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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2016年文協新會長任繼敏帶領全體幹事向各位友人問好！我們期待和文協友人在
新的一年中共勉！2016年第一期文協季刊問世了！非常感謝各位作者，謝謝你們
的支持！ 
 
猜燈謎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項，袁尚賢給我們出了幾條燈謎，希望大家動動腦
筋，猜一猜。謎底將在下一期季刊中公佈。張薈茗的攝影作品“寒梅相望”和“不倒
甕”，配上詩文，圖文並茂。 
 
胡宏的新作“女兒的婚事（上）”以散文的形式向我們奉獻了一出音樂劇，講述發
生在美國西海岸華人社區中的故事。讓我們在優美的音樂中，一起來看看這裡發
生了什麼故事…… 
 
在“文史兼具 深情綿邈”中，倪金華教授暢談張鳳的著作《哈佛問學錄~與哈佛大
學教授對話30年》。張鳳在她的書中為當代文化名家作傳，真實地展現了當代海
外華人的精神風貌。 
 
蔣宗壬給我們詳細描述了他在半個世紀中參與創建華人社區、傳播中國文化的經
歷。在“向黑貓中隊致敬”中，王世輝給我們講述了美國和蘇聯的冷戰時期一段被
湮沒的歷史，即中華民國空軍U-2飛行隊--黑貓中隊的事蹟。 
 
本期內容還包括續上期連載的劉金本“非洲生活三十年”的終結篇，請各位繼續閱
讀。 
 
文協歡迎新會員加入，請大家邀請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朋友和同事加入。同時，
文 協 是 一 個 非 營 利 組 織 ， 希 望 得 到 各 位 捐 助 。 文 協 聯 繫 方 式 是 ：
gbcca.boston@gmail.com。同時，文協開通了Facebook和WeChat帳號，便於分享
和交流信息，希望大家多多關注。 
 
下期季刊（第29期）將於6/30/16 出刊，截稿日期6/10/16。為了使文協 e-通訊的內
容更加多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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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請
寄gbcca.enews@gmail.com。來稿中、英文皆可，並請採用橫排（自左往右）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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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長的話 
（2016 年文協年會致詞） 

任繼敏 

My dear friends and honorable guests, 

 

Good evening!  It is my honor to be the 2016 
GBCCA President.  It i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e, and for many of you, to 
see what we can accomplish in 2016, the Year 
of the Monkey. 

 

I’ve been with GBCCA since I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n 1994.  In the last seventeen and half years, I’ve seen great 
accomplishments when our members came together with passion and energy.  For some 
years, the GBCCA building has been mortgage free; there are 17 clubs and programs 
and Summer Camps,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nd Chinese Arts school; we are seen in 
major events such as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Boston First Night. 

 

When I asked to become the President, I hesitated to accept.  I knew it would not be an 
easy job.  GBCCA’s membership has decreased when our older members moved away 
after retirement but we have not increased membership in the younger population.  Our 
building needs major maintenance but we have limited funding.  I could do if I were to 
be the President of GBCCA?  I found the answer deep in my heart: I can make an 
impact if I take on the challenge because I care enough, and because I have strong 
supporters like my loving mother Su, my son Neo and my husband Hal. 

 

It is clear to me now what I must do, and I ask each one of you out there, who also care 
deeply about GBCCA, to work with me, and help me to achieve what I believe we must 
do.  We need to enhance our GBCCA brand to attract new members; provide events and 
programs that are valued by our members; and strengthen our finance. 

 

To enhance our GBCCA brand, we will be more vocal in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Twitter.  We will enhance our website to stay current, and to add user friendly features 
such as online registration, online payment.   We will use apps such as weChat to 
connect with our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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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we make you feel that GBCCA is providing value?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pay more than $40 per family of membership?  I’d like to hear from you of your 
suggestions!  We have a team of willing and capable EC members to work on this.  
Let’s focus on value-added events and programs so members can benefit from it, and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m. 

 

It is not cheap to own and maintain a big commercial building, where we call it GBCCA 
home.  Our membership obviously can’t cover nearly enough of the expenses.  How can 
we get us to a stronger financial position?  Why is it that som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ve so much money?  We have options to explore.  We have many intelligent people 
and financial gurus in this room.  Please give me your advice.  Let’s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stronger financial foundation for GBCCA! 

 

As I look around, I see many of you who have been with GBCCA for many years.  You 
must care enough to come back year after year.  I’d like to ask for your support – donate 
your time, donate your innovative thoughts, open up your wallet, do whatever you can 
to help! 

 

Next year this time around, I’d like to see new faces in this room, celebrating the New 
Year and success with all of us.  

 

I’d like to wrap up by wishing you all a successful, prosperous, and healthy New Year.  
I also would like to thank Agnes Chow, our 2015 President and her EC team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friendship which will last for a lifetime.  I want to thank my EC team for 
your support, hard work, and trust.  Lastly, congratulations to our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Tom Ya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nd your EC team. 

 

For our friends who celebrate birthdays in these few days,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New Year everyone! 
  



2016 年文協活動一覽 
 

Date Event Time Location 
3/12/2016 Speaking Series - Financial Planning (Taxation) by Albert Li 2 - 4PM GBCCA Basement Hall 
4/30/2016 Speaking Series - Hepatitis B Awareness & Prevention, by Harvard Team HBV 2 - 4PM GBCCA Big Hall 
5/7/2016 Taiwan Day 12 - 4PM Newton Hyde Park Playground 
5/21/2016 GBCCA Family Night 7 - 9:30PM F.A. Day Middle School Newton 
5/28/2016 Speaking Series - Child Education (TBD) 2 - 4PM GBCCA Big Hall 
6/12/2016 Boston Dragon Boat Festival Day All Charles River 
6/25/2016 Cooking Demo - Mama Su's Sichuan Style Fish by XuWen Ren 2 - 4PM GBCCA Big Hall 
7/23/2016 GBCCA Summer Picnic 12 - 2:00PM Newton Auburndale Cove Park 
9/10/2016 Cooking Demo - Albert Li 2 - 4PM GBCCA Big Hall 
10/8/2016 Speaking Series - Introduction to Wine Appreciation by Hal Grodzins 2 - 4PM GBCCA Big Hall 
10/22/2016 Cooking Domo - TBD 2 - 4PM GBCCA Big Hall 
11/12/2016 Speaking Series - Financial Planning by Albert Li 2 - 4PM GBCCA Big Hall 
12/31/2016 Boston First Night  1PM and on Boston Copley Sq. area 
2/11/2017 GBCCA Annual Banquet 5:30 - 11PM Framingham Sheraton 

Addresses 

GBCCA 
437 Cherry Street, Newton MA 02465 

Newton Hyde Park Playground 
90 Lincoln Street, Newton MA 02461 

F.A. Day Middle School Newton 
21 Minot Pl, Newtonville, MA 02460 

Newton Auburndale Cove Park 
West Pine Street, Auburndale, MA 02466 

Framingham Sheraton 
1657 Worcester Rd, Framingham, MA 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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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燈謎 
 

袁尚賢 
 

先有謎法五章：一、斷章取義。二、歪打正著。三、牽強附會。四、切忌犯面。 
五、力求典雅。 
 
1、芙蓉帳暖度春宵（打西洋童話三字） 
 
2、人人想發財（打俄作家三字) 
 
3、colt, bronco, foal, filly, horse, maverick, mare, mustang, stallion（打時人三字） 
 
4、說起寶島（打清代官名二字） 
 
5、到產房去看看（打哲學三字） 
 
6、朝三暮四，朝四暮三（打民國史四字） 
 
7、純正美國番茄 (諧音) （打口語四字） 
 
8、看見家人（打民俗二字） 
 
9、始無夏娃，只有亞當（打學府簡稱二字） 
 
9a、始無夏娃，只有亞當（打政治二字） 
 
10、新官上任三把火（打病名三字） 
 
11、真的走了（打一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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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梅遙望 
詩文：李展平, 攝影：張薈茗 

 

 

 
 

於老梅樹下 聽流風揚長而去 

遠方山巒 躲在迷霧中 

似久違戀人抱著不肯離去 

讓夜色陪枯枝 寒風中搖曳 

讓漂泊身影 再度與年少重逢 

傾斜的影子 預告年老衰頹 

只能將淡香託付匆忙 旅人 

於夕陽淪落時 

繫一朵於長髮 翻飛如浮雲 

明日歸來 撞見每一寸土地 

有我慌亂底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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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倒甕 
圖文 張薈茗 

 

 
    

玉山腳下牛稠坑，一戶人家有著一排老甕。儘管白雲飛去，青山不語;它依然站

立在老梅樹下，跟著時間流轉，低頭沈默不語。 

 
秋天種下的芥菜經過日夜溫差洗禮，根莖碩大菜葉肥厚，是醃製酸菜，告慰遠方
遊子，思念家鄉美味的好素材。芥菜經由鹽巴搓揉，半天艷陽日曬之後即可蜷伏
在陶甕裡，加上地瓜刨絲熬煮冷卻後的湯汁，注入陶甕裡進行天然發酵，是天然
色素，也是美味的關鍵。 
 

