙坪垻的南開中學。抗戰前南開中學在

天津，重慶的中學叫南渝中學，天津淪陷，南開校舍大部被炸毀，部分師生遷到

重慶，與南渝中學合併成為在重慶的南開中學，雖然校門口仍掛著南渝中學的牌

子。南開中學的管理十分嚴格，淘汰率很高；初一考進去時五班，初二變四班、

初三只剩下三班。校長張伯苓在校園裡看到我們，會摸摸我們的頭，但實際管教

我們，和我們比較常接觸的是俞主任跟孫主任兩位，管得很嚴，使我們這些小孩

子不至於為非作歹。抗戰勝利後，我和父母跟著國民政府復員回到南京，就讀於

鍾英中學。1948 年 11 月，徐蚌會戰國軍兵敗如山倒之際，我剛開始讀高三，隨

父母倉皇離開南京，經漢口到長沙，到明德中學借讀，明德中學也是一所名校。

隔年 4 月，長江天險失守，我們再度踏上征途。6 月，經廣州坐船抵達基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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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正值升學，全家只有我隨父母親到台灣，兄姊跟弟弟都留在大陸，這一別就

是三十年。 

 

 
1979 長城:    兄弟姐妹們 1979 年在北京長城下重聚 (自左至右)  

法同， 法禘，法禮，法祜，法岳。 

 

剛到台北，發現當時的台灣其實很落後，整個台北市羅斯福路一帶就像鄉

下，沒有什麼房子，都是田地，要走很久才會看到一棟房子。我們是和家父的好

朋友郭登敖一家同到台灣，郭伯伯是貴州的立法委員，他們兩人在北京大學求學

時代便認識了，我們兩家在台北住在一起，郭家的幾個兒女非常有出息，都很會

唸書，有兩個拿到物理博士、兩個數學博士、一個化學博士，現在都在國外。當

時我們一家三口擠在一個六個榻榻米大的房間，我就待在房間裡準備考大學。因

為不知道哪間學校會錄取，只要有學校招生，就去報考。我數學一向很好，先考

台大數學系，放榜錄取。台大跟師範學院（師大前身）是同一天考，考了台大，

就不能考師範學院。後來師範學院理化系招二年級插班生，我請人替我寫了個證

明，證明某某人在大陸唸過一年大學，用同等學歷報名，結果 23 人報考，取 5 個

人，我也考取了，但是因為沒學過微積分，不敢去讀。正在此時，我在報紙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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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軍機械學校跟海軍官校招生的廣告，便和郭家的兒子郭子斯一同報考。當時

官校、機校考試非常嚴格，第一關是體檢，通過後才能參加筆試跟口試。現在回

想起來，我應該是考不取的，因為第一關體格檢查就過不了。我左眼的視力幾乎

等於零，眼睛本身雖然沒壞，但因為從小專用右眼讀書視物，左眼就變成弱視 

(lazy eye)，根本看不清楚。記得當時在圓山體格檢查，輪到我的時候，剛好視力

檢查的醫生走開了，就這麼輕鬆過關。不然按照當時的規定，我第一關就會被淘

汰。體檢跟筆試過了之後，接下來準備口試。口試前，台大已經放榜，我知道自

己考上了台大，本來可以去念台大，但當時我和家人都想，我們剛到台灣，一切

都不穩定，加上台灣局勢也不明朗，只要有機會，都不願放棄，於是決定還是參

加口試。後來學校放榜，我考上了海軍機校，郭子斯也考上了。 

 

二、就讀海軍機械學校 

 

台大是 10 月報到，但機校規定 9 月就要報到。在選擇機校前，我和郭子斯跑

到左營去實地參觀過一遍，當時一切環境條件都很差，但在我們看來還算好。尤

其當時機校學生都穿皮鞋，對我們很有吸引力；我們這些人從來都沒穿過皮鞋，

於是很興奮地跑去報到，誰知一報到後就出不來了。後來才知道，有人進去報到

沒兩天就跑掉了，上面原本說要以逃兵處理，但我們根本還沒有受過訓，也還沒

入伍，不能以逃兵處理。不過進軍校也有好處，軍事學校是很好的訓練，不論對

於身體訓練或是其他各方面，都是好處多於壞處。 

 

海軍機械學校最初設在上海，是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創辦的。桂永清認為要建

設海軍，不能僅靠國外援助軍艦，應在本國發展自行造艦的能力，自己能造艦才

能發展海軍。設立海軍機校的目的，便是希望未來可以在國內自行設計建造軍

艦。海軍機校第一期於 1947 年在上海招生，第一、二期都是在上海和官校同步招

生。每個省分都有分配名額，如該省錄取人數未達應招名額，則以成績高低由他

省學生遞補。海軍機校初試是在全國各地分區舉行，如湖南、湖北兩省的學生要

到武漢進行體檢跟初試，初試通過後，才集合到南京參加複試。這批錄取的學生

大多數是湖南籍，主要因為蒙古、西藏等偏遠省分沒人來報考，而成績比較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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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半是湖南籍學生，依序遞補上這些空額，所以第一、二兩期湖南籍學生比較

多。 

後共產黨打來，機校先遷到前清海軍重鎮福建馬尾，後來又遷到台灣左營。

1949 年，機校在台灣招考第三期學生，也是跟官校同步招生。當時分為台北、廈

門和廣州三個考區。我們台北考區的學生 9 月報到，但為了要等廣州、廈門考區

的學生，拖到 11 月才到鳳山接受入伍訓練。我記得我們是 11 月 14 日到鳳山受

訓，一直到 1950 年 2 月 23 日才回左營。原本官校、機校 1949 年入伍的學生，應

該在 1953 年畢業，但因等待入伍訓練的時間拖得過長，把課程給耽誤了。入伍訓

練結束，官校、機校學生各自回到本校。官校體制比較完善，學生回校後，校方

立刻加緊教學，很快追上落後的進度，所以回校的同學可以如期在 1953 年畢業。

機校因為本身制度不甚健全，把我們整整耽誤一年，直到 1954 年，也就是民國

43 年才畢業，成為 43 年班。1等真正 43 年班的學生進來，就將我們稱為 43 年班

甲組，真正 1954 年入學的學生，稱為 43 年班乙組。後又有 43 年班丙組，則是將

曾經讀過兩年制廠務專科班的學生召回，繼續完成後兩年課業，成為 43 年班丙

組。我們甲組大約有 50 人，乙組約 100 人，丙組約 20 人。 

 

1949 年 9 月，我們到左營入學報到後，被安置在海軍士兵學校大禮堂，每個

人發一個床墊，就睡在士兵學校大禮堂。在等待的這段期間，每天接受立正、稍

息、向左轉、向右轉等基礎訓練。等廣州考區以及廈門考區學生到了，我們便在

11 月 14 日到鳳山五塊厝營區，接受為期一百零二日的新兵入伍訓練。 

 

軍校新生都得先接受入伍訓練，將「老百姓」訓練成軍人。當時海軍官校跟

機校分別自青島、上海來台，行裝甫卸，自顧不暇。海軍總部便將兩校在廣州、

廈門、台北三地同時招的大約一百五十名新生，交給正在鳳山訓練新軍的孫立人

將軍代訓。當時鳳山新軍訓練建制為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成立於 1947

年 10 月 1 日，是現在鳳山陸軍官校的前身），我們兩校新生編在下屬入伍生教導

總隊第一團第二營的第五連跟第七連。總隊長是趙逖將軍，當年是孫傳芳的部

下，團長是留美的江無畏上校，營長顧正祥，連長分別是管珉跟劉凱英。每連有

排長三名，加上班長、副班長多人。排長們均為體格高大、吃苦耐勞的東北青年 

                                         
1
 按照海軍傳統，以民國紀元為班級代號，故我們是 43年班。以下提到海軍班級時，一律以民國紀元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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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鳳山五塊厝入伍生教導總隊第一團第二營第五連新兵攝於營房前，後方竹竿為

每日爬竿訓練之竹竿，箭頭指向處為伍法岳。 

 
1999 年 11 月，機校 43 年班甲組同學由伍法岳領隊（台上左一），重返鳳山五塊厝五

十年前入伍訓練的營區作懷舊之旅，受到衛武營區盛大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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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班長們來自幼年生隊，大都是十三、四歲的孩子，年齡雖小，揍起人來可不

含糊。用拳頭打人時，他們要站在小板凳上，才能鎚打我們的赤膊胸膛，可惜這

些有為的青年排長因為營養不良，操勞過度，聽說後來有人得了肺病。 

 

    當時陸軍的入伍訓練基本上都是打罵教育。一個人

犯了大過，就會被四個班長拉住手腳，趴在地上，一個

班長拿著扁擔打，很多當時所犯的過錯在今天看起來都

是小事。官校和機校的學生是在一起受入伍訓，大概去

了幾個禮拜，有一天官校校長郭發鰲來視察。郭校長走

後，我們在營房裡整理裝備，連長跟我們說，晚上帶我

們去看電影，大家都很興奮，可能聲音太大，有一個排

長過來要我們小聲一點。可是年輕人嘛，太興奮了，過

不了多久聲音又大起來。有些比較好心的同學就噓了一

聲，提醒大家小聲點，不要太吵。當天是禮拜六，值星 
 

排長剛交接，叫我們小聲點的是剛下值星的魯排長，他以為我們在噓他，認為他

剛交值星，不應該由他來管我們，立刻惱羞成怒，大聲喊：「跑步，到外面集

合！」當時我正在解綁腿，解了一半，聽到命令便急忙拿著綁腿跑步到外面集

合。剛集合成講話隊形，排長就問是誰噓的，沒人出來承認，我們根本不知道發

生什麼事情。當天南台灣的太陽很大，我們站在太陽底下很久，昏倒了好幾個。

後來排長又發小紙條，要我們寫聲音是從那個方向來的。有人寫聲音是從我們這

個方向來的，於是魯排長就向我們這一排繼續追問：「你們說，究竟是誰噓

的？」我們還是沒有人答腔，當時海軍官校有個聯絡官在鳳山，排長問海軍聯絡

官可不可以打，聯絡官同意後，排長就用上述的方法從排頭打起，但我們不用趴

著，只由兩個人抓著手站著打。排頭曾國菁先被打，第二個杜斯良是官校的學

生，我是第三個。郭發鰲來視察時，選了幾個好學生接見，其中一個就是杜斯

良，所以他免打。下面一個是我，我已被拉了出來，兩個班長拉開我的雙手，扁

擔正要打下之際，這時有一個同學高應東當天作採買，事情發生時，他剛好不在

寢室，因為置身事外，可以發言。他舉手發言，希望排長從寬處理。大約這時排

長也想找台階下了，說只要有人承認，可以免打，有了一、二個同學承認後，我

乃得免打。這只是在入伍訓練打罵教育的一個例子，當時排長、班長很容易就找

到理由處罰我們。 



 
  e-通訉第二十三期 2014 十二月 

 
 

第 35 頁 

回到機校後，我把在鳳山受打、受罰的心得寫成一篇文章，分門別類，列出

幾十種不同的罰法，從最普通的兩腿半分彎、挨拳頭到出特別操，不一而足。在

連續打罵教育下，不久大家都成了聽命行事的機器人。海軍機校學生大隊大隊長

鄧坤元來視察，極為讚賞，說「這才是軍人！」 

 

1949 年 12 月 23 日，全班（包括我們兩連學生兵）兩千多人，齊集司令部大

操場，聽司令官孫立人講「統御學」，每天六小時，連講兩天。我當時作了筆

記，後來雖然因不在軍中，沒有機會用到，亦覺受益良多。三個月時間很快過去

了，我們在南台灣炙熱的新軍洪爐中，很快練成一支雄赳赳、氣昂昂的隊伍，從

立正、稍息、到「伍攻擊」、「排攻擊」，無不嫻熟。記得僅立正一式就操練了

一星期，直到人人能收緊小腹跟下巴，顎下顯出七條皺紋，紋風不動，滿身大汗

為止。後來讀孫立人將軍回憶錄，始知這些都是早年他在美國維吉尼亞軍校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親身經歷過的。當時只要有外賓來鳳山參觀，我們都

奉命亮相，如美國國會議員諾蘭 (Senator William F. Knowland) 來訪，我們表演

劈刺跟枕木運動。蔣夫人和美國退休海軍上將柯克 (Admiral Charles M. Cooke, 

Jr.) 到鳳山，也特來參觀我們的營房。 

 

1950 年 2 月 16 日，司令官孫立人跟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親來會同主持結業校

