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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的話  

 
今年的夏天似乎莫名其妙的還没坐熱墊子就聲也不吭的走了。 

這一期的文協季刊也莫名其妙的還没編輯就遲了。哎！就都推罪於天氣吧！ 

不過，片片繽紛的紅葉 和 篇篇燦爛的文字 都將呈現在您的眼前。 

原來，暑假是適合寫作的！ 

 

王尚勤用滿是詩意的筆調和心情懷念她  難忘的城市。諸位看官們，你也有那

麽一個地方讓你念念不忘嗎？ 

 

每天在建築藍圖裏打滾的土木工程师 何求（筆名）用他的 專業知識 和 獨特見

解 帶給我們許多 “保證你没聼過，没想過”的見聞與趣事。 

 

住在 Lexington 附近的朋友一定對 Sophia 和 Larry 這對夫妻很熟。他們多年來對

許多華人團體和美國社區都付出了無限的心力。 Sophia 還在數月前接受美國電視

臺的專訪,  暢談  社區服務。謝謝 Sophia 和大家分享多年的義工經驗和建議。雖

然文字著重於 Lexington 的社區服務，但編者相信，從小看大，社區服務的性質

應該是有其一貫性的。而你所居住的城市，雖然不一定是你 難忘的城市，但它

一定是你和你的孩子們一個重要的城堡。 

 

三十多天後的 11 月 8 號是個什麽重要日子？王麗文的花非花 和 湯文鐶的長空

下的獨白 或許會給我們一點提示。 

 

貪玩（筆名）的大姐經歷了人生數十個平平仄仄的寒暑後，重聚同窗，帶給大家

一首  江城子。喜，怒，哀，樂，盡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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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生活裏不經意發生的細節，總被不經意的淡忘，卻也總在那不經意的時刻牽

引出動人心魄的情緒。王桐（筆名）把 細膩的 心思 譜成  語絲。 

 

很高興終於在這一期的文協季刊有年輕的朋友願意分享他們的作品！ 

Emily Yin 是現今十年級的學生。The  Monotonous  Flight 是她兩年前的作品。 

讀完整首詩而不需上網查生字的朋友 ....... 請舉手..... 

 

生命的過程在其時間上有其必然的連續性，卻總被空間分割成一段一站的。蔣宗

壬先生在臺灣這一站的十四年裏，有了什麽變化，臺灣社會，政治，經濟，文

化，又有了什麽變化，聼聼他獨特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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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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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協國畫班是一個歷史悠久，人才輩出的社團。日前基於某些原因，決定停止上

課。國畫班全體師生決定把歷年累積的基金，全數捐贈給文化協會，做為新社團

成立的經費。謝謝全體國畫班的畫家們，這顆種子，會長出許多 茁壯的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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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期）將於 12/30 出刊，（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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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mailto:gbcca.enew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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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忘的城市      王尚勤 
 
 

 

         我一定會再來……… 
                                                 
 
我住過數不完的城市。 
 
羅曼帝克的巴黎,  多彩多姿的紐約。 
 
充滿了南方情味的田納西小城, Knoxville 
 
經常下雨的西雅圖,  經常有霧的舊金山。 
 
學府林立的波士頓。 
 
但只有一個城市, 一個到今天還叫不出名字的 Ogestgeest 使我 難忘。 
 
Ogestgeest 是介于海牙及阿姆斯持丹的小鎮。 
 
也是越戰結束, 我第一次离開美國。 
 
那年是 1975 年,  卡特當總統。 
 
9/11 還沒有發生, 人與人之間,  國與國之間信用度還沒有破產。 
 
恐怖分子這個名稱還沒有出現。 
 
在荷蘭, 我第一次感覺到做一個小國居民的幸福及安全感。 
 
看不到反戰示威, 聽不到電視上每天報導戰爭死亡人數。 
 
看到的是每家擦得雪亮的玻璃窗, 窗邊掛的各种顏色的花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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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的是腳踏車及清晨送牛奶雞蛋的小卡車鈴聲。 
 
還有看不完的鬱金香、風車。 
 

荷蘭也是世界環保工作做得 早、 徹底的國家。 

 
街上一塵不染, 腳踏車多過汽車。 公共交通四通八達。 
 
Ogestgeest 雖名不經傳, 附近的 Leiden 城有頂頂大名歐洲 古老的大學。 
 
裡面有藏書 豐富的中文圖書館。 
 
從美國去的馬館長, 特准我借出一大堆台灣看不到的禁書。 
 
老舍、巴金、魯迅的書, 我都是坐在運河旁邊的中文圖書館裡第一次讀到的。 
 
1975 年也是我成為美國人的一年。 
 
在 Ogestgeest 接到聯邦政府通知, 要我宣誓。 
 
我還專程回美國, 記得是一個七月有霧的清晨。 
 
頂著太陽, 我獨自在康州 95 號公路上開車。 
 
聽收音機播放的爵士音樂。 
 
突然間, 台灣遠了,中國遠了。蔡琴的歌聲也遠了。 
 
我常常對朋友說；1975 前半年我是中國人, 後半年我是美國人。 
 
可是在心底里, 我更覺得自己是荷蘭人。 
 
那里的一草一木, 守秩序守紀律的荷蘭人, 後院的鬱金香, Leiden 大學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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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河。 
 
每次走過運河上的石橋, 就像走進荷蘭古老的歷史。 
 
難怪我的鄰居對我說；中國大概是少有比荷蘭還古老的國家。 
 
我聽得出這完全是恭維的話。 
 
可是在美國這么多年, 我為什么從來沒有這种被恭維的感覺呢？ 
 
也難怪歐洲人與美國人中間總有几分又愛又恨的情結。 
 
會不會是幾千年文化與幾百年文化之間的矛盾呢？ 
 
這些年, 我走過不少城市, 踏過不少街道, 沒有一個城市像 Ogestgeest 
 
那麼幽靜, 那麼有條有理, 那麼與世無爭。 
 
沒有一個街道像 Ogestgeest 那麼乾淨, 那麼井井有條, 那麼花木叢生。 
 
那麼令人難忘。 
 
我一定會再來----- 成了我對 Ogestgeest 一廂情願的思念。 
 
尤其是每年鬱金香開的季節。 
 
 
 
 

←Back回目錄 



   e-通訉第二十二期 2014 九月 第 7 頁

 
 

     開車上路             何 求   寫于 2002 (no GPS yet!) 

 

 

美国人喜欢说 hit  the  road，即上路，不言而喻是指开汽车上路。对于他们来说这

是每日生活的一部份，不论你喜欢还是厌倦。和汽车一体，公路应该说也是美国

文化的一部份。记得我刚来美时，一位美国朋友问我，印象 深的是什么？我不

假思索就说，高速公路。的确，那时国内还没有高速公路。第一次见到四通八

达，无边无际的高速公路，川流不息，无休无止的各色车群，着实是惊叹了一

番。多年之后，我已经是一名在美注册的土木工程师，几乎天天的工作就是筑路

造桥。换过的汽车也已有九辆之多，行程二十余万哩，然而对高速公路的 passion
仍不改初衷，欣然上路，其乐无穷。  

 

在美国高速公路被叫做 highway，字面上是“高”路的意思。这个名字的由来其

实很简单，就是垫高了的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美国是马车，火车，汽车

同存并举的时代，而汽车发展的主要阻碍在于原始的土路。于是就有了一场呼唤

Good  Road 的运动。改进原始的与地面平齐的土路为现代的不受气候影响的公

路，首先便是将道路垫高，再配之以路两侧的排水系统，及不吸水的平整耐磨的

路面材料，现代公路就初具雏形了。亨利福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得以将其著名的

大轮径的Ｔ型汽车改为小轮径的Ａ型汽车，大大提高了车速。而全美注册的汽车

也由 1905 年的八万辆骤增至 1925 年的一千七百万辆，以至后来基本上取代了铁

路交通。垫高路面，看上去再简单不过，可将其铺展至全美广袤的疆域，却是多

少代人的努力及巨大财力的投入。美国经济近百年的迅猛发展不得不说在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高速公路网的兴建与完善。  

 

据说 highway 一义的使用还可追溯到古罗马。那时为帝国专门修建有高出地面一

尺的路，以示皇家的尊贵。骑士警察日夜巡逻其上。同样是抢劫罪，犯在普通道

路上与犯在 highway 上，其法律上的量刑有着天壤之别。以至时至今日，highway 
robbery 一词仍有冒犯君王，十恶不赦的涵义。今非昔比，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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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上 highway 领略一下王候的风光了，想到此多少会有些“旧时王谢堂前

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  

 

美国的公路分等分级， 高一级当属 interstate  highway，即州际公路，以字母

“I ”开头，如 I – 90，I – 95。州际公路由联邦规划，建设和管理。你可以在联

邦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找到一个巨大的日历形式的数据库（FHWA  By  Day），收

集有一百多年来与公路建设发展有关的详尽史料。州际公路乍看纷杂，其实其命

名编号是有些简单规律可循的。南北走向的公路为单数，如纵跨西岸的 I – 5 和贯

穿东岸的 I – 95。东西走向的为双数，如西起西雅图东止波士顿的 I – 90。州际公

路的编号顺序由南往北，自西向东。比如双数由 南的佛罗里达的 I – 4 开始，到

北的密执根的 I – 96；单数由 西的加州的 I – 5 开始，到 东的马里兰的 I – 
97。另一个规律是，凡能被 5 整除的都是主要的大公路，如 I – 15，I – 40，I – 
90，I – 95，等等。州际公路经过大城市时，会甩出一条或几条三位数的仔州际公

路，如 I – 95 在 Washington  D.  C.  就产下了 I – 295，I – 395，I – 495 等几条小

仔。仔州际公路的命名又另有说道。第一位双数者用于穿城而过或环城而行的仔

公路，如 Washington  D.  C. 的 I – 495 和巴尔的摩的 I – 695 都是环城公路。第一

位单数者则用于终止于城内或城外某处的仔路，如宾州 Pittsburgh 的 I – 376 就是 I 
– 76 甩出，终止于市内的仔路。又如巴尔的摩的 I – 195 便是连接 I – 95 和巴尔的

摩－华盛顿国际机场的仔路。这些命名方法貌似常识，可许多老美也不一定知

道。一次我在学校里和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同学谈及此事，他竟然吃了一惊“原

来如此！怪不得我上次在纽约换路，明明 I – 95 在那儿是东西走向，可路标上却

写着南和北，我没准备一下就懵了……”。  

 

说到路标，又想起听到有中国人感叹，汽车好开路难认，不无道理。尤其在大城

市，路标一个接一个目不暇接，还没反应过来就过去了。我刚来念书的学校在纽

约上州，开车进纽约市被视为闯关东般的壮举。时不时就会听到某某开车进纽

约，坐在后边的同学问“这桥我们刚才走过一遍了吧？”之类的笑话。过一个桥

却付了两三次钱，也可以算是交学费吧。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会使我们对路标反

应不过来：一是英语毕竟不是母语，读来费时；二是，本来准备看到的公路编号

没见，出现的却是并不熟悉的英文路名，而且同一条路到不同地方又叫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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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有时路标上写的是从未听说的前方城市的名字。在这方面提高颇费时日，

但平时多了解美国地理，交通，多开车上路，总会车轻路熟起来的。  

 

大路难找，小路也不一定容易。我发现比之美国人，国人方向感很强，尤其是北

京人，张嘴就是南北东西。你若向美国人问南北，多半是不得要领。习惯上他们

更多用上下来代表南北。比如纽约曼哈顿上城，按我们北京人叫法该是北城，曼

哈顿下城则会称南城。美国人认路主要还是靠左拐右拐来记的，再加上

landmark，即路边的醒目的建筑，甚至一棵歪脖树，一片水塘。他们会告诉你，

过了 Shell 加油站往左转，到了 Taco Bell 饭馆往右转……等等。所以你还要对这

些会成为 landmark 的名字有所熟悉。另外你 好问清从 A 到 B，从 B 到 C，都是

多远，常常会很有帮助。近几年网上的旅行地图，行车路线的服务已非常成熟，

更加上卫星定位技术的应用，出门上路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不过对所去地区的大

体了解，对公路交通的基本知识还是万不可少的。  

 

令人高兴的是，高速公路在国内如今已是越建越多，并不稀罕了。记得几年前回

北京，第一次上了号称国门第一路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还真有点儿兴奋。但仔

细体味，又觉得和美国的高速公路不大一样。美国高速公路的建设，由选线到设

计，都有建筑师参与，给予美学方面的指导。公路建设是在原有的自然地表开上

一刀。如何使得建成后的公路能 blend into 自然，与周围环境混然一体；车行其

上，能够心旷神怡，是一门学问。公路所到，劈岩伐树，孰取孰舍，亦要几经推

敲。就连路标牌的设置，字体的大小，颜色，疏密，都有不可忽视的视觉效果。

首都机场高速给我的印象就略显生硬，与周围自然环境的衔接尚欠水乳交融，包

括那些方块字的路牌，也不够悦目柔和。不过我相信在这方面“接轨”仅是指日

可待的事。  

 

走笔至此忍不住又想老生常谈，提一下安全问题。听我一个在休斯顿的侄女说，

那里的老美看到车开得不好的人就叫 Chinese  driver，哪怕根本就看不清驾驶员的

模样。这话着实让人听了汗颜。不象美国人从小就是在车里晃悠着长大的，对于

大部份中国人来说，开车毕竟是半路出家。为了省钱，学车常常是请同学朋友教

教，有的教车朋友自己也是二把刀。这样学上个七，八个小时就匆匆上路了。甚

至偶尔还能听到“自学成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之类的豪言壮语。车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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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有了 Chinese  driver 的恶名，也不能怪人家种族歧视。前一段我儿子在高

中学车，才知道美国对新驾驶员的培训是非常系统严格的。除了 30 小时的室内教

学及考核，还要求至少 30 个小时的实际驾驶，才去考驾照。我希望我们刚入此

门，即将上路的同胞慎之又慎。早期投资，受益无穷。  

 

近几年亦有不少国内的开车族来美，我的一个外甥就是其中之一。说到国内行车

的缺乏章法，他总不那么服气，辩解说，“其实我们都是有默契的”。我带他去

熟悉路况，一见到岔道上有车，他就赶紧把脚挪到闸上。之后跟我说，这要是在

国内，那车早就窜出来了。这事要是反过来想，你若从 STOP 路标底下窜出去，

指望老美也早准备好了踩煞车，那你多半就要遭祸了－人家老美不跟你默契。说

到这儿又想起前一次回京，一位老朋友谈起正在驾校学车，教官说，“到了十字

路口怎么办？两兵相交勇者胜”！如此学成毕业的驾驶员，路上会有何等表现也

就可想而知了。说起来这其中多少反映了两国的文化差异。美国人讲求清楚明

了，非此即彼。这样直来直去，大家都恪守规则，也省得去劳那份神。表面上看

也许少占到一些小便宜，但总体上看就是高效安全的系统运行。就好像非１即０

的数字化理念，看似愚腐，却带来了一个计算机时代。而中国文化中充斥着的是

人际之间的斗智斗勇，在马路上所见仅是一个缩影吧。如果也拿个数学术语来比

喻，就只好用“模糊数学”了，其实模糊数学还是建立在严密精确的数学理论上

的呢。所以我对我外甥讲，来美之前就开车既好又不好。千万别滥搬兵书，把国

内那些套路用到美国来。还是入乡随俗，先把美国的规矩学好。我始终相信这句

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后选一些收集的有趣的路标供各位一笑：  

   
    This  Light  Never  Turn  Green 
   （这个红绿灯从不变绿） 

    见于佛罗里达州 Fort  Walton  Beach 
 

    This  is  Not  89  （这不是 89  号路） 

    犹他州  Panguitch.   89 号路在此转了 90  度， 

    不少人没注意仍往前开，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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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olutely  Nothing  －  Next  22  miles 
    （前方 22  哩什么也没有） 

    加州   Mojave  Desert 
 

 

    Soft  Shoulder 
      Blind  Curves 
      Steep  Grade 
      Big  Trucks 
      Good  Luck 

    （软路肩，急转弯；大陡坡，大卡车 － 祝你好运！） 

    见于俄勒冈州中部 

 

 

    Please  Drive  Slowly 
          .  Old  Horses 
          .  Blind  Dogs 
          .  Unruly  Kids 
       For  The  Next  2  Miles 
   （两哩之内请慢行！ 老马， 瞎狗， 淘孩子） 

    内华达州 Sandy  Valley 
 

 

     Please  Don’t  Shoot 
     Kids  at  Play 
    （请不要开枪射击－有孩子在玩耍，或译成：请不要枪击在玩耍的孩子） 

    华盛顿州某猎区 

 

    Stop  and  smell  the  roses 
    （停 － 同时闻一闻玫瑰的香味） 

    路易斯安纳州 Shrev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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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  On  Road  When  Raining 
    （下雨时路上有水） 

    佛罗里达州  Tallahassee. 
 

 

    Emergency  Stop  Only 
       Whale  Watching  Is  Not  An Emergency 
    －Keep  Driving 
    （只有紧急情况才可停车 － 观赏鲸鱼不属于紧急情况 － 接着开！） 

    夏威夷   Maui 
 

 

    No  Bicycle  Riding  in Subway  Tunnel 
  （地铁隧道内禁止骑自行车） 纽约 

 

 

    一个路标上画着一条绕来绕去乱麻一般的路，下面写着： 

    Just  Kidding  （别当真） 

    加州 Temecula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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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社區服務          Sophia  Ho 

 

In 1966, we moved to Lexington because we decided to settle down in the Boston 
area.  Lexington was known for its excellent schools and our two young children were 
just about reaching school age.  After we bought a house here, we discovered that 
Lexington has a lot more than just good schools.  There’s Hayden Recreation Center 
which provides activities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the town pools, tennis courts, the 
bikeway, etc. which makes living in Lexington very comfortable. 

  

But what really make Lexington special is its people.  It is a community which 
encompasses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people of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ethnicity.  The town is run by volunteers, from Selectmen to School Committee, to 
Planning Board, Town meeting, and numerous citizens’ committees.  Thus it makes it a 
great place for anyone who wants to participate in town affairs and activities. 

  

As an immigrant who knew nothing about how a town is run, I was fortunate to have a 
neighbor who could educate me.  She told me all about what one can do for our 
town.  Since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while we enjoy what Lexington provides, we 
should also give back to our town.   

  

My first lesson was how to help elect a candidate for town office.  One can make phone 
calls, write postcards, invite friends to meet the candidate, donate money, etc.  On 
Election Day, one can hold signs for that candidate. I started by doing various small 
things for my candidate. 

  

I discovered that our town has a Town book which lists the names of all the residents.  It 
gives the addresses, ages and professions of all.  It also denotes whether one is 
registered to vote or not.  When I noticed that many Chinese Americans we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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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ed to vote, either due to ignorance or lack of interest.  Later on I found out that 
some were not citizens so they could not register. 