青澀苦液像母親的淚水；冷冬時序轉成酸黃，葉脈如老母臉上的皺紋，縷縷。 

 

當香氣瀰漫時又是歲末迎春之際。冬去春來，年復一年，陶甕姐姐妹妹們並排，

在冷冬裡相互取暖依偎，嘗盡孤寂人生，不畏辛勞護守家園。遠方的遊子啊！我

已將愛融入陶甕裡;經過漫長的光陰，別忘了陶甕裡故鄉美味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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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的婚事（上） 
－音樂劇－ 

 

胡宏 
 

主角簡介﹕ 

 

陳愛麗  陳寶樹的獨生女，２２歲   

吳杰   ３０歲，ＵＣ伯克來準博士  

陳寶樹  ５５歲，在矽谷開了三家餐館  

許建金  許國壽子，許國壽財團的少東  

薛貝莉  陳寶樹妻      

許國壽  ５６歲，矽谷華人首富   

吳老先生  吳杰父，１９４０生  

陳樹德  陳寶樹弟     

  

名詞轉換﹕ 

 

矽谷＝硅谷  ＵＣ伯克來＝加州大學伯克來分校 福利蒙＝Fremont 

聖荷塞=San Jose  聖克儒＝Santa Cruz ＡＢＣ=美國生的中國人 
 

 

序曲 共赴盛宴 

 

旁白﹕ 

  

你要是在美國西岸的 101 號州際公路上開車，到了平坦的矽谷一定會見到

車輛奔馳，不分晝夜，那兒真是個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好地方。在二十世紀末

葉很多中國人到矽谷來孜孜求學，創業致富。中國人在那兒有自己的社區，也有

不少自己的故事。你想聽﹖好吧，讓我挑一個跟你細細道來。    

  

矽谷的第一大城當推聖荷塞，你要是下了班想吃館子，在那兒你可以找到

無數的地方口味，有清真館、江浙口味、台灣菜… 應有盡有。你要是想買菜、

看中國電影、或是找朋友唱卡拉ＯＫ，你早晚會轉到聖荷塞的。要是你想找個好

地段購置產業，你的朋友會建議你去聖荷塞試試。在那兒你可以找到獨門獨院的

豪宅，房價只有史坦福大學附近宅子的一半。我們故事的主角，陳寶樹，就在聖

荷塞安家扎寨，過著富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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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樹是誰﹖你問對了﹗他是那一帶的名人。他們家好客，喜歡請朋友來

歡宴、唱歌、跳舞。你也要去﹖沒問題，他們家正在慶祝女兒大學畢業，也順便

請老顧客來熱鬧一下。 

  

第一幕 陳府的歡宴 

 

第一幕 第一景 

 

那是五月裡的一個禮拜六，矽谷已經到了花木繁茂的初夏。陳寶樹通常總

一大早跟朋友去打高爾夫球，今天他可沒那么瀟灑了，他只打算去他的餐館看一

圈就回家。他看到第二家的時候就覺得該馬上他收兵回府了。  

 

陳寶樹把車開進他家的林蔭大道，他看見工人正扛著大帳篷去後院，還有

人在草地上敲敲打打地拼地板，薛貝莉在跟工頭笑嘻嘻地說話。陳寶樹被貝莉叫

住了﹕ 

「老公，你提早回家來幫忙呀﹖」  

「貝莉，音響設備到了沒有﹖」   

「放心，老公!音響馬上運來，是一流的，還可以唱卡拉ＯＫ呢﹗你吃過中

飯沒有﹖」 

陳寶樹才想到，今天本來可以要他的球友請客的，這下才知道他吃虧了。

  

「我看你是餓了，我要他們先做盤沙拉給你。我一下就要去換衣服了....」 

貝莉的話還沒說完，人已經不見了。寶樹再四週巡視一下，找不出什麼毛

病，只好去吃沙拉，還得趕著去梳洗一下。 

 

太陽西沉，大批中外嘉賓湧到陳府，寶樹在院門口呼朋喚友地好不熱鬧。

後院有幾位墨西哥喇叭手吹起拉丁情歌，歌手彈著吉他唱起來，賓客知道晚宴快

開始了，都魚貫進入大帳篷。有位年長的問﹕ 

「陳老闆，我們今天是不是吃墨西哥菜呀﹖」陳寶樹忙笑著說﹕ 

「今天年青人要吃烤肉，不過為了符合大眾口味，我們『天天夜上海』的

大廚為各位特別準備了幾道魚蝦。這邊請....」 

在大帳篷裡幾位穿了制服的服務生端了各式小吃在人群裡穿梭，客人們高

興地試著點心。另一邊酒保擺出中西名酒為客人上酒。大伙人找到陳寶樹夫婦

說﹕ 

「來來來，大老闆，恭喜你們﹗沒想到你們的掌上珠都大學畢業了....」 

「她個子小，好多人還以為她是高中生呢。」薛貝莉得意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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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我好像在聖荷塞中文學校才見過你們的陳愛麗似的。」 

陳寶樹找到一個木箱子拖到大帳篷中間，他站上去笑容滿面地四方看了一

圈，有人吹口哨、有人吆喝。陳寶樹像參議員似地說﹕ 

 

（音樂１﹕ 《Showman’s Solo》－１） 

 
歡迎各位嘉賓﹗謝謝各位來參加小女的畢業喜慶。她現在不但是個文科學士，還

是ＵＣ伯克來的榮譽畢業生呢﹗今晚我們『天天夜上海』的大師傅特別做了些烤

肉來款待各位....  

眾賓客不說話了。 

 
哦，對不起，我忘了。我們大師傅還特別做了各式海鮮，要請各位享用嘗。 

 

眾賓客這才高興地鼓掌笑起來。 

 
還有，還有。待會兒我們的女兒回來，她會像以往一樣地幫我招待各位.... 

 

掌聲又響起....「你那心肝女兒打算去唸研究所，還是另有高就呀﹖」一

位老太太問。 

 
她比我們兩老命好，她要先週游列國，去研究怎麼跟各國的博物館談生意。陳愛

麗學的是藝術鑒定，所以得先拜訪未來的客戶。 

 

「陳愛麗有對象了吧﹖我們什麼時候吃喜酒啊﹖」一位老先生耐不住地問。 

 
我們女兒大學四年只會唸書，從不交朋友﹔這點她沒有她老爸強﹗今晚幫她搬回

來的，是位從小認識的男士，我可以奉告的就這些了.... 

 

陳寶樹又神秘地笑笑說﹕ 

「現在請各位享用點心開胃，我們晚餐馬上就要開始了....」 

音響設備放出悅耳的中國流行歌曲，有周璇的、有鄧麗君的.... 好些舞迷

開始展露新學的舞步。忽地，有人說﹕   

「陳愛麗回來了﹗」 

大家對院門望去，只見一輛敞篷寶馬停在那裡，一位男士為陳愛麗開了車

門，讓她先走過來。好些人見到香車美人，不由地鼓起掌來。陳愛麗跟他男伴進

了大帳篷笑容可掬地跟長輩一一問好，好像昨天才見過一樣的親熱。有人問陳愛

麗，她身邊的男士是誰呀﹖愛麗立刻介紹說﹕ 

「這位是許建金，是我ＵＣ伯克來的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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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穿著入時的婦人問薛貝莉道﹕ 

「這小伙子長得真體面，是哪家的少爺呀﹖」薛貝莉小聲答到﹕ 

「這就是許國壽的兒子嘛。」 

馬上消息在大帳篷裡傳開了，說是這位未來的乘龍快婿是矽谷中國人首富

的接班人.... 