閱，我們從閱兵、行列式，到打野外的「伍攻擊」，一一演練，兩位司令亦步亦

趨，看得十分仔細。「伍攻擊」的課題「倖生不生，必死不死」是著名的新軍教

條，強調在戰場上貪生者必不得生，抱必死決心者反而不死。其中肉搏一節，我

們用染紅了的生雞蛋白充當敵人的鮮血。兩位司令看得都很滿意，我們乃得以在

2 月 23 日回到左營機校。三個月受訓期間種種不合理的打罵教育，海軍方面想必

早有所聞，第二年兩校入伍訓練遂改由海軍陸戰隊訓練。這麼一來，我們也就成

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唯一一批由陸軍訓練出來的海軍軍官，也是海軍機校、

官校有史以來最能吃苦耐勞的兩個班級。 

 

受訓結業後，我們每人都得到一張孫立人將軍親筆簽名的玉照，1955 年「孫

案」發生後，即為政工人員收去。受訓期間新軍常唱的軍歌有《團結就是力

量》、《蒙古包》及《新軍歌》等。「孫案」發生後，這些旋律優美、振奮人心

的軍歌就再也聽不到了。而新軍每天行進時高唱：「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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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起民族的希望……」進行曲，後來成為中

共解放軍軍歌，則更是匪夷所思了。 

 

受入伍訓時，官校跟機校的學生一起受訓。但官校有一個聯絡官在鳳山，機

校沒有。有時候官校聯絡官看到海軍機校球打得比較好的學生，就會直接問這些

學生要不要轉到官校讀書。在當時轉校很容易，只要在海軍總部辦一些手續即可

由機校轉到官校，因此也有些原本機校的學生轉到了官校唸書。在入伍訓時有個

趣事，官校校長郭發鰲來視察，第一件事情就是點名，我們有位同學叫丁丁。郭

發鰲點到他時說：「丁丁，海軍軍官什麼叮叮咚咚的，你現在改名丁志海。」因

此他就改名為丁志海。改名在軍中很常見，陸海空聯勤等加在一起，同名同姓的

很多。同名同姓時，上面一紙命令，低階的就得改名。 

 

海軍機校有一個校長，一個教育長，首任校長是王先登，教育長是楊珍，他

們在電雷學校是同班同學。一說王先登原本就讀馬尾海軍學校，一次下雨天集

合，他們因為快畢業了，心情比較放鬆，整班沒有出去集合。班上只有當了低年

班的帶隊隊長的夏新、吳寶鏘、雲惟賢等三位學生，到場集合，其餘都沒出現。

海軍部長陳紹寬非常生氣，下令除這三人之外整班開除。王先登他們後來轉入電

雷學校，成為電雷學校第一批輪機軍官。當然，這些事情，王先登在學校是不會

對我們說的。在那個時代，海軍分很多派系，其中福建系勢力最大，到海軍總

部，聽到的都是福州話，完全聽不懂，我們戲稱他們說的是法國話。校長王先登

沒有教過我們書，但他能言善道，後來做到台船公司總經理。楊珍是個硬脾氣，

一直升不上去。他翻譯過一本《海權論》，很為蔣總統所賞識。王先登卸任後，

袁鐵忱接任機校校長，楊珍還是當教育長。機校每天早上要升旗，我們在集合場

整好隊，就面向校長室、教育長室，望著兩位長官走出來。機校第一、二期的學

長都是王先登從上海帶過來的，他視這些人為自己的子弟兵。後來王先登到台

船，帶過去的都是第一、二期的學長。我們第三期學生在鳳山受過訓，比較循規

蹈矩。 

 

我們那時候的政治主任是吳寶華，退休後任華視經理，他是蔣經國訓練出來

的人，也很能言善道。這些人得天獨厚，早期從軍隊退下來之後，上面都幫他們

安插到很好的位子。我有個親戚跟吳寶華曾同時受訓，在高雄《台灣新生報》做



 
  e-通訉第二十三期 2014 十二月 

 
 

第 37 頁 

事，他託吳寶華照顧我。一天，吳寶華要見我，我以為出了什麼事，緊張得不得

了。當天剛好有一輛軍車開進學校，上面站著憲兵，我以為是要來抓我的。我在

機校時沒聽說有人被抓，只聽說官校有好幾個人被抓。在機校讀了大約一年後，

有個高班學長龔紹羆2被抓，後來被放回來到我們這班，跟我們一起畢業。他比我

們年長幾歲，來班上之後，教我們幾個同學跳新疆土風舞，在晚會中上台表演。 

他與我男扮女裝，據說也還動人。他回校時，手

臂上刺了「誓死反共」四個字，聽說並非出於自

願，但他從來不跟我們說為什麼原因被抓。直到

二、三年前，我們在美國開同學會，他才把事情

講出來。只不過加入海軍前，在上海參加過學生

活動。但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這些微不足道的理

由就足以入人於罪。 

機校的師資很不錯，但專任教官不多。教我

們微積分的是裘懋堂，我們到台灣時他剛好交大

畢業，很年輕，微積分教得不是很深，我跟他學

了些東西。除了海軍本科的課程，一些比較專門

科目的教授都從當時的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

身）請來的。教交流電路、交流電機的張霽秋，

是我們電機系的系主任，他當時已經很有名氣，

是本校自台大請來唯一一位專任教授。教電工原

理的周達如在台南 

工學院任教。教雷達的朱耀衣是空軍，後來在台

大 

 
新疆舞：伍法岳（左）、張宗仁（右） 

當教授，他雷達講得很好，在黑板上畫的圖跟印出來的一樣。記得有一次老蔣到

我們學校來視察，一間間的聽課，到我們教室，站在後面聽他上課十幾分鐘。教

無線電工程的張丹後來在台北工專當校長，同時在台大教課。我記得當時機校沒

有海軍官校教官來任教，官校的課程大都和海軍本身相關，這點跟機校不同。 

 

                                         
2
 龔紹羆曾任中央印製廠廠長，專印新台幣，已於 2013年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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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機校分四個系：造船系、造機系、造械系、電機系。其實造機系就是機

械系，造械系就是兵器系，可能是因為造船系有個「造」字，所以取名的人就將

每個系上面都加上「造」，只有電機系沒辦法把「造」放進去，因此還是用電機

系這個名稱。電機系分電力、電訊兩組。我們剛進海軍機校時沒有分系，讀完一

年級後才分系。照理說進海軍應該選造船系，但電機系的理論課程比較多，我喜

歡理論，所以選讀電機系。選系都是自己選的，學校沒有安排，也跟成績高低無

關。我們班上 50 個人，選造械系的人最少，大概只有 7、8 人。選造船的人最

多，再下來是造機系，電機系排名第三，大概 10 名。分系之後，課就分開來上

了，大致二年級以後就分科上課。整個機校的課程安排得很緊湊，四年讀的書跟

一般大學差不多，可能比外面普通大學還要多，不過在交遊、見識上比起外面的

大學生差了一點。但好處是集體生活，大家成天在一起，一起作息、一起運動，

培養出同甘共苦的感情。 

 

生活方面，全校學生編成一個學生大隊。我們在校五年，學生大隊大隊長是

鄧坤元上校，湖南人，陸軍出身。全校共分四隊，每個年級一隊，第一期是第一

隊，第二期是第二隊，我們是第三隊，等第四期進來時，稱第四隊。只要稱第幾

隊，就可知道是幾年班。每一隊有一個隊長，隊裡面分班，第一班、第二班這樣

分下去。我們這一期後來只剩下 48 人，總共分成六班，每一班有八個人，剛好一

個寢室睡八個人。每隊除了有一個隊長，還有一個指導員，指導員很重要。隊長

跟指導員多是從陸軍來的，他們另有寢室，不跟我們住在一起。張力先生尊翁張

玉忱先生是第二隊隊長，我們的隊長俞達是一個老好人，剛好管著我們這群老好

學生，一點也不出事。 

 

     1954 年，我們結束了五年課程。6 月 17 日，在左營中山堂舉行畢業典禮，

總統親臨主持，同時結業的還有參謀學校、陸軍官校高級班等。畢業典禮中由蔣

總統親頒各校第一名學生的畢業證書。我成績為全班第一名，本應由我上台領證

書，但老實的俞達隊長當天忽然認為我動作不夠標準，臨時派同學陳添傑上台接

受證書，使我失去了一項殊榮。 

 

我應該是屬於 1953 年畢業，卻延至 1954 年才畢業的 43 年班甲組學生。原本

學校期望在我們畢業時授予學位，後來國防部送立法院立法，卻遲遲沒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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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伍家宥跟郭子斯的父親郭登敖當時都是立法委員，郭伯伯且在國防委員會裡

面，因此家父便跟郭伯伯和國防部商議，聯合推動通過了軍事學校學位法。從

1954 年起，海軍機械學校、陸軍兵工學校、測量學校、國防醫學院等軍校畢業生

都授予學位。海軍機械學校招生期數較少，前後大概不到十屆，培養出來的學生

人數也比較少。1959 年，海軍機校改制成為海軍工程學院。改制的原因是當時什

麼東西都需要靠美國援助，美國沒有機械學校這樣的機構，最後在美軍顧問團強

制性建議之下，硬是把機校給取消了。1966 年，海軍工程學院、陸軍測量學校跟

陸軍兵工學校三校合併，成為中正理工學院。3 

 

三、艦訓所見 

 

                                         
3
 中正理工學院已於 2000年 5月併入國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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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我們接受三個月艦訓。7 月 9 日，我被派到拖船大武號，任見習

官，雖然船小，可是五臟俱全，上自艦長、副艦長，下到士官長、理髮兵、訊號

兵等等，一應俱全。當時大武正在左營小港碼頭大修，終日無所見習。倒是一上

船 

我就當選了伙食委員，主管採買，兩位

訊號兵作我的部下。那時軍中待遇微

薄，少尉見習官每月新台幣 110 元，不

到三元美金。記得有位李士官長，高頭

大馬，家小在左營，依照規定，大修期

間他是可以回家住宿的，但他必定等晚

飯後才回家，省了家中一頓口糧。 
 

8 月 4 日大修完畢，大武終於出

港，首站為馬公。入港之後，我即帶領

兩位訊號兵乘坐小艇到鄉下大案山一帶

民間去買豬，大太陽下步行數小時，最

後才以 608元台幣買到一條小豬，由訊

號兵拖回船上，養在船尾，我因為住在

船尾，就作我的「鄰兵」。 

 

 

 
1954年海軍機校畢業初任海軍少尉 

 

馬公下一站是金門，因為金門的豬肉貴，買豬的目的是想在金門賣豬肉，賺

點伙食費。8 月 11 日，船在金門港下錨，13 日，我找了幾位士兵幫忙殺豬，整頓

完畢，共得豬肉約一百市斤，這時手下的訊號兵，即以燈號向各艦聯絡：「我們

有豬肉，你們要不要？」其時殺豬時豬的慘叫聲，早已驚動停泊港中的軍艦，各

艦紛紛派小艇前來買肉，每斤售價新台幣 10 元，共賣出 61.5 斤，扣除原來買豬

的錢，賺得 7 元，外加剩下的 40 斤豬肉。全艦官兵大打牙祭，皆大歡喜。 

 

8 月 11 日，大武號駛近金門。這是我離開大陸五年後第一次再見大陸山河，

遙想山後不知音訊的兄弟姐姐們，心中感受難以形容。當日早上，忽見大批大陸

機帆船，我們船上拉起備戰警報，雖是拖船，也裝有四十釐米的炮，艦長一聲令

下試炮，放了幾炮，機帆船統統嚇得下了帆，一條正在我們航道上，是廈門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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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靠攏了過來，船上兄弟兩人，還有好幾個婦孺。一不小心，一個漁船船員

的腳被夾破，還是與我同艙住上下鋪的孫冬暉醫官替他包紮，我們用米換他們的

魚，晚間乃得大打牙祭。 

 

8 月 13 日，離開金門，此行的任務是拖一條船駛回馬公，我輪到夜間凌晨 0 - 

4 的值更，因為靠近大陸，緊張萬分，唯恐帆船中混有大陸的魚雷艇，所幸一夕

無事．8 月 14 日駛進馬公港，得知桂永清總長逝世的消息。想到機校是他一手創

辦，他的離去似乎預示了今後機校前途多舛。 

 