  

I copied down as many as possible the Chinese looking names from our town 
book,  looked up their phone numbers by using the phone book as well as by calling 
Information (411).  I also had a more complete phone book provided by a campaign I 
worked on.  Then I divided the list among several friends and asked them to make 
phone calls to urge people to register.  One does not need to bring a Naturalization paper 
to register at the town hall, a license to show your age is sufficient.  It was rewarding to 
learn that many people went to register because of our effort! 

  

Voting is our privilege as well as our duty.  If you do not vote, you have no voice!  If 
you don’t have a voice, you’d be governed by others! 

  

The requirement needed to be a good volunteer is loosely called the 3-Ws: Work, 
Wisdom and Wealth (i.e. not rich but willingness to donate MONEY).  Once you show 
your willingness to work, job offers will come your way. 

  

The benefits of being a volunteer are many.  You meet many dedicated, interesting 
people.  I always learned new things, political and others from my coworkers.  The pay 
is not too good (NONE), but the job security is unbeatable! 

  

Once you are discovered as a good volunteer, job offers will come your way.  Lexington 
Education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when budget cuts affected our schools.  The 
membership of that committee reflected a diversified Lexington student population at 
that time; I supposed I was the Asian member.  We raised money to fund special 
projects the teachers designed.  It has since grown to b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Lexingto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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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interesting experience I had was to serve on the Town Manager Search 
Committee.  There were over a hundred applicant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s far as 
CA, WA.  A professional group looked at the applications first and selected about 30 
semi-finalists.  Everyone on our committee read all the applications, then gave a number 
to each, 1 being very good, 2 maybe and 3 not very suitable.  At a final meeting, the 
names of the semi-finalists were called one after another; we all gave that name a 
number, indicating our choices.  We submitted the names of the five ‘top’ vote getters to 
our Selectmen who then made the final choice.   

  

Lexington Cary Library is a very good library, but after so many years, it needed 
renovation, thus the Lexington Cary Library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I was 
fortunate to be asked to serve on it.  Our main job was, of course, to raise money for that 
project.  A part time professional financial assistant was hired, but the burden to raise 
money from our community fell on our shoulders. 

  

The usual method of a project like that is to have ‘naming’ opportunities.  The library 
prepares a list of rooms, areas, sections, or a window, a bench, etc. with a price attached 
to them.  If a person donates that amount, a plaque will be put on the wall bearing 
her/his name.   

  

This is such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Chinese Americans to show our love for our 
town.  So I proposed to CAAL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exington) 
Committee that I would head the fundraising if they would promise to help.  Our aim 
was to raise $10,000 to name a reading room in the library, but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Lexington Chinese Americans, we raise $25,000 to name the front entrance hall!  It 
was a proud moment for us Chinese Americans who can do something for our town! 

  

Three years ago,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organized a “Community Conversation” 
meeting, about 150 towns people attended.  The purpose of that gathering was to find 
out from the citizens what we wanted from our town, what can Lexington do for 
us.  Larry and I attended, but we were disappointed to spot only three other Asian 
faces.   Why aren’t us Chinese Americans interested in our own town?  At that meeting, 
someone asked me the same question.  But he added that he’d be glad to help u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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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e in town affairs, to explain to us how our town is run, etc.  I felt ashamed yet 
thankful to him. 

  

That night,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Melanie Lin who sent  a letter to a Lexington 
group. She was also disappointed that she only saw 4 other Asians at the meeting.  I 
immediately replied to the group, expressing my desire to call a meeting at our house to 
discuss how we can get more involved.   On the meeting night, about 20 people showed 
up, all new faces to me. But we all were willing to discuss how we can contribute to 
Lexington.   Thus a subcommittee of CAAL was born.  We call our group Community 
Task Force.  Our purpose was to search and help Chinese Americans to serve on town 
committees, to run for town offices, to be more involved with our hometown. 

  

Since then, we have successfully elected Weidong Wang to Housing Authority 
Committee.  The Chinese American Town Meeting members increased from one to six. 
Several of our members are now serving on Council on Aging, Recreation Committee, 
Tourism Committee,  Community Endowment of Lexington and 20/20 Committee, just 
to mention a few.  We are working to have more participation by our members. 

  

There are about 25% of Asians in Lexington, about 10% Chinese, 5% of each Indians 
and Koreans.  The other 5% consists of Cambodians, Vietnamese, Japanese, Filipinos, 
Malaysians, etc.   But the school population is 30% Asians. This is so different from 
when we first moved to Lexington, our children were among the very few Asians in 
their school. 

  

We should enjoy what our town offers us, but we must give back to our town!  I believe 
that it is only right that we should be involved with our town, be a contributing member 
of our community!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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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頁 e-通訉第二十二期 2014 九月

 

    長空下的獨白     湯文鐶    

 
 

為了抗敵 ,來到了松花江上. 

春風吻上了我的臉, 江邊的茉莉花, 杜鵑花, 似花非花. 

低頭思念故鄉, 想起了頭擺的妳, 半抱月琴,  輕彈著春思曲. 

啊!  玫瑰,玫瑰,我愛你, 何時再能歡樂今宵, 拼宵夜去? 

問世間,情是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許! 

 

 

（編者按）據説上文是今年  文協合唱團年度音樂會  的曲目。 
您能猜出所有的歌名嗎？  這次真的答對有獎！ 
 

(A) 鄉土小調     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B) 現代合唱曲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C) 抗戰歌曲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D) 藝術歌曲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E) 通俗歌曲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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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城子 - 同學會感言    貪玩 
 
 

數十寒暑重相聚,  歡樂情,  意難忘. 
 
異國他鄉,  相逢不相識. 
 
猶記當年舊時樣,  談笑間, 如昔往. 
 
 
三更有夢入台灣,  小同窗,  老學堂. 
 
天真歲月,  夢醒增惆悵. 
 
議得來年續緣處,  盼快樂,  祝健康.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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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絲             王桐 

 

幸福是什麼? 
幸福是打電話給在加州的她問她洗衣機怎麼用, 她輕輕罵我一句大笨蛋 

 
心疼是什麼? 
心疼是寒風裡見到她消瘦的雙頰和幾莖初現的白髮 
 
幸福是什麼? 
幸福是她做飯時突然從後面環抱著她,惹得她著急,埋怨小心油熱... 
 
心痛是什麼? 
心痛是不知她在那是否孤單是否害怕是否沒有肩膀可以靠一靠 
 
幸福是什麼? 
幸福是想她的時刻 
 
心酸是什麼? 
心酸是想她和不想她的每一刻...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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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notonous Flight  Emily Yin 
 

 
The name of the airline  –  Delta  

On the lower level, coach class, lies my lethargic cage 

For the next eighteen hours 

An iPad glows, illuminating my weary face 

 

An army of cramped seats stands at ease, stretching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Beneath me the blankets are lumpy 

Above me the ceiling looms near 

The plane is like a lifeless bird 

Soaring through the insensate clouds, kept alive by gasoline 

 

Numerous heads of tousled hair are bowed, lost to sleep 

A violet cast of light comes from overhead 

A toddler squirms, bound by the seatbelt that has become a straitjacket 

A grandmother fixes her bleary eyes on a soap opera  

A teenager flips through the crisp pages of a book 

Those without the fortune of a corpulent checkbook 

Sit suspended in a delirious, feverish haze.  

 

The putrid stench of airplane food lingers 

Long after the cart glides past 

There is an acrid taste to the brocc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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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n and Jerry’s ice cream, sticky and a melting tower of ice 

Down the aisle the bathroom lies 

From there the lights flicker on and off 

A fetid smell, combined with the musty odor of the cabin’s interior 

Revolting, nauseating, uncomfortable Turbulence 

The plane is alive, a roaring monster that tumbles through the atmosphere 

Its frame shakes, shivers, and loops violently in the night 

Sluggish no more 

 

Someplace nearby a person yawns 

Stretching and bending, attempting to escape the awkward contour 

Of the chair that is confining her 

There is snoring, too, and the constant rhythm of steady, but shallow breathing 

Noses unconsciously sniffle 

In reaction to the blanket-thick humidity of the plane 

All the noises a languid symphony 

 

The prelude, the sickening sound of constant coughing 

The finale, the artificially high voice of a stewardess 

Whose unctuous face 

A canvas for the liberally-applied makeup 

Attempts perkiness but promulgates exhaustion 

Her footsteps a constant thud, pacing in the aisle 

All on the plane 

Caught up in its monotony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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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年台灣生活點滴      蔣宗壬 
 
 
從一九四八年秋天到台灣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底離開台北、整整十四年。而我也由

一個十一歲的孩子長成二十五歲的青年，在這十四個年頭裹有許多的琑事可以代

表那個時代的台灣社會。在這兒我由自己的經歷與報章讀到的情事一件件的寫。 

 

 

       一、 窮家子弟的生活 

 

上東門國小的時候有二位大陸來的同學，一位是程慶乾，一位是陳永粵。程慶乾

的父親是北大的教授、在中國內戰剛開始時全家搬來台灣，但在中共與國民黨 

在北京和談，北大開學時，他又單身先回北京，再也沒能出來。於是一家分居二

地再也無法團圓。像這樣的家庭當時很多。有的是一個人出來了、妻子女却留在

大陸、有的是父母帶了部分子女但尚有其他子女留在家鄉，有的是父親帶了部份

子女、妻子與其他子女仍在大陸，也有將孩子托親戚帶出來自己却出不來的。程

兄讀完小學就告訴我同永粵，他不準備考中學、要找事做掙錢養家。因為他們全

靠母親在台北監獄做個文書收入很低，如果不是政府的配給制度與公家宿舍根本

無去養活二子一女。慶乾是長子所以决定找事掙錢、即使找不到事，至少不必繳

學費。其實那時的學費不貴。永粵同我商量如何幫助慶乾﹔我們想到做生意。那

時晚上在東門町有人買賣銀元、我小時侯跟舅舅學過如何分別銀元的真假。於是

二個十一，二歲多的孩子集了近百元台幣開始買賣银元。事先我們先到西門町打

聽過價錢、也知道一買一賣的差價、於是開始做生意。三個星期、十八個晚上、

我們只掙了五個銀元、只好放棄、將五個銀元給了慶乾、他不肯要、於是三個人

分了。一人一個銀元，另外二個我們買東西吃掉。慶乾後來找到明星電影院收票

工作、不久就替明星戲院畫廣告、他畫得很好、在我出國前他仍然在明星工作但

也参與演藝工作。一個非常聰明又有天份的孩子却因為政局的變亂而不能充分發

展。我上初中是建中夜間部，有時慶乾需要幫忙，我總是盡可能去幫忙。有時代

他收票、有時幫他掛廣告。不過我去明星戲院看電影也從不需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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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讀建國中學夜間部時又遇到幾位窮家子弟同學。楊飛鵬是我朋友中長得 帥

的男孩﹔他是跟舅父母來台灣的。舅母對他很壞。夜校六時上課，所以我們多是

早點吃晚飯、不然帶飯到學校吃。他却經常沒有晚飯吃。於是我們幾位好友約定

大家帶飯到學校吃，每人多帶一點分給他吃。那時由於糧食由政府配給，米是決

對夠吃，窮富只是菜的好壞而巳。我的幾位好友都窮、帶的菜多是疏菜，我經常

帶些黄蘿蔔, 綠豆芽。飛鵬大我一歲，白天在家要帶舅舅的二個孩子、打掃房子

院子、洗衣等事幾乎沒有時間讀書，他初中尚沒畢業他就去考空軍幼校、當兵去

了。他是一個內向的人，由於寄居舅舅家更養成自卑感，在學校只同有數的幾位

同學交談、他去空軍幼校我們都不知道。看他初三沒來上課，打聽之下才知他去

了空軍幼校，從此就失去連絡。 

高禩倫該是我的 好的朋友，他是一位軍人子弟，父親在抗戰時原是他家鄉，山

東，的中學校長。抗日時帶親友學生打遊擊。勝利後以少將階級當兵，來台後改

編成少校在金門服役。禩倫就住在金山街與和平東路交接的一大遍鋁皮房子的軍

眷區。離我家（金山街一巷）很近，所以我們經常一起從建中走回家。他白天踏

三輪車（晚上三輪車由他的小叔叔踏）、一個十三歲多的孩子自已踏三輪車供自

己讀書。高中他進入台北工專讀夜校，白天在天母的美軍顧問團做小工。那時我

在台南，我們家己搬到新生南路一段離台北工專很近，他经常到我家問我母親有

沒有什麼需要他做的、偶而母親要他幫忙搬點重的東西。有時也將我家的院子整

理一下。我喜愛種花，院裹種了各種花木、可都需要修剪、我不在家的時侯,禩

倫就全替我做了，所以母親常說他是另一個孩子。我出國的頭幾年、衣服、鞋子

都是他替我買了從台灣寄出，我們身材一樣鞋子尺碼也一樣。他工專畢業後一直

在美軍顧問團做事、後來自已買地蓋了二棟小房子，一楝給他父親同小叔住、一

楝自已同新婚妻子住。苦了二十多年、那知剛剛生活好些就在四十歲以心臟病去

世了。這裹有個小故事。在禩倫去世的前一年、我本打算在暑假回台北接太太及

孩子﹝美芳帶文山回台灣教一年書，暑假回美〉，但由於剛買的新房子需要將地

下室裝修好，那時沒錢一切都自已動手、所以沒回去。他來信說＂你說回來又改

變計劃、你這次不回來也許我們兄弟這輩子再也見不到面了。＂誰知竟一語成

讖。現在回想那年代十來歲的孩子必需自力更生‧我們的孩子們該是多麼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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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大陸第一次難民潮–反攻大陸的機會 

 

大約是一九五零、那時我們仍然住在永康街的小房子裹。有天晚上快十一點了，

電話響了、父親仍然在寫文章、接了電話，我只聽他說家太小，每間房間都有人

住了，要對方派車來接。掛了電話、父親就換掉睡衣並告訴母親說不知什麼時侯

回來，要母親不必等。母親走到玄關將父親的皮鞋擦亮、一會汽車來了、父親出

門後、我坐起來（我就睡在玄關）問母親什麼事這麼晚了爸爸還得出去？母親說

是國家大事，小孩子少問。之後二天父親每天早出晚歸而總是有車接送。父親當

時職位是總統府國策顧問、也是東南長官公署的顧問，本應有部公家車、父親沒

要因為我們房子小沒有車房。又過了幾天，父親才告訴我﹔由於大陸鬧飢荒發生

難民潮，政府準備反攻，但由於美國不同意不肯供給彈藥，而台灣現有彈藥登陸

後支持不了幾天（好像少於三天）、只好放棄這個大好機會。我說為什麼不賭一

下？父親說大家也談到孤注一擲、但決定還是安全第一。我說了一句＂你們都老

了，膽子就小了、歷史上的遍安就因主政者膽小了＂。父親沒說什麼，我想他有

些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被母親好訓了一頓。接着第二次難民潮，之後再沒有反攻

機會。有些事是不能靠朋友的。尤其國際間本沒有友誼只有利害關係。一直到我

服兵役時，美國仍然控制台灣的子彈供應。在台灣經濟起飛之前、許多物質只要

是需要進口的大都受美國控制、包括汽油、水泥等。 

父親一直沒再談起反攻的事。但當我讀高中時一個人沒事常想這個問題。我自己

認為、當時主政者的考慮不是反攻失敗而擔心中共來打台灣、而是擔心將從大陸

帶來的幾十萬部隊在反攻時打垮了，則無法保證大陸來台灣的人們的安全，萬一

台灣人鬧事的話。這該也是當年接收台灣時不當一會事而造成（台灣人不歡迎外

省人）的後果吧！如果當年沒有後顧之憂而反攻、也許歷史也會改變。 

 
        三   養女及童養媳 

 

台灣當年有許多養女，太半的養女都生活很苦、從小就是奴婢、也是養父母的出

氣筒、經常被打罵。大了能自立的有的出走但還得能從養母處拿到身份証。許多

養女被迫做妓女或酒家女、走上出賣靈魂肉體的不歸路。童養媳比較好些，如果

未來的丈夫喜歡她的話。我們住在金山街時、隔壁就是夫婦二人帶一個十四，五

歲的童養媳及一個兒子。這位女孩常常用布包手臉出去買菜。母親覺得奇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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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家來做半工的下女、才知道這女子是童養媳、經常被打的臉上有青紫並不

是長得不好。有天在冬天時侯她一個人穿得很單薄的衣服在門口不敢回家，母親

要下女去問她究竟有什麼事、看看能不能幫她忙。下女說這女孩不小心打破了一

個大碗怕養母回來打她、所以在門口等、希望她未婚夫放學回來的早，能給她點

錢去買一個碗。母親給下女點錢要下女陪她去買個碗。事後母親同父親談到這

事。父親次日就去拜訪隣居、告訴他要他告訴他太太不能再打未來媳婦、不然我

們會要警察抓她、並勸他該好好管他太太，常打未來媳婦、等他們老年時侯、媳

婦能孝順他們嗎？經過父親的勸導、他們果然對媳婦好多了。當這對小夫婦結婚

時還請我父母参加婚禮、而且持別拜謝父親，那時我們已搬到新生南路了、我在

台南讀書。 

當我後來做監工及工程師時、由於工程業務經常需陪老闆及客户去酒家談業務、

認識許多酒家女，有好幾位都是養女，他們要掙錢還養父母後才能自由。這是台

灣的一個非常不人道的習俗，之後由於政府的強制義務教育及禁止買賣子女，才

慢慢將這個習俗改掉。是否全部消除不得而知，至少養女幾乎已不存在。這該是

國民黨德政之一。 

 

        四   五零年代台灣的服務態度 

 

現在回台灣、無論去那裹、都會遇到很有禮貌的服務，而且都客氣得讓你不好意

思。但五零年代則是全不一樣。不必說去區公所辧公務所受的氣，即使去商塲買

東西也會受不了。如果你穿裝不夠好、店員是愛理不理。報上登過一件事實；有

一個軍人剛中愛國獎券特獎、到錶店去買高級手錶、售貨員不拿給他看却說＂你

買不起＂﹔這位士兵很氣一定要看。這位售貨員說＂半價你也買不起＂。這位大

兵火了，說＂半價我全買了＂終於吵了起來。 後錶店主人道歉並將一支手錶半

價賣給這位軍人。 

如果你五零年代生活在台灣而又不富有的話、你一定經歷過店員的冷淡態度，即

使進小吃店、像我這樣只吃得起陽春麵或牛肉湯泡餅的孩子是不受歡迎的。有次

我們幾個朋友進店都要了碗陽春麵、老板臉色很難看、又告訴我們不能坐久快點

吃。我在麵吃得差不多時、順手抓了二個蒼蠅放在碗裡、然後叫老板要他來看，

他怕我們叫出來立即將我那碗只有湯同一點麵拿走，另給我一碗牛肉麵。我們幾

個分着吃了才走。當年手快會捉蒼蠅白吃過好幾碗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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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以穿著看人，我則很贊成當年台灣的學生一律得穿制服。男生黄卡其布的制