陳寶樹見女兒走過來不由抓著女兒激動地說﹕ 

「乖女兒，終於輪到爸爸跟你說話了﹖你看今天晚上夠熱鬧吧﹖這些伯伯、

媽媽都好想見到你哦﹗怎麼你的同學好像都還沒有來﹖」 

「Dad，你知道畢業典禮一完，要出去旅行的都趕著把東西扛回家，找到工

作的都趕快去上班，拼業績。只有我是幫教授做短工的才回得來。」 

「好，今晚你們可以痛快地輕鬆一下。Ｈi，建金，謝謝你送愛麗回來﹗你

爸爸回來沒有﹖」 

「陳伯伯﹗」許建金禮貌地一鞠躬說﹕ 

「我爸爸還在上海，還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回得來....」  

「來，建金，我請你喝杯雞尾酒﹗這酒是我們『天天夜上海』為招待貴賓

配的。」 

愛麗找到她媽媽，貝莉抱著女兒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各位嘉賓，今天是慶祝我大哥乖女兒學有所成的日子....」 

陳樹德得意地站在音響設備前面發言﹕  

「我大哥說﹕為了感謝各位來，他要陳愛麗給各位唱首中文歌。好啦，愛

麗，掌聲有請﹗」 

陳愛麗接了麥克說﹕  

「我只會唱些兒歌，恐怕不中聽。這樣好不好﹖許建金是我們學校的歌王，

我請他代我唱，行吧﹖」 

小叔搶了麥克說﹕ 

「愛麗啊，小叔叔好久沒有見到你。今天請你唱個歌，不要讓小叔叔失望

哦。」  

「小叔叔，我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我們合唱，如何﹖」 

還是許建金靈光，他矇住麥克風對陳愛麗說﹕  

「愛麗，你會唱『蘇州河畔』，對吧﹖我猜準了今晚會唱卡拉ＯＫ，我把

ＶＣＤ都帶來了。我們可以看著圖像來個合唱，如何﹖」 

諸賓客看得出陳愛麗是盛情難卻，都吆喝著要聽二人合唱。小叔叔又抓著

麥克宣佈﹕ 

「各位嘉賓，今天我們請矽谷的金童玉女，陳愛麗和許建金來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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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叔叔，為了今天這宴會，我把歌詞改編了一下，還燒到這ＶＣＤ上。

所以，我們為大家合唱的是『紅木公園』──」 

眾親友高興地鼓掌，音樂開始了，是個倫巴的拍子。陳愛麗望著銀幕和許

建金拿起麥克唱:  

 

（音樂２﹕ 《紅木公園》） 

 

二人唱﹕ 夜慢慢地降落大地 

 晚風吹著我們衣襟 

 岸邊鳥歸去，遠處浪不靜 

 靜坐林邊，看那夕陽墜去。 

 

眾人鼓掌叫好! 

 

愛麗唱﹕ 我們感嘆美景是無限───  

建金應著﹕    我們感嘆美景是無限﹗ 

 

愛麗唱﹕ 紅木聳立陪伴著我們───  

建金應著﹕    紅木聳立陪伴著我們 

 

愛麗唱﹕ 雲霧乘著海風吹過來───  

建金應著﹕    乘著海風吹呀過來─── 

 

二人唱﹕ 我們只好起身回家去。  

 

陳愛麗拿著麥克敲許建金說﹕ 

「上了你的當，我才不跟你回家去呢﹗」 

大家哄然大笑，爆出掌聲。 

 

晚飯後，有說不盡的笑話、唱不完的歌，賓主們起舞，好不歡樂。一邊，

許建金聽到他手機發出音樂，馬上對陳愛麗說聲「抱歉﹗」就躲到一邊去了。 

過了一會，許建金回來說﹕ 

「對不起，愛麗﹗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只是我不能呆下來。我爹說他們董

事要馬上在電話裡商量一件事，我得回去張羅一下。」 

「謝謝你能來，又幫我搬家....」 

「哦，你還有東西在我的車上，來，我幫你搬進屋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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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會兒，陳愛麗回來，見到她爸在跟小叔啜著馬丁尼聊天。幾個洋人圍

過來，陳寶樹馬上歡迎他的老顧客，跟他們扯東談西。寶樹興趣來了，隨著卡拉

ＯＫ的音樂唱到﹕ 

 

(音樂１﹕《Showman’s Solo》－２） 

 
現在去投資中國是樣樣好。 

光說上海，觀光飯店數不到十家，房地產還沒人去炒作。 

許國壽，我的投資夥伴，看準了機會，要我跟他去上海看看， 

我們一下就決定了，幾個投資項目﹖三個﹗ 

 

他的哥兒們都在歡呼.... 

 

另一邊，幾位太太逗著陳愛麗說﹕  

「愛麗呀，你的皮膚真好，告訴阿姨你是怎麼保養的﹖」 

「年青人皮膚就是好，愛麗哪要去保養什麼﹖」  

「你們看，愛麗一襲初夏時裝，多美﹗你在那裡買的﹖」 

陳愛麗笑著說﹕ 

「都是媽買的。」 

「我作了女兒的模特兒。」  

貝莉望著女兒得意地說﹕ 

「她忙，害得我不停地為她買衣服。買了試，試了不行，又換，忙個不

停.... 為了女兒好，陳寶樹是毫無止境地要他女兒趕時髦，這下就忙壞了我這

做娘的。」 

陳寶樹在一邊得意地看著她們母女。愛麗皮包裡的手機響了，她忙去接:

  

「Ｈi，吳杰.... 我知道準是你。」愛麗興奮地接著說﹕ 

「來嘛，來吃宵夜嘛.... 有什麼關係.... 你就在山下﹖去賞月﹖好主意，

我馬上來.... 」 

愛麗跟她媽耳語幾句，就找機會離開了。 

 

過了一陣，陳寶樹家的賓客散得差不多了，卡拉ＯＫ的音樂還在放。貝莉

見寶樹跟樹德還在喝酒，就湊過去說﹕  

「老公，還在喝酒啊﹖」 

「貝莉，我們正在談女兒的事....唉，女兒到哪裡去了﹖」 

「不曉得，剛剛她說有個同學找她，就開了我的車下山了。」 

「會不會是跟許建金還有話要說，你看他們一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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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呀，建金蠻奉承她的，有人還叫他們金童玉女呢,我相信他們快

了....」 

「快了﹖你是說我們女兒快要嫁人了﹖我從沒有想過把女兒嫁掉....」 

「哦，你想女兒有個好男朋友，又捨不得把她嫁出去。哪有這麼便宜的

事﹖」 

「便宜事兒﹖你說，貝莉，你說，不便宜要花多少錢﹖」 

「你是知道的，建金是商學院畢業的﹔我們愛麗會在藝術品交易這一行上

大有作為的。他們倆不是順理成章的一對嗎﹖何況，愛麗在許府是他們的生力軍，

沒有人會虧待她的。」薛貝莉越說越得意了。 

「我只是捨不得女兒....」陳寶樹感傷地說: 

「我還耽心，辦這門婚事得化不少錢。」寶樹越說越傷感。 

薛貝莉自我安慰地說﹕   

「唉，我們女兒現在八字一撇都還沒有，耽心什麼﹖休息了吧﹖」 

三人同意，今晚耽心也沒有用。 

 

 

第一幕 第二景 

 

在月光下，愛麗老遠看見吳杰跨在摩托車上等著，好個挺拔的吳杰﹗她停

了車走過去說﹕ 

「久等了。」  

吳杰高興地說﹕ 

「你看，今晚的月色好美﹗」 

他等陳愛麗跨上了後座坐好，二人飛馳他去。 

摩托車在山路上急馳著，陳愛麗有點耽心，不知這車能不能爬山，吳杰顯

然不耽心。沒一會，他們到了山頂，吳杰轉到一個空曠的地方停下來。他們眺望

了一陣，吳杰說﹕ 

「愛麗，你看，那山下萬家燈火的地方就是聖克儒，再往西就是太平洋

了。」 

「啊，那些萬家燈火跟太平洋比，好渺小哦﹗」 

「海的另一邊，很遙遠﹔可是，那是我們祖宗發跡的地方，也是我們浩瀚

文學的發源地。」 

愛麗看著月光下的大海說﹕ 

「吳杰，唱一首賞月的歌如何﹖」 

「唱歌﹖還不如讓我唸一首詩給你聽。愛麗，我剛來美國的時候很想家，

就寫了這首『月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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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曲』....」 

「我要聽﹗」 

吳杰稍作沉吟就開口了﹕ 

 

（音樂３－１  《月下狂想曲》－１） 

 
大海呀，大海 

對岸是我生長的地方。 

月光呀，月光 

多少詩人在吟唱﹖ 

 

東風起，浪不靜 

我想乘風歸故里。 

沒有酒，空感傷  

遊子尋船空著急。 

 

「哇，吳杰，你是學機械的，什麼時候學會吟詩誦詞的﹖」 

「別忘了，我是北大畢業的，我在北大詩社還跟文學院的作過詩。倒是你，

這位ＡＢＣ，怎麼會欣賞中國詩的﹖」 

「別忘了，我唸『中國藝術鑒賞』的時候還得背幾首唐詩。不相信，我還

會跟你和詩，如何﹖」 

「請吧....」 

 

（音樂３－２  《月下狂想曲》－２） 

 
大海呀，大海 

這兒是我生長的地方。 

月光呀，月光 

月下多少詩人在懷鄉﹖ 

和風吹，柔波起 

良辰美景意蜜蜜。 

嘆古今，論東西 

月光朦朦好詩意。 

 

「好呀，今晚我們可以通宵作詩了﹗」 

吳杰興奮地提議，但他突然問﹕ 

「哦，今天星期幾﹖是星期六，對吧﹖不成，對不起愛麗，今晚不成。我

答應了我父親，每星期六跟他通電話。我得十點鐘回家打電話給他。我很掃興，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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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位難得的孝子嘛﹗」 

「愛麗，你知道，我從小喪母，我父親是我的嚴父兼慈母﹔現在，跟他打

電話是我唯一能讓他高興的事。愛麗，我跟你賠不是。」 

「我沒有生氣呀。吳杰，今晚打了電話別忘記吃顆安眠藥再睡覺哦....」 

 

 

第二幕 好多的矛盾! 