8 月 19 日，在大風浪奉命開回左營，船的傾斜度達 35度，領教了台灣海峽

的兇惡風浪。8 月 24 日，採買了可供十天用的菜，次日即駛大陳，先在基隆停

靠，離開基隆 24 小時後，遇到颱風，上面才下令回基隆避風。其實颱風警報早已

發佈，軍令如山，沒有避風命令，颱風中仍是要出港的。這次颱風正自巴士海峽

穿過，可謂險矣。8 月 31 日，再度離開基隆，次日抵達大陳，轉達了拖送一個浮

碼頭的任務，又奉命駛南麂，航程均在浙江境內，島上只見高山巨石，樹木全

無，駐軍均住在老百姓家中。來南麂的任務是拖「南湖」號返基隆。9 月 6 日起

錨，9 月 7 日抵達到基隆．這才知道 9 月 3 日發生了金門炮戰。後來見到在「永

豐」艦上作見習官的機校同學金留章。他告訴我，當時「永豐」艦正停在港內，

「彈如雨下」，一點也不誇張。「永豐」艦在開炮後立即起錨出港，未被擊中，

可謂萬幸。這就是有名的「金門九三炮戰」。 

 

四十年後，我到廈門大學參加三年一度的國際統計物理大會，向當地青年學

生問起炮戰往事，他們均不知所云，從來沒聽過這回事，可見記憶是短暫的。為

了好奇，我也在廈門參加旅遊團，坐遊輪出海，遠眺大小金門，因此想起 1969 年

返台講學，曾到金門參觀，也去了古寧頭前線，在望遠鏡中遠眺廈門，無限感

慨。海峽兩岸，身歷其境而能兩邊眺望者，能有幾人？ 

 

9 月初，船在台灣北部及西海岸駐地變動未定，9 月 11 日在左營入港之際，

忽接命令急駛金門，立刻掉頭，在風雨中的中秋節直駛金門。次日中午抵達料羅

灣，只見軍艦如雲；五條中字號、四條美字號以及幾條商船，加上太字號、永字

號、安字號、小砲艇，數量多得不可勝計。中午高潮時全部搶灘，運送陸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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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器材上岸。我們拖船的任務只是候命．如果有搶灘不能下來的，再去搶救，幸

好再漲潮時，均紛紛下來了，因此改為去馬公護送登陸艇到金門。到了馬公，又

接獲命令去南麂拖「中訓」，大風雨中行了半程，又改去基隆，大約參謀本部的

小參謀紙上一劃，就苦了前線賣命的將士們。9 月 30 日，大武又接命令去前線，

我因見習三個月，即將屆滿，艦長特准在馬公下船，不必再去前線，於是我便在

10 月 3 日乘軍艦普沱號返回左營，搬回了學校，等候分派工作。  
 

海軍機校學生畢業後，多半分配到造船廠工作。當時海軍有四個造船廠，海

一、海二、海三、海四廠，分別在左營、基隆、淡水、高雄。我成績比較好，被

留在學校當助教。我是 1954 年畢業，留校當助教一年，1955 年留美。留美是美

援計畫中的一項，不給錢，只招考人員，送到美國受訓，受訓的費用、交通費

等，全在美援項下開支。機校第一批考上留美到金銀島（Treasure Island）受訓的

是第一期的陸寶蓀、王度。陸寶蓀是機校電機系電訊組畢業第一名，氣宇軒昂，

溫文儒雅，有外交家風度。他在中正理工學院院長任內，被政府派為中華民國駐

荷蘭代表，又續任駐印尼代表多年，與印尼總統蘇哈托建立了深厚友誼，兩人經

常在一起打高爾夫球。卸任後移居美國，現已遷回台灣。 

 

 

四、赴美受訓 

 

1954 年艦訓結束後，我留校當助教一年，其間曾教過大專畢業服役軍官的

「電磁波」課程，覺得大學畢業生的程度不過如此。1955 年，我考上了海軍留

美，跟官校 39 年畢業的官希聖一起前往美國舊金山受訓。當年 10 月，我們在基

隆坐美軍運輸艦赴美，在船上待了十幾天才抵達舊金山。我們在金銀島訓練基

地，美國人把我們這些中華民國海軍軍官跟十八歲剛入伍的美國水兵編在一班。

我們已經唸完四年大學課程，程度自然比高中畢業的美國水兵好很多。由於這項

訓練的目的主要是讓一個普通美國高中畢業生，經過六個月訓練，上船可以維修

雷達之類的器材，因此教材很淺。但他們教維修，教的不是壞了如何更換零件，

而是整個換新，哪裡壞了，就換那裡。比如說如果電視壞了，我們是先檢查線

路，哪個零件壞了，就換哪個零件，但他們立刻換一台新電視。一開始，我有點

被騙來受訓的感覺，不過後來還是學到了一點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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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從分數的加減教起，進度很快，第二週就開始上歐姆定理。受訓過

程中，經常要考試，這些測驗對我們來說都很容易，我每次都拿 100分。記得有

一次考完試，改考卷的士官長對我笑笑，說：「伍先生，今天也有錯的了。」我

一看，那是一個有關三相電的問題。問題：三相電源中左右兩邊都是電壓 110v, 

兩邊直接的電壓為何？他手上的答案是 220v。但正確答案應是 110v+110v=110v，

不等於 220v，這是三相交流電相加時相位的關係。換言之，我的答案 “110v ”

才是對的，他的答案的是錯的。我們爭執了很久，士官長也弄不清楚，跑去後面

問一個大學畢業生。過了幾分鐘，他跑回來說：「伍先生，你是對的！」從這個

例子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人不大瞧得起我們，並不傳授你真正想要知道的知

識。他們要台灣派人出來受訓，台灣方面大概也不知道該派什麼樣的人出來。當

然我們不是毫無收穫，比如我就學到一些關於雷達、聲納方面的知識。但每當上

課講到有關軍事機密的問題，教官們就會說：「好，伍先生，今天放假。」比如

上到 IFF（Identification of Friend and Foe 敵我辨識系統）時，我們就被趕出教

室。另一件事也說明美國人對我們有戒心：受訓結束，我們準備回國。他們問起

有沒有抄筆記，我答說有。美方人員便好心地說我們回程攜帶大批行李不方便，

要我們把筆記交給他們，他們會替我們寄回國。我們初到美國，回程途中每個人

所能攜帶的行李重量有限，也想好好購物一番，現在有人願意幫我們把筆記寄

回，我們當然很高興，就乖乖地把筆記交出來。回國將近半年時間，美軍顧問團

人員才把筆記還給我。我拿到筆記，打開一看，發現那些我不知道怎麼發音，用

中國字標音的地方全部被塗掉；我的筆記已被檢查過了。可見美國人對我們除了

歧視，還是有防備。不過後來的美援受訓課程水準提高了些，到美國受訓的軍官

有些進了美國海軍 P. G. School (研究所，Post-Graduate)，得到碩士或博士學

位。或是跟有大學學歷的美國士官兵一起受訓。 

 

我們在金銀島穿著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制服，美國水兵穿水兵服。教官叫水兵

都直呼其名，但稱呼我們則會加 Mr.。當時受美國援助的國家，如韓國、泰國，

也都派有軍官一起受訓。我在舊金山受訓時住在 BOQ（單身軍官宿舍），不用自

己出錢。我在國內少尉月薪新台幣 130 元，在官校當教官的教官加給是 200 元。

到了美國，國內薪水照領，但美方每個月發給我們 150 美元，國內還加發 105 美

元，一個月有 255 美元。我在 BOQ包伙一個月是 45 美元，來美國受訓六個月，

節省一點，可以存到 1000 美元。當時在美國舊金山有很多中華民國軍官在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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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自稱「天朝軍官」，自成一系。有些人很節省，連在 BOQ包伙 45 美元都捨

不得花，每天自己買些罐頭裹腹。有些人頭髮很長也不理，看起來很丟人。 

 

我們在金銀島受訓六個月，結束後再到聖地牙哥接受為期兩個月的教官訓

練。我們從舊金山到聖地牙哥是坐飛機，我和官希聖都是土包子，從來沒坐過飛

機。上機後，我倆隨便找了個位置就坐下來，後來機上人員廣播，要我們到前面

頭等艙去坐，這些費用都包括在軍援項目裡面。在聖地牙哥兩個月，是我得益最

多的時期。我學到很多教學上該注意的事物，對我後來在國內、國外教書有很大

幫助。舊金山六個月，聖地牙哥兩個月訓練結束後，美方發給每個人一張畢業證

書。 

 

1956 年在美國聖地牙哥海軍訓練中心接受教官訓練結業留影。後排左第二人官

希聖上尉，中排左第四人伍法岳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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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美國是坐船，回台灣則是搭飛機。1956 年 5 月，我們搭乘美軍螺旋槳

運輸機返台，途中經過太平洋上美國各基地。回國後，我被分派到海軍官校當教

官，當時海軍官校校長是宋長志。 

 

 

五、象棋與我 

 

我喜歡下象棋，大概從八、九歲開始學下象棋，我還會下「盲棋」。所謂盲

棋 (blind-folded chess)，就是不用棋盤，以口授落子。聽起來很神奇，其實並不

難，棋藝到了一定程度，就可做到。根據史書記載，南宋名臣文天祥就會下盲

棋。文天祥被俘後，在獄中著有棋譜，現僅有一局流傳，我曾把它收入我主編的

「象棋專欄」中。我在重慶沙坪垻讀南開中學初中一年級時，一次到重慶大學看

棋 

王謝俠遜表演。他以白巾矇住雙眼，站

在台上，面對台下觀眾，另一高手在台

上的桌面前盯著棋盤，與他對弈。這盤

棋他因一步錯著輸了。之後，他除去矇

眼的白巾，向觀眾解釋錯敗的原因。只

可惜他的一口浙江溫州平陽土話，我一

個字也未聽懂，但返校後就自學與同學

下盲棋，不久即稱雄於班上。多年後在

海軍機校，每月有一次行軍，自海濱校

區至山頂上的「四海一家」廣場，參加

每月舉行一次的紀念月會。同學方成光

亦是盲棋能手，我們並肩行軍，開始口

弈。有時當日下不完，過了一個月，下

次行軍時，繼續再戰，直到分出勝負為

止。這使每月行軍變成一件非常愉快的

事。 

 

 

 
    1952年左營軍民象棋聯賽優勝獎， 

    左方成光，右伍法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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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軍機校唸書的時候，我跟左高地區的象棋高手及台北名手白錦祥，文少

可等都有往來，那時候大部分的象棋高手都是台籍人士，我跟他們以棋會友，完

全沒有省籍隔閡。後來我在美軍 BOQ 也跟來自韓國、泰國的軍官下棋，其中韓

國的象棋規矩跟我們不同，我們的兵卒要過了河才能橫衝直撞，韓國規矩，兵卒

在未過河之前就可橫走，炮的行走，只能跳過一子，與我們的吃子一樣。剛下韓

國象棋時，不瞭解規則，輸給了韓國軍官幾盤，等規則摸熟後，便換我大宰特宰

了。 

 

在左營機校當學生時，一次我參加在高雄舉辦的軍民聯歡晚會象棋比賽，得

到優勝，從此出了名。往後只要有喜歡下象棋的首長到海軍總部訪問，上面就會

召我去陪他們下象棋。常常上課上到一半，會有一部吉普車來學校接我到「四海

一家」，陪貴賓下棋。那時馬紀壯是海軍總司令，我和貴賓下棋時，他也會在一

旁觀看，應該也是一個棋迷。記得有一次，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張彝鼎來海軍視

察，他是象棋高手，棋藝著作甚多，因為我也常投稿《棋橋》月刊，他雖長我 30

歲，但我們神交已久，這次他來左營，特地找我去下棋。當天晚上，馬總司令也

下榻「四海一家」，換了睡袍，在旁觀戰到清晨一、兩點鐘。十多年後，與張彝

鼎在台北的清華同學會再次見面時，他第一句話就提那晚他以如何的一手妙著贏

了第三局，他自然不知道我這個士兵學生，在連勝兩局之後，故意放了身為將軍

的長官一馬，實際上我早就見到了對方會有這一妙手。1952 年夏，我在澎湖工廠

實習時，參加軍民象棋聯賽，獲得冠軍。1957 年，國防部舉辦三軍文化康樂比

賽，我得到象棋比賽第一名，(第二名是拜張彝鼎為師的呂文豪)。後來我在《清

華校友通訊》及波士頓僑報《舢舨》主編象棋專欄多年。象棋是我的興趣，終生

樂此不疲。 

 

(待續) 

 

 

 
←Back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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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零年代台灣來美留學生的日子 
         蔣宗壬 

 