服使我減少許多困窘，我家那時很窮，我只有黄卡其的制服、有時到中華路的售

舊衣服店買一件黄卡其的美軍軍衣，穿起來同制股一樣。到那裹不必為沒有適當

衣服而擔憂。 

 
        五   監工瑣事 

 

我第一次做監工員是監督挑園軍用機場的跑道工程。太陽大又是六月天，熱得要

死却不能穿短袖衣褲、因為會傷皮膚〈那時沒有防太陽曬的油﹞。在我們上面還

有美國監工‧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怕我們減少使用材料。我們的任務則是工程必需

達到標準。那時台灣的飛機場跑道都是鋼筋混凝土、需用很多水泥。當時水泥是

美援的，我們用水泥必需將水泥包裝的紙袋還回才能再次領一袋。當年台灣生產

的水泥不多而且很貴。在桃園鋪跑道的時候，當地人正要蓋廟需要水泥希望軍工

處（我服務的機構）能提供些水泥給他們。我的老板問我們有什麼辦法從美國大

兵管水泥的廠房拿水泥。言明要幫地方人民蓋廟。我建議將運水的水箱用鋼板加

一個隔間，開一個小門、門外掛水管蓋着就看不到門。（因為晚上離開機場工

地，美國大兵要檢查我們的運輸車及交通車、但在工地就是我們自已管。包工多

是榮民–退伍軍人）一早進工地就領取一大車水泥送到每個拌和機一部份、留一

部份倒到運水車的水箱隔間，將水泥袋再送到拌和機處。出工地運水時將水泥取

出另外裝袋。一天要外出運水進工地三次可以偷運五十多袋水泥。美國監工全不

知道，其實他們如果計算一下就會發現差別。有次有位美國監工問到 近水泥用

得較多。我告訢他由於天熱‧設計的水泥，沙、石頭的比率不夠好、所以決定多

用些水泥使工程更好些。他還一直說有道理，水泥美國多的是儘量用。一個月後

我被借調到圓山監督圓山飯店的金龍廳工程、輕鬆極了。桃園的廟完工後有個大

餐會，我被請參加、主持和尚介紹我時說＂我是小善士，如果沒有我的設計、廟

很難這麼快蓋好＂。偷水泥竟成小善士。 

我的正式工作是軍眷住宅工程板橋眷區的監工。在工程剛開始、我到工地查看工

地位置時發現大部份住宅區坐落在河流的防洪區、於是反應上去。得到的回答是

地點不能改、但可以申請加建防洪堤。後來由榮民工程隊運來許多沙石將整個建

地填高三尺多、尤其每個建築物的基地都填高多些。据說每次下大雨該區的街道

都會淹水，房屋較高則比較好‧這該是我的好事之一。因為監工員是職位 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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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人員、根本沒有資格過問工程設計的。在以後的一年監工歲月中，有許多事

可以談的，我只提幾件談談。 

板橋工地監工員同包商一樣住由竹子盖的臨時性的房子，有一床，一桌及木椅。

晚上用煤油灯。四個多月後電才接到工地。廁所與洗澡都是公共使用的、但都很

乾淨。吃過晚飯後，我乘天還亮就讀大學的課本，那時都是翻版的英文書、字小

而英文字典字也小。到晚間用煤油燈只有看中文書、字大些。煤油燈下讀聊齋是

一大樂事。我喜愛詩詞，所以唐詩宋詞、後主詞選都買了以，為晚間打發時光。

小時候讀詩詞都是一首一首的全背下來、但後來讀詩詞却是只記喜愛的句子。 

當監工使我 頭痛的事是包商請吃飯，吃拜拜。不去說是不給面子、去了就被猛

併酒。在中秋節前有位泥水工小包商請我們吃拜拜，我不肯去，他說＂蔣先生、

不要因為我是小包請不起，我很有錢，別人包工程要付工資、我不需要，我的五

個工人都是我的徒弟也是我的老婆，不付工資的。＂打聽之下，果真是的。到他

家吃拜拜是道地的台灣菜、都是他老婆們自己做的，酒喝了不少。那時工地工程

師已來工地，大部份交際都由他參與。這位楊工程師常同包商去板橋的酒家鬼

混。由於我監工頗嚴，一切照規定辦理，包商到軍工處想托人將我調到其它工

地，結果上面不准，楊工程師才知道嚴總工程師對我很賞識、於是對我也客氣很

多。中秋前一天，包商送來二盒月餅、大盒是工程師的、小盒是我的。我以為收

一盒月餅沒有什麼、就將月餅帶回家交給母親。晚上母親打開盒子，上面一層月

餅、。母親訓了我一頓、將月餅包好要我還給包商。其實我挨罵真寃、我根本不

知道月餅下面另有文章。這就是當年的紅包文化。之後請吃飯，是儘可能不去，

禮物一概不收。就那樣，一年還是去酒家吃了十多次。因為有房屋局來視查、工

程處上司來查進度、等等、包商請吃飯、不能不去、監工有時需回答上級的問

題。奇怪的是每次有關單位來視查都在星期五下午。於是吃晚飯是理所當然，而

吃飯也全是回台北中山北路的酒家。我們的工地一般要工作五天半一週，星期六

上午監工員仍得監工、工程師則不必在工地。所以我在吃完花酒後仍得坐車回工

地、經常吃完已是半夜，只有叫計程車回板橋。到一九五七年八月底、工程的第

一期完工之前有三，四個政府機構來驗收工程、從基礎到屋瓦都要檢查，但來到

工地皆走馬看花，根本沒查什麼只是同包商約時間地點去酒家而已。當時各地都

有酒家。台北市延平北路一帶都是大酒家，而每家都生意興隆。至到蔣經國上台

嚴禁公務人員進酒家，才使這種色情行業大為減少。許多酒家都由台北遷至桃園

市及中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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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家花樣很多，如果不懂、會當寃大頭。 容易被當寃大頭的是空酒瓶﹔酒家的

服務生在送酒進房間時帶許多空酒瓶進來、到結帳時當酒算，常進酒家的都在酒

女開酒時將瓶蓋收起來‧結帳時有多少瓶蓋付多少瓶酒錢。另外是酒女會經常離

開、一走就是半個小時、進來坐二十多分鐘又離開。這樣酒女是一人當做二人、

在一個房間停停又到另一個房間混混、但結帳是二處都是全職。常進酒家的客人

多有一位固定的酒女像女主人一樣替他照顧客人、這位酒女就會安排其他酒女的

進出而不致有混混的情况、同時她也會將借酒裝瘋的酒客的太不規距動作勸止。

許多生意人都有這樣的老相好。有的大老闆在每個大酒家都有一位老相好。 

當年在台灣做生意多半在酒家談生意、尤其是大生意。生意談攏、酒飯之後各帶

中意酒女去北投洗鴛鴦浴，酒色行業當年盛行於台灣，尤其台北。台北的酒家至

到蔣經國做總统後才開始沒落。 

 

       六   服兵役經歷 
 
當年在台灣，每個男子都得服兵役，很少有人能免兵役。進大學的畢業後服兵
役、不進大學，高中畢業得服兵役、男子十八歲得服兵役，除非進學校或服務軍
事機構或身體健康不合格。大學生可以選擇在大三暑假受入伍訓練或是畢業後入
伍受訓。我因大三暑假做工，到大學畢業就到台中報到接受三個月的入伍訓練。
那年正是台灣有名的八七水災，在八月時我們這些六月初入伍的新兵己訓練的差
不多了，於是水災之後要到河邊幫忙修堤防。由於水災，軍營的用水全是黄色，
早上豆漿也是淡黄色、半個多月才回復。入伍訓練結束，我們得抽簽決定服役的
兵種與部隊。一班來說還算公平，但如果真有後台，還是有不平等的待遇。我的
許多同學是當時政、軍要人子弟多分配在憲兵，海軍（在總部服役）都在台北服
役。沒有背景的則各憑運氣。我運氣中等抽到兵種是陸軍行政官需到新兵訓練中
心服務。受完一個月的分科教育後、被分派到嘉義附近的大林镇的中坑第七訓練
中心。報到後不久由於我們連中第二排長考進陸軍官校，於是我被派為行政官兼
排長。 
一般正規軍人與老士官都不太看得起我們這些大學畢業的預備軍官、認為全是少
爺兵，但我却使第七訓練中心的軍人改變他們的想法。由於教官不夠，中心的總
指導員要預官兼任部份教官的責任。總指導員召集所有預官要我們選擇自已願教
的課。問到我時、我說要教〝劈刺〞，大家都不信。我站起來將衛兵手拿的槍拿
來、說〝我表演幾手，指導員看看夠不夠資格當劈刺教官＂。表演完後大家一致
叫好。說起學劈刺、那是我在工院附工時認識一位炮兵學校﹝在工學院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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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每天在附近草地練拳、而我從小喜愛學這些工夫，請他教我、他却以一根木
棒當搶教我劈刺及空手奪刀。他是中國陸軍劈刺比賽的亞軍。從他學了一年多、
當然比一班軍隊裹教的要好得多。可惜來美的前二十多年為生活而忙，將拳腿功
夫都放下，再想練時多不記得、只好萛了。 
當一年半的行政官兼排長經歷幾件值得提的事情。我們連裏有六位老士官、四位
在連隊，二位在廚房。我因為是行政官，廚房的士官歸我管，兼排長有一位上士
排副幫忙，而士官長及第一排的排副的臥房正好在我同第一排排長臥室的隔壁，
由於我的劈刺表現以及特等射手的資格，所有老士官都對我印象很好，同時我將
每月配給的香煙都買了分送給老士官們、晚間沒事就在行政官的辦公室談笑，聽
他們講當年抗日戰爭的故事。士官長同我的排副，第三排排副以及厨房的上士，
抗日時都是在同一部隊。在我們訓練中心有十位他們同部隊的戰友。第一排的李
排副年齡 長（他不願說幾嵗）資歷 久、他只告訢我們他曾當過馮玉祥將軍的
勤務兵。有一次軍團大校閱，預訓部的總司令到中心來校閱，李排副却在床上睡
覺，有位走在司令前面帶路的上校非常氣、要叫李排副起來、打算訓他一頓，我
告訴司令李排副的名字（我是這連的值星官，所以跟同帶路）、司令立即叫住那
位上校、並說＂別叫老李、讓他睡午覺。＂然後說到＂我當少尉時、老李就是士
官做我們司令的衛兵、現在我已是上將司令、他仍然是士官。一生奉献國家，別
因為我們來而擾他午睡。＂像劉司令這樣的長官是很難得的。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一個星期日中午我由台南回到訓練中心接連值星官（由排長輪
流擔任）却發現整個營中除衛兵外都沒人，問衛兵才知道中心昨天出事了。一，
二两個營的兵士都去圍山了。我得到營房的後山報到接值星。到了後山（其實是
一丘嶺、上面大部份是甘蔗田及小樹林。）才知道是一位士官拿槍要殺一對農民
夫婦，傷了人帶槍逃進樹林，現在由二個營的新兵（即將結業的新兵）將小山圍
住，防他逃走。我接了值星官就責任重大，這些即將結業的新兵、每人只領了十
發子彈、又沒有經驗，圍住山也許可以，如果想上山抓人根本是夢想。萬一他衝
出來打死了人、我這值星官就麻煩大了。從中午十二點接值星到下午三時、我一
直同連中其他排長、排副商量該怎麼辦、同時指令所有有作戰經驗的士官們多注
意並照顧新兵、不求有功但求不出事。提心吊膽了半天一夜。星期一早上九位老
士官來跟我說他們要上山去勸這位出事的同仁。我起先不敢答應，尤其他們不帶
武器。他們說不會出事，當年他們十人共患難，出生死、一起殺日本兵吃日本兵
的肉。堅持這是唯一的辦法、由他們上山勸他。我想也只有如此，等久了一定會
出事。他們九人一面向山上走、一面報自己的名字並叫他下山不會有什麽事。不
久山上槍響、這位鬧事的士官自殺了。他們九人淚流滿面的抬着共同出生入死的
弟兄屍體走下山來，並帶了二隻卡賓槍回來。我指揮兵士返營並由各排長收回子
彈繳庫、算是結束了這件事。下午將報告寫好請士官長代改一下公文就報上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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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晚上請他們九位士官到福利社吃宵夜、才知道詳情。原來這位中士士官原本
管厨房收入多（廚房的多餘物資多由廚房士官賣給當地農人養猪或食用），他常
給錢及米麵給這個女人，二人常住在一起。 近他由中士升為上士被派管軍火庫
而失去厨房的特別收入、沒有錢也沒有米麵送這女人。她 近另交男友不再理這
位士官，他在妒恨之下由軍火庫拿了二隻槍及子彈想殺這女人及其男友。幸好這
位女子很靈、一看他帶槍來就拉住男友向甘蔗田跑，甘蔗長得比人高、又密，所
以他們兩人僅受輕微傷。這些老兵們無家又無親人、收入少又常受輕視、情緒上
頗不穩定，自殺之事常有，也是當年台灣一件頭痛之事。這種事件的消息在當年
都是不准公開出來的。我們訓練中心的事當然也是封鎖的。圍山的士兵只知道是
作戰演習。 
許多老兵沒有親人、收入又少，每個月的薪水在抽煙、喝酒有時都不夠。我入伍
那年剛好是軍人薪資調整。一下增加百分之八十。据說是俞大維任國防部長要辭
職、老蔣總統叫去問為什麼要辭職。俞部長說士兵薪俸太低，部長很難做。老蔣
不准他辭、親自到菜市場調查物價而決是提高軍人薪水。我入伍時少尉軍官每月
領二佰七十五元、之前僅領一百五十元左右。據某要人說為此事，小蔣還被其父
大駡一頓。當年老兵出事或自殺時有所聞,但大部份都在新聞控制之下而不了之
了。 
一年多的訓練中心排長生涯共訓練了三期新兵。其中一期是彰化一帶的漁民，孔
武有力却大多不識字。上政治課經常鬧笑話。結業前的政治考試、我們連上只有
我的排全部考得很好。因為本大排長教他們如何用手式指示答案。我排上有二個
士兵小學畢業，我命令其他士兵等他們考完一題一題的用手式教他們。因為考題
多是＂是非＂與＂選擇＂很容易指示。這一期士兵射擊都很好，由於手臂有力的
關係。 
 
 

      
 

                           於第七訓練中心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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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個真實的笑話。士兵的政治課考試，有口試一項，題目是一成不變的。教官經
常是將口試題及答案給士兵、然後一遍又一遍的帶士兵讀，至到士兵將答案全部
背得。但由於士兵不懂、只是順次序將答案背會。當考試官將問題不按次序問
時、笑話就出來了。諸如問＂我們的敵人是誰？＂答＂黄帝＂。由於次序改變、
將我們的祖先答到敵人。有次考試我站在旁邊，被考的士兵受過點小學教育，應
該沒有問題，當考試官問他＂我們的敵人是誰？＂他回答＂排副＂，考官問他＂
為什麼？＂回答＂排副打人＂。 
在訓練中心當排長比自已受入伍訓練還苦。每天須同新兵一起出橾，晚上士兵上
床後，排長仍得將明天的課程排好及檢查裝備是否齊全後才能睡覺。在新兵學習
射擊之前排長及排副必需將全排的槍枝歸零(調整槍枝的準確度）。當然也有許
多樂趣。每月當一星期的值星官然後有二天假日﹔每三個半月新兵結業有二週假
期，然後回營準備接下一期新兵。半年會有一次勞軍團來中心表演勞軍。逢年過
節有時會有特別勞軍團來勞軍。一九六一年十月正好是中秋節的前二天、我們中
心又有勞軍團來表演。聽說該團的台柱是大林镇（中心所在地 近的鎮市）的第
一美人，也是大林唯一旅館老板的女兒、中心許多軍官早二年都想追她。當該團
表演時，多是唱歌跳舞。表演的不錯。該團有好幾位團員是政工幹校的學生。當
那位大林美女表演時，她說＂聽說今年中心有七、八位預官、請預官一起上來表
演＂。七位預官，一位唐排長是藍球健將早已被調到鳳山打陸軍官隊去了。我們
六位推擧我與賈廣齊排長接受挑戰上台參加表演。賈排長的母親是聲樂家、所以
他本人雖是農學院的畢業生却聲樂唱得很好。我則上台與美女合唱一首＂春風春
雨＂及獨唱＂夜半歌聲＂而已。後來中心的廣播員找到一張老的夜半歌聲的唱片
送給我。這位女廣播員長得不錯，跟賈排長日久生情、後來進了政工幹校。那一
年多正是我失戀期、對女孩子一點興趣都沒有、雖然有好幾位女孩對我很好、我
都只應付應付而已。有時即使放假，我仍留在營房讀書或到後山的靶塲練射擊、
偶爾借機打些野鴨拿回來交給厨房加菜。有一次在接新兵前的假期我去打野味、
什麼都沒遇到，却打了一條大蛇、回來告訴棑副、他立即問蛇在那裹，我告訴他
大概位置、他帶了二位士兵到山上找蛇。三個小時後將蛇抬了回營、當晚的宵夜
就是紅燒蛇肉及蛇湯，連我們營長也來我們連上吃蛇肉。 
 