 

 

第二幕 第一景 

 

地點﹕ 陳寶樹家的陽台 

 

陳寶樹一早起來看著工人拆去大帳篷，又盯著工人拆掉地板把草坪回原。

一切滿意了，他才端了咖啡和早點準備在陽台上坐下。正好愛麗經過，她笑著

說﹕ 

「爸爸早﹗」 

「乖女兒，要不要來跟爸爸一起吃早點呀﹖」 

陳寶樹 一邊為女兒倒咖啡，一邊問她昨晚玩得高興嗎﹖女兒笑著點頭，

陳寶樹興奮地說﹕ 

「女兒，你是知道的，你爸媽來美國的時候，每人只有兩隻箱子。現在我

們有產有業，尤其是，我們的漂亮女兒是ＵＣ伯克來的榮譽畢業生﹗你真為爸媽

爭光，我們引以為榮﹗」 

陳寶樹的臉，笑開來像朵盛開的南瓜花﹗愛麗也跟著興奮地說﹕ 

「爸，你是福星，做女兒的也跟著好命﹗」 

陳寶樹聽了高興得不得了，伸出他厚實的手不停地抓著女兒的手搖著。他

問﹕ 

「你的護照辦好了吧﹖」愛麗點點頭。 

「你第一站去法國﹖」愛麗又點點頭，接著說﹕ 

「爸，我想等我跟巴黎盧浮宮談定了再買飛機票。」 

「好女兒，有打算﹗不過，別耽心，爸爸一定全力支持你成家立業。將來

爸爸這三家餐館的資產也都聽你調派。」 

「爸－－」 

「誰叫你是我陳寶樹的女兒呢﹖」 

愛麗不要她爸再講傻話，就說﹕ 

「爸，我要學你們，我也要白手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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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兒﹗有很多人情世故是要花錢的，這些你還不明白。爸爸跟你說這

些就是要你心裡有個底。」 

又談了一會兒，愛麗說她得去福利蒙，陳寶樹也說他得去公司看看，父女

倆就分別上路了。  

 

 

第二幕 第二景 

 

地點﹕ 福利蒙菜市門口 

 

陳愛麗一面開車一面回味她爸的話。她爸保證﹕一定全力支持她成家立業，

什麼意思﹖難道做女兒的大學一畢業就得準備嫁出去了﹖ 

「早啊，愛麗﹗」 

是吳杰，陳愛麗發現她已經在福利蒙菜市門口等了十幾分鐘。 

「對不起，愛麗，我又遲到了。不過，請你看看我剛裝好的機車引擎，是

我設計的。它用植物油作燃料，馬力還特別大。」 

「哇，用植物油作燃料。你的機車引擎一定會暢銷，尤其是在能源危急的

時候，對吧﹖」 

「這是我的希望....」  

說著，吳杰背包裡的手機響了。他忙把手機拿出來一看，很失望地告訴陳

愛麗說﹕ 

「這不是我父親打來的。我已經三個星期沒有找到我父親了，不知道出了

什麼事﹖我想我得回去看看....」 

「那你的論文怎麼寫啊﹖」 

「這就是個問題....」 

「所以，你又是一晚沒有合眼﹖」 

吳杰沒有答話，也不否認，只說﹕ 

「我知道我什麼時候可以睡著，只是現在不行，別耽心。」 

「哦，你父親不是一個人住在『中科院』的宿舍嗎﹖他總有個鄰居吧﹖你

何不找他的鄰居去看看﹖要是這條路走不通你再回去也行呀。」 

「對，我怎麼這麼傻呀﹖我應該早想到這辦法的呀﹗」 

「我們的準博士不會是傻子，只是你被親情所困而已。」 

「愛麗，在我『被親情所困』的時候，只有你總會好心地把我點醒。」 

「謝謝誇獎﹗好了，你可以回去睡覺了，明天還得起早去找你的父親。」 

「睡覺﹖大好時光睡覺幹什么﹖我們可以去聖克儒海邊，我們好久沒有去

放帆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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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倒是。」 

陳愛麗想起跟吳杰在ＵＣ伯克來學駕帆船的日子，今天去海邊是再好不過

了。說著二人上了她的車，直奔聖克儒海邊。 

 

 

第二幕 第三景 

 

地點﹕ 陳寶樹 家的陽台 

 

薛貝莉抱著大包小包地回家，見到陳寶樹一人坐在陽台翻弄報紙。 

「寶樹，你今天怎麼這麼早就回家了﹖」 

陳寶樹 沒有搭腔，只是翻報紙.... 

「女兒會出嫁，捨不得了﹖」 

「想到嫁女兒要籌錢，我今天只露個風聲給那些菜販子，那些人馬上起了

勁，好像天上掉下來一塊大肥肉似的....」  

「有這樣的人﹖」 

「貝莉，你看看，當年我們跑堂、做菜販子，一個一個錢地省下來，才開

始有了自己的館子。」 

「你捨不得賣餐館了﹖你不是為女兒做牛做馬都願意嗎﹖」 

陳寶樹 突地裂開嘴得意地說﹕ 

「誰叫愛麗是我陳寶樹的女兒嘛﹖好，就這一次，下不為例。」 

「你忘記陳愛麗是我們的獨生女了﹖」 

「要再來個女兒就讓他們私奔算了。」 

「虧得你說這話....」 

 

 

第二幕 第四景 

 

地點﹕ 聖克儒海灣 （音樂４  《船歌》）      

 

吳杰和陳愛麗讓小帆船在內灣裡漂盪著。一會兒，風來了，陳愛麗和吳杰

扯起白帆，吳杰興奮地迎風高歌﹕ 

 
 唉－姑娘呀，我們張起船帆－- 

  船兒呀乘風疾馳吧 

  載我們到那遙遠的地方。 

 唉－遠望哪，我帶你去海天交會的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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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個無盡的寶地 

  是祖先征服自然的福地。 

 我要你見到一個居中的國度 

  我要告訴你她載著千古的歷史 

  期望吧，我們會用愛心來期望。 

 姑娘呀，我們乘著溫暖的陽光－- 

  在藍天大海裡抱著無窮的期望﹗ 

  我們要跟千里萬古來的朋友融匯在一起。 

  

陳愛麗用心地聽吳杰高歌，他唱完了陳愛麗親他，還跟著哼他的曲調。吳

杰坐在她身邊，摟著她，舒服地打起哈欠，一會兒就在她懷裡睡著了....  

陳愛麗不忍心驚醒吳杰，徑自把船往回駕駛。她約略認識這灣內的地貌，

看著太陽，她相信可以把船駕回去。可是，她不知道該回到哪個船塢，於是她每

個船塢都去試，耐心地尋。但仍是找不到，她開始有點慌了.... 

吳杰悠自醒來，正想一把把愛麗拽到懷裡，只見她面帶驚惶地說﹕ 

「吳杰，我找不到我們的碼頭。」 

「就前面那個十二號碼頭....」 

吳杰接過舵來用心地轉了幾個彎，就駛進了十二號碼頭。愛麗斜依著吳杰，

在他臉上猛親了一下。吳杰滿足地一笑，興奮地摟著陳愛麗說﹕ 

「唉-姑娘呀，嫁給我吧﹗」 

「你在說什麼﹖」 

「嫁給我吧，愛麗﹗是你讓我發現我還能愛人。」 

愛麗驚喜地看著他… 

「你是我的愛，我知道你願意接受我的愛。嫁給我吧﹗你看這美麗的大海

和晴天，正是良辰美景，正好是我們合力找到方向的時候...」 

陳愛麗用食指壓著吳杰的嘴脣說﹕ 

「別急﹗」 

愛麗親親吳杰說﹕ 

「別讓我在海上驚魂未定的時候跟你談終身大事，等你找到你父親我們再

說。或許，或許我們來個私定終身...」 

「你答應了﹖」 

 

 

第二幕 第五景 

 

地點﹕ 陳寶樹 家的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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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陳愛麗回到家已經快到黃昏了，她還沒有跟她爸媽說話就聽到她的

手機在響。 

愛麗馬上走到陽台。果然是吳杰，她還來不及叫他，只聽到吳杰興奮地

說﹕ 

「愛麗，我知道我父親的下落了﹗」 

「有這麼快呀﹖」 

「我父親的鄰居說的﹕我父親在受訓....」 

「哦﹖你不能跟你父親直接通話嗎﹖」 

「沒有辦法，這事有點神秘。不過，總比找不到我父親好....」 

突地，陳寶樹 拿著一瓶防晒油給陳愛麗說﹕ 

「女兒，你去海邊了﹖趕快搽些，保護你的皮膚。」 

陳愛麗跟吳杰說﹕ 

「你等一下....」 

吳杰馬上回答﹕  

「你晚上再跟我打電話，好嗎﹖」 

陳愛麗望著她爸爸說: 