            旅途 
 

坐了三天三夜的飛機終於到了美國的夏威夷，進關的檢查然後再等飛機飛舊金

山，幾乎用了六個小時。航空公司既不供應食物連水都沒有，只好到食品機器買

點吃的、好在離家時父親找出不少他當年來美沒用完的美金硬幣給了我。到舊金

山己是黄昏、整整四天三夜上下飛機才到美國本土。永明的表弟到飛機塲接我們

然後直接到他的住處、他們幾個朋友〔全是加大的學生﹞己買了烤雞，义燒等食

物等我們，當晚正是美國小姐選舉、我們一面吃一面看電视，好幾天沒能好好吃

一頓，終於能大吃一頓。飯後又好好洗一個熱水澡、將幾天的汗臭洗掉。第二天

中午就到灰大狗車站坐長途車向芝加哥出發。雖然要坐在長途車上三天两夜但却

省很多錢。那年代台灣來的留學生都窮，能省就省、很少有人浪費的。在車上坐

了半天一夜、清晨醒來已在雷諾，車子要停二小時，我同永明由昨日中午就沒有

吃什麼東西，於是走進車站（一家小賭場）坐到櫃台上要了杯咖啡、炒蛋及麵包

結帳花了九元美金，我們二人一算如果在台北可以好好吃一頓，一路上不敢進店

吃東西。十時左右汽車停下加油，路旁有賣葡萄的小販、因為英文聽力不好、我

買二元葡萄，他用大紙袋裝了滿滿一大袋；一路上我們二人就吃無子葡萄。車上

還有一位到米蘇里去留學的台北來的女孩，我們給她許多葡萄。到了聖路易士她

要換車時竟然大哭、我們安慰她告訴她到了學校就會有許多台灣來的學生了。那

天剛好是中秋節、我們又給她一些葡萄送她上車才回到自己的車上等新司機來後

再向芝加哥出發。（今天是九月六日、過二天就是中秋，而一群專協的朋友明晚

將在無名餐廳聚餐慶祝中秋；算算來美己四十二個春秋了。）灰大狗每位司機大

約只開八小時就換、而且中間包括吃飯及休息。所以車行非常安全準時。到了芝

加哥我們两人實在餓了，於是在車站的小吃店要了二份漢堡及可樂共花了一元七

毛五﹔才知道在雷諾上當了。吃完東西拿了行李到車站門口等大姐同姐夫來接我

們，等了十多分鐘、姐夫就到了，上了姐夫的車、他就直接開向維基尼亞州的黑

堡，維基尼亞理工學院所在地。到了黑堡這個大學城，姐夫同大姐介紹許多他們

的朋友（姐夫與大姐都是這兒的畢業生）給我們並托他們照顧我們；同時替我們

找了公寓、安排好我們、他們就連夜回芝加哥附近的家。在找公寓前我們也到新

生服務中心去打聽那裹可以找到房子及住學校宿舍、但同服務員談了許久我們倆

人根本聽不懂服務員說些什麼，只好按姐夫的意思找中國留學生一起住。我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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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稱為黑堡中國城，樓上共有三個公寓，住的都是中國留學生。樓下是自動

機器洗衣店。坐落於黑堡主街正對學校。我們的公寓是二臥房、客廳、厨房，廁

所及浴室。我們五個人住。小臥室一人租金最貴，大臥室二人住租金較低、我同

永明住客廳、房間很大，租金最便宜，沒有床而是二個沙發床（我們每人每月只

付十二元五角包含水電）。我們買了二張舊桌椅就這開始留學生涯。第一夜我們

倆人都無法入睡、並不是因為住的差，而是擔心上課聽不懂，因為下午在新生服

務中心就聽不懂。好在第二天到土木系報到時沒多大問題才放心。原來服務員講

話全帶很重的南方口音。 

 

 

 

 

維基尼亞的秋景 開夜車（1962) 

 

 

            選課與挫折 
 

維基尼亞理工學院是學季制，暑假不算、一年有三個學季。在土木系讀碩士學位

需修四十五個學分，另加論文。一般課程都是三個學分，我因沒有多少錢、決定

在一年讀完碩士學位，所以選了五門課，但見指導教授（也是土木系系主任）毛

瑞士博士（Dr. Morris)時，他說我選得太多了，他說美國的優秀畢業生進研究院

也只敢選四門課，不肯批准我選五門課。我回答說〝我是來到自由的美國、而且

我已滿二十五歲、自己可以決定自己的事，如果我讀不下去也是我自己的選擇〞  

他看了我好一會兒然後說＂你有理、我很高興你的勇氣，因此我給你一個特別的

優待、一般退課必需在二週內辦理退課手續、我特別准你在四週內來辧手續、假

如你感到困難的話。＂就這樣我選了五門課。讀得很苦、但好强又不願退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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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每天將睡眠時間減少，有時根本沒上床睡、累了就伏在書桌上睡十幾分鍾。

三個月下來終於拿了三個 A二個 B+。此後我再選課、系主任皆批准。  

 

第二學季却在一門數學系的高等微分方程課拿了個不及格，我去見教授問為什麼

給我如此低分？才知道在我大考試卷他只看一面背面的答案全不看。我告訴他考

試時我當天帶的紙用完所以二面都用，他說他從不看紙的背面、而不肯改分數。

我去見了數學系主任、也見了理學院院長、但得到的回答是＂教授有絕對權打分

數，他們同意我是對的，但不能幫我要教授改己給的成績。＂第三學季只好再選

一門數學課來取代這門課。我上第一堂新選的數學課時、教授一進教室就說蔣同

學、上我的課絕不會因為你懂得多反而得低分數。原來我找數學系系主任的事、

教授們都知道了。打聽之下才知道這位克里蒙教授有一個跟我差不多的經歷。在

維基尼亞州的法律規定、正教授必需有博士學位，而克里蒙教授雖然有名而且寫

了教課書却沒有博士學位。幾年前他到另一個大學去修博士學位，選一門必修

課，教課書就是他的著作、但教課的教授不喜歡他而給他一個不及格，他如果要

讀博士學位只有換學校。他氣得不讀了又回來繼續當副教授。那年代教授權力大

不像現在學生有權評教授。由於多選一門課、原計劃九月底完成碩士學位的只好

拖到十月中才將論文做完、但教授拖到十一月還沒有看我的論文，我直接找指導

教授問他什麼時候會改好我的論文？理由是我己沒有錢必需離校找事作。他反問

我為什麼不早同他說，他說他有助理獎學金馬上呈報系主任。次日系主任毛瑞士

教授就找我不但批准獎學金並要我留在學校繼續讀博士學位。他要親自做我博士

論文的指導教授。我告訴毛瑞士教授（他是我碩士論文的三位指導委員之一）我

應同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卡法基談談。毛瑞士教授告訴我，卡法基教授三月底即

將離校回他的祖國伊拉克去當伊拉克大學的工學院院長。我當天下午問卡法基教

授才知道，他的大哥同伊拉克獨裁者，胡生，一起革命而且同是校官，在一次戰

爭中為了救胡生而中彈身亡。胡生爭到政權後要回報他的戰友要卡法基回國。卡

法基不願回去、寫信推辭、沒想到胡生經由伊拉克大使通知卡法基如果在半年內

不回國就將他父母弟妹全部關起來。所以卡法基只好回去而且與己論婚嫁的一位

埃及女友分手（因為她不願去伊拉克）。我問及我需要幫他做什麼，尤其是我的

獎學金需替學校做每週十小時的工作。他告訴我他這學季不教課只負責設計水工

實驗室、將設在土木系大樓的地下室。（土木系大樓是一棟新樓剛啓用一年，其

實是工學院新大樓，但大部份是土木系使用，另外還有應用力學系使用。前幾年

一位韓國學生用槍殺死人的地方就是這座工程大樓。）我的工作就是幫他設計水

工實驗室。三個月後他離校了、我反成了水工實驗室的真正設計人，但要向另一

位教授傑米維格博士報告。最後的設計经維格教授同意、毛瑞士教授批準而後施

工建造。水工實驗室一年後裝設完備，除了我們五位水利工程博士研究生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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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外，更增加一個水池做為潛水艇研究實驗﹔其中包括海浪、水流加速的抽水

機等設備。原有的水工實驗設備也改良許多。由於我不是美國公民，在做潛水艇

研究時，我不能進研究室、這實在是可笑的事、因為所有實驗結果都經過我手，

經我整理過才給教授。美國一切按法律規定、雖然有時不合實際但仍然按規定執

行。 

       

    

            日常生活，消遣與多話的麻煩 

 

第一年永明同我一起吃住，生活簡單，因為我們在台灣中原理工學院沒能學多

少，我比永明好些是由於我高中就讀土木工程、大部份基本工程都學過，而且大

四及當兵時一心要離開台灣、確實好好的讀了幾本水利工程的教課書如水力學，

水結構設計、高埧工程等。我們二人由於需多些時間讀書、不願浪費時間做吃的

而且我沒有錢、每週預算是五元一人的生活費。那時我們沒車但就住在學校門口

每天走路到工程大樓，中午帶飯，晚上回來、我做飯菜、永明洗碗。我們每天吃

雞及蔬菜、因為雞便宜﹔每週星期五減價、一袋三隻雞售價一元。我們每週買二

袋六隻雞，每天吃一隻。有時吃飯，有時吃麵，假日如果沒人請我就花點時間多

做點別的菜，二人好好吃一頓。其實永明有錢可以生活好些，但為了我這個窮朋

友，他也跟着吃了近一年的雞。除此之外有時我們坐朋友的車到隣近小镇去買些

牛肉，猪肉回來做魯肉，也醃鹹蛋及做風雞。我從小好吃所以也多少懂得做菜，

尤其先母做得一手好菜，雖然不准我進厨房、但多多少少還是記得些許做菜的常

識、所以我們吃得還算過得去。有些同學從沒做過菜，燒飯做菜的笑話可多了。 

 

黑堡是一個大學城，一到假期、整個鎮裏就清靜的很，第一個感恩節、我們五位

同公寓的室友（全是中國人，二位讀物理糸、三位讀土木系）被三位營養系的女

教授請到她們家去吃火雞共渡感恩節。我們五人衣冠楚楚的去她們家準備大吃一

頓。這三位老教授都是沒結婚的老小姐、同住在一棟很美好的大房子，而且都是

營養學的專家、一位是我大姐的碩士指導教授﹔我們認為她們一定燒得一手好

菜。當我們坐下來用餐時、桌上有一隻烤得金黄的火雞及四盤蔬菜，土豆（洋山

芋），我們每人都拿了點蔬菜及洋山芋，主人將火雞切成片、將一大盤白肉給我

們，我是每道菜只拿一點、火雞也拿得很少，但室友們都拿了一大盤，等到主人

們坐下一齊吃時，才知道看起來非常好吃的食物，却沒有味。徐小樺室友問有沒

有鹽？三位女主人給我們上了一堂吃鹽的害處。我們只好勉强的將盤中食物吃

完。我拿得少比較容易吃光，他們四人都非常羨慕我己吃完。飯後坐下吃水果、

我則吃得很多。一面吃水果一面聊天，三位女主人問我們結婚沒有？只有胡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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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友已婚，我們四人皆說沒有結婚也沒有女友。其中一位主人說＂你們同我們一

樣可憐、我們由於二次世界大戰沒有找到男人，沒有結婚﹔你們遠離家鄉也沒有

女友。＂我們只有點頭同意，回家的路上大家都為三位女主人傷感，我們沒結婚

但我們都是二十多歲的男士，而她們都是五，六十歲的老小姐了。回到了住處我

將雞湯熱了，每人給他們一碗雞湯、而我則將中午沒吃完的麵放一點在湯裡填飽

肚子。 

談到乘同學車子去買菜，我們有位同學經常帶我們坐他的車去買菜、一則是幫我

們這群住在黑堡中國城（我們的住處）沒車的同學們，再則他的車子不能倒退

（壞了），萬一需要倒退，我們可以幫忙推車。 

 