 
         七   一黨專制與地方選舉 
 
台灣當年的白色恐怖我不太瞭解，雖然我很早就在黑名單上。我相信我在黑名單
與警方與特工不敢動我皆因家父的名望有關。但當時有所謂的職業學生及各行各
界都有打小報告份子。一個不小心被打小報告就麻煩大了。 



   e-通訉第二十二期 2014 九月 第 33 頁

我對於一黨專制與地方選舉確非常了解。民社黨在抗戰勝利後，先父（時任民社
黨組織部部長）立即派人到台灣成立黨部吸收黨員。當年第一任民社黨台灣省黨
部主任委員是台北煤礦大王的顏家掌門人,欽賢先生。後來他退出民社黨。因為
政府不買他們的煤及煤礦的副產品（黃金），國民黨的交換條件是要他退出民社
黨﹔所以只好退出民社黨。民社黨當年各地的負責人皆是當年台灣的精英。諸如
基隆的林番王、高雄市的楊金虎，高雄縣的余登發等先生。國民黨為控制地方選
舉用盡手段阻止他們競選。同時國民黨辧黨內提名時經常得罪許多地方上有力人
士﹔或由於辧事的黨工貪污，或是由於對當地情况無知，等等。說個事實來証明
貪汙的事。有次我陪先父到台中去鼓勵黨員競選；當地一位知名人士請吃飯，飯
後幾位知名人士坐在主人客廳聊天，父親問一位國民黨要競選縣長的老先生為什
麼還沒去台北活動黨提名？他用半普通話半台灣話回答說＂我不用去了，我五十
萬已去了＂。我告訴父親後，父親直搖頭。當年許多選舉，選民在投票時只投不
是國民黨的候選人，這也是為什麼當年民社黨黨員的高玉樹能當選台北市長。如
果以資歷，聲望，高先生遠不如國民黨的候選人黄先生。但高先生却當選了，正
因為他是以無黨派候選人競選。各地都有這種情况。在這種情形下選舉舞弊就難
免了。 
政府用出入境証來控制進出台灣、不僅外黨人士被拒於台灣門外，連許多國民黨
的大老在黨內由於派系不同而不能到台灣居住，也有人因派系或意見不同被驅逐
出境。說到驅逐出境、有一件秘聞。當年台灣的京劇名角，顧正秋女士幾乎被驅
逐出境。原因是蔣經國迷戀顧女士，其俄國太太到公公面前告了一狀﹔老蔣要將
顧女士驅逐出境、是張群秘書長以台灣是民主國家不能因桃色事件而驅逐顧女士
出境、而且這個桃色新聞又不便說為由勸告老蔣，結果老蔣只好說＂叫她儘快結
婚＂。此事不了了之。後來顧女士嫁給任顯群先生﹔任先生後因其舅舅被查實為
當時所謂的＂匪諜＂、照當時法律，任先生應判死刑。有人說由於小蔣的關照以
及任先生時任財經要職，而以任先生不知其舅父是匪諜為由，僅判坐牢。 
當然這十幾年，台灣也有許多正面的改進、諸如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了；九
年國民教肓，開放留學與地方選舉等﹕皆是填下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的基礎。 
 
 
       八、 學生生活與太保學生 
 
當年五零年代的台彎中學生有一心讀書的書呆子，有頑皮不讀書的壞學生﹔但半
數以上的學生是中間者。那時由於可以給年青人發洩精力的有益活動有限，許多
活動都受限制；於是精力過人的孩子們就常集在一起打球，搗蛋、打架﹔進而成
為太保。 早是有名的十三太保，十三太妹。之後有許多沒有名號的太保群。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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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使是太保打群架，很少用武器﹔不像後來的幫派黑道、刀槍齊全。五零年代
的太保學生、多是一群同學或是一群居位頗近的朋友們或是一群有同好的孩子
們﹔大家常聚在一起玩耍，因而形成了一群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孩子。漸漸形成
太保群，當其中一位受別人欺負，則大家一起去找公道，於是就有雙方集在一
起，談判，有時則大家看當事人單打獨鬥，有時則形成打群架。我初二那年在上
學的路上因為戴的帽子比較持別（是當年由大陸帶來的）、路上有二位太保看我
不順眼想要教訓我、叫我停一下、我以為他們想問路，停了下來、沒想到其中一
位竟舉手打我、當時正是我勤練太極拳之時、（而我的老師是太極大師郭連陰先
生，他教我的太極拳是連同如何使用防身一齊教。）我立即以單鞭下式讓過他的
拳、〔但帽子却被打掉到路邊水溝〕跟着一手指摚捶打他下身，接着一記手刀將
他打的爬在地上。這一記手刀替我帶來許多麻煩。因為他跌倒、有外傷、告到建
中、使我由品學兼優的學生變成留校查看的學生，同時也替我在太保群中打出知
名度。但我並沒有參加任何太保團體。當年警察權力很大，太保打架 怕被警察
抓到。有次我的太保朋友要同人打架、我一時興起替他們規劃進退的路線而使他
們一幫沒有一人被警察抓到。此後連做了幾次軍師也做了幾次合事佬、於是好幾
個太保幫都成了我的朋友，漸漸我的影響力大起來；雖然我從沒因太保們打過
架，但也被視為太保、至少我那群太保朋友對我很佩服、如果我要他們幫我找別
人麻煩、他們是不會拒決的。 
 
 
         九   申請出國  
 
一九六二年台灣的留學政策是大學畢業生通過留學考試或拿到國外大學研究院獎
學金而服完兵役的皆可出國留學，當然還有其它規定可以出國留學。一班合乎條
例的申請手續只需二，三個星期而已。而我的申請却被政府機關故意刁難、從一
九六二年的二月底開始申請，到七月底還沒能將手續辦妥，至到八月初先父打電
話給張群伯伯，問是不是國民黨不願放我出國，父親說＂如果政府不願放我出
國，則我就找事做不必天天呆在家裏等〝。張伯伯說他查證一下。十天不到所有
出國証件包括護照，出境証，後備軍人出境証等由專人送到我家。原先計劃四月
乘商船來美、六，七、八三個月可以找個零工做掙些錢好進學校時不必愁沒錢，
結果事與願違。由於坐船趕不上九月的開學，只好坐飛機來美、又沒錢坐噴射
機，（需近二千美金）只好坐螺旋槳飛機（只需二百元美金），由台北到夏威夷
飛了四天三夜，疲累不堪。 
在這等待出國的半年中、情緒非常低落。無所事事加上初戀女友嫁於他人。如非
偶爾替從前做事的公司做點工程設計打發些時間、定然更無聊、雖然有好幾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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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常找我出去玩，對我都非常好，而且其中有幾位美女，但我都沒有太多的情
趣。母親告訴我銘傳的阿姨（銘傳的校長是母親的金女大同學）想請我去銘傳教
微積分、但母親說她己代我推辭掉﹔因為以我的年紀去教女子大專一定會出問
題。其實我在自己房間看書時已聽到母親在電話中說＂不好，他年記同學生差不
了多少、教女專不適合﹔我家的電話現在己是響個不停，都是女孩子打來找他
的。再去教女子大學，到時要是出了什麼師生戀的事情對學校對他都不好。＂我
只好家裡蹲了。 
出國上飛機那天下着毛毛小雨，父親送我到門口，將他老人家的阿美茄手錶由手
上取下給我，只說了句＂好好讀書＂就轉身回去。我回了句＂謝謝，我一定不令
你失望＂叩了個頭就上車同母親及弟妹們及好友高禩倫去松山機場。到機塲時、
好友陳永明、劉國樑等都己到了、我同永明一起出國、陳永明是獨子，陳伯母淚
水直流的一直送我們到飛機旁、一班送行的只能送到登機出口處、陳伯母一定動
用了人事關係才有通行証、陳伯伯是大法官又做過高等法院院長、陳伯母自己也
是法官、要個通行証是小事一件。我們二人的飛機票也是陳伯母托人買的。就這
樣離開了這個居住了十四年的祖國的國土。在這個美麗的島上，我由兒童長成青
年、經歷了許多窮苦的歲月、也有過美好與痛苦的初戀。來到這個寶島時、我是
一個十一歲天真的孩子、雖然由於經歷了戰亂的磨練也只是比同年的孩子稍為成
熟些﹔離開這美麗的島國、我己是一個成熟的少年、由於各方的壓力同一個難以
忘懷的戀情，使我在心情上更為成熟、而在人際間也更達練。這也是我成為異鄉
人的開始。 
 
 
          十    看看中共這十幾年在大陸上的主政結果 
 
由於大陸新聞封鎖、除了大事之外、我們很少能知道其他事情。從一九四九共產
黨進北京、毛澤東的大飢荒、二次難民潮死亡近四千五百萬﹔一九五八年左右的
大躍進及農業改革、近百萬地主被處死。加上三反五反等等﹔之後，百花齊放五
十多萬到近百萬的教師被下放勞改。韓戰不算在內。在那十幾年大陸像是地獄。
比較之下，台灣雖有白色恐佈、但一般說來雖然苦一點却生活安定，物價平穩、
治安很好、言論還算自由，只是不能支持共產黨，或是駡蔣總统、其他人皆能批
評。台灣與大陸唯一相同政策是不准用方言，所有人都需學普通話。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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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 葉 參 天 （完結篇）         姚蜀平 

 
橋本太太這次沒有進到陳家，卻走進了小鎮的市政廳。這些人中，只有她白

天 空，也才會想起這條路。她怯怯地走進對外辦事的房間。詢問如果要砍自家
院子裏的樹，有沒有什麼規定。那位櫃檯後面的老婦人抬頭望了望她，問她住
址。橋本太太只提及街道，沒有報出號數。她不敢報門牌號，這位老婦人身後就
有檔案櫃，報了號碼，人家一查就知道她根本不是房主，哪有什麼權利奢談砍
樹。還好，那位老婦人沒有追問，只說，“一般的樹，只要在自家地裏，都可以
砍的。”說完又低下頭幹自己的事。橋本太太想走，猶豫了一下，又問了一句：
“如果是很大的樹呢？”說完又臉紅了，覺得自己真是多事，怎麼敢管人家的
事。 

老婦人抬頭連問兩個問題：“多大的樹？樹有病了還是死了？” 
橋本太太用手比劃著，“總有二到三英尺粗，是一種楓樹，沒有病。” 
那位老婦人想了想說道：“如果真是老樹，那應該報到市里來，老樹和老房

子一樣，都受保護呢。你剛才說的是什麼街，是幾號？我來查查，有沒有登
記。” 

橋本太太慌忙說：“不用啦，我只是隨便問問。”說完掉頭就走了。 
橋本太太慌忙問完又急匆匆地走了，引起那位老婦人的注意。她在這個市政

廳做公務人員已經四十多年，本來早該退休。她說自己只做半工，還願意做幾
年，特別在有人休假時，可以給人頂班。她為此很謹慎，很小心。因為她還需要
這份不高的薪水，來為退休後做點積蓄。下班前，她對主管提及此事，那位先生
並沒有太在意，這類事情比起市里其他的事，比如圖書館要裝修，正在和市里唯
一的高中聯繫，要借他們的部分校舍，讓圖書館能在此期間繼續開放。這些大事
還沒有解決呢，有人要砍自家院子的樹，就讓他砍吧。 

不過，老婦人還是不放心，她又找到環保辦公室，和那個主管談及這件事。
這位主管近日正好比較閑，分類回收廢品的工作已經走上正軌，回收車已按規定
路線和日程上路了。他熟知這位老婦人，她坐進這幢市政廳小樓辦公室時，自己
還沒有出生呢；他很尊敬她。她說的情況讓他感了興趣。他記下了街道名字。沒
有號碼不要緊，有空去看看就有數。 

橋本太太回去後，沒有對任何人說起自己去了一趟市政廳，還捅出去了有人
要砍大樹。不過按她看來，她去不去大概沒有什麼差別，因為她沒有說出是八號
要砍樹；而且那位老婦人，好像也不是那麼感興趣這件小事。她慢慢放下心來，
幾次想對弗蘭克說，卻都沒有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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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市政廳環保工作的人叫保羅。不到三十歲，從大學環保專業畢業後，在
這個小鎮的市政廳裏找了份工；好處是工作穩定，壞處是薪水低。好在他也不是
個雄心勃勃的人，心想先幹它幾年再說，也許攢點錢，再去上研究院，讀個環境
學碩士，那樣找工作工資會高一些。沒想到，他一坐進辦公室，就不大想去摸書
本了。幾年過去，工作單調卻不繁瑣，不像他的一些同學，到了研究部門，一天
到晚在外面奔跑，在資料堆裏出不來，比他辛苦得多。不過，有時他也希望有些
什麼新鮮的事情發生，畢竟他還年輕，還有點好動。 

第二天，保羅就開車找到了楓樹巷。還沒有拐進巷子，他就被路口那棵參天
的糖槭樹吸引住了。“以前怎麼沒有注意過這裏有這麼一棵大樹？不會要砍的就
是它吧。這應該是棵界標樹啊！看樣子，我得給自己增加一項工作，要把全鎮子
的古老大樹都登記在冊。” 

保羅慢慢地開進了小巷。他沒有碰到任何人，也許因為橋本太太出去購物
了，弗蘭克正在後院修理什麼，而其他幾個往日有可能在家的此時都沒有在家。
他沒有和任何人談話，也沒有打聽到什麼消息，不過，他已經心中有數該怎麼做
了。 

保羅回辦公室後，首先瞭解了一下這條街上的住戶情況，他發現八號，也就
是擁有那棵大樹的人家，是今年初搬進來的。然後他又到房管處瞭解了這條街上
有沒有人申請裝修改建，他發現又是八號申請了擴建，但是他和那位主管談後，
後者好像並不知道這幢房子已經改建成了殖民地式的房子，檔案上還是登記的牧
場式，這可是一層和兩層之差。他說要開車去轉一轉。從那裏，保羅還瞭解到，
小鎮上超過二百年的老房子，都記錄在案，不可輕易拆建。甚至有幢三百年的老
磨房，儘管後人在它四周一圈又一圈地加蓋了出去，現在的面積早已超過了原來
的十倍不止，可是小鎮還是對原始磨房下了特殊保護令：不可動其一磚一木。這
就督促保羅想去做第三件事――普查全鎮的老樹，並登記在案，特別是對那種可
以稱得上界標的大樹（Landmark Tree）。沒有人下達過這樣的項目給他，那是
他看到了那棵楓樹巷口上的大樹，又聽說這家主人要砍樹，隨之產生的一種衝
動，一種願望。他和市里的公共服務部談及這個想法，對方極力贊同：“早就應
該這麼做了，要知道，我們對那個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小磨房關注得太晚了，外面
已經層層疊疊地加蓋了許多房子，不然，那會是多好的一個文物景點，我們鎮上
還沒有第二幢房子有三百年歷史呢。老樹一樣，抓緊時間，登記在案。” 

保羅很快寫了計畫書，可是他等不到市里立案撥款，這種程式有時要一、兩
個月呢。他自己開著車子在市里的主要街道轉開了，轉了兩天，竟然沒有看到一
棵樹比楓樹巷口那棵糖槭樹更高更大。他決定自己前往，起碼要測量一下，得到
那棵樹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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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來的那天，陳家不是沒有人，陳家大兒子凱文在家。他出生和生長在唐
人街，自認為那裏是世界上 繁華 有趣的地方。搬到這個郊區小鎮以後，覺得
是被發配到了鄉村僻壤。這裏沒有朋友，沒有商店，沒有娛樂，當然也沒有他喜
歡的日韓餐館，他在那裏曾經使出渾身解數，朋友父親都不相信他只有十六歲。
他幹了一個暑假，每個週末老闆都給他五百塊錢。可是現在，出門全靠母親開車
在附近轉，或父親捎他去遠點的地方，再也不可能去那家餐館了。他每天放學
後，只好蹲在這個散發著油漆味的陌生房子裏，心中的不疼快又無處發洩，心中
對父親的怨恨日益增加，天天盼望出現點什麼異常，還特別渴望跟父親搗點亂。 

那天放學回家沒多久，他就看見一輛車從門前開過。搬到這裏不出一周，他
大致就知道這條街誰家開什麼車了。如果你沒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十六歲的男孩
子，關心汽車是 正常不過的。凱文知道這輛車不屬於這條街。會是什麼人？特
別當車停在他家門口，他注意到車裏的人，從車前窗望著他家的大樹，望了很
久。從橋本夫婦到他們家來，到斯都魯問他們是不是要砍樹，凱文就意識到怎麼
回事了。他同樣關注著事態發展，只是和父親不同，父親堅決要砍樹，凱文想的
是怎麼才能破壞他的計畫，讓他砍不成！如果你的如意算盤被別人打破，那你是
否也應該回擊呢？可惜的是，機會對這個十六歲的男孩實在不多。 

當保羅第二次出現在小巷時，凱文正好獨自在家。妹妹去學芭蕾了，父母堅
持要讓妹妹學點真正的洋東西，在中國人眼裏，再也沒有比跳芭蕾更西洋化的
了，母親每次給廣東老家寫信，總要寄上一張妹妹跳芭蕾的照片。至於凱文，學
過空手道，那是不值得向國人炫耀的，他們會的比你多。凱文比妹妹有更多的時
間呆在家裏，他一次、兩次看見保羅來到這裏。他知道那個陌生人關心的是大
樹，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凱文走了出去，問道：“我可以幫助你做什麼嗎？” 
保羅並沒有給這家通過電話，也沒有帶來任何想要測量或訊問的公文，他很

高興有人在家，馬上接過來說道：“我是市環保辦公室的，正在瞭解這個市里的
老樹。你們家這棵樹夠得上資格了，多少年的樹齡，知道嗎？” 

凱文上次聽斯都魯說過，他答道：“聽說有兩百，不，是三百多年了。” 
“啊――”保羅心中一驚，他知道，有的地方，凡超過五十年的樹就要註冊

備案，這棵樹真有二、三百年？“你確認嗎？” 
“不，我是聽二號的人說的。他好像很有經驗，你去問問他吧。”凱文說著

抬頭看了看門前的大樹。自從搬到這裏，他滿心怨氣，對新家裏裏外外都反感，
從沒有特別關注過門前的這棵大樹。此時和一位陌生的年輕人一起站在院子裏，
他第一次被這棵大樹震撼――哇，真的好大好高的樹啊！那就要爆出的綠葉，像
是頂著綠花苞般蓋滿大樹，層層樹杈鋪開著向上排列，仰頭看著頂端，你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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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掉到地上。爸爸要砍的就是這棵樹？為什麼？為了那古老又發霉的兩句話？
神經病！凱文對父親的不滿陡然又增加了許多。 

保羅在斯都魯家逗留了十分鐘，斯都魯又帶著他去了弗蘭克家，其實這些人
此時都在家，只是沒人注意到街上靜靜地開來一輛車。陳先生決不會想到， 後
引薦保羅和這些人見面的竟然是自己的兒子。 

下個星期，陳先生收到了一封信，和一張隨信寄來的表格。那封信措詞簡
潔，只說為了維護本市三百年的傳統，和保持市容，近日將對所有超過百年的老
房及老樹做一登記，請符合此條件的屋主配合，在一周內填好表格，郵寄或直接
送到市政廳。陳先生讓兒子把那封信和那張表格詳細說給他聽。關於老樹那部
分，除了要寫樹名（含學名），樹圍，樹齡（如果知道的）和樹況（有無疾病或
枯萎的枝幹）還要註明該樹距離公共道路或鄰居的 近距離等等；當然，必須寫
下該樹所在的地址和屋主姓名。 

陳先生聽完十分生氣，差一點把那張表格撕掉了。他斷定是義大利佬到市里
去告的狀，才會生出這張表格，完全是針對我陳某人。他讓太太陪著他到斯都魯
家去，他要當面質問他，憑什麼要這麼跟我過不去。 