「謝謝爸-﹗」 

吳杰的電話已經斷了。 

「大小姐，你們去哪裡了﹖」 

「聖克儒海邊。」 

「快來吃晚飯，你媽做了好吃的在等你。」 

 

 

第二幕 第六景 

 

地點﹕吳杰的公寓 

 

三天後，陳愛麗接到吳杰的電話，說是有個驚喜在他的公寓裡等她。她放

下一切就要出去，薛貝莉在後面追問﹕ 

「女兒，你的羅密歐在叫你呀﹖」 

「Bye，Mom﹗晚上我不回來吃晚飯了﹗」 

「唉，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的羅密歐是誰呀﹖」 

「你不認得....」 

沒說清楚就飛車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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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到了吳杰的公寓就聽到有人在裡面說話，她聽到一位長者在臥室裡面

說﹕ 

 

（音樂５  《傷心路》）      

 
....你媽怎麼死的﹖我現在實話告訴你。她並沒有生病，只是跟美國通了信。紅

衛兵扯她去遊街，羞辱打罰無止休。我那時，成天做科研，有家回不得。我聽說

你媽被逼死，寫了報告反被批。害得你被打進黑五類，中學讀不完，大學進不

去... 

 

陳愛麗聽到吳杰在咳嗽，他爸又說﹕ 

 
小杰，快別哭﹗這些話不該告訴你，我只是憋不住。今天能來像夢遊，我要見你

準媳婦。 

 

過了幾分鐘，吳杰從裡面出來，面色凝重。他一見到陳愛麗就高興起來

說﹕ 

「相不相信，我父親過去三個星期是在講習班，他們在加強英語。今早我

父親從機場一個電話打來，可把我嚇了一跳。」 

陳愛麗天真地笑著說: 

「你現在可以安心了﹖」 

「當然....」 

話說了一半，只見一位莊嚴的白髮老先生出來。吳杰馬上為老先生介紹﹕ 

「父親，這就是陳愛麗。」 

老先生伸出手來跟陳愛麗握手，還用普通話根據西方習俗問﹕  

「陳小姐，很高興見到您，您府上是哪兒人﹖」 

「吳伯伯﹗我爸爸說我們老家在漢口，所以，我是『湖北人』」陳愛麗用

湖北口音回答。 

「姑娘娃會說『湖北話』﹖我們是湖南人。」 

吳杰怕他父親像查戶口一樣地問下去，就請他們坐。哪知老先生又是一個

問題﹕ 

「陳小姐，我要找一個人，他就住在加利福尼亞州。你們家在這兒呆得久，

認識的人多，有沒有法子幫我打聽一下﹖」 

「父親，加州的中國人恐怕不止有一百萬。要找人，多難呀﹖」 

「沒有關係，吳伯伯，我爸爸常幫朋友找人。這人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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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 第七景 

  

地點﹕ 陳寶樹 家的陽台  

 

沒過幾分鐘，陳愛麗像負了使命似地開車回家。一開上她家的山坡，看見

許建金的車，她略遲疑一下，決定去找許建金打聽這人。只聽到她爸爸在說﹕ 

「....你們年青人啊，能到處跑跑總是好....唉，你回來了，女兒﹗你們

聊聊吧....」 

陳寶樹見到女兒回來就想讓她跟許建金談話，但是聽到女兒在說﹕ 

「爸，等一下﹗有位老先生要我幫他找一位姓許的....」 

陳愛麗看著許建金，只聽到她爸爸說﹕ 

「加州這麼大，怎麼找一位姓許的﹖哦，不對，你知道他名字叫什麼﹖」 

「國壽。」 

「啊，我爸爸就叫許國壽呀﹗」 

「真的﹖」陳愛麗不敢相信地問。 

「哦－我跟你的爸爸談生意，只知道他是 Gordon許，從來沒有問過他的中

文名字。哈哈哈﹗」 

「許建金，你的爸爸是不是五十五歲左右﹖你爸爸很可能是我另外一個朋

友，吳杰，的舅舅。」 

「吳杰，為什麼我聽過這名字﹖」 

「我們都是ＵＣ伯克來帆船隊的中國人嘛。」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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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兼具   深情綿邈 

 - 讀張鳳新著《哈佛問學錄〜與哈佛大學教授對話30年》 
倪金華1 

 

一 

台灣旅美作家張鳳，祖籍浙江，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美國密歇根

州立大學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任職哈佛燕京圖書館編目組25年，是北美華文作

家協會秘書長。張鳳熱心關懷海外華文社團，組織並主持文學演講會，還應邀在

台灣、大陸亞歐演講。她致力於研究當代文學和文化史，勤於創作散文、小說和

報告文學，作品分別在兩岸三地報刊發表。已先後出版《哈佛心影錄》（繁、簡

兩種版本）、《哈佛哈佛》、《域外著名華文女作家散文自選集——哈佛採微》、

《哈佛緣》、《一頭栽進哈佛》 《哈佛問學錄~與哈佛大學教授對話30年》等多

部作品集。 

 

張鳳在文章中談及自己在美國寫作的情況，為了重拾那魂牽夢縈、糾葛重重的文

字舊愛”，寄託她對親人師友家國的滿懷心念”，她經常在一燈熒熒的深夜或破

曉寫作，“在這孤絕的歲月，面對悠悠天地，愴然中多少宣洩了洶湧的感性，也

漸能殷勤四季，將智識的結晶公之於世。”的確，張鳳那富有感性的文筆，不僅

描述自我生命的斷面，而且探索漂泊海外的學子們的心靈，贏得歐洲作協會長趙

淑俠、名教授杜維明、夏志清、王德威、孫康宜、名作家白先勇等人的讚賞，喚

起了人們心靈的共鳴，引起了海內外華人的熱烈反響。 

 

張鳳新著《哈佛問學錄~與哈佛大學教授對話30年》共收30多篇，其中多篇是她

為當代文化名家作傳，特別是她描寫王德威、孫康宜等位旅外華裔學者的文章，

真實地展現了當代海外華人的精神風貌。她崇敬在海外經過艱苦拼搏的成功華人，

在她的文章裡，她表現一個成功的生命在異域的崛起，揭示那一串美麗人生夢想

的實現。她心思靈巧、文筆細膩，以自己觀察生活與描寫生活的獨特方式，寫出

她筆下人物的悲歡離合，寫出人性的真善美。她善於將個人的命運提升到歷史的

                                           
1 倪金華是華僑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文學理論、台港文學研究，主講《文學概論》《台港散文研究》《周作

人研究》《中國現代散文理論》等課程。代表著作有《台港散文新觀察》《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等。承擔省級課

題《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原文於2015年刊登在半壁江中文論壇（中）和東西方論壇（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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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予以認識，以文學的筆觸，為歷史補白，顯示出文學與歷史的雙重魅力。張

鳳的文章也展現出她自我生命在不同時期的橫斷面，文中誠摯地側記了她人生途

中心悅的點滴感受，呈現出濃厚的文化色彩和生命色彩，瀰漫著濃重的滄桑感，

總是顯得深情綿邈，感人至深。 

 

二 

張鳳注重在整體人生的層次上關注人的命運，思考人的價值和人的自身能力的實

現，立足於可以經驗地觀察到的個人及其現實活動，寫出海外華人在異域空間的

生存和發展，展示人物的命運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張鳳筆下主要的人物形象體系，

是海外華裔學者。她對於人物性格的描繪，達到了對於海外知識分子命運的深層

次的藝術概括，達到了對於時代本質的某種揭示。 

 

在五、六十年代赴美留學的熱潮中，有一大批台灣青年移居美國，他們生活在一

個陌生的異域環境中，經歷了孤獨寂寞與幻滅飄零，對於故土的懷戀和文化鄉愁

深植於他們的心中。由於處於歷史的夾縫、文化的夾縫、時代的夾縫、政治的夾

縫之間，他們中有的消沉了，他們中也多事業成功者，數十年的異域生活，他們

大都經歷了坎坷曲折的人生歷程。與他們有著類似經歷、同樣身處異域的張鳳，

用她的散文書寫，致力於描繪這樣一個海外學者的形象體系，去表現她對於這個

階層人們思想、情緒與命運的極大興趣與關注，創造了屬於她自己的完整而豐滿

的人物形象體系，從而表現了她強烈的愛國愛家的思想感情傾向。 

 

張鳳是個創作態度嚴肅而又具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作家。她的文筆不

帶政治偏見，她注意尋找那些足以凝聚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典型人物，或以其

學問的成功獲得人們的敬佩，或以其道德和情操的高尚贏得人們的讚賞。她筆下

的學者，不僅是個體的存在，而且更是民族的優秀代表，是人們產生認同意識的

對象與楷模，從這些文化精英群體中，人們也可以感受到張鳳對於現代“理想人

格”的認同與建構。 

 