每到週末學校都有許多活動。諸如美式足球賽，籃球賽等。剛到維基尼亞理工學

院時，學校的國際學生主管每月辦一次國際學生交遊晚會，學校安排許多美國男

女學生來與外國留學生交遊、指導我們美國習俗、跟我們聊天教我們英語，同我

們跳舞。當然中國學生會有時也在星期六辧點活動，諸如郊遊，聚餐。星期天許

多同學到何博愛教授家聚會，何教授是一位單身女教授，週末在家裹有查經班，

我們這些不信教的多在查經班結束時到何教授家打橋牌，聊天或唱歌。剛到黑堡

的頭半年、我同永明很少去参加中國學生聚會甚至任何課外活動、因為功課太

重，只偶爾参加郊遊。我們住的公寓也經常是同學聚集的地方，因為客廳大（我

同永明的臥室），地點適中，好在我們讀書多在研究生自己的小房間或圖書館。

有時很晚回到住處仍然高朋滿坐尤其在週末。天南地北的閒聊、這也是留學生發

洩情緒的方式之一。頭先我們經常只是聽眾，功課的壓力實在太大，過了一段日

子，幾位老大哥都在談到他們追一位同我們同時來學校的女同學，而都碰壁，只

有一位王兄仍然窮追不己。永明多話、說我對追女孩子頗有辧法、並談到當年我

在大學指導一位同學追一位店員小姐而最後步入禮堂成親的故事。這位王兄立即

向我求教。我不得己的談到這位當時中國女生中最美的斯黛拉小姐。我的結論是

這位小姐有點太妹個性、如果樣樣依她，她反看不起你，她喜歡的男人一定要有

男人的個性。但這位王同學像應聲蟲、很難討到斯黛拉小姐的喜歡。這一晚們談

話不知如何在幾個月後被斯黛拉知道，增加我不少麻煩。先是母親來信駡我學位

還沒拿到就追女孩子（後來父母來参加我們碩士畢業典禮時、母親告訴我有位小

姐的父母向他們的朋友打聽我的家世，這位先生是民社黨的黨員、他到我家恭喜

父親說我有女朋友了）﹔在一九六三年的感恩節有位李學長（早班的同學們都叫

他小李，我們叫他小李大哥、他們夫婦都是我姐姐的好友。〉請我們到他家吃餃

子，並要我同永明早點去幫忙。那時永明同我都己是論文快做完，僅有一門課甚

為輕鬆，所以下午很早就走到小李家。李大嫂是那位斯黛拉的中學老師，我同永

明到時，斯黛拉同另一位周小姐己到了。周小姐是永明同我大學的低班同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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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熟，所謂他鄉遇故知。李大嫂說有事要跟我談就帶我到另一房間，原來想替

我同斯黛拉拉線，告訴我斯黛拉喜歡我（她認為我如此瞭解她，一定也對她有興

趣），要我去追她而且保證成功。我不便說什麼，只告訴李大嫂自己沒有能力成

家，而且也沒打算現在就找女朋友，就到厨房幫忙包餃子。李大嫂是台灣人、桿

餃皮頗慢﹔永明說我做得快，於是我只好動手表現一人做餃皮供四個人包（他們

四人都包得慢、永明算包得最快的）。餃子包好、其他客人也到了、大家聊天。

當話題談到文藝小說時，我借題談到我記不清在那本小說上看到的一首詩正好與

我當時的情緒相似並用毛筆寫出〝心如止水井不波、槁木死灰冷愛河。卿卿縱有

垂青眼，辜負憐才願已空。〞字寫得尚可但己不如當年在台灣時寫的多也，但願

斯黛拉看了能明白我的意思。那天正好收到一封前女友來信勸我早點找女朋友結

婚等等、我買了張聖誕卡僅寫了唐代元稹的＂離思＂中的二句同時改了二字寄到

葉小姐教書的學校，她能否收到就不得而知。＂取次花叢懶迴顧、半緣求學半緣

君。＂ 

 

次年的八月初，斯黛拉請我吃晚飯,說有事要請教，我按時到她公寓、一面吃飯

一面聊天﹔她說〞聽說許多人都向你請教、我的問題是你看我是留在這裹繼續讀

博士學位還是換個學校讀？〞我早考慮過她會要向我請教什麼，所以反問她是否

將來要結婚？她說希望結婚。我說＂如此最好轉學、原因是在這兒的能追妳的男

士沒有一位妳中意的﹔二年了，大約其他沒來追你的男同學也不會來追你﹔以後

來的大概都是小老弟更不可能追你﹔留在這裹當老小姐的機會很大。＂她沉默很

久才說＂我有什麼缺點要改？＂我只好將我在台灣的戀愛經過簡單說給她聽、並

言到人與人的緣份有時很難說的。她似乎心情開朗了些，飯後倒杯茶給我，並告

訴我學校有獎學金，她也申請到另一所名校的獎學金﹔八月底她就搬走了。 

 

黑堡是個小镇，要買東西都得到四十多哩的城市去買，有時有車的朋友給個便車

才能去買東西、好在那時永明同我都不需要買什麼，又忙着功課、即使有機會也

沒去。我們需要的是中國食品、而附近根本買不到。當時一考完學季考，就會四

個同學開一部車到紐約市去買唐貨、諸如醬油，醬瓜、鹹酸菜、辣椒醬等。我同

永明沒有執照又沒車、只好托同學代買唐貨。暑假大部份中國留學生都到大城市

或農業地方去打工。到餐館打工的最多、也有去農塲採水果、青菜等工作﹔打工

很辛苦而且有時還受氣。永明同我都留在學校讀暑期班沒去打工。一九六三的十

一月我就有獎學金；之前我也替教授改大學生的習題掙每小時一元二毛五的工

資。七月至十月我同二位朋友合作在電腦室當操作員薪水也只有每小時二元而

己。當領到每月二百十五元的獎學金立即像由窮人變成富人，不僅自己手頭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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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每月還能寄五十元給父母。當年台灣的外匯中許多都是留學生寄給父母的孝

順金。 

 

一九六四年四月我接手擔任中國同學會的會長，第一次辧的活動是到美國首都去

看日本櫻花及参觀國會大樓，白宮及博物館。櫻花正盛開很美。看過之後我的感

想是日本當年送這櫻花來種在華盛頓實在是很高明的政治手段。每年來華盛頓看

花的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都感謝日本人送櫻花但沒人想到隨同櫻花帶來的日本小甲

蟲對其它植物的損害。六月是我們拿碩士學位的畢業典禮、父母親，大妹及小弟

都來了、永明也回校参加畢業典禮﹔大家歡聚三天就一一離去，唯小弟宗群留下

來同我住，他九月開始上高中。黑堡的高中很好，同時我也可以指導他的功課。

其實小弟，宗群從小就很聰敏不需要太多的指導、而且弟妹小時候都是我管、也

都聽話﹔尤其小弟連名字都是我取的。 

 

  
華盛頓櫻花 與父母在維基尼亞自然橋公園 

  

碩士畢業典禮日同父母合照 與好友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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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習俗與人種歧視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永明同我皆拿到碩士學位，永明也在賓州找到工程師的工作、

過了年就搬去賓州的首府海瑞士堡上班。恰好我們公寓對面的一個單臥室的同學

也畢業離校，我就搬到這個三十五元一月房租的公寓，自已一個人住、也花了九

十九元向一位美國同學買了他的舊車(一部一九五六年順風陴的車)跟他學開車。

這位美國人同學、斯得令，與我同是毛瑞士教授的學生，我們經常一起做習驗一

起研究，他同另一位同學住在學校附近的一楝公寓離我的住處約五分鍾車程。他

教開車很仔細同時也教我修車、他的父親在華盛頓開一家汽車維修廠。所以我買

的舊車車身破爛但機件很好，不管冬夏一發就動。當我拿到駕照、他仍然經常要

我開到彎曲的山路練駕駛而且要我練左手撑方向盤空出右手。我問他為什麼？他

說右手是用來擁女孩的。那時的汽車前排坐位是沒有中間隔離的、所以可以坐三

個人或二個人坐得靠在一起。一九六四一月永明去了賓州，斯得令沒事時會找我

一起出去並指導我美國習俗。有次我們一起去看電影（來美一年多第一次進電影

院）、當我們進了電影院，我走向後排高點的位子，斯得令拉住我向前面走、過

了一排有繩子的位子他才坐下，然後告訴我，後面位子是給黑人坐的，果然有黑

人進來都坐在後面。六零年代，美國南方對黑人仍然歧視，許多餐廳不招待黑

人，我讀的學校沒有黑人學生、至到一九六五年才有黑人學生而且是美國聯邦政

府派兵送他們到學校來的。我們住的樓房隔壁是一家餐館同時也是灰大狗長途車

的車站。但因為餐舘不招待黑人，有好幾次連印度來的留學生也不招待，因為他

們皮膚黑，引起印度學生抗議﹔而餐館寧可不要灰大狗車站的合約仍然不招待黑

人﹔灰大狗通行全國不能沒有黑人乘客，只好將車站搬家。 

 

有次我們一位同學學開車在進入大街的停車牌前沒停就開到大街上而撞到一部凱

得拉克車子，警察來了看了一下，跟我們說如果他叫那黑人走我們有沒有問題，

朋友當然同意因為根本是我們的錯；他轉向那位開車的黑人說是他的錯但因為他

是美國人就不罰他了快滾蛋。黑人還謝謝他趕快開車走了。同樣的南方的白人對

中國人也歧視、我在這次車禍後的幾個月後自已出車禍才知道。我在到紅灯的地

方停下，而後面的一部小跑車因開得快停不住撞到我的車尾（開車的是位白

人)，警察來時看了說因為修車費超過五佰元需法官裁決，也說是後面車子的

錯。等我去法院時法官（我們學校的教授）判我錯因為警察的報告說是我倒車撞

到後面車子。我争辯許久也是白費口舌，只好算了，反正是保險公司倒楣。 

 

在美國有所謂的＂盲約會〞就是約會的雙方當事人互不認識。我在美國第一次約

女孩子就是盲約會。斯得令的女友的同房女孩剛從華盛頓轉學到維基尼亞理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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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來沒有男友、斯得令奉他女友之令要替她的室友在週末找個男士一起出去玩，

我就這樣被好友迫不得已的約會這位數學系大二的女生。這天是星期六、學校有

美式足球賽而且對方是當時我們學校足球隊唯一會嬴的二個學校之一的維廉瑪莉

大學（近十年來ＶＰＩ的足球隊好多了）。下午斯得令開車來接我然後一起去女

生宿舍接二位女士，我們到時她們二位己在宿舍大樓門口等我們了。那年代在美

國都是女孩等男士、沒結婚前男士身價很高，結了婚就一落千丈。同中國剛好相

反。我們到學校球塲看美式足球賽、這位小姐知道我是第一次看這種球賽就解釋

這種足球賽的規則給我聽。球賽結束已是晚餐時侯，我們四人就去一家小店吃漢

堡及熱狗，然後看了塲電影就送她們二位回宿舍。第二天一早，斯得令的女友

（後來他們二人結婚了）就到我的住處問罪、說我不懂禮貌沒有吻我的女伴晚

安，而使她的室友一直不開心認為自己沒有吸引力。我只好解釋中國男女不到真

正談情說愛的階段是不會接吻的，如果下次有機會我一定吻她。好在不久就是期

終考而下一學季這位女士沒有再來我們學校，免去許多麻煩。 

 

那年代中國學生對教授都恭敬異常，因此與教授甚至同學都有距離。我從小就不

是乖寶寶、惹事生非、與人爭執我常有份﹔但吃了幾次虧後也學會了與人爭執時

不要大聲喊叫、面紅耳赤，只需面帶笑容,有理就爭,才是正道。後來讀了本〞如

何談判〝更增加我與人交往的技巧。我在學校讀書時經常同同學、教授聊天、喝

咖啡，抽煙甚至一起打牌賭錢（非常小，以分計算）像好朋友一樣、甚至在牌桌

上向教授替中國學生要獎學金等等、完全是好朋友一樣。因此在系裡人緣很好、

也得到不少方便。做人有時要計較少些，講話當心些、因為有時以為是玩笑語但

不知不覺的得罪了朋友。待人要誠信，做事要盡力、久而久之自然會得到別人的

信任與友情。 

 

 

            六零年代中國留學生的命運  
                    

六零年代的中國留學生大都來自台灣，少數來自香港及太平洋的小國家，諸如菲

律賓、印尼等地的華僑。當年台灣的經濟尚沒起飛，大家都窮﹔留學生所受的壓

力很大、除了功課上的壓力、尚有經濟壓力、（有獎學金的留學生也都省吃儉

用、每月寄幾十元回家孝敬父母。）同時情緒上的壓力更大、想家尤其是結過婚

的留學生，因此有的書讀不好拿不到學位、回國又感到無面子、（中國人的要面

子實害了不少人。）有的到餐館經年打工，也有實在想不通的走上自殺之路。另

外一個大問題是找終身伴侶。大多數留學生由於語言習俗不願意娶（嫁）外國

人、但中國留學生中也不容易找到真正喜愛的伴侶﹔許多人最後都是為結婚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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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少數幸運者找到自己喜愛的伴侶（我是這少數人之一）。當然也有人是原有

愛侶、而能前後來美結婚。 

 