陳太太不願意去。她對那個高個子義大利人印象極好，那人從進門到出門，
沒有五分鐘。總共也沒說幾句話，可是他愛憎分明。他熱愛自己的工作，也熱愛
大自然。他不像很多自己的同胞，拼命要來這個國家，來了以後又老愛罵人家；
幹著活，也要咒駡自己的工作，從沒有痛痛快快地生活過。那個義大利人沒有正
面責備他們，可是他說的那些話，又讓她感到羞愧。她很希望自己，或是自己的
先生也能說出那些話來，可惜，先生好像根本沒有聽懂；或許他太自以為是，他
是不大看得起別人的，包括自己同類人或者那些老外。儘管他口中不說，但是心
裏怎麼想的，陳太太一清二楚。 

兒子這次破例參加了家庭議事，他說既然是市政廳發來的信，就應該回答；
而且這張表格沒有多難，他就可以幫著填。陳先生驚訝地望著兒子，他不相信兒
子會用如此正常的口氣說出這樣的話來。平日裏，兒子對他總是帶著敵意，陳老
闆內心深深受到傷害的不是來自外人，恰恰是來自自己 得意的兒子。因為他永
遠和自己唱反調，永遠對自己說的話用“不”來回答。可是今天，他竟然平靜得
出奇，正常得反常；怎麼回事？陳先生把表格交給兒子，讓他填了寄出去。同
時，他也想搞搞清楚，兒子到底是因為什麼有了轉變。他晚上對太太說了，讓太
太多觀察兒子這些天的變化。搬家前，不就是因為忽略了兒子的行蹤，讓他一腳
踏進了那家韓日餐館，人生走向都歪了。這次雖然不是壞的表現，可是陳先生還
是感到他有點摸不到兒子的脈搏了。 

凱文很快填完了表，只是有幾項不知該怎麼填，比如大樹的學名啊，準確高
度啊，等等。他想起了上次來他們院子想要測量大樹的保羅。他留下了一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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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凱文根本沒有給父親，他自己留下了。他在自己房間裏找到了那張名片，看
了看地址，就是市政廳小樓。每天早晚乘校車時都經過，他知道那裏離家不遠。 

當凱文出現在保羅辦公室門口時，著實讓保羅吃了一驚。他笑著對來者說：
“你不是來報告一個壞消息吧，你爸爸把那棵大樹砍掉了？” 

凱文笑著搖頭：“我不會讓他砍的。”他拿出了那張表格，保羅幫他把大樹
的學名填上，凱文第一次知道這棵樹原來叫糖槭樹（Sugar Maple），一般人都
簡稱其為楓樹，凱文心想，以後我會按照正規學名來稱呼它。保羅又說，準確高
度要去測量一下。凱文擔心地問：“怎麼測？你不會爬上去吧。” 

保羅聽罷哈哈大笑：“你這個年輕人真可愛，你敢爬那麼高的樹嗎？我們是
否應該請個猴子來執行這項任務？”說得凱文尷尬地撓著頭笑了。保羅站起來，
走到凱文面前，拍著他的肩頭說道：“什麼時候你在家，你跟我一起來測量。” 

凱文回去一路走著，跳著，自從搬到這個陌生小鎮，他還從來沒有這麼高興
過。過兩天保羅開著車來了，他們兩人一起用對比法，把那棵高聳大樹，縮小成
了紙上的一個尺度，可以度量的尺度，這樣他們對比地計算出了那棵大樹高達七
十八英尺。它的樹冠籠罩著直徑六十五英尺的土地。凱文和保羅一起抬頭望著糖
槭樹，他聽到保羅在耳邊說道：“這可是你家的財產，它比你們的房子還珍貴。
知道嗎！”凱文記起了那天晚上，義大利人鄰居望著這棵樹說的那些話：“我們
在它面前顯得多麼卑微。我對它只有敬畏，不敢有任何非法之想。” 

大樹登記以後，陳先生沒有任何動靜。他不想和鄰居，和新搬來的小鎮作
對，不過他也不會聽之任之，他想等過了這一陣再說。暑假很快就到了，凱文對
如何打發夏天比誰都著急，他沒有忘記朋友父親對他的承諾，他還想著每個月掙
三千塊錢呢。不過看來這個夢想幾乎要破滅，第一父母反對，第二他出不去。這
裏不像唐人街，說出門抬腿就走了；這裏走到哪里？上次他走到過市政廳，那是
他走得 遠的地方。凱文實在感到無聊，學期就要結束，他還沒有著落，同班同
學有的說去歐洲徒步旅遊，有的要到加油站打工，不管幹什麼吧，都有事可幹，
他呢？他漫無目的地走了出去，竟又走上前兩天走的那條路，走到了市政廳，走
進了保羅的辦公室。保羅看見他進來，像是看見老朋友一樣。“哈囉，怎麼樣？
老夥計，你爸爸不提砍樹了吧。”說完把抽屜一關，兩手托著後腦勺，向後仰
著，兩腿頂著桌子，問到：“凱文，暑假有事嗎？來，跟我一起搞普查吧。”凱
文以為自己聽錯了，大聲問道：“什麼？” 

保羅正襟危坐對凱文說：“我要搞一到兩個月的普查，全鎮的樹木和其他古
老的、可以紀念的東西。我自己還說不上來會有多少工作量呢。頭頭說了，可以
找個學生助手，付不了太多的錢，一個月一千吧，一個半月就一千五，兩個
月……”他還沒說完，凱文就接上：“兩千！”然後跳到桌前，“我幹！什麼時
候開始？” 



   e-通訉第二十二期 2014 九月 第 41 頁

暑假到來，每天早上九點不到，凱文就會出現在市政廳小樓外面，等著保
羅。有的時候他們直接上路，有的時候保羅還要到辦公室去處理一些事，那樣凱
文就會在樓外等他。保羅讓他到辦公室去，開始他不肯，說他喜歡外面的陽光和
新鮮空氣。說來只有到現在，坐在保羅的車上，凱文才開始欣賞這個遠郊小鎮的
寧靜和清新，才感覺到這裏和他曾經生長的那個小環境是多麼不一樣。這裏沒有
一個接著一個的商店，沒有人聲鼎沸；可是這裏有一棵接著一棵的樹，那些樹在
街邊，在庭院，在空曠的草地或樹林裏。他很奇怪自己竟然也會欣賞這些以前不
屑一顧的東西，他好像對父親堅持把家搬到這裏不那麼反感了。保羅大他十多
歲，可是畢竟是個年輕人，兩人一同上路，一同觀察，一同測繪。凱文從保羅那
裏學到了分辨樹種，用文字加繪圖作記錄，更多的是學會了對自然之母的親近和
感恩。保羅問他高中畢業後怎麼打算，他不好意思說要去日韓餐館當大廚。只說
沒有想好。保羅鼓勵他去大學，像他一樣學環保專業，“不過，誰知道呢，也許
上了兩年基礎課，你就會有別的想法；那沒關係，只要你喜歡，學什麼都會學
好，學好總會有用。也許拿的薪水不多，可是人要能做他喜歡的事，就是上帝的
犒賞！”保羅是虔誠的基督徒，每個星期日都去教堂，他說，那是他從小跟父母
一起養成的習慣。 

下午保羅會送凱文回家，他總把車停在河邊街，凱文自己穿過馬路回家。凱
文對自己熱衷這份工作很有點吃驚，要知道，這個工作所獲是朋友父親答應他的
三分之一。可是他現在好像對當大廚沒那麼熱衷了，跟著保羅，他學到了很多東
西；不是為了幾千塊錢，不是為了顯擺自己是什麼重要角色；不，都不是，是一
種對社會、對大自然、對人的心靈都有益的平凡的勞動。凱文第一次感到，人原
來還可以這樣生活。他想，我的價值，不該用幾千塊來度量呢，我該走我自己的
路。 

陳老闆夫婦都很高興兒子終於安定下來了，他不再無休無止地頂嘴和找茬，
不再一天到晚無所事事讓人看了心煩。可是對於兒子參加市里一項普查，陳先生
一直有點生疑，他雖然口上不說，但是心裏裝著十八道閘門，防範有人暗算他，
擠兌他。他心中有個想法，乘什麼正式條例還沒有下達之前，以速雷不及掩耳之
勢，把那棵大樹砍掉。 

陳先生的這個小算盤沒有對任何人透露，甚至自己的太太。因為他覺得她和
那個日本女人走得太近了，家裏幾件新添的傢俱，都是太太和那個女人一起出去
看了買下來的。他口裏沒說，心中並不感激，還老大不高興。照他的意思，傢俱
有什麼要緊，先有床有飯桌就夠了。現在沒時間顧及這些，等有時間了，再慢慢
添。 

可是陳先生的小算盤還是讓太太察覺了。那是在酒莊，陳太太接了一個電
話，一家砍樹公司來報價，對方一聽是陳太太，就毫無顧忌地講了起來，中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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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他們公司自備高架梯子，所需費用比其他公司低不少。陳太太敷衍了幾句就
掛斷了，心中一驚，難道老公還在琢磨砍樹？她受到兒子的感染，近日也開始抬
頭仔細察看自家院子裏的那棵大楓樹。陳太太中學時，是校文藝隊的，什麼唱歌
跳舞出壁報都熱衷得不得了，當初起哄去賓館參加廣告選角，就是那幫文藝隊的
女孩子。陳太太自認還是有些藝術細胞。經斯都魯和兒子的點撥，她似乎猛然醒
悟，這棵大樹很不一般呢，甚至可能作為界標，那個英文字是什麼？ 
“Landmark”！兒子告訴的。它長在我家院子裏，該幸運還來不及，為何要花錢
請人來砍掉？ 

其實更加促使陳太太走進自己老公對面陣營的，是來自橋本太太的刺激。 
自從認識了橋本太太，也到她家去過幾次，她知道原來橋本太太是大學本科

畢業，很有教養；她不想在這位日本太太面前丟臉，儘管橋本太太對這個小鎮知
道得比她多，可是陳太太自認來美國十多年了，對這個國家，和她的歷史，這裏
的風土人情、四周的名勝古跡等等，比剛來不到一年的橋本太太又知道得多得
多。她告訴橋本太太，市中心有個很大的公園，那裏有一條小徑，是當年美國獨
立革命時革命隊伍走過的道路，如今成了旅遊路線。那是陳太太在唐人街時聽人
說的；她對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竟然也鬧過革命，好奇之極。她對橋本太太
說得頭頭是道。橋本太太也聽得很專注，很想哪天讓陳太太帶著她一起走一遭。
陳太太口裏答應，心中卻在打鼓，她自己也只不過聽聽而已，還從來沒有走過
呢，更不知道從哪里開始，又是怎麼個走法。 

有一天，橋本太太突然對陳太太說：“你知道為什麼這條小巷的人，都很在
乎你們家院子裏的那棵糖槭樹？”橋本太太說著真誠地望著她。 

陳太太有點愕然，她沒有想過，可是她也不願意什麼也不回答。總可以找出
幾個答案來敷衍。“樹大好看，我聽說秋天 美，我還沒有看到過呢。” 

橋本太太接過來：“去年秋天我看到過，簡直就像童話世界裏的神樹啊。不
過這裏的人愛護它，倒也不完全是因為它的美。” 

“那是因為什麼？”陳太太真的想知道了。 
“你說的那種美是外在的，還有一種美是內在的，那是一種精神上的美，一

種莊嚴和崇高。就像是女人，一個很嬌媚美麗的女性，會引得許多人回頭看她；
可是一個高貴又有氣質的女人，卻會引來更多人的崇敬和愛慕。”橋本太太說著
望瞭望陳太太，好像在判斷，陳太太聽沒聽懂。陳太太大概也感覺出來了。她怎
麼肯示弱呢！ 

“是啊。要說幾百年的老樹，按古人說法，怕是要成精呢。該供著才是，哪
敢造次啊。”陳太太說得真切，她本來人就機靈，這些年下來，在能人和強人堆
裏，更是修煉得領悟力極強。她聽懂了這位日本太太的話，又加上本土特色，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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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這幾句話不知是說給橋本太太聽，還是說給自己，也許更多的是想說給自己
老公聽；可惜他不在。 

橋本太太的中文，可能還沒有好到能聽懂陳太太說的每一句話。她也知道中
國的佛道儒都在日本人之上，儘管她對陳太太的底不大瞭解，還是生怕說多了會
露出自己的無知，就又回到了自己關心的主題。“你也認為這是一棵神樹？那你
們還要砍嗎？” 

“沒有啦。說說而已，砍一棵樹要幾千塊呢。”陳太太不大願意繼續這個話
題。她心裏很亂。剛才和橋本太太的對話，對她真正的刺激，不是這個日本家庭
婦女能說出幾句富有哲理的話來；而是她讓自己剛才說的一句敷衍話，給嚇著
了。“世上真的會有報應嗎？我們要是砍了這棵怕是要成精的老樹，會不會遭報
應？”她暗自問自己，立即想到自己的一對兒女；還有遠在中國老家年邁的父
母。她好像第一次覺察問題嚴重了，她想也許應該認真對待那棵大樹，還有至今
仍然想砍樹的老公。 

陳先生給那個公司又打了電話，方知他們曾經打電話到酒莊裏，太太接了，
那就是說，太太知道自己還要砍樹，可是為什麼她回來沒說話？不說話就是有問
題，有看法。看來太太要站在兒子一邊了。 近兒子就不客氣地問過，為什麼要
砍樹，非要砍不可嗎？陳先生想著家裏起內訌了。不過這沒有動搖他，反而更堅
定他的信念：房子在我名下，沒人管得著。 

陳太太第一次想到要尋求外援了。找誰？她弟弟在這裏，可惜他一來美國就
紮進裝修公司，如今成天為中國人裝修房子，英文一竅不通，開車看個路牌勉強
可以；要開口問路，就會難壞他。她自己會講點英文，可是講不深，她擁有的辭
彙太有限。陳太太想讓兒子跟自己一起，可是又怕兒子太莽撞，話說重了，會對
自己老公不利，這也是她不願意的。想來想去，想到那天進家門，說了幾句話就
走了的那個義大利人。陳太太對他印象很深，有時甚至會設想，如果自己有這麼
一個老公會怎麼樣，當然，馬上她就會為自己的胡思亂想內疚而害羞。不過，她
認定，那人是個懂事理、講道理的人。 

那天陳太太在家等傢俱店送貨，他們訂購了一套沙發，和主臥室的全套床
櫃。她站在門口，送貨還有半個多鐘頭呢。她又一次凝視著院子裏的那棵大樹。
每次細看，都會多看出點名堂來。這次她看到的，不只是它的高聳，而是它伸展
的支派，那麼廣闊，那麼厚實，層巒疊嶂。陳太太仿佛看到一個高夀的長者，正
用自己寬闊的身軀，為我們遮風擋雨，還有那夏日的烈焰。此刻站在樹下，像是
沐浴了一種惠澤，受到了一種恩施。那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就在我們身旁，可是
為什麼有人看得到，還珍惜無比；有的人，就是看不到，也不願意看到呢？陳太
太第一次對自己老公有點不滿，她想這個人怎麼會固執到這個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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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太無意識地向小巷裏面走去，她從來沒有朝這個方向走過；別忘了她住
在巷子口。 

陳太太知道義大利人住在 裏面，二號。不過她不會貿然去敲門，她從來沒
有主動和他人交往，橋本太太和義大利人都是主動找上門的，更何況二號住的是
個男人。陳太太往裏走是不經意的，反正是等送貨，在屋裏等和在屋外等一樣。
她第一次走上了有幾棵橡樹的小高地，每天弗蘭克必來的地方。陳太太抬頭看了
看那幾棵橡樹，儘管也很高，但是沒有任何風采，比起自家院子裏的大樹，差太
遠了。此時，她站在小高地上，回頭望著巷口自家院子裏的那棵風姿綽約的糖槭
樹，仿佛在送別，她突然感到一陣心酸。唉，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當陳太太在小高地仰頭望著那幾棵橡樹時，她不知道的是，有一個人正在凝
視她。那是很少出門的一個長者，他是楓樹巷 年長的一位，也是住在這裏 久
的一位。他住在一號。從外面看不出這幢房子有多大，只因為這幢房子門面並不
大，可是縱向很深地插入到後院，就讓這幢房子實際比看上去要大許多。一號後
院位於一個拐角，擁有很大一片不為外人所見的隱秘的樹木和草地。它的後院比
巷子裏任何一家都大，房子主人更願意在自家後院活動。他往日深居簡出，遠不
如弗蘭克那樣為鄰人所知。不過，他對這條小巷卻也不陌生，他有他自己的特殊
資訊通道。 

一號主人名叫格洛斯基，他很老了，總有九十多了，頂著一頭漂亮的白髮。
他個子本來很高，聳著的背，讓他比年輕時顯得矮了許多。他的駝背不是在後
背，而是在兩肩之間，因此看上去，他好像只是把頭低了一點，把兩肩高聳起
來，即使這樣，他還是比普通人要高不少。當你看到他時，總是會和微微低下的
頭上，那雙放射出鋒利光芒的眼睛相遇，那雙眼睛藍裏帶綠，深邃不可測。看到
它，你會一驚；那雙眼睛也會瞬息萬變，或敵視，或友善，或警惕，或慈愛。 

格洛斯基住在這裏大半個世紀了，房子是他父親二十世紀初蓋的，是巷子裏
早蓋的一幢房子，也是巷子裡少有的百年老屋。他的妻子已先他逝去；女兒在

離婚後，又搬回來住，他心中很疼愛這個女兒，對女兒回來住還是高興比不高興
多。誰知，鬱鬱寡歡的女兒竟然也先他而去。兒子住在加州，從來不回來。他不
願離開住了一輩子的老房，如今獨自住在這裏，守著舊屋，也守著記憶。每隔一
天，有個叫索莎的巴西女人來，給他收拾房子，買菜和做飯。另外，有個墨西哥
男人，每個星期會來花園推草，冬天來掃門前小徑和涼台上的積雪。他偶爾也會
開著車，帶格洛斯基去銀行，甚至還會幫老先生到藥房取藥呢。無論如何，格洛
斯基總會有機會，聽這兩個人講述外邊發生的事情。因為索莎給格洛斯基打掃屋
子時，會絮絮叨叨說個不停；而墨西哥男人推完草或掃完雪，就會使勁磳兩下
鞋，然後走進屋裏，從屋主手中接過給他的支票，每當這個時候，格洛斯基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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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他一起說會兒話，墨西哥人很高興用蹩腳的英語說些家常。這兩人都會帶來
一些消息，有自己家的，鎮裏的，也有這條巷子的。 