張鳳筆下所描寫的海外華裔教授，有20多位男性和7位女性，他們從一個重要側

面展示了海外華人精英的形象特徵，顯示出文化精英感召社會成員的人格魅力。

他們分別是榮膺美國國家科學院、同時也是中研院院士、國際考古人類學家張光

直教授；哈佛首位華裔女教授獲得哈佛女校雷克利夫頒發的傑出成就獎、當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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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人文組第一位女院士的音樂與演唱藝術史家趙如蘭教授；當選加拿大皇家學

會院士、在華夏及歐美影響力無遠弗屆的詩詞學家葉嘉瑩教授；作為華人女性名

漢學家的第一位、出掌耶魯東亞系系主任、人文科學院院士孫康宜講座教授；首

任華裔燕京學社社長及哈佛東亞系系主任、著名的儒學講座杜維明教授；曾經兼

任哈佛族裔委員會主席的城市現代性專家自謙不已的李歐梵教授；被譽為“中西

合璧難得奇才”的普林斯頓大學“大才子”的高友工教授；首開哈佛中國現代文

學視野跨文化的王德威講座教授,暨哈佛多位理科著名華裔教授以及多位諾貝爾

獎得主或提名教授。尤其著名的海外華人學者，置身於西方文化潮流的強烈衝擊

之下，每個人都走過相當艱難曲折的人生歷程，取得了事業的成功與輝煌，他們

在國際人文學界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們的人生經歷，都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生活的

印痕，沒有卑微、奴相、恭順和奉承，而是表現出中國人奮鬥、刻苦、勇敢和正

義的可貴，給我們以極有價值的啟迪，令人深深難忘。 

 

此外，張鳳還不辭辛勞，追尋張愛玲在美國期間的生活片斷，展示張愛玲與哈佛

大學及學者的一段鮮為人知的關係，可作為張愛玲傳記的補白。 

 

張鳳不僅以一種永恆的真誠，去探索成功者的心靈，而且還滿懷深情地描寫了她

和這些哈佛學人的友情交往，人物個性躍然紙上，從中我們也看到了作者自己那

多情柔婉的形象。張鳳感恩刻苦勤奮白手起家的公婆，還有在哈佛獨當一面、主

持聞名的核磁共振實驗室和貴重儀器中心的夫婿黃紹光博士，以及當年曾經影響

過她的無數良師益友。他們構成了作者筆下的一個形象世界。雖然只是生活片段

的描寫和追憶，心靈深處的勾沉和白描，也使我們感受到作者豐富的感情世界中，

影響著她的生命經歷的那些可親可敬的師友形象。我們閱讀張鳳的文字，就彷佛

進入到她的感情世界，接觸到她的生活與思想，感受到她的喜樂與憂鬱、熱情與

柔美。 

 

三 

張鳳的專業是歷史，目前又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編目組工作，這都為她的當代文化

與文學人物的思想史的寫作帶來重要的影響。歷史，意味著一種穿越，它穿越過

去、現在與未來。而求真，則成為一個歷史學家學識、勇氣、人格和責任的檢驗。

張鳳的當代文化人物傳記思想所反映的社會生活與時代背景，是中華民族經歷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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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海峽兩岸由隔絕到交往以來的一段歷史，展現

了這段現代史背景中的海外華裔學子，追求事業成功，建立幸福家庭的人生歷程。 

 

張鳳善於選擇人物的典型片斷，以省儉的筆墨，勾劃出人物的神貌。有的重在從

時序演進上對傳主生平思想發展有所描述，有的則重在評價傳主的學術成就和影

響，突出了傳主的科研成就與地位。在時間的經線穿引下，追尋傳主的家學淵源，

勾勒傳主的生平經歷，對傳主的專業成就給予介紹點評，給讀者一個較為完整、

系統的印象。 

 

張鳳所介紹的海外著名教授，都是成就突出，馳名於國際學術界，不僅在華人圈

子裡更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深遠的，這就使得這些人物傳記成為頗有漢學歷史價值

的學術性評傳。由於作者對於傳主學術成就的了解與材料掌握相當充分，對於傳

主的學術特點和貢獻加以詳細的闡發，幫助讀者從更完整、更豐富的意義上接近

和認識了傳主的個性風格、貢獻與價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張鳳的當代文化名

人傳記寫作真是功德無量。 

 

張鳳的寫作用語有分寸，筆鋒常帶感情。她不是停留在給筆下的人物戴上一頂頂

空泛的桂冠，而是結合時代社會，通過縱觀和橫覽，對傳主一生的事業成就作出

綜合分析評價。經過一番苦心孤詣的資料收尋和採訪，再進行推敲琢磨的工夫，

對傳主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關係，傳主的個人素質、人生道路對其從事的事業究竟

發生怎樣的影響等等，有較完整、系統的把握和較為準確、突出的評析，捕捉到

傳主人格思想品德的許多閃光處，顯示出獨特的選材與描寫角度。 

 

張鳳筆下的人物顯得有血有肉、形象豐滿而又真實可信，這是與她注意開掘生活

的深度和廣度分不開的。她交代傳主的家學淵源，敘寫他們的事業與家庭，突出

他們的愛國心民族情。例如張光直教授，是台灣著名現代小說家張我軍的兒子，

文中寫到他以考古人類學為志願的緣由，寫到他的太太和孩子的情況，特別寫到

他探尋台灣史和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以自己的科學考察成就回報祖國的情景，讓

我們對淵默沉潛、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總是虛懷若谷地指引後進的張光直教授

產生一種由衷的敬意。此外如：藹然可親的趙如蘭教授，夫妻倆鶼鰈情深，“是

一位永遠前瞻的求進者”。一向以“主誠和認真”為特點的葉嘉瑩教授，歷經憂

患劫難，東西合壁，影響滿天下桃李，孜孜勤奮，燭照大家。孫康宜教授歷經梗



 e-通訊 第28期 2016年3月 第 27 頁

斷蓬飄的人生苦境，在丈夫的支持下，苦盡甘來終獲成功，是一位“謙和柔美而

又愛才”的女性學者形象。還有“為如何再鑄民族魂尋求答案”的杜維明教授、 

“待人隨和得體輕鬆不羈”的李歐梵教授、“恂恂溫厚”、“瀟灑自如”的台益

堅教授等，字裡行間流露出作家對這些傑出學者的敬重與摯愛。讀者閱讀作品，

就如在接觸傳主生活、靈魂與思想，也可一窺哈佛這座聞名遐邇的學術聖殿的神

貌。 

 

張鳳作品的成功之處，還在於它給人以歷史感、文化感、民族性，表現出中國人

勤勞、聰明、勇敢和吃苦耐勞的優秀品質。她常常把自己筆下的人物，放在一個

世界的範圍和歷史時空中，來比較、審視其發展和位置，注意到傳主與同時代華

人學者在思想文化藝術上的互相影響滲透，生動地刻劃了協力使哈佛成為“人和”

勝境的一批求道者的學思歷程，有不少重要的發現和令人高興的收穫，顯示出清

醒自覺可貴的民族意識。她使讀者的視野更加開闊，去關注海外老一代成功的學

者，他們的艱辛與奮鬥歷程，為他們的成功而高興，為他們的坎坷歷程而深表同

情。這些成功的海外學者形象，通過作家個人心弦的撥動，傳達了時代精神的音

律，打著時代生活影響的印痕。作為一位中國人，一位有眼力、有責任心的作家，

張鳳在歷史與文學的交叉地帶辛勤耕耘，表現了一個獨具慧眼的作家的氣魄與創

見。 

 

四 

哈佛大學是舉世聞名的學術重鎮之一，張鳳《哈佛問學錄》中所描寫的人物都是

學貫中西富有創造精神的文化精英，他們在學術上所進行的探索和建樹，不管是

做學問的方法或是他們的學術觀點，都能給讀者以非常重要的教益和啟迪。比如： 

“一懷孤月映清流”的漢學名師楊聯陞教授,在中國史的相關研究領域做出了許

多開創性貢獻,他的研究工作“常常以一點重心、一個文化的側面問題，從古到

今全面來看。” 

 

“為往聖繼絕學，致力於儒學現代化轉化”的杜維明教授對於“知識分子”的定

義很有現實意義。他“認為當把intellectual意譯為智識分子，以智慧與見識來定義

的智識分子，應該能站在自我意識較高的立場，能縱觀大局，關切家國天下大事，

在歷史和文化智慧的導引下，不喪失高瞻遠矚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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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被認為是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繼夏志清、李歐梵之後的第三代領軍人

物，張鳳詳細地介紹了他的學術理論創見和研究特點，肯定他在跨文化平台上所

作出的獨樹一幟的貢獻。 

 

從文化維度來看，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革，通常離不開一批思想文化精英們的

貢獻和啟示，他們的精神財富是推動新文明發展的文化動因。張鳳對於哈佛文化

名人的追踪探源與對話，以學術思想為論介重點，是知識的追求，真理的辯證，

給人以重要的思想文化啟迪。 

 