大多數的留學生都能堅忍苦痛拿到學位。但即使拿到學位，回國也不一定能找到

好的工作。六零年代晚期，台灣仍然是人浮於事、必需有關係才能找到好工作。

而在美國則找事容易、申請居留也不難，只要有碩士學位就能申請。我原打算拿

到博士學位做二年事學點實際經驗就回台灣自己創業﹔但事與願違，我還沒能回

去、父母反因政治立場被迫出來，只好留下來做個異鄉居民。之後由於孩子回台

無法上學只好長期留下來做異鄉流浪人。到七零年代的後期，也有許多單身或尚

沒有巳讀書的孩子的夫婦回台就業。有朋友在七零年代晚期因美國經濟不景氣被

裁員而回台灣反而正趕上台灣經濟起飛，都發財了。如果成就只以金錢衡量，他

們都是成功者，我們這些留在異鄉的全是失敗者。那年代常有人批評留學生都不

願回台替國家出力、其實是不公平的批評。不錯有人是為了安樂留下來，但許多

像我因為回去不一定能找到適當的工作只好留下來。這不表示我們這一代不愛

國，試看當年保釣運動、有多少留學生参加遊行示威！而今釣鱼台之争反沒有那

時的熱烈反應。其實留在美國並非像許多人想的安逸，工作上的壓力與人種的歧

視、使我們必需要工作超人才能得同等侍遇。 

 

談到愛國、我們許多人的愛祖國，不僅是愛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同樣也愛在大陸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我們大都是在台灣長大，那份特殊的感情是不可否認的。

但在異域生存的中華兒女，只要是中國人有成就我們都很興奮的歡欣。我們這些

不得已留在異國的孩子，二十多年前都已是近六十歲的老人、許多老友也包括我

聚集一起時都有落葉難歸根的感慨。如今一則多看開了也就心情淡然些，尤其前

幾年讀到明代悟空的萬空歌＂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日也空、月也

空，東昇亞墜為誰功？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

泉路上不相逢﹔權也空、名也空，轉眼荒郊土一封。＂更使我對許多事都看得淡

了些，當然我們世俗之人不可能也不該像高僧一樣四大皆空。即使高僧也未必能

如悟空僧所寫的那樣。僅以早年寫的＂天涯客居憶舊＂的結尾的打油詩來結束這

段故事。 

 

＂少小離家渡重洋，花甲異域思故鄉﹔非是貪安避地遠、怎奈亂世進退艱。＂ 

 

 

 
←Back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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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姚蜀平生於抗戰時期，其父姚劍鳴黃埔五期畢業，母親賀定華

的舅公乃黃興。姚蜀平受父兄影響，自幼好讀文學名著；立志以後文理兼

顧——當科學家，同時寫科學家。八十年代初在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系任

兩年訪問學者; 回國後，首次向國內廣大讀者介紹臺灣作家柏楊和李敖。

八十年代末應美國史密斯等學院邀請赴美講學,先後在佛蘭克林。馬歇爾

學院、本特利學院等院校任教。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協作研究員，定

居美國。 

 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在雙亡，自己也在烈火中千錘百煉，那時就萌

發寫下文化大革命留給後人的願望。1978 年，在立志要寫科學家 20 年

後，寫下了科學家人物傳記電影劇本《李四光》，次年搬上銀幕並公演。

2009 年，在立志要把文革真相留給後人 40 年後，姚蜀平完成了長篇小說

《似水流年》，次年，繁體字在香港出版，改名為《悲情大地》。2014

年 3 月北京金城出版社出版了姚蜀平的另一部長篇小說——以一戰華工為

主題的《他從東方來》；該書原稿曾獲 2011 年首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

歷史小說佳作獎。近年作者還陸續發表十餘篇小說、散文，刊載於北美、

香港及臺灣各書報雜誌。 

 

*文協季刊有幸在前三期裡刊載了姚蜀平女士反映北美各族裔生活畫面的

《楓葉參天》 

*《兒女祭》將分兩期刊登。 

 

 

     兒女祭         姚蜀平 

 

 

“姆媽！”我已經許久沒有這樣呼喚過了，這是我們兄妹五人對我們母親

的稱呼。在我大學畢業，二十多歲，每當叫起“姆媽”，我還會覺得自己是個孩

子，一聲姆媽的呼喚，會引起多少慈母的愛撫，童心的煥發和安全感的增加。 
 

可是，我再也不能這樣呼喚了，因為她已經離開了我們。四十五年前，一

九六六年的八月，在那腥風血雨之中，在被毀滅性的抄家之後，在用帶釘子的木

板毒打以後，在被割斷喉嚨以後，她穿著一身帶補丁的衣服，光著一雙發青的

腳，帶著渾身的傷，頂著被零亂剪到髮根的灰白陰陽頭；帶著無窮恐懼、憤懣和

對子女的牽掛，離開了這個世界，被扔到一個醫院的停屍房。幾天以後，我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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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場工人從停屍房裏用擔架把她抬了出來，像是扔貨物一樣，被那兩人一甩，

她被扔到停在一旁的大卡車上，和無數具這類屍體一起，被送到火葬場集體焚

毀。沒有半句遺言，沒有親人相隨，沒有留下骨灰，甚至沒有留下一件像樣的遺

物----能打碎的都打碎了，能撕爛的都撕爛了……可是，姆媽給我們留下的無數

美好的回憶卻又何曾能打碎；姆媽的高潔、自尊與獨立不羈的品格又何嘗能被撕

爛！ 
 

幾十年過去了，姆媽不是名人，不是偉人，沒有人為她平反，沒有人給她

開追悼會，沒有人為她寫紀念文章；可是姆媽該讓人懷念的實在太多了。今天，

親愛的姆媽，我再次用筆為你寫下未曾發出的祭文和挽聯，寫下一個普通中國婦

女不尋常的一生，以慰藉你在天之靈。 

 

苦女奮鬥 發憤自立 

 

上個世紀開始的那一年，我的母親賀定華誕生在湖南長沙附近一個農莊。

據湖南湘潭羅汝懷編撰的《皇清故兵部尚書雲貴督善化和公家傳》所示，母親賀

家追溯到老祖宗是唐朝宰相賀知章。賀知章是詩人，官居宰相。賀家祖籍原為浙

江紹興，若干年後，清朝雍正六年，賀知章的後代被派到湖南任按察司，從此後

輩就落戶在湖南。在湖南以第五代“齡”字輩的“兄弟翰林”賀長齡、賀熙齡最

為出名。他們兄弟倆曾以第一、第二名次“獨佔鰲頭”考入翰林院。湖南每逢

“打春更”時，打更人邊打邊唱：“讀書要學賀長齡”。姆媽的嫡祖是賀椿齡，

其後“五代單傳”，雖為官宦人家，卻再無所建樹。雖家道衰落，名聲卻在外，

母親的祖父迎娶了黃家二小姐黃杏生，即辛亥元勳黃興的二姊。黃興先生自幼喪

母，二姊長他十一歲，長姊如母般地帶大他，故姊弟感情甚篤。黃家在當地極富

有，黃興二姐嫁到賀家後，賀家主要靠黃家接濟。後來黃興搞革命，家產耗盡，

賀家後輩紛紛自尋出路。辛亥革命成功後，黃興回家看望，給二姊置房並買了一

塊地皮，後來種上茶樹。母親的祖母當初坐轎子看房子著實風光過一陣。那時黃

興是大人物，孩子們見他都怕，母親卻勇敢地上前請這位舅爺爺給自己起個好名

字。母親原名叫蘊華，黃興給她起了個氣魄的名字“定華”，希望中華能有安定

之日。雖然母親的一生沒有過過多少安定日子，但這卻是她的衷心願望。黃興還

讓母親把剛纏的腳放了，規定親戚中的女孩子一律不許纏腳。黃興對母親最大的

影響還是女子要追求婦女解放，這是母親一生追求獨立自主的由來。 
 

母親在家是長女，上有兄長，下有三個妹妹。六歲時患小兒麻痹，成為跛

足，在家從不被疼愛。受教育只有哥哥的份，盼望男孩日後好求功名利祿。可是

母親求知欲極強，哥哥上課時，她常躲在帷幕後面跟著私塾老師學，也不斷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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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家的客人不認識的字；就憑這種精神，她竟然學到不少古文，還寫得一手好

字。 
 

母親十八、九歲時，在上海開紗廠的湖南人，返鄉來招女工，還許諾她們

到上海後，工餘可以上夜校讀書。母親帶著個十二歲的妹妹來到大上海，走進紗

廠，當了擋車女工。可憐鄉下來的大姑娘笨手笨腳，那些從小跟母親在車間長大

的上海小姑娘，把她們遠遠拋到後面。老闆看在眼裏，更喜歡招來的蘇北農村女

子，不喜歡“長沙小姐”，她被辭退了。 
 

母親不願回鄉下，到了一個半工半讀的美術學校。可惜校長不讓她們念

書，卻讓這幫湘妹子整天繡“孫中山先生像”，好拿到海外賣錢。母親失望地離

開了。 
 

有同鄉見母親求學心切，介紹她到上海清心女中，這是一所美國教會學

校，學費很貴。付不起學費的窮苦學生，只要信基督教就可以免費上學。母親為

了求學，受了洗禮。從此她的學費和宿費全免，每月只要交五元伙食費。黃興夫

人此時住在上海，她資助母親每月五元錢，為此母親每月要走很遠的路去取。適

逢主人外出，她只好在大門外等上一整天。 
 

在清心女中，母親和另一位姓鄭的女同學都年過二十，她們和一群十一、

二歲的小女孩同窗共讀，一起從“a,b,c”學起。老師是些抱獨身主義的美國小

姐，母親從她們那裏學到了純正的英語發音；由於住校，每天和美國老師生活在

一起，兩年下來，她的英語聽讀說寫都獲得優良成績。美國老師說她：“你的英

語說得比上海話好。”《天方夜譚》原文是她們的課本，那一個個美麗動人的神

話故事，像縷縷陽光射進這位孤苦女子的心扉；後來，竟成為我們孩子們睡前的

一道“大餐”。 
 

在這所教會學校裏，不少女學生學鋼琴。學校處處是琴聲。母親好生羡慕

啊！她看著自己又大又笨的雙手，一貧如洗的口袋，喟然長歎！失望之餘，她唯

有靜靜地聆聽仿佛天堂傳來的叮噹之聲，它們是那麼美妙，引起她對故鄉的回

憶，勾起她對未來的無限遐想。美國老師看出這個整日苦讀的學生愛好音樂，送

了一元一張的音樂會門票給母親。母親仿佛走進了聖殿，美妙宏偉的古典音樂把

她帶到更深幽的境界。她終生都記得這次音樂會，無數次對孩子們說起：“音樂

會場靜得連掉根針到地上都能聽見。”此後一生中，只要聽到琴聲，她就會佇立

傾聽。當後來我們四姐妹也進到教會學校讀書時，她毅然讓我們全都學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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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老師有位朋友在湖南長沙福湘女中教書，她介紹母親前往離家近的福

湘繼續求學，那也是所教會學校，母親在那裏讀書直到畢業。這是她一生受過的

唯一正規教育，也是使她開闊眼界、認識自己、增長知識的重要轉捩點。 
 

母親從福湘女中畢業後，在當時也算得上一個小知識份子了，尤其是在婦

女中，一些女校爭相聘請母親去教書。她第一份工作就是教師。當她第一次拿到

三十元大洋的薪水時，內心的激動終身難忘，因為她終於實現了自己多年的願

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賀家自母親的祖父起，三代男人沒有任過公職，加上

祖父和父親都早逝，自己的母親強撐著這個破落大家庭，早已心力交瘁。母親剛

工作不久，就把我們的外婆接到身邊，並培養兩個妹妹上學讀書，成了家中唯一

掙錢養家的人。 
 

母親最初教的是所女校。開始人們不瞭解學校，學生很少，後來由於“賀

先生”（母親）的影響，一家只要有一個人來上學，姐妹姑嫂都跟著來了。母親

不僅教她們識字，讀書；還教她們求獨立、求生存，做正直勇敢的新女性。有一

個年輕寡婦，對生活和前途十分失望，整日哭泣；可是自從來上學以後，她變

了，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後來她還不斷給母親寫信。 
 

母親因為要到南京貧兒教養院教書而離開這裏，上百個學生依依不捨地哭

著挽留她，說她使她們開竅、啟蒙，使她們生活變了。走時更是依依不捨，十裏

相送，場面十分動人，母親幾十年後每當提起都唏噓不已。南京貧兒教養院是黃

興夫人徐宗漢開辦的。母親到那裏主要教小學，鑒於當時英語老師稀缺，學校請

母親教初中英文。母親純正的發言和流利的口語，獲得師生們好評。母親曾得意

地回憶：“那時可真是大出風頭。” 
 