格洛斯基從一開始就知道了陳家的打算。他對巷子口的那棵大樹感情極為深
厚，大樹見證了他全家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他也看著大樹長得比小時候看到
的更高更粗壯。他在這裏送走過太多的人，自己的父母，妻子，還有女兒，他不
想看到這樣一棵長壽樹會在他之前就走了，讓人砍了，鋸成一截一截，那會像是
割他的肉，剝他的皮。他一直在想用什麼法子，阻止這件事情發生。弗蘭克沒有
來找他，原因很清楚，他太老了，這些煩人的事怎敢去驚動他。七十出頭的弗蘭
克自認還年輕，能夠辦好這件事。可是格洛斯基不那麼認為，他知道這是一件棘
手的事。從理性上分析，那個新搬來的中國人做不到他想做的事；因為那是犯眾
怒的事，在這個開明的國度，在這個講環保的時代。不過不是所有人都有理性，
任何時代都有叛逆者，誰知道這個新搬來的人到底是哪類人呢？ 

“你家的樹很好看吧！”一個刺耳的聲音從一側傳到陳太太耳中，她嚇了一
跳，什麼人？她走過來的時候，沒看到小巷有人嘛。她循著聲音向左邊走去，小
高地的左邊是陡峭的坡地，上面稀稀疏疏的有一些灌木和小樹，沒有人從那裏上
下。小高地唯有對著巷子這邊是平緩的長坡，人們要上高地都是走的這一邊，陳
太太自己沒有來過，可是看見弗蘭克和其他人走過，她也就這麼走上來了。可是
剛才的聲音確實是從左邊傳來。她走到邊緣，看見陡峭坡底下原來有個寬闊的院
子，像是屬於巷子頂頭那家人家。隨後，她看到了，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正站在
一個碩大的涼臺上，樹叢把涼臺遮掩住；可是站在那上面的人，卻能看到這裏的
動靜。陳太太心想，他大概早就看到我走上來了，那人說著顫悠悠地走下涼臺
來，站到了陡坡下面，陳太太望著他，好像對著一個老古董，他雙手柱著一根磨
亮了的手杖，目光如炬，看得陳太太心直跳。老人仰面對陳太太：“知道嗎？當
初架設電線的時候，那時恐怕這個世界還沒有你呢！原本是要把電線杆放在雙號
那邊，也就是你們家那邊；是我們巷子裏的居民，聯名要求，改成了我們這一
邊，為什麼，就為了保護你們家門口那棵糖槭樹，不要為了走電線砍樹枝。電業
公司專程派人來看了，同意了。”老人說話聲音洪亮，說完轉身往回走；只有從
他步履蹣跚，才看得出他的老邁。老人停住了，回過頭對著仍然呆立在小高地的
陳太太吼道：“回去告訴你家男人，樹是長在你家院子裏，它可是我們大家保護
下來的。” 

陳太太往回走時，碰到了正走出家門的弗蘭克。弗蘭克十分驚訝陳太太會從
巷子裏面往外走，他們兩人是第一次正面相遇，弗蘭克當然不好把驚訝流露在臉
上，只是客氣地問道：“是陳太太吧，今天在家？” 

“啊，在家等送傢俱的。隨便走走，這裏好清靜，街上都沒有人。”陳太太
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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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小鎮，和波士頓大城市不好比。陳太太不習慣吧。”弗蘭克心中猜測
著，不知她一人往裏面走幹什麼，她也會有這種閒情逸致？怕不是，那是…… 

“我喜歡清靜呢。我們是隔壁鄰居，還沒有拜訪過你們。弗蘭克先生，你知
道住在 後面那家是什麼人嗎？”陳太太說著直指一號門。 

弗蘭克更加詫異為何她要問這個人，只是不好說出來，他回答：“是格洛斯
基老先生，輕易不出門，他總有九十歲了吧。是我們這條街上年齡 大的。”說
完看陳太太沒有回應，便又說道：“陳太太有什麼事情嗎？” 

“沒有，我隨便問問。”陳太太說完告辭匆匆回家去了。 
弗蘭克滿腹疑惑，不由自主地向小高地走去。他沒有像往常一樣走上小坡，

在那幾棵橡樹下面伸展手腳。沒有，他站到一號門口，好像想去敲門，又有點猶
豫。正在此時，門開了。格洛斯基站在門後，用嘶啞、蒼老又堅定的聲音命令
道：“進來吧！” 

弗蘭克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進過這個門，也許是許多年以前，當格洛斯基太
太還活著的時候，自己的母親也還健在，起碼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這位老人
以前做過珠寶商，聽母親說，他 拿手的是會鑒定真假珠寶。他靠的是經驗，比
別人靠精密儀器還要準確率高。為此，當他要退休時，很多公司和老珠寶行爭著
高薪聘他，哪怕是半工，或一週一次，他一概拒絕了。人們都知道他很有錢，他
的那些錢不光是靠鑒定珠寶掙的，也是懂得錢生錢演變的。這個人顯得有點神
秘，他有錢卻並不幸福。妻子過早離世，心愛的女兒竟然也年紀輕輕地就走了。
兒子不知為什麼和父親不和，多少年也不回來。一個孤老頭子守著一幢大房子。
弗蘭克聽母親說，一號是全巷子 考究的房子，早年按照紐約高檔公寓修建的。
弗蘭克已經不記得裏面是什麼樣子了。今天不知是刮的什麼風，讓這個從不與人
來往的老人請到家裏。 

“請坐，弗蘭克。”格洛斯基簡潔地說完，自己先在一張碩大的沙發上坐
下。“對不起，我沒有咖啡招待；不過，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倒有點可以喝
的。”說完順手從沙發後面拉出一個帶滑輪的小茶几，下層立著幾瓶酒，上層放
著兩個漂亮的高腳酒杯。他看了看下面，拿出一瓶白葡萄酒，“這瓶不錯，智利
產的。這幾年才在這裏盛行，歐洲早就流行了。美國有些地方，永遠先進不起
來。”弗蘭克不好拂了老先生的好意，自己倒了一杯，嘗了一口，果真不錯。他
想起母親以前評論過格洛斯基夫婦，說他們雖然是在美國誕生，可是永遠對這裏
不滿，他們還總是懷念那個把他們趕走的故國，不是那個國度，是那裏的文化，
那裏的氣氛，和那裏的山河，儘管他們自己從沒有去過。他們是俄羅斯猶太人。 

“沒有結果？”老人劈頭一句話，問得弗蘭克端起的酒杯沒有放下來。不等
回答，自言自語地說下去：“他還要砍。又找了一家公司，這家價格便宜一些，
他很可能會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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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克心裏很佩服，此人足不出戶，卻知天下事。他從哪里知道的？格洛斯
基大概知道他在想什麼，“你想知道我怎麼會得到這些消息？”弗蘭克笑了笑，
沒有說話。 

“我的那個花匠，他的另一個客戶正在砍一棵樹，當然是一般的樹。他們說
起這條巷子裏有棵大樹，預計要在下個星期內砍掉。” 

“下個星期？”弗蘭克幾乎跳了起來。他以為差不多擺平了的事，怎麼會這
麼逆轉直下，“怎麼我們全不知道。” 

“恐怕連他太太都不知道呢！”格洛斯基插話。 
“下周我找個機會問一下他太太，那是個敏感的人。現在不僅是她，差不多

所有人都以為這棵大樹可以保下來了。”弗蘭克說。 
“你不覺得下個星期太晚了嗎？他說下個星期，你知道是星期幾，如果是星

期一呢？”格洛斯基已經在喝第二杯了。弗蘭克看著他，突然心存僥倖——啊，
老馬出山了，也許我們還來得及。他不敢喝第二杯，白天他從來不喝帶酒精的飲
料：不知什麼時候會開車出去呢。他等著老人發話。格洛斯基終於放下酒杯，
“明天晚上請他來我家，你也一起來。” 

“來你家？”弗蘭克吃驚地說問，要知道，這條街上，現在活著的人，除了
他，可能沒有第二個人走進過這個門。“該怎麼邀請呢？總得有個藉口。” 

“你現在就去他們家，陳太太會在那裏，就說明天晚上我有個小宴會，七點
鐘請他們兩口子一起過來。當然，還有孩子。”格洛斯基望著窗外說道。 

“他們要問起什麼宴會，怎麼說好？”弗蘭克小心地問道。在這位長者面
前，他一下子變成年輕晚輩了，說話口氣都變了。 

“那還不好說，就說我過生日，九十歲！可以吧。”老人吃吃笑著說，滿不
在乎樣子。 

“那――”弗蘭克沒說下去，他腦子飛快地轉著，無數問號塞滿了，他撿了
一個：“那還要請誰嗎？” 

“能來的都請。”格洛斯基的話又差點讓弗蘭克跳了起來。 
“都請？你怎麼招待？”弗蘭克看著寬大亮敞的客廳和連在一旁的餐廳，心

想這裏可以開個百人晚會，裝下全巷子的人不成問題。可是這裏只有這個孤老頭
子，連個女主人都沒有。 

“那還不好辦，請隔壁夫婦從他們餐館送菜來，他們一定高興能做這個生
意；再請他們帶兩個女招待來，那也是求之不得，小費保她們滿意。”格洛斯基
好像一切胸有成竹，說得輕巧。“索莎也可以來幫忙。”弗蘭克鬆弛下來了，他
知道索莎是個能幹又潑辣的女人,她一邊幹活一邊唱歌,不知怎麼那麼快，唱著唱
著一切都辦好了。看來不可能就要變成可能。老人看看弗蘭克又補充一句：“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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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是,誰也不許帶東西，不要酒，不要花，更不要其他任何東西，來人就可
以了。有小孩的可以一起來，我這裏沒有什麼講究。有他們玩的地方。” 

弗蘭克想了想問道：“還需要我做什麼嗎？納什卡那邊要我去，還是你自己
去說？” 

“你先去打個招呼，他們大概還沒走；讓他們走前來一趟，具體的我跟他們
說。”格洛斯基說著望瞭望後窗外，他對隔壁鄰居的行蹤很熟悉，那是他唯一打
交道的鄰居。 

弗蘭克站了起來，他要告辭了，去執行任務，可是他好像還有不少問題。格
洛斯基看了出來，“不必擔心，沒多大了不起。你晚上可以再來一下。”說著站
了起來，好像要送客。 

弗蘭克滿腹疑惑地走了出來，他不大相信這位老人說他九十歲，好像按照他
的記憶，他應該更老。不過那又有什麼關係，又不是人口普查，說多大，說哪天
生日有什麼關係。他心裏想的是，他把這麼多人都找來，管用嗎？看來那個中國
人精瘦，可是人也精明得很。這麼多人說話，好像耳邊風，他吃這一套嗎？靠人
多勢眾怕是不行。晚上還得和老人商量一下。 

弗蘭克順路給幾家家裏有人的，轉達了格洛斯基的邀請，橋本太太聽了十分
興奮，不讓送東西卻讓她不大高興，她從日本帶了許多禮品來，可惜沒有機會送
出去；他們很少有機會參加晚會，也從來沒有空手去過人家家庭聚會。弗蘭克說
沒辦法，按老人的意願吧。 

沙哈太太聽了十分惶恐，這家印度人往日只和印度朋友交往，被一個美國人
邀請，除了公司聖誕節晚會，好像沒有過，她不知該說好還是不好。弗蘭克只好
對她說，“等你先生回來後，請他來我家一下，我會對他講清楚。” 

納什卡太太聽後情不自禁地揮手踏步在原地轉了個圈子。他們說等一下就過
去，和老人商量一下晚餐的菜譜。弗蘭克說，不要太正規了，人多，還是自助餐
吧。納什卡點點頭說，恐怕只有這樣了，不過那也得和老人商議一下。兩口子說
得眉飛色舞，根本沒有想到老人究竟為什麼要開這個晚會，對他們來說，為什麼
都可以。 

斯都魯不在家，只好晚些再去了。他走進科恩的客廳。只有這個時候，他才
能把所有疑慮和不安倒出來。沒想到，科恩絲毫不灼急。他對老猶太人熱心此事
不那麼高興，說不上來為什麼，倒覺得老人有點想倚老賣老，出出風頭。這兩家
猶太人，住在同一條街的兩頭，並沒有什麼來往，也許是因為年齡差距，科恩整
整晚格洛斯基一代人。科恩也不認為他會有什麼結果；他認為現在當務之急不是
自行出頭，而是要找市里，要讓凱文知道。科恩坐在家裏，看到凱文和那個市里
管環保的人天天出去，這個傻小子好像把自家事情忘記了。科恩知道弗蘭克還沒
有去和陳太太說，問道：“你怎麼不去請這個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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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克搖頭道：“不好請，要一次成功，不能有誤，怎麼樣，我們一起去
吧。” 

科恩笑了：“人家委託的是你，我何必插足？你去吧，沒問題，受邀還不必
付出，那還不去？沒有這樣傻瓜。就按邀請人的原話說，沒有錯。”他很想看看
老傢伙明天晚上會怎麼變戲法，能把那個冰疙瘩融化了。 

到晚上，弗蘭克已經把所有人都邀請了，沒有說不去的，倒是好幾家對不讓
帶東西有點過不去，弗蘭克又把原話說了，一再囑咐，就按老人的意願做吧。他
晚上又跨進了一號。格洛斯基自己剛剛吃過晚飯。把碗盤正往洗碗機裏放。他示
意弗蘭克走進餐廳裏。這裏有個碩大的餐桌，可以坐下十幾個人。可是格洛斯基
總是一人坐在頂端。他不像大多數家庭，正式餐桌平時都不用，唯有客人來時才
派上用場。格洛斯基自知他根本沒有客人，為何不用？他每頓飯都讓自己像模像
樣地坐在長長的餐桌頂端，那是主人席位。當他妻子和女兒在世時，她們兩人會
坐在他的兩側。如今不知他每天吃飯時，是否還會想起那兩個陪伴過他的人。餐
廳一側連著一間比他的客廳小，比一般家庭客廳還要大的房間，裏面看上去更加
舒服，那裏有個壁爐，兩旁是舒服的沙發，弗蘭克知道老人讓他到坐到家庭用房
裏去。他心裏感到很高興，他知道一般對外人，對生人，是請你到正式客廳去
的，‘現在他已把我看作朋友，讓我坐到他自己慣常隨意坐的地方。’弗蘭克把
白天走一遭的結果告訴了老人。格洛斯基特別關注了陳太太的反映。 

“她反復問了，每一家都來？看來她有點擔心只請她家。”弗蘭克說道。 
“我倒是想只請他們，那是請不來的。多來點人，大家隨意些，不必追求什

麼結果，就是鄰里之間熟悉一下而已。”格洛斯基點了一根雪茄。弗蘭克注意
到，那是正宗古巴雪茄，每一根都比一瓶好葡萄酒貴。在餐桌後面，立著一個講
究的酒櫃，上面林林總總地擺滿了各色名酒。格洛斯基注意到弗蘭克望著那個酒
櫃，開口說：“明天這個酒櫃開放，任何人可以選擇任何酒，都住一條街，反正
不用開車，喝多點沒關係。”弗蘭克心裏有點癢了，他是個愛喝酒的人，可是往
日也是一瓶一瓶地買，哪里一下子面對這麼多瓶各色好酒啊！ 

“我還沒有提及這個酒櫃呢，知道了大概會來得更痛快了。”弗蘭克笑道。 
“明天來就看見了。納什卡太太會派兩個熟練女招待，下午五點就來，先準

備點酒水。餐館六點送菜來。我們採取自由活動，不拘一格，願意吃的吃，願意
喝的喝，願意聊的聊，願意玩的玩。什麼都不想的，願意回家也行。”格洛斯基
吐著白雲般的煙霧，說著看看窗外，心裏不知是想著明天的晚宴，還是什麼更久
遠的事情。 

“你有什麼打算嗎，我是說，對陳先生。”弗蘭克小心翼翼地問。 
“他有可能不來呢，打發太太來就是了。”格洛斯基回道。 
“那你不是白請了嗎？”弗蘭克 不願意的就是這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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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哪怕大家熟悉一下也好，都住了這麼多年了嘛，我大概也是 後一
次請客了。我都不記得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有過家宴，好像是沙瑞娜在世的時候，
你知道，她會做大餐呢，是個好廚師，好領隊，那時我家請客，是要驚動一個炊
事班呢。我家兩個冰箱都放滿東西還不夠，車水馬龍不停息，那時我請客，一定
要這張餐桌坐滿。”他望著那張餐桌，想著以前的時光，不知這次老人興起請客
的興致，到底是因為八號的糖槭樹呢，還是他真的感到他需要舉辦一個 後的晚
餐，讓回憶填滿逐漸空虛的心靈，或是還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 

弗蘭克讓格洛斯基的鎮靜征服了，餘下的那個晚上和第二天整天，他沒有再
感到惶惶不安，沒有再擔心害怕。是啊，就把它當作一次老鄰居聚會，沒什麼不
好啊。那個白天，他幾次從窗戶向隔壁望去，不見陳太太，當然更不見陳先生。 

晚宴的時間到了， 早走出家門的是弗蘭克，他和太太一起走到斜對面科恩
家，科恩兩夫婦已經準備好了，沒等他們敲門就走了出來。這兩家人家都按照格
洛斯基的規定，什麼也沒拿。向巷子裏面走去。隨之是沙哈夫婦帶著他們五歲的
女兒，加入了這個行列。六號沒有人出來，他們在餐館，不過，六點鐘時，巷子
裏的人都看到一輛餐館的麵包車開到巷子頂端。走過四號時，等候多時的橋本夫
婦出來了，牽著一個七歲的小男孩。他們看見一群人走來，先向他們深深鞠躬，
弄得眾人很有點不知所措，不過隨後他們也笑盈盈地加入了這個人愈來愈多的隊
伍。到一號門口時，幾個人都回頭望望二號，斯都魯家好像沒有人。昨天弗蘭克
拜訪時，知道他不在家，只好寫了一個條子，插在門上；另外也給他們家的電話
留了言。看樣子他大概又開始了一個新工程，可惜得很，如果有斯都魯在場，場
面會熱鬧許多。 

一群人呼應著走過來的時候，都注意到八號沒有人來，是不在家，還是有意
回避?弗蘭克心想：該來的沒來，不該來的都來了。這群人中，只有他和科恩兩
家知道格洛斯基舉辦家宴的真正目的，主要人物的缺席，會使這次晚宴變得很怪
異，他也為格洛斯基的一番苦心抱憾。當他敲門時,他已下了決心，不管格洛斯
基是九十，還是一百，當作是真正的壽宴吧，老人難道還會有第二次機會，請這
麼多人到家裏來? 