張鳳是一位多情的作家。她在描寫華裔學者形象時，是懷著誠摯的敬意與感情的。

她那描繪自我感情生活的片斷，更顯得柔美婉約、深情綿邈。她熱愛大自然，熱

愛師友。以她那真情流露的感性筆觸，兼及她在異域生活的感受體驗，她文筆善

寫景，善言情。寫景，則設色巧妙，動靜結合，構成迷人的意境；言情，則托意

寄懷，情長旨遙，顯示獨特的情采和韻味。 

 

張鳳對哈佛有著很深的依戀之情，她不僅描寫與哈佛有關的著華人學者，還常常

帶著許多朋友，以“朝聖”的心情來參拜這座清雅宜人的知識的殿堂，都是她真

情流注的感懷之作，情採並茂，纏綿繾綣，呈現出柔潤多情、語意委婉的散文風

格。 

 

張鳳曾在她文字中寫出：“能在人生自然的山光水色當中，尋索出一條心靈的河

流，那麼縱處繁華塵世，精神不怕不睿智，生命也不怕不能昇華。”的確，這是

她的肺腑之言，也是她的人生經驗的總結。我們衷心地期盼她以睿智的精神，文

史兼具的筆觸，描繪出更多的海外華人的成功者形象，展示她生命中多姿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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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城半世記雜記 
 

蔣宗壬 
 

家庭瑣事 
搬到波士頓來僅二個月在我還沒有將保險單填寫好，我們住的公寓就被人開門進
入將值錢的東西偷竊一空，連文山的撲滿都偷走了。實在是因為一來美國就住在
黑堡那樣門不閉戶的城市不知大城市的盜竊之兇。其實損失的價值不是很大、但
幾件有紀念性的東西卻無法以金錢恆量。另一件使我們煩心的事是替文山找姆母，
幾經折騰才找到一位有愛心的姆母。即使在第二年我們搬到桑末渭爾仍然送文山
去奧斯登這位女士家。原以為一、二年美芳拿到博士學位就可以到巴爾持摩的公
司做事，但美芳改寫論文沒能二年畢業，巴爾特摩的公司不能再等我﹔只好留在
波士頓，轉眼己五十年了。 
 
剛到波士頓的頭幾年除了上班就是讀書，偶爾在週末與一些老友或美芳的中國同
學一起去遠足，爬山、看楓葉、聚餐、甚少參與社區活動。由於負擔重，除了在
公司上班，也到東北大學成人班教二門課、有時也替一些小公司做些房地產的規
劃等小工作掙些外快。頭幾年我們從沒有正式渡假。孩子小沒有關係、但當文山
上小學三年級時就問我們為什麼不到別的地方旅遊？那時我們剛搬到西鎮，麻州

有錢的小鎮，他的學校非常好﹔文山的同學們都是春假或夏季出外遊覽，為了
不讓孩子在同學談天中無法談到旅遊，我每年總在水資源工程協會或土木工程協
會的年會上發表文章或給個短課之類的演講﹔這樣所有一週的開支、旅費都由公
司支付包括配偶開支（這是W & H的福利之一）；我們僅需要付二個孩子的機票
費用而己。這樣至到八二年我們的經濟情況大為好轉而止。 
 
在一九六七到一九七四那幾年我們經濟拮据，生活圈小、但過得很愉快，每天都
很忙。我忙於工作，教課、掙錢。妻忙讀書寫論文，她剛上班時忙工作還要接送
孩子﹔家事則誰有空了誰做。我們有二部汽車、好點的福特車美芳開。我買了一
部二手車，一直開到底板可以看到公路超過二十萬哩才送去處理掉。好在那時的
汽車大部份的毛病我自已能修，所以開老爺車問題不大。有次我車子停在公共汽
車的停車場，下班回來，下了公共汽車卻無法將汽車發動，因為天冷而修車工具
在家中，只好在大雪中步行三哩多路回家拿工具再走回停車處將車子修好開回家。
如果是現在、早就要汽車公司的修理部來負責。 
 
我的二個孩子在小的時侯我很少教導他們。由於我的負擔重，全力做事掙錢﹔孩
子的教導全是美芳負責、尤其長子文山。他像他母親一樣要強，什麼都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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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他在學校考試時數學孝了個九十多分，全班第二，回來氣得將窗子的玻璃打
破。我將窗子修好也沒有說他，只是開始教他打藍球。因為他那時不高，打籃球
一定吃虧，由此使他知道＂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不是一個人什麼都能比別人
好的。這樣教他能接受失敗、挫折。孩子們能有今日的成就，他們的母親居功第
一。我負責教孩子騎自行車，打球。老二文元開始學騎自行車不久，就因車子放
在車房地下，被美芳開車壓壞了。我那時很忙又因沒有工具一直沒修，也沒再買
一部，到現在文元還報怨他母親壓壞自行車，所以他不會騎車。其實他只是沒有
自信，小時候他己學得差不多了，只要買部自行車騎幾次就該行了。偶而也同他
們談及做人的道理，諸如做什麼事都需替別人設想、顧及並尊重他人，這是為人

基本的修養﹔譬如不講不雅的口頭禪，不亂丟垃圾，吐啖等。與人相處時良好
的習慣才能顯示出個人的修養與家教。有些教養是看不見的，它與窮富無關、與
個人的學問關係也不大，而是一種＂慎獨＂或＂紳士＂文化。中國人所謂的＂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身教與機會教育是 有成果的教孩子們的方法。但每當我
同孩子們談到我小時候逃難的痛苦時，他們就會說＂時代改變了＂不願再談下
去﹔因為他們無法想像那种苦難的情況。這也是很難將這八年中國被日本軍國主
義的迫害情況傳播下去的原因。唯有學猶太人將二戰受害情形演成電影，在新聞
界大事宣傳，在教科書上、小說、雜誌、等的教導下一代才能有用。 
 
我們有七、八家好友、皆有孩子而且孩子們的年歲差不遠、經常在一起聚會、一
起在週末或假日出外露營或聚餐。每年的聖誕節一定在我們家過、直到孩子們大
了，自己有家而止。其中有朋友換工作搬到外地偶爾還回來參加這個老友們的餐
會。 
                                                           

幾家好友郊遊及 採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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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置產 
父母於一九六八年由於政治原因被迫由台灣來美定居於加州的柏克箂市，我們貸
款買了楝在加大附近的五個臥室老房子，父母帶二個弟弟住。弟弟都在加大讀
書﹔大弟讀研究院、小弟讀大學部。到二個弟弟由加大畢業，小弟宗群去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讀博士學位，大弟宗一拿到博士學位，結婚後就搬去歐海歐州立大學
教書。父親說房子太大，母親清掃不了，想搬到公寓去住﹔我只好到加州去看房
子。花了三天看了好幾個地方都不中意、卻在回波土頓的當天上午帶父母去吃午
飯時，在一條靠近地鐵車站意外看到一楝不錯的四個二臥房的公寓在出售，問了
價錢非常合理。我在名片上寫上我的出價，告訴經記人如果賣主同意，請打電話
給我，我會再來加州辦手續，但要一個月的時間，我會立即寄上訂金。二週之後
就到加州貸款買下這楝公寓。（那時我已是W & H 的總工程師所以向銀行貸款比
較容易），再將在柏克萊的房子送上市場。柏克萊的房子賣了不到一個月，父親
來電話說公寓住不慣要再買房子。於是又去加州在公寓的附近街上找到一楝三臥
的小房子買了下來。 
 
＂愛爾所利多＂是個小城，大部份的居民皆是退休的老人。地方不錯，房價也比
柏克萊便宜。父毋在這楝房子住了近六年﹔直到父親的一位老友在自巳家門前上
台階時跌倒、將腿及手跌斷，而他的房子同我們的房子門前的台階格局一樣﹔父
親言及要換没有台階的房子。大姐剛好從紐約到加州看望父母，建議父親由後門
進出則不必上下台階。因為我們的房子坐落在二條街交接處，從上坡的街進出則
沒有台階。父親大怒說＂我一輩子沒走過後門＂，言下之意是他做人處事皆是公
正而為，從不走後門托人情，將大姐訓了一頓。（父親一輩子沒經理過錢財，因
為他從小就沒有計算家用的需要。即使在逃難時，一切都是母親照料。當年由家
鄉逃到廣西，母親不知帶了多少金戒指，每次有需要，她就拿一、二個出來換錢，

後的一個用來換藥給我的乳媽治病。）大姐立即打電話告訴我，麻煩來了，先
準備貸款而且要快。我聽到父親在說＂要他快來＂。於是乘星期五的晚間飛機到
舊金山是星期六清晨，在機場買了杯咖啡等姐姐來接。到家帶父母去吃早點後，
就同姐姐連絡好的地產商去看房子。因為父母皆不會開車、房子必須在交通方便
而且有些小店的附近。終於在星期天看好一棟三個臥室的房子、以貸款方式買下。
由於我們有房子及公寓，在同一家銀行借款很容易，當天就將手續辦妥。同時找
當年VPI的好友（也是土木系的同學），要他代找工人將內部稍為裝修好，再替
我找人搬遷。 
 