母親獨立自主奮發圖強的人格魅力和盡孝養家的美德，在親友中傳為佳

話，樹為榜樣；直到我們成人，還能聽到親友們對母親的讚揚聲。母親的身教言

教像一本教科書，照亮了我們兄妹五人的人生，永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之

路。 
 

母親腿有殘疾，人又長得不漂亮，多年來一心求學，始終抱著獨身主義。

後來經人介紹，認識了我的父親。父親是黃埔五期軍官，年齡比母親小兩歲，人

又長得十分英俊。他瞭解母親的自我奮鬥史後，愛慕母親的率真和獨立精神，他

說：“人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內心。”母親放棄了獨身主義，他們在北平“六國

飯店”（即北京飯店）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婚禮，父親穿著燕尾服，母親頭披婚

紗。有照片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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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逃難 多災多難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不久，母親生下了第四個孩子，全家住在安徽一座

小城鎮。日本人頻頻轟炸，平靜的小鎮也不平靜了。直到遠處傳來隆隆炮聲，母

親才帶著四個孩子逃離小鎮。全家只帶了一床藍色緞面被子。晚上，一床被子蓋

在四個孩子身上，霜打下來，藍色被變白了；早上太陽一曬，又變黑了；白天，

它又恢復了藍色，一床被子，一天三色。有一次，軍隊士兵硬要搶走這床被子，

母親苦苦哀求，後來看在四個孩子面上，好容易才保了下來。 
 

逃難時，哥哥只有五歲，他和大姐被放在一副籮筐兩頭，雇人挑著。二姐

是叔叔背著走，可憐途中鞋也掉了，一雙小腳在寒冬臘月裏凍得後來整整三個月

沒有暖過來。三姐是母親自己抱著走，剛過百日就逃難，母親給她取名“難

民”，因在繈褓裏的日月是在逃難中度過，四姐一生畏寒體弱。後來到了四川，

碰到姨夫一家。姨夫是位語言學家，嫌“難民”名字不雅，將其按諧音改為“南

平”。 
 

母親帶著四個孩子逃到九江城長江邊，看見一個被拋棄的孩子獨自坐在江

邊嚎哭，更把自己孩子緊緊摟住。逃難的人流早已把輪船占滿，眼看敵人逼近，

一家人卻上不了船。萬分焦急時分，母親竟在江邊遇到了一群貧兒教養院的學

生，他們驚訝老師是怎樣帶著四個孩子在難民洪流裏捱到長江邊的，他們認定賀

先生和孩子們一定得搭這班船走。他們從碼頭撿起逃難的人扔下的整匹紅布，兩

個學生爬上輪船，從上面扔下一端紅布，岸上的學生把布捆在孩子的腰上，船上

的學生再將孩子一個個提上去。賀先生怎麼辦？學生找來一條小船，靠在船邊，

又不知從哪里弄來一個梯子，母親戰戰兢兢、艱難地從梯子上爬到搖搖晃晃的輪

船上，要不是四個年幼的孩子已經在船上，母親決沒有勇氣用這種方式上船的。 
 

船到了一個港口，總算遇到了父親，當時急於過江，全家向一條小船湧

去。父親抱著大姐剛上了船，船主嚷著人滿了就把船撐走；母親帶著三個孩子眼

睜睜看著船越飄越遠，也不知會靠在哪個口岸。她只好央求其他小民船，可是日

本飛機已經炸到江上來了，眼看一條搖到江中心的小船中彈翻船，船老闆都不肯

冒險開船。一直捱到晚上，母親才帶著三個孩子過了江，可是到哪里去找父親和

大姐呢？五歲的哥哥不斷安慰淌著眼淚的母親：“姆媽，不要急，會找到的。”

先頭過江的父親領著四歲的大女兒沿江走著、找著。只要看到開來一條船，只有

見到一簇人影，就拖著長聲叫起哥哥的小名：“祥麟啊——”走了十幾里，叫了

十幾里。逢見過江的人就問：“看見一位太太領著三個孩子嗎？”終於在第二

天，一家人奇跡般地相會在長江邊上。父親的嗓子已經喊得說不出話來了，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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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淚要流乾了。每每想起，在這百萬難民流裏，失散的一家能相遇，是萬幸，

更是奇跡。 
 

不久，父親又因公離開了全家，母親帶著幾個孩子登上了一條西去的小

船。當小船駛到長江以險惡著稱、風大浪高的小孤山時，一個浪頭打來，小船顛

簸著眼看要翻覆，母親按著睡在船艙裏的孩子們，大氣不敢出一口。老闆娘是個

自幼在船上長大的漁家女，她眼疾手快，把桅杆放了下來，小船從浪尖上滑過，

顛簸地過了小孤山。老闆娘對母親說：“托你們的福啊，不然今晚船一定翻在小

孤山了。” 
 

待全家到達武漢時，已經山窮水盡，身無分文。在武漢又無親無友，母親

帶著幾個孩子坐在碼頭上，不知這雙腳該往哪里邁。當時同行的還有一位母親在

貧兒教養院的同事，叫廖明華。她望著這群疲憊不堪的孩子，陡然站起，對母親

喊道：“坐在這裏等死啊！我到街上走走，也許會碰到個熟人。”母親自知這位

朋友常做出格之事，今天這般說雖是無稽之談，卻也隨她去。 
 

天下就有這般的巧事。我姨媽當時與姨夫剛從北平逃到武漢，住在一家旅

館裏。姨媽天天早起就看報。這天早上，她從報上知道母親住的地方已經被日寇

佔領，逃難的人流頻頻被炸。她把報紙一扔，傷心地忿忿喊道：“我姐姐一家一

定給炸死了，給炸死了……”說著神經質地向窗口走去，邊走邊嘟囔著：“讓我

看看，也許我姐姐已經來了。”她打開窗戶，茫然地從四層樓向下望去；大街上

是熙熙攘攘的人流。突然，在無數人中，閃出一張熟悉的面孔，她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仔細望著，竟放聲大叫：“廖明華——” 
 

就這樣，奇蹟般地全家和廖明華被接到了旅館，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母親

又一次轉危為安。經過一番修整，母親帶著孩子們回到長沙老家，當時舅舅一家

尚在那裏，心想鄉下畢竟安全，總算有了個落腳之地。沒想到日寇進攻如此之

快，長沙也不是久留之地。母親又帶著全家向四川逃去。這次不僅要帶自己的四

個孩子，還加上妹妹的兩個女兒和哥哥的一個兒子。總共七個孩子，登上了一條

小民船。在鄉下和孩子們廝混熟了的一條狗捨不得小主人走，緊緊尾隨著小船，

邊游邊哭嚎著，當時連人都顧不了，哪能帶它呢！孩子們也哭著和它告別，多少

年後都讓人難忘。 
 

到四川後，住在小縣城裏。現在不用逃難了，可是卻開始跑警報。只要天

晴，母親一早就燒一鍋米飯，炒一大盆雪裏蕻，全家跑到山上躲到山洞裏。一

天，跑警報回來，看見一顆炸彈就在對門爆炸，我們家的茅房也被炸塌了。母親

感得縣城不安全，全家又搬到鄉下。在那裏，沒有學校，母親親自教孩子認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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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背不出書還要打手心。父親一周回來一次，生活重擔全落在母親身上。我就

出生在這個小縣城裏，是全家唯一沒有逃過難的幸運兒。 
 

後來全家隨父親工作調動又去了甘肅。母親身體不好，照顧孩子困難，她

讓三姐和姐姐們一起去上學。三姐當時剛剛四歲，老師教新課：“看，看，看！

看新書，新書真好看！”老師問誰會念，三姐膽大包天，舉手應答，她稚聲稚氣

地念道：“噹，噹，噹，噹金豬，金豬真搗蛋！”全校傳為笑談，校長知道後

說：“四歲的娃，我們這邊還吃奶呢，別上了。”三姐才免去冒著凜冽寒風上學

的苦楚。 
 

很快我們搬到西安。母親又回到小學教書。我那時僅三歲，常隨母親到學

校，也會跟到課堂。母親教國文，還教算術。我像個小助教一樣，在教室裏蹓

躂。他們學的東西我都會，母親就常讓我去幫助一些困難的學生。記得有個小男

孩，寫阿拉伯數字總寫倒，母親讓我去教他，我踮著腳，把著手給他扳了過來。 
 

一次，我又蹓躂到二姐的教室，剛好趕上勞作（手工）課。一人發一張綠

紙，折一個鴨子。老師也發給我一張。三歲的我，念書還可以，做手工就不成

了。老師見我不會折，不問青紅皂白，拿起板子就打我手心，我又痛又委曲，嚎

啕大哭著走出教室去找姆媽。後來這位老師知道我是賀先生的小女兒，才三歲，

根本不是正式學生，也頗為尷尬。母親摸著我挨了板子的又紅又腫的小手，傷心

得不成。像母親這樣帶著五個孩子還去教書的人，也實在不多啊！ 
 

母親十分重視課外知識，為孩子們訂了不少雜誌書報，如《小朋友》、

《中華少年》等。大姐考初中時，有道題是東三省改為東九省。當時課本沒有，

可是雜誌上有，大姐答中這道題，額外拿到二十分，考上了最難考的西安省立女

中。母親還規定孩子們要在四年級讀《西遊記》，五年級讀《水滸傳》，六年級

讀《三國演義》。一九五六年，二姐留學蘇聯前，母親知道她從沒讀過《紅樓

夢》，一定要她在那個暑假讀完。 

有段時間父親失業了，全家靠當小學教員的母親很難維持生活。母親決定

鋌而走險，到上海跑生意。這種生意，其實就是一種長途販運：在上海買了貨，

再乘火車到內地或南方去販賣。可憐母親是個跛足，又已年過四十，還是個只當

過教書先生的婦女；可是，為了一家人的生活，竟然也去做這種營生。最艱難

時，火車擁擠，根本擠不進車廂，她竟隨著別人爬上火車頂。當她頂著冷風，懷

著恐懼，坐在搖搖晃晃的火車頂上時，想的是五個孩子。尤其當火車過山洞時，

在那蒸汽火車時代，車廂都要放下窗戶的，可是在火車頂上的人，卻被黑煙薰得

死去活來，出山洞時，個個變成了“黑人”。啊！世上還有比她更偉大和堅強的

母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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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爽俠義 心善面和 

 

母親沒有一張漂亮的面孔，卻永遠春風滿面；不信看看母親的照片，張張

都在灑脫地微笑，讓人覺得可親可敬。母親出名的心直口快和爽朗大笑，又平添

了幾分豪爽之情。母親仗義執言的性格，就像她那有楞有角的大楷字體一樣，顯

得格外剛毅。母親一位老鄉，也是老同學，有幾個兒子，唯獨不喜歡二兒子，在

家像傭人般地使喚。母親看不過去，總為他打抱不平，後來乾脆把他接到貧兒教

養院，讓他讀書，把他撫養成人。五十年代，我還見過他。他到北京來看母親，

還要給母親留下錢，報答母親對他的恩情。母親知道他拉家帶口，工資也不高，

沒有要他的錢，卻領了他的一片心意。 
 

四十年代末，我們住在蘇州。父親的一位上司，家裏有個小丫頭，女主人

對她十分凶，常打她，罰她餓肚子。可憐這個小女孩，家遠在四川，在此無親無

友，苦不堪言。有人告訴她，你逃到賀先生家，賀先生是好人。果真，她逃來

了，母親收留了她，把她藏到樓上，給她吃，給她養傷。後來，那家人知道他們

的小丫頭逃到我們家來了，可也知道母親的耿直和仗義，儘管我父親是他們當家

的下屬，竟也沒有敢來要過。後來他們搬走了，母親正式收她為幹女兒；取了和

我們平輩的名字，叫“姚志平”，給她做了新棉袍，還按我們家的傳統，幾個姐

妹按年齡大小排隊照相時，她也站在當中。晚上我們教她認字，白天母親教她做

活兒，我家又添了一個女孩兒。解放後母親到上海工作時，也把她帶到上海，還

給她找了工作。以後她想家要回老家，母親安排了她的回程。可惜她一去無音

訊，母親還念叨了許久。 
 

五十年代初，哥哥在蘇州的一個同學經上海去東北上大學，住在我家。母

親想著東北天寒地凍，太冷了，見他衣服帶得不夠，開開箱子拿出一件皮大衣送

給他，說這就可以過冬了。幾個月後，哥哥也要去哈爾濱念書了，母親卻拿不出

第二件皮大衣來。原來母親是把家裏唯一的一件皮大衣送給哥哥的同學了。 

母親心直口快，愛管閒事。走在街上，看到有人打孩子，她會上前把那人

訓一頓，說孩子應該教育，為什麼要打！見到持強淩弱者，也會上去幫助弱者和

強者評理。母親永遠用一種自信而公正的態度，常常能懾服對方，仿佛她是真理

的化身，無所畏懼，因此能鎮邪。母親去世後，姨媽因母女不合，常受氣、被

欺，她總是說，你們母親在就好了，只有她敢罵我女兒，只有她能出面講公道

話。 
 

母親儘管受教育不多，可是極有口才。她的即興演說總是十分得體，十分

漂亮，而且從來不怯場。在西安當小學教員時，學校每週一的早晨，輪流由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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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向全校師生講演，題目自定。輪到母親那天，她講的是“守時”。大姐小學