一個年輕女孩圍著白圍裙，斜戴著一頂俏皮的白帽子出現在門後，很讓除了
弗蘭克以外的人吃驚。女孩大方地開了門，喊著：“歡迎，歡迎，你們真準時
啊。”說著又轉過頭對裏面大聲說道：“格洛斯基先生，您的客人來了。” 

“不見得都來了吧!”一個嘶啞刺耳的聲音從客廳深處傳來。 
眾人魚貫地走了進來，他們個個彬彬有禮，因為他們從沒有踏進過這個家

門，聽都很少聽到關於這家人的事情；進來後一時沒有看到主人，都拘謹地站
著。沙哈好奇地四面張望，心中暗自和自己家比較，不免心中一驚，怎麼從外邊
看不出，裏邊這麼寬敞，明亮又豪華。橋本夫婦明智一點，看了兩眼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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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現在住的也不是自己的房子；心中卻在想著，如果真要在這個國家生活，那
是要把自家房子裝璜成這個樣子呢。科恩根本沒有在乎房子如何，他聽弗蘭克說
了，這裏有一櫃子好酒，他的眼睛往四處掃視，卻沒有看見什麼酒櫃。 

“別站著，進來了就往裏邊走。”還是那個聲音，好像近了些，可是人啦？
突然從一側的餐廳裏出來一個人，大家都自覺地往後靠了靠. 眼前這個高個子，
聳著肩，低著滿頭白髮的老人，就是這幢房子的主人？他面無表情，看不出是歡
迎還是不歡迎，感覺不到是高興還是不高興。說完拄著手杖自顧自地往客廳走
去。眾人跟隨其後，這才看到這間客廳有多大。“自己找地方坐，我不會一個個
請。”又是那個刺耳聲音，現在他們都知道了是誰發出那種聲音了。 

大家都在心中算計著，八家人來了四家，八號好像在回避，聽弗蘭克說，二
號不在家,隔壁六號夫婦在餐館，也不可能來，他們真是錯過了這個機會，能進
到這個從來不對外面開啟的大門。這些人不知道的是，格洛斯基的隔壁鄰居，那
對亞美尼亞夫婦是唯一常進到這幢房子裏來的人。他們現在沒有顯身，可是六點
鐘的時候，是隔壁那位老闆親自帶著店裏兩個 好女招待來到這裏，同時還卸下
六個大食盒，裏面裝的食品足夠五十個人進餐，現在他們正在自己家餐館忙呢。
而那兩個女招待會隨時向老闆報告這裏的情況。那對夫婦知道，這裏的主人是格
洛斯基，可是今晚掌控全局的該是他們！ 

格洛斯基坐到他的寬大沙發上，手杖沒有離手。他盯著這群拘謹的來客.他們
中的大多數，他從窗戶裏看到過，只有那對印度夫婦,幾乎沒有往裏邊走過，他
算是第一次見到。他大聲說道："沙哈先生，自己坐！我們從沒有見過面，我年
輕時去過你們國家。你是從哪里來的?” 

沙哈恭敬地回答：”孟買。” 
“我在那裏轉過飛機，只逗留在機場兩個鐘頭。你們都站著幹什麼？”格洛

斯基瞪著那群拘謹的人：“想喝什麼，不必客氣，那邊桌子上有十多種酒，櫃子
裏有更多；晚上不用開車,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格洛斯基話音剛落，科恩就往
那邊桌子走去，後面跟著的是竟是橋本.格洛斯基見橋本太太牽著兒子的手拘謹
地站在那裏，”橋本太太，帶你兒子到那邊去，那裏有的是點心和糖果，今天有
足夠的東西讓他吃.” 

橋本太太客氣地鞠了一躬，帶著兒子小心地走向另一邊。沙哈太太什麼話也
沒說，領著女兒忙跟了上去，好像要快點離開這個可怕的老人。她心裏埋怨丈夫
為何要帶全家來這裏,那個高個子白頭發男人像是主人，他從外表到說話都好可
怕。沙哈太太在此異國他鄉，只接觸一些和他們來自同一個國家的人。她們的男
人都在差不多的公司上班，拿著不錯的工資，開著 BMW。白天上班，週末互相拜
訪，輪流到各家舉行家宴，飯後在院子裏唱歌跳舞。只是她家從來沒有舉辦過這
種家宴，不是別的原因，是她覺得不合適。她住在這裏好幾年了，和鄰居只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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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不會多話。儘管她懂英語，那是從上學就學過的。可是她還是害羞用英語和
這些外國人打交道。她覺得這裏太安靜了，哪里容得了一群人又唱又跳；可是不
唱歌跳舞，又算什麼家宴！今天丈夫說有個鄰居九十了，舉行家宴邀請所有鄰
居，她怎麼能說不來呢！可是剛剛邁進門，看見那個九十，才知他不僅老，還是
又瘸，又凶的人，她就害怕得差點打哆嗦。這是為什麼一聽老人讓橋本太太帶孩
子去吃點心，她連問都沒問，趕緊帶著孩子跟了過去。 

就剩下弗蘭克和沙哈了。沙哈本來也想走，跟妻子女兒一起走，可是，這裏
不能只留下弗蘭克一個人啊。他硬著頭皮留下了。格洛斯基沒有再理他，轉頭對
弗蘭克說道：“沒在家？你怎麼跟他們說的？”他直勾勾地盯著他問道，讓沙哈
心中好緊張。他不知老人說的是誰，誰沒在家！ 

弗蘭克說道：“我跟陳太太說的，就是你的原話。和對別家說的一樣。” 
“她怎麼回答你的？”老人仍然盯著弗蘭克。 
“她說她會跟先生說，把店裏安排好，爭取來。”沙哈望著弗蘭克，那個平

時以老資格出現在眾人面前的退休教授，此時面對那個比他更老的老人，像個謙
恭的後生。沙哈似乎比弗蘭克還要緊張。他很佩服這位先生此時說話還這麼鎮
靜。 

“爭取來！說得好聽。看著吧，你們儘量吃，喝，我這裏有的是東西。那兩
個女孩子，一個管酒水，一個管食物，沒有人招呼客人。你代我招呼招呼。”說
完就靠在沙發背上，閉上了眼睛。弗蘭克和沙哈悄悄地向餐廳那邊走去，那裏倒
是有點熱鬧呢。 

這些來客，當真把這次邀請看作常規晚宴。喝酒的喝酒，吃大菜和點心的吃
個不停，沒有一點心思；古怪老人不在身邊，他們也沒有了顧慮。科恩還是不一
樣，他對剛剛走過來的弗蘭克笑道："怎麼樣，你不是說沒有人說不來嗎?” 

弗蘭克苦笑道：“說和做從來就是兩回事。” 
“不，正人君子就應該說和做是一回事。不是嗎?”科恩正說著，響起了敲門

聲，兩人相視，然後一起向大門走去。餐桌旁的幾個人跟了上去，兩人腳步都不
慢，還是科恩先到，大門還沒開，就聽到斯都魯大嗓門："沒有都吃完吧，但願
我沒有來晚。”門一開，斯都魯走了進來，他四面張望。 

“請進，這邊走，格洛斯基先生在客廳。”弗蘭克代勞主人角色. 
斯都魯和對面的格洛斯基先生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踏進過這幢房子。一旦

進屋來，就習慣地用專業眼光上下打量；心中不免一驚：“這可是高手的傑
作！” 

格洛斯基沒有站起來,他對晚來的對面鄰居有點不滿意，“自便吧，願意喝
酒，我這裏有二十多種，隨便挑。”說完又閉上眼睛，好像不想給斯都魯回話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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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都魯自然知道這位老鄰居的脾氣，對面住這麼多年，竟然沒有正面打過交
道。也許是因為他妻子女兒去世後，斯都魯才搬來。他感到面前的這位老人，似
乎已經與世隔絕了。他攤開兩手簡單回了一句："按照你的囑咐，什麼也沒帶，
只帶句俗話----生日快樂！” 

“這也不必，天天快樂！”老人說了句讓大家放鬆的話，人們笑了，感到一
點輕鬆，又回到餐桌前。晚會有了斯都魯，不怕冷場了，只聽到笑聲和說話聲充
斥在這幢房子裏。格洛斯基仍然獨自坐著，他此時思緒飄得很遠。妻子在世時，

後由她親手做菜的那頓晚宴，可以說是無與倫比！哪是今天這些食物可以攀
比。他還記得，那種小牛肉，經她的手，沒有任何餐廳能做出來。自從那次以
後，他再也沒有吃過那麼鮮嫩的牛肉，直到今天，他都討厭牛肉。可是這對鄰居
夫婦，今天從餐館送來的主菜又是牛肉，讓他不悅；他沒有想到，當初跟人家相
約時,他說隨他們去準備，他只管付賬單。 

正在他遐想聯翩時，敲門聲又響了；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上的東西，不管是酒
杯，還是放滿食物的盤子。弗蘭克走到格洛斯基面前，只見他對外擺擺手，什麼
話也沒說。弗蘭克側目瞟了一眼科恩，只見他點點頭，弗蘭克大步走向門口，所
有人都站到客廳，盯著大門。 

門開了，門外站著陳家夫婦和兩個孩子。只見凱文手上捧著一個大紙袋，
先邁進來。弗蘭克忙說：“歡迎，歡迎，不是說好了不要帶東西嗎？”邊說邊把
門關上，看來今晚不會再有人來敲門了。他把這家人帶到格洛斯基面前，老人仍
然坐在那裏。開口道：“說好不帶東西，為什麼還拿東西來！”話說得很生硬，
讓所有人捏了一把汗。 

“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禮物，我們帶來一隻剛出爐的烤鴨。”陳太太輕聲回
道。這些天，她無論如何無法把那天在小高地邊緣,，看到的那個拄著手杖，厲
聲對她做獅子吼的老人，從腦海中趕走。現在竟然會面對面站在他面前，而且他
一開口，還是口帶責備令人心悸。 

沒想到老人竟然用另一種聲調說道："烤鴨——剛出爐的？嗯，拿過來讓我聞
一聞。” 

陳太太推了推兒子，凱文走到老人跟前，格洛斯基探出頭來使勁聞了聞，然
後揮了揮手:  "去，都到餐廳去，讓大家趁熱吃。”說完拄著手杖費勁地站了起
來，所有的人都露出了笑臉。沒有人注意那位陳先生，倒是都很感激陳太太，好
像讓主人復活的正是這個中國女人，和她帶來的那只香噴噴的烤鴨. 

索莎眼明手快地拿出了一個碩大的橢圓形盤子。霎那間,一隻焦黃的，油滴滴
的，誘人的烤鴨盤踞了整個盤子。這只超大又豐滿的烤鴨似乎在向所有人炫耀它
那金色的美麗。桌子周圍已經圍滿了人，直到此時，人們方才看到，原來今晚的
客人還真不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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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斯基望著這只金黃色的烤鴨，想到第一次和太太坐在一家中餐館，看著
那位又矮又胖的廚師推著小車走到他們桌旁。他戴著一頂已經不是很白的廚師
帽，提起一把犀利的長刀，靈巧地將小車上的那只鴨子削成一片又一片……就在
此時，只見進屋後，一言未發的陳先生，從手提包中抽出一把又長又窄又亮又薄
的刀，左手套上塑膠手套，二話沒說，右手舉起那把令人生畏的長刀，一片一片
地削了起來。只見薄而勻的鴨肉，已經平鋪在另一個大盤子上面。看見它的人，
無不食指大動。 

陳太太這邊正把帶來的兩疊薄餅放在索莎遞來的盤子上，膽怯地向格洛斯基
望去。老人犀利的眼光射過來，大聲說道："給我卷一個，要有脆皮的。”說完
自顧自地走到餐桌頂端，坐到他固有的主人座位上，全然不顧他請的客人。晚宴
一下子變成以烤鴨為中心，人們都好奇地看著陳先生一片一片地，把整只鴨子肢
解得只剩下骨架了。此時才聽到他開口："可以放到鍋裏，做鍋鴨湯了。” 

“索莎，你幫他去做！”格洛斯基轉頭對索莎說。 
陳先生二十多年前作過大廚，離開餐館多年，沒想到今天又踏進廚房——在

一個外國人家，一個陌生地方。這個家宴究竟是為了什麼，他直到現在還生疑。
本來不想來的，讓太太一再勸，想想還是不要與眾人為敵，同意來了。買只鴨子
是太太的主意，現在看來不錯，沒想到這個老外還懂得吃這有中國特色食物。陳
太太向前來搭話的斯都魯說道："按照你們的習慣，應該先喝湯，我們來得晚，
湯還要燉一燉，只好飯後喝湯了。” 

斯都魯聳聳肩，“飯前飯後還不是人為定的，只要有好吃的，我一定奉陪到
底。”他是這條街上，少數到過陳家的人，使陳太太對他感到有那麼一點親近，
說話也是對著他。餐桌兩邊，在格洛斯基身邊,坐上了幾個男人,他們不停地傳遞
著食物；而女人和孩子們，都端著盤子聚到了另一頭。陳先生把鴨湯煮開後，擰
小了火門，自己也參加到這個行列來。他決不會把自己在鄰居中，降格為廚師角
色。 

格洛斯基看見陳先生也坐到了桌旁，便開了腔，“陳先生總有點與眾不同，
我說不帶東西，別人都沒帶，就陳先生帶了！” 

人人都知道老人所指，何況陳先生這樣的精明人，只見他不慌不忙地把盤子
推向前面，“一隻烤鴨，算不上什麼，湊個興吧！”他不大喜歡現在的場面，好
像這條巷子裏的男人都坐到桌旁了。他常常和老外打交道，只是很少這麼多人聚
在一起。他感到有種壓力，不知從哪里來的壓力. 

格洛斯基先生望著陳先生,心中想著,這是唐人街上不多見的中國人：見過世
面,有過理想.可是也有點不循規矩.他們有一本心中的賬,自己的賬.能夠實現的,
多是他們中的佼佼者,或幸運者.這人好像兩者兼備.弗蘭克看了看老人,生怕他繼
續說下去,會有什麼不快,決定另辟途徑,接過話來:”今天給格洛斯基祝壽,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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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難得的機會,把我們巷子裏的人都聚到一起.大家一起乾杯!”眾人舉起了杯子,
好像現在才想起，來到這裏的真正目的. 

格洛斯基自己沒有舉杯，他揮了揮手，“好了，你們喝吧！”他仍然望著陳
先生，這個人令他想起了什麼，“陳先生，你讓我想起一個人，一個我不曾見
過，但是我父親見過的人。你們很像。” 

“你沒有見過的人，怎麼會知道我們很像？”陳先生笑著問道. 
“我看見過照片。一張老舊的、發黃的照片。說起來，快一個世紀了。”格

洛斯基凝視著前方，周圍的人好像全不存在了；記憶已經把他帶到了遙遠的地
方。眾人屏住呼吸，等待著他繼續說下去；可是沒了下文，格洛斯基閉上眼睛，
好像睡著了。人們失望地紛紛離開桌子,去拿食物或是找自己家人和熟人。 

惟有一個人沒有動，他看著索莎把空盤子收走，看著其他人紛紛離開桌子，
他繼續坐著，他是陳先生。他沒有睡著，倒是很清醒，心中此時在盤算著，“主
人剛才想起的那個人是誰？他父親見過很像我的人會是誰，那張老舊的照片又是
在哪裡照的？”他心中的隱秘似乎被撥動，讓他表面鎮靜，內心卻似波瀾驟起。 

“你為什麼不走？”突然那個聲音又響起，好像剛才的話只說到一半，只是
換了一種口氣。格洛斯基說話時，頭也沒抬。他從眼縫裏看見這個中國人坐在那
裏沉思，和自己姿勢一樣。 

“等你把話說完。”陳先生說著，也像他一樣，眯著眼睛看這個老人，”也
許你還可以讓我看看那張照片呢。”他繼續喝著，已經是第幾杯都忘了。平時開
車不敢喝,今天不顧了。 

“照片？早就不知流落到哪個角落了，人都保不下來，怎麼會保護財產，更
何況一張照片。”老人說著並沒有動一下。 

“你的記性不錯啊，百年前的事情還能記住.。陳先生說得倒也由衷。 
格洛斯基看了看陳先生，“那是因為你們有共同的面孔，很有棱角，有個

性。”他好像不想再說下去，又閉上了眼睛，可是他的話已經讓陳先生坐不住
了。 

“是在俄羅斯照的嗎？”陳先生話音剛落，格洛斯基突然睜開了眼睛，兩眼
從眯縫到睜得滾圓，他似乎有點坐不住了。 

“是俄羅斯，你去過那裏?”他探著身子向前。 
“怎麼會是我，是我的爺爺。他走過俄羅斯整個大地，從東到西。”陳先生

平靜地說著。 
不知什麼時候，吃吃喝喝的人們又都聚到了餐桌旁，有的坐到了剛才離開的

位子上，有的站在後面，所有人都被這兩個人的奇怪對話吸引了。陳先生的兒子
凱文站在父親身後，他從沒有聽過父親提及他的過去,當然更沒有聽過爺爺的故
事；可是今天，他感覺父親有很多故事，從沒有對他們說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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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克坐在陳先生對面，他聽得真切，抓住了要點，忍不住插話，"你說走過
俄羅斯整個大地，是什麼意思？” 

“就是從西伯利亞，一直走到歐洲。”陳先生平靜地說完，看看四周圍滿的
人；不知是該繼續說還是該閉嘴。他來到這塊新大陸三十年了，從來沒有對任何
人說過他的家史。他不知說這些是好還是不好，是抬高自己，或是貶低自己。直
到今天，他仍然感到困惑，要不是這個老得像要進棺材的人挑起，他大概永遠不
會開口說這些自己打算永遠應該遺忘的東西。也許是喝多了？現在他很想講話。 

“走？用兩隻腳？”格洛斯基那沙啞又尖利的聲音又響起，每當這個聲音出
現，總會讓一些人神經緊張；可是這一次，卻讓許多人感激——因為他們也想問
同樣的問題，從他們竊竊私語可以看出來。 

“既然是走，當然是用自己的兩條腿，兩隻腳來走。”陳先生不慌不忙地回
答，”還要在肩膀上挑上一付擔子。“ 

“你剛才說的是，從西伯利亞一直走到歐洲？”一向躲在人後的沙哈忍不住
問道。 

“從西伯利亞一直走到法國巴黎。家鄉人是說到法蘭西，從這邊的大海邊，
一直走到那邊的大海邊。”陳先生的話讓所有在座的人都靜默下來，人們好像在
慢慢理解剛才聽到的話，那些話很不容易消化. 