參加講演比賽，母親教她上臺要自我介紹：“我”，隨後用右手拍一下胸脯，

“姚一平——”大姐如法炮製，果真贏得了比賽第一名。平日母親可以不用講

稿，口若懸河地講一、兩個鐘頭。後來在不同場合，如有需要，她總是被人推上

去講話，也總能讓人滿意，也許這和她多年來一直當教書先生有關吧。 
 

母親喜歡鋼琴，她讓我們四姐妹都學琴，可惜我們沒有一個人彈出點名堂

來，但陶冶了我們熱愛音樂的情操，也讓我們在晚年能以琴相伴。母親不會彈

琴，卻會吹簫，也許是她出身在那書香之家之故吧。她吹“梅花三弄”和“蘇武

牧羊”最拿手。夏天晚上，在院子裏乘涼，聽母親那悠揚委婉的簫聲，仿佛到了

另一個世界。多少年沒有再聽到那抑揚頓挫、怨天尤人的簫聲了。如果說現在想

聽簫聲，毋寧說是怕聽簫聲，因為它會和母親緊緊聯在一起，如泣如訴的傾瀉會

引出早已聚滿卻從未盡情流淌的淚水…… 
 

母親自己也好讀書，如果有時間的話，她會專門讀些她鍾情的段落或詩

句。她不僅是一般地看書，而是一種楚吟誦，如《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前出

師表》、《後出師表》，是她的最愛。我還記得一次母親興致來了，說飯後要讀

諸葛亮臥龍弔周瑜，母親用濃重的湘音，高低有致，還加上搖頭晃身地吟誦起

來，每個字都拖得很長，很有曲調，像唱歌，不！比唱山歌還要高昂和婉轉。母

親那獨特的聲調：“嗚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數天，人豈不傷……”至今還盤

旋在耳際。近日讀了何啟治、李晉西編撰的《生正逢時----屠岸自述》，其中提

及屠岸幼年時，其母教他用常州的鄉音吟誦調吟誦古詩文，他跟母親學會了，晚

年還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音，二零零八年六月，常州吟誦被國務院宣佈為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可惜我沒有從母親那裏學會楚吟誦，我最後一次正式聽

到這種楚吟誦，是一九五七年齊白石追悼會上，一位湖南老人的純正楚詠，聽罷

讓人十分震撼。母親逝去已多年，再也難聽到這般吟誦了。多想 “楚詠”也能

像“吳詠”一樣錄音下來，流傳後世；也讓我重溫母親的“嗚呼公瑾……” 

 

時過境遷 花明柳暗 

 

一九四九年，母親已經買了全家南下廣州的火車票，可是聽信了她的一位

老友的勸告，留在了大陸。母親是否後悔過？我們不知道，只是她從來沒有向我

們流露過，儘管她在這裏度過了一生中最後的艱難歲月。 
 

五十年代初，母親在上海一家幹部子弟保育院擔任總務工作。那是供給制

時代，孩子全部全托，總務不僅要管孩子們的每日三餐，還要管四季裏外穿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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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睡的被褥等等，都要考慮周全。年過半百的母親，終日忙碌。她愛孩子，孩

子們也愛保育院裏年齡最長的賀阿姨。 
 

當時連每天上街為孩子們買菜，都是母親親自和大師傅清早一起上小菜

場。母親在前面選購，大師傅挑著擔子跟在後面。晴天雨天，寒冬酷暑，經年不

斷。可憐母親從來沒有管過經濟賬，每天只知將所剩的錢如數歸還，卻沒有一清

二白的豆腐賬。到一九五二年“三反運動”時，母親竟被當作“大老虎”來鬥。

母親害怕因為自己牽連一群孩子，為了過關，只好違心地承認一天“貪污五毛

錢”。後來為了退賠這筆本來不存在的贓款，我們家賣了很多東西，包括一套珍

貴的、價值不菲的《魯迅全集》。 
 

母親幾年辛苦換來一場鬥爭，這和她一貫的剛毅個性極不協調。一九五四

年，母親自動退職了。一方面是因為這件冤案結在心頭，鬱悶不樂；再者當時我

獨自在北京上初中，母親放心不下，退休後也搬到北京來。母親臨走時，保育院

從領導到阿姨及勤雜人員，無一不戀戀不捨。當權的覺得有點對不住她，她們也

深知，每天五毛錢的這種“貪污”是荒唐的，是冤枉的，無奈這又不是她們定的

案，況且是無法挽回的事。年輕阿姨們則惋惜再也聽不到這位老大姐的爽朗笑聲

和直言不諱的忠告，工友們更是歎息哪里再找這樣勤奮又隨和的領導！ 
 

一九五七年，當反右運動在全國掀起陣陣腥風血雨時，我們慶幸母親退職

了；不然，像她這樣最愛直言不諱、秉直上書的人，非右派莫屬，那我們全家豈

非更慘了嗎？ 
 

母親在北京的幾年住在姨媽家，做為姨夫私人秘書。抄抄寫寫，剪剪貼

貼。她的主要心思還是在幾個讀書的孩子身上。母親什麼家務都不讓我做，連每

週衣服都是週末拿回家來母親洗。母親在身邊的那幾年確實是我書念得最好的時

期。週末，幾姐妹都從學校回來，我們最愛一起唱歌。母親在廚房忙著，不時回

來聽一聽，再回去做菜，心中洋溢著母性的快樂。可是姨媽性情暴躁，這種寄人

籬下的生活決不是母親願意的。只是為了幾個讀書的孩子，勉強維持著。我上大

學以後，她就到武昌和父親在一起了。 
 

在武昌的幾年，正好趕上六十年代初大飢荒時期，儘管城市比農村要好

些，尚有定量保證供應；但是母親作為家庭婦女，定量屬於最低的。可是她為了

讓我好過一點，每個月還要省下兩、三斤糧食，換成全國糧票寄給我，在那個缺

油少菜和一切副食都稀缺的時代，人全仰仗這一點糧食。那年寒假我回去看父

母，幾乎認不出母親來了。母親體重從一百四十斤驟減到九十斤，所有衣服都大

得像穿道袍。看到瘦骨伶仃的母親，我方醒悟每月給我寄幾斤全國糧票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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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許多年裏，我常自責，為什麼要從母親口中把那維持人生基本需要的幾斤糧

食奪過來。可惜我再也無法回報她老人家了。 
 

父親退休後，父母兩人一起回到北京。他們住在哥哥單位靠近市里的一個

叫地興居的住宅區，一座筒子樓裏的一間十五平米的房間。那個時代，人們被個

人迷信的迷霧籠罩，自覺不自覺都是個人崇拜者，母親也不例外。當時電視還很

少見，父母住的院子裏有台公用電視，每年十一國慶遊行時，毛澤東會在整十點

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每到這個時候，母親不管在幹什麼，都要停下來；有時手

上正在燒菜，也要我們代她照看一下，她一定要下樓，擠到公用電視前去。她

說：“我要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我們湖南人，我們湖南出偉人。”看了回來

後，還要念叨半天，如何健康啊，如何有精神啊，下巴有顆痣是有大福啊等等。

她萬萬沒有想到，她的性命會葬送在她所崇拜的偉人發動的一場殘酷格鬥之中。 
 

母親最大的滿足是五個孩子都大學畢業，都有自己的事業和理想。從小母

親就叫我們背“出污泥而不染”。今天，看著自己兒女長大成人，感到莫大的欣

慰。文革前幾年，是母親最愉快的時期。她獨自在家聽相聲，會放聲大笑得前仰

後合。她喜歡晚飯時自酌自飲，一杯玫瑰酒或青梅酒；飯後點上一支煙，還得意

地說：“飯後一支煙，賽過活神仙”。因為我們家從來不富裕，母親也很少抽好

煙。週末回去時，帶上一包好煙，一瓶好酒，母親會快活得合不攏嘴。她會燒上

好菜給星期天回來的孩子們吃，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以後走遍世界，我再也

沒有吃到過比母親燒得更好的菜。有時我感到惋惜，我失去母親太突然了，那時

我也太年輕了，連學做樣好菜都沒來得及。當然，該遺憾的太多了，這件事實在

微不足道的。 

 
 

(待續) 

 
←Back 回目錄  



 
第 68 頁 e-通訉第二十三期 2014 十二月 

GREATER BOSTON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INC. 

Income Statement 

January 1, 2013 through December 31, 2013 

   

   

Income   

 Operating Income: Amount 

 2013 Membership Due Income 

 

$                                            9,379.00  

 2014 Membership Due Income 

 

$                                            4,126.00  

 2015 Membership Due Income 

 

$                                                 70.00  

 Donations 

                                               

9,409.72  

  

 

$                                          22,984.72  

   

 Building Rental & Lease Income:  

 Lamson Engineering Co. 

 

$                                          11,040.00  

 Mui Chiropractic Rental 

                                             

15,085.00  

 Room Rental 

                                               

7,802.00  

  

 

$                                          33,927.00  

 Member Facility Usage Income  

 Member Facility Usage  

 

$                                          17,718.00  

   

   

 ASEP 

                                             

18,673.00  

  

 

$                                          36,391.00  

 Special  Cultural Event Income:  

 Annual Banquet 

 

$                                          27,765.00  

 Annual Banquet AD 

                                               

1,550.00  

 Culture Workshop 

                                             

11,681.00  

 First  Night 

                                               

1,500.00  

 Dragon Boat 

                                                  

650.00  

 Family Night 

                                                  

100.00  

  

 

$                                          43,246.00  

 Other Income  

 Security Deposit 

 

$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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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income 

                                               

1,405.00  

  

 

$                                            1,705.00  

   

Internal 

Transfer   

 Hua Xin Chinese School 

 

$                                          15,615.00  

 Hua Xin Chinese School 

 

$                                               150.00  

 Hua Xin School of Art School 

                                               

8,668.00  

 

Hua Xin School of Art School - Family 

Night 

                                                  

125.00  

 NECYSC 

                                               

7,276.00  

 NECYSC - BBQ 

                                                    

90.00  

 Fidelity Fund Transfer 

                                             

40,000.00  

 Total Transfer In 

 

$                                          71,924.00  

                                                            -    

 Total Revenues  $                                     210,177.72  

   

   

   

Expenses Annual Banquet 

 

$                                          19,172.59  

 Advertising 

                                                    

30.00  

 Building  Maintenance 

                                             

19,135.42  

 Building  Improvement 

                                             

33,400.00  

 Culture Workshop 

                                               

1,117.67  

 FICA/Fed Expenses 

                                               

3,946.72  

 Insurance 

                                             

12,689.00  

 Miscellaneous 

                                               

2,424.54  

 Office Supplies 

                                                  

780.59  

 Prize 

                                                  

217.00  

 Legal Fees 

                                             

22,705.21  

 Professional Services 

                                               

7,500.00  

 Property  Tax 

                                               

6,2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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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ary 

                                             

51,591.12  

 Program Expense - First Night 

                                                  

886.24  

 Program Expense - Family Night 

                                                  

911.81  

 Program Expense - Dragon Boat 

                                                  

509.73  

 Program Expense - NECYSC 

                                                    

91.77  

 Security Deposit  - Key 

                                                  

200.00  

 Special Event 

                                                  

590.58  

 Stipend 

                                             

18,248.00  

 Telephone Exp. 

                                               

1,548.10  

 Utilities 

                                             

15,185.91  

 Total Expense  $                                     219,138.02  

   

 Net Income -$                                         8,9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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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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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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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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ropractic 

Physical Therapy 

Massage Therapy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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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 – August 8, 2015 

Registration available starting February 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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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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0 頁 e-通訉第二十三期 2014 十二月 

 

 
 



 
  e-通訉第二十三期 2014 十二月 

 
 

第 81 頁 

 



 
第 82 頁 e-通訉第二十三期 2014 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