“索莎，給我倒一杯威士卡！”格洛斯基大聲說道，馬上又有幾個人遞上酒
杯。主人乾脆讓那兩個女招待把酒瓶酒杯都拿到餐桌上。幾位女士也紛紛端起了
葡萄酒，連連向嘴邊送去，包括此時心懷不安的陳太太。男士們更是，各種烈酒
都被打開了，被享用了，大家臉都有點發熱，心中更是按捺不住，急不可待地想
聽在這間小餐廳響起的世紀奇聞。 

“陳先生，你是哪里人？”科恩問出他今晚第一個問題。他對中國比在座的
其他人要熟悉，他想要搞清這個面前的人究竟是常人還是奇人，首先要知道他的
來路。 

“我老家在浙江南邊，靠近福建了。我們那裏山多石多，唯獨能種莊稼的土
地少。人們用山裏采的石頭，雕刻成各種動物或花鳥，拿出去賣錢為生。開始在
集市裏賣，後來到周邊城市賣，再到更遠的城市，福州、上海，越走越遠……” 

“就走到歐洲了？為什麼要走？”格洛斯基好像還是不相信這個天方夜譚。 
“沒錢坐火車，沒錢坐輪船。一路走一路賣石雕。賣完了再回家。”陳先生

回答了。 
“回家就可以坐車了吧！”這是橋本太太輕輕的聲音，她好像很為這些徒步

的人焦慮。 
“有的人坐船，可是有的人捨不得把辛苦攢來的錢花掉，他們仍然走回

來。”陳先生的聲音低低的，不過還是鑽進了每個人都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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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走？”這次不知是誰喊的，大概是幾個人一齊發出的聲音。 
“又走回俄羅斯？”格洛斯基的聲音。 
“不！他們不走西伯利亞了，那裏太冷，他們領教過了；這次他們走的是南

邊。”陳先生現在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絕回答問題了，如果這個話匣子已經讓
他打開了。 

“那是哪里？”斯都魯高聲發問，他的祖國在歐洲南邊。 
“你的家鄉，斯都魯先生。”陳先生望著這位曾經闖到他們家的義大利人。 
 “我的家鄉？胡說八道，告訴我，怎麼可能從我的家鄉走到中國，那是相差

十萬八千里，是要經過千山萬水啊！”斯都魯幾乎喊叫起來，他喜歡聽神話傳
說，可是不想聽胡言亂語。 

“是的，從法國南部，先走到義大利。然後再走到瑞士，然後再往東走，往
東走……” 

陳先生在一個外國人家裏，當著這麼多人，講起早已逝去了的往事。父親講
過無數次的那個遙遠的故事，這些故事，他沒有對外人講過，甚至連自己太太和
孩子。 

那是祖父的故事。陳先生從來沒有見過祖父，他過早去世了。年青時的那次
遠行，葬送了他的健康和夢想；他一生膽小謹慎，保守多疑。他連縣城都不去，
幾十年來，他只從石雕工廠走回到自己家。因為他一生一世該走的路，早在年青
時的那幾年裏走完了。 

爺爺叫陳富貴，是個老實農民；他父親是，祖父也是。長輩給他起了個吉利
的名字，可惜他一生與富貴無緣。家鄉太窮，那裏的人們唱道：“火龍當棉襖，
火蔑當燈草，番薯幹吃到老”。陳家和當地人，活命靠的是那座綠得滴油的神
山，山裏有個神奇的石洞，洞裏偶爾會挖出凝石質細的燈光石和凍石，用它們可
以雕刻出各種動物花卉。陳富貴不到十歲，就跟老一輩學著握起雕刻刀，他可以
雕出小狗，賣出不錯的價錢；當然其他一些花木和更難的東西，是他後來慢慢學
會的。家鄉的人會挑著擔子，到鎮裏和縣裏集市去賣；也有人走到更遠的溫州和
福州，還有的到過上海呢。他知道，靠這門手藝，他能活，也能養家糊口，如果
他日後也會有個家的話。 

可是在他十六歲那年,他聽說外村有人走得更遠。這些人一走就走一兩年，甚
至更久。有的再也沒有回來過，回來的好像都把頭抬得很高，說是見過大世面
了，到過"法蘭西"——那是什麼地方？聽說也靠大海，只是不是我們這邊的海，
是另外一個海，那裏海水比這裏藍，也暖和，沒有這裏每年秋天要命的颱風。 

陳富貴動心了，他想去法蘭西，靠著另一個大海的地方。聽人說在那裏，一
隻帶血色的小狗賣的價錢是這裏的十倍。他和村裏一個同齡小夥子相約結伴而
行。兩人幾個月攢了不少小雕刻，說是好帶；還有些沒有雕刻的凍石。他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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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只要到了法蘭西，他們可以坐在馬路邊上雕刻一些小動物，也許會有人出更
大的價錢買呢。可是兩人一打聽船票，就閉嘴了。還沒有掙錢就要賠上一筆，不
是他們負擔得起，那怎麼辦? 

走！我們有兩條腿，為什麼不能走到法蘭西？每天走一百里，一個月就是三
千里，十個月就三萬里。聽說到那裏有幾萬里遠，那麼用一年時間也走到了。一
路走，一路賣石雕，這不就活下來了嗎？兩個年輕人打著如意算盤，沒有告訴家
裏人，也沒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怕走漏風聲。在一個月朗星稀的夜晚，兩人悄
悄走出了村子。 

他們各挑了一付擔子，一邊一個竹簍，底下是沉甸甸的石頭，上面是幾件衣
服和一條薄被。他們走了一個多月，才走到上海。那是因為一路山路太多，對挑
著擔子的人是 苦的路。上海對他們來說,是聽到過卻從沒見過的地方，他們迷
失在花花世界裏。陳富貴的同伴到上海的第三天，就被哪個不講理的徵兵站給抓
去當兵了，也就是给抓了壮丁了。他躲過了，可是失去了唯一的夥伴。他從同伴
的兩個竹簍裏，撿 要緊的東西帶上，拱手對著朋友的竹簍暗暗發誓，一定要把
朋友的一個手雕葡萄串放進法蘭西的大海裏。陳富貴獨自一人上路了，他打聽
到，沿著鐵路向北，一直往北，就可以走到俄羅斯；再沿著那裏的鐵路，一直朝
太陽落山的地方走去，走到另一個大海邊，那裏就是法蘭西！ 

陳富貴走到西伯利亞已經十月了，那裏到處在打戰，又趕上冬天來臨，他幾
乎凍死在一個小火車站。當他被人救醒後，那些救他的大鬍子問他是什麼人，來
幹什麼，沒人聽得懂他的話。幸好他們中間有個從東北來的人，他和那些大鬍子
穿一樣的衣服，拿一樣的槍。他聽懂了他說的話，等他翻譯給那些人後，所有人
都笑得前仰後合。陳富貴不喜歡他們那麼笑，他整了整他的兩個沉甸甸的竹簍，
又要挑上肩頭時，東北人對他說：“明天有場暴風雪,你要凍死在路上的。”他
們讓他坐上他們乘的火車,他用了一個諸色小狗，換來了一個長長的黑麵包，他
吃了兩整天。後來又打戰，又換車，陳富貴就這樣穿過了西伯利亞，來到了歐
洲。不過人家告訴他，這裏不是法蘭西，離大海還遠呢。東北人勸他留下，陳富
貴不喜歡他們老打杖，還惦記著把朋友的手雕葡萄串放進法蘭西的大海裏， 後
他們跟他一起照了張照片，就此分別了。陳富貴從來沒有看到過這張照片，也幾
乎忘記了它；只是在若干年後回到老家時，有人懷疑他是否真的去過法蘭西，他
才想起他曾經有過一張照片，雖然不是在法蘭西，可也是和一群藍眼睛,黃頭髮
和大鬍子的人一起照的，他還立在正中間呢，可惜他沒有照片。 

陳富貴真的走到了法蘭西，看見了另一個大海。他把悉心留下的朋友手雕葡
萄串放進了大海，跪下磕了三個頭，直到看著波浪把它捲進了不知深淺的海水
裏。後來他才知道,這個海叫做大西洋，家鄉的海是太平洋，難怪海水的顏色都
不一樣。他沿街叫賣，把帶來的雕刻全賣了，又用帶來的石頭，雕出了更多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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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這時他雕得比在家用心得多，刀刀下去,把幾年的辛苦和驚嚇刻了進去，
把對朋友和家人的思念也刻了進去，石雕很美，可是遠沒有賣到當初聽到的那個
好價錢。法蘭西那些年也不好過，他來的不是時候。他掙了錢,又賠了錢，為了
沒有作業許可證的紅卡片，沒有當地常識又不懂當地語言。他看見了繁華，也領
略了世態炎涼；孤獨和寂寞伴隨著他，兩年後他思家心切，不顧沒有掙到他想要
的錢，決心回家，回到那個遙遠的家，它在另一個大海邊。 

陳富貴還是沒有勇氣購買一張回國的船票，如果那樣，回國後他會身無分
文。他走了幾年，走得那麼遠，他要帶錢回家。於是他決心再走回中國。怎麼
走？決不走西伯利亞，那裏太冷，那裏太亂。聽人說歐洲南邊陽光明媚，就像家
鄉一樣。於是他從法國南部進到義大利，那裏溫暖舒適，他感到從未有過的快
活，可是沒有走多遠，進到了山谷，來到了瑞士，四周全是雪山，他幾乎凍死在
那裏。這次是個農民給他喝了杯熱牛奶，把他從鬼門關拽回來了。想起幾年前，
是那些大鬍子給他喝的伏特加，這次沒有人邀請他坐火車了，因為這裏沒有火
車，這裏只有雪橇。那個寒冬，他只好在那個農民家裏，幫他擠牛奶，做乳酪，
做了許多他一輩子都沒有見過、更沒幹過的冬天的農活。一直等到大雪融化的春
天，他才又動身。他告訴他的救命恩人。他要走回中國去. 

那個農民不知道中國在哪里，更不知道中國有多遠。陳富貴告訴他,中國在東
方,太陽升起的地方。於是那個農民就對他說：“看見那些電線桿了嗎？你就順
著電線杆子走，它們一直朝東鋪過去。你會走到你的家鄉。” 

陳先生停住了。眾人都靜默著，他們在等待他說下去，因為沒有人敢想它的
結尾。 

“後來呢？”主人問出了大家憋在心裏的問題。 
“他走回來了——”陳先生低聲說道，停了一下，“順著電線杆子。” 
 “他為什麼不往南邊走？” 斯都魯又喊道.，“我的家鄉一年四季溫暖如

春，義大利只有北部山地是冰天雪地，南邊都是大海和陽光啊!” 
“他要去的是東方，怎麼會往南方走？”陳先生答道。他抬頭看見餐桌四周

圍了那麼多人，連兩個女招待和索莎，甚至納什卡夫婦不知什麼時候也進來了。
他看見很多女人都在用餐巾擦眼角的眼淚，包括自己的太太和橋本太太。他也才
察覺，身後站著的兒子凱文，扶著椅子的手有點顫抖。 

“他是我的祖父。他走了兩年，終於走回到家鄉，回到了自己家。”陳先生
提高了聲音說道，“他沒有帶回什麼錢，兩年的路程，錢都花光了。自從回到
家，他再沒有出過遠門。他給子孫立下了家規，決不許再跨出國門。”大家好奇
地抬起頭，他知趣地接著說道，"我父親從沒有出過國門，可是我在祖父去世
後，走出來了，走得比他更遠。但是我不會再用兩條腿來走了，我是乘飛機來
的。”陳先生輕聲結束了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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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格洛斯基突然絕望地望了弗蘭克一眼，弗蘭克又絕望地望了科恩一
眼，還有一些人也在互相張望。他們的眼神有點驚恐，事情似乎更加明白了，也
更加絕望了——一個有如此執著祖父的人，會不顧一切去實現自己的夢想，也會
堅持自己的信念。他們知道：大楓樹沒救了！ 

“陳先生，我看到過那張照片，你的祖父立在中間。”格洛斯基沒有氣餒。
他在做 後試探. 

“我要謝謝你，那些素不相識的人救了我祖父一命。想不到那裏面就有你的
父親。”陳先生又轉向斯都魯；“我也要謝謝你，那個在冰天雪地把我祖父救回
家的人，就是個義大利裔的瑞士人，是你的同胞。” 

“那你打算怎麼謝呢？”格洛斯基直視陳先生，所有人都為主人這個鋒芒畢
露的問題捏一把汗。大家的目光全聚在那個精瘦卻又極精明的人身上。 

陳先生靜默了片刻，不慌不忙地回問道,”今天宴會真的是你的壽筵嗎?” 
這次輪到格洛斯基靜默了,不過沒有太久,”這個很重要嗎?全巷子人聚在一起

有什麼不好!” 
“很好！當然好，特別對我們這樣新來的，對吧!”陳先生轉向自己的太太。

陳太太沒有準備自己先生會在這種場合向她發問，有點驚慌，一時語塞。 
凱文機警地接上：”當然好！”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會出面替母親圓場。也許

這些天，他跟著保羅工作，已經打破了以往的靦腆和執拗。他很喜歡今天晚上的
氣氛，和諧又自然，像個大家庭一般。不知為什麼，他特別喜歡那個高個子駝背
老人，儘管他看起來很凶，其實蠻可愛；老問些別人不敢問的問題。誰都拿他沒
辦法，只有爸爸敢回嘴，看來今晚的兩個主角就是他們倆。凱文有點興奮，因為
自己爸爸能被抬到這個位置；可是保羅近日的話也讓凱文明白，爸爸不是被抬舉
到這個位置，而是他把自己架到這個位置，難道他不知道?爸爸一向精明，他明
白今天大家聚會的目的是沖著誰，又是什麼目的；連我都懂了，難道他不明白? 

陳先生當然明白，從一開始受邀請，他就明白，有必要挑明嗎? 
“陳先生今天帶來了一隻受歡迎的烤鴨。”橋本太太悄聲說道，話音剛落就

引起一陣哄笑,是善意的哄笑。笑聲好似把緊張氣氛沖淡了，嗡嗡聲蓋滿了剛才
還緊繃著的餐廳。 

 “烤鴨也吃了，這麼遠的路程也都走過來了，謝不謝還有什麼必要。能聚到
一起就是緣分。”科恩用的是中文的"緣分"兩個字，還特別向大家解釋了"緣分"
的涵義。他很有見地地說，"就是，,我們這些人能聚到一起，是上帝的旨意。”
大家頻頻點頭稱是。 

“中國人也信上帝嗎？”進屋後一直沒有開過口的納什卡太太沖口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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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上帝，我們都是上帝的臣民。”格洛斯基以權威的
口吻說道。“陳先生，我不需要你的感謝，我只要你領略我們大家的心意，相互
理解和信任是 好的禮物。” 

每個人都在想著老人的話，也許是真的，只有人們在這個時刻才體會到，他
們來自地球各個角落，為了不同的緣由，可是 終，他們都落腳在同一條小巷
裏。他們也許要彼此相處數十年，那是生命的一個重要部分。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他們當中，還會有什麼不可溝通不可商量的事嗎? 

“是啊！我們都是地球村的臣民；如今，都是楓樹巷的居民。”弗蘭克莊嚴
地說著，大家似乎都深受感動，不知還有什麼更貼切的話可說. 

當然，陳先生也懂了。他似乎直到這個時分，才意識到自己的執拗和堅持多
麼愚蠢，多麼不盡情理。他第一次感到了一絲慚愧，不過要他認錯是不可能的。
他望著大家，他知道該怎麼轉這個彎，於是大聲地發話，“大楓樹不會砍了！他
是屬於楓樹巷每戶人家、每個人的。” 

他的話音剛落，凱文和妹妹就情不自禁地擁抱了父親，人們發出不同的歡呼
聲。 

“這就是你给我的生日禮物，你給我的 好感謝？”格洛斯基盯著他說道，
口氣還是那麼硬；可是四周的人，聽著這兩句話好像帶著顫音。 

“如果你這麼認為，那就是了。”隨著陳先生話音落地，屋子裏響起經久不
息的掌聲. 

 
那年秋天，新搬來的八號陳家，仿照格洛斯基的壽筵，在中國農曆中秋，也

舉辦了一個晚宴。那是中秋月明之夜，在大楓樹下舉辦的。這次沒有麻煩納什卡
夫婦，陳先生的兒子,從他朋友的父親餐館裏,定了四十個人的日韓餐；他的朋友
和他成了 好的招待。人們在楓樹下流連，仰頭望著那看不見頂的樹梢，談論著
昨天發生的故事，和明天可能發生的事情。格洛斯基破例走出了家門，拄著手
杖，索莎推了一小車各色好酒尾隨其後。他顫悠悠地走進陳家院子，還坐在大楓
樹下的餐桌旁。他的到來，讓所有人都感到興奮，張張面孔露出笑容。 

科恩端著斟滿葡萄酒的酒杯逗到陳先生面前:“我的朋友，今天好像是你們中
國人的什麼節日吧。”博學的科恩什麼都知道一點，儘管只是淺嘗輒止。 

陳先生舉著酒杯向天上指了指：“今天是中國農曆八月十五。我們中國人相
信這一天晚上的月亮，是一年中 圓、 亮的月亮。”他仰面望著天上的明月慢
悠悠地說：“中國古代有位詩人說過：‘月--是--故--鄉--明’。”他的聲調拖
得很長。 

身後的陳太太突然想起了家鄉小鎮，想起了自己的爹娘，那裏的月亮可有這
般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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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鄉的月亮 明亮？多麼富有詩意，多麼含有哲理。”斯都魯又趕上了這
次盛宴，他聽著凱文的翻譯，明白了這句詩的含義，抬頭望著灑下柔和銀光的明
月，不禁動了真情，“啊，我的家鄉地中海的月亮會比這個月亮更明更亮吧，
嗯，我敢打賭，一定會。” 

橋本夫婦不約而同地想起，此時富士山上空的月亮可有這般明亮？他們從來
沒有注意過，今晚卻非常想知道。 

科恩想到耶路撒冷哭牆上空懸掛的明月，曾經指引過千千萬萬流離失所的自
己同胞，走出困境，他們也有今晚這般明亮的月亮嗎？ 

沙哈太太忽然想跳舞，在這 明亮的月光下，在家鄉的父老兄弟姐妹簇擁
中。 

此時每個人仿佛都被“月是故鄉明”這句古老的詩句帶回到自己的故鄉，那
遙遠的地方。 
“我們從世界各個角落走到了這裏；總有一天，我們還會走進另一個世界——”
這是格洛斯基的聲音，不知什麼時候，他已經站了起來，走到大楓樹旁，用蒼老
的手撫摸著更加蒼老的樹皮。他望著大楓樹，深情地說著：“只有它，會繼續佇
立在這裏，三個世紀了，它經歷了人類從荒謬到理性，從荒蠻到智慧；誰知道下
個世紀會怎樣！我們寄希望於它，它將見證人類，或更聰慧,更理智；或回歸到
原始，回到荒蠻時代。但願不會那樣。孩子們，祝福我們的後代，我們的子孫，
生活得更幸福，更理性，更自然。讓我們為我們巷子的象徵大楓樹，為全世界人
共同仰望的 明亮的月亮，乾杯吧！” 

那天晚上，全巷子的人都聚在大楓樹下面盡情盡興，直到深夜。 
皎潔的月兒高高掛在大楓樹的樹梢上，像是為這群敬仰它的人們，點起一盞

明亮的燈。 
 
                     2010 年 7 月 22 日初稿   
     2011 年 10 月 23 日定稿 

  美國麻省北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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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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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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