一下在加州擁有三棟房子，二楝在父母名下，因為在加州老人的物產稅要少很多，
我卻因此背債很重。那些年我每年總去看望父母三、四次，每次去大多數時間是
修理房子或整理院子﹔當然 重要是帶父母出去好好吃二餐。父親晚年特別喜愛
到不同的餐廳吃飯，尤其是一群晚輩在一起。母親則還是省吃儉用﹔買東西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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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便宜的，其實到一九八六後我們收入己很高不需那麼節省，但都沒法改變母親
的想法。每次我離開加州回波士頓總會留四、五張百元大鈔給母親，但她總是放
在樻子裹不用。前幾年父母相繼去世後，將父母名下的二揀房子賣掉，付清所有
醫療費等帳單，將餘款分成七份，兄弟姐妹各拿一份﹔做一家的長子不容易，買
產業時我一個人出錢但絕不能賣出後自巳佔有。公寓仍然保留，因為二姐仍住在
內。二姐在父母晚年住在父母附近，照顧父母是我們其他六人無法做到的。所以
這所公寓要保留到她搬走才考慮是否出售。如今貸款早己付清，租金皆存在銀行。
每過二、三年就辦個蔣家聚會，兄弟姐妹及兒孫輩一起出去玩則由這個存款支付。
父母在時，我每年至少去加州四、五次，當時坐飛機都坐煩了。現在後悔父母在
時沒有多去幾趟跟他們多聚集。如今自己已是八十老人，退休了，偶爾教孫兒女
一點中文及做人處事的道理，他們能記多少、學多少是他們自己的抉擇。五個孩
子，三女二男，都很聰敏。二個男孩都是家裹 小的孩子，媳婦生了男孩後就不
願再有孩子了，二個孫子都有點被寵壞的味道。好在他們都還聽話、跟著姐姐學
做乖孩子。 
 
                                                   參與華人社區活動 
 
                                            ～大波士頓中華文化協會~ 
 
一九七五年幫助友人進入華人社團服務。在中國城幫忙華人經濟發展協會寫計劃
書，在郊區作中華文化協會的義工。大波士頓中華文化協會是一個不談政治（中
國政治）、發楊中華文化的非營利組織。早期僅是幾家中國家庭的聯誼性組織，
七零年代發展成文化協會，辦紐頓中文學校，也舉辦許多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活動。
七七年接文協的會長職位及華經會的董事；正式全力服務中國社區。在擔任大波
士頓文化協會會長期間值得一提的幾件事是接辦世界夜的活動中代表中國人參與
世界夜的活動。以前都是台灣駐波士頓的領事館負責，但那時領事館已是不知是
否會撤館所以不再參與國際夜活動。文協被請代表中國人參與國際夜的活動。我
們文協的幹事們自己做些中國菜諸如古老肉、炸排骨、鍋貼、炒飯、麵食等放在
灘位上廉價出售，另外還請文協的會員表演中國舞蹈。文協連續參加幾年，後來
國際夜太商業化，文協才不參加。在七零年代、我們這一代大都拿到學位不久、
剛剛就業收入較少，所以文協的財務不佳，連每家每年六元的會費都不容易收。
為了替文協籌募經費，特別經友人幫忙請到一位聲樂家席慕德教授，來做一場義
務演唱會﹔由文協賣票、收入除開支外轉為文協經費。見面才知道席教授是我在
南京讀小學時的同班同學﹔三十年沒見的同學能再次相遇實令人開心。另外是成
立端午節划龍舟的慶祝活動。有次我為了替文協打知名度而參加一個文化聚會，
認識了兒童博物館的李絲麗女士。談起中華民族的節日而談到端午節划龍舟，李
女士說美國聯邦政府有經費支持文化活動。我們倆人決定以文協同兒童博物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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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舉辦端午節為由申請經費。次年拿到經費在查理士河舉辦划龍舟慶祝端午
節。之後聯邦政府的經費沒有了而由負責主辦的委員會找經費。到二零一九年就
是五十年了，這個活動仍然在波士頓舉辦。其中停了二年，我知道時正是我擔任
美洲銀行董事長時，於是由銀行捐三千元補助金再度將這項活動恢復。由這也可
以知道事在人為，負責人不想法找經費則事情就辦不成。文協主席及執行委員下
任後又在新成立的董事會擔任二年董事，之後連續做了許多年義工，直到我自己
創業才慢慢退出，但仍然經常參與文協的活動，偶爾仍當義工。那年代文協經常
參與各种文化活動、而且推出許多不同的活动：諸如看相、替孩子們寫中文名字、
剪紙，包粽子、等等。我則經常替文協寫字。 

國際夜為文協賣飯 

       文協的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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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家庭夏令營 ~ 
 
孩子們大了些，我們有多位好友都有子女，同我們孩子年歲差不多，於是幾家好
友經常在假日一起出外露營。之後又參加其他友人一起租個營地在一起渡假。主
要是那年代中國移民不多，像我們這些來美留學而又留下來的更少。孩子們上小
學或中學，全校可能只有他（她）一個東方面孔。為了讓孩子們知道這兒有很多
中國孩子，我們這些做父母的經常聚會都是為了孩子們能在一起玩。之後我們組
合成中國家庭夏令營，每年在勞動節前一週，在一個山明水秀的營地渡一週聚体
生活。這些孩子們雖沒有成為伴侶，但卻同兄弟姐妹一樣，到現在他們都己為人
父母仍然來往如親人。這就是龍營家庭夏令營。在這一週吃的食物都是三、四家
負責一天，由採購到做好及安排到開飯。一天三餐另加宵夜，飯後的清洗打掃飯
廳則由較大的孩子們負責，大人們在旁指導幫忙。不是當天負責廚房工作的家長
是不許進內幫忙的。孩子們幫忙清掃是他們自動在值日表上簽名的。這樣也教導
孩子們知道他們有享受也有義務﹔有些母親在外面看自己的孩子在洗碗，心痛地
流淚，可見我們這一代寵孩子的程度。夏令營的活動由負責活動的家長安排，許
多父母幫忙而排定的，活動很多，不同年齡的孩子有不同的活動，也有大孩子負
責帶小孩子的活動。孩子們推選他們自己的領袖。家長們有的教游泳、有的教打
球、有的帶孩子們釣魚﹔小一點的孩子則有媽媽們帶他們玩，寫字、讀書。 
 
一週結束之前我們會安排許多比賽，諸如游泳、划船、田徑、打球等。 精彩的
經常是父與子的藍球賽﹔孩子們投進得分、母親們高聲叫好，父親得分則到處開
汽水，有時太太們還罵，全是有了兒子就不要老公，不過經常是父親勝。因為我
們這一代在台灣成長時打籃球幾乎是唯一的運動。而我們這些做父親的有好幾位
當年都是校隊或工商杯球隊的選手，而且賽起球來誰也不讓。星期六晚上有惜別
晚會﹔大家參加表演。我記得有一年孩子們表演、大人們在餐館爭著付錢，大家
笑得開心極了。 
 
家庭夏令營連續了許多年，我們每隔二年就另找一個營地。麻州西部的營地我們
幾乎全去過。每年夏令營結朿前，大家公推選出次年的幹事們，由營長負責決定
營地及幹事會計劃一切活動等等。有一年因所選營長生病而副營長因報名參加的
家庭不足，決定停辦一年﹔但他卻沒想到所付場地訂金的損失遠比所差幾家的收
費要多。連續二年沒辦，我們龍營歷年聚儲的一萬四、五千的預備金全部做為場
地訂金被地主沒收。為了繼續這一個好的活動，我決定再將中國家庭夏令營重新
成立。於是開始找老營友試著成立幹事會。頭二個電話皆失敗，二位老營友皆以
孩子大了不再參加為由拒絕出來幫忙，其實那時我的孩子也大了，老大已進哈佛
大學也不要參加夏令營了，但我一心想將這個有意義的活動延續下去。繼續連絡
營友，不僅找到幹事們，也知道許多朋友願意來參加。於是由於陳志清、白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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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紹斌、談善明等願意出來當幹事，我出錢將找到的營地租下來，我們終於將停
頓二年的家庭夏令營再恢復起來。現今這個夏令營的參加者只怕不瞭解當年成立
這個活動的意義。 
 

集合照團體照之前 
 

 
中國家庭夏令營  一  龍營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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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彎區與中國城小議會, CNC ~ 
 
一九八八年波士頓市長瑞福林在中國城成立中國城議會，議員則由各人意願參選，
然後定選舉日，由當天到中國城的人民投票選出議員，再由議員在第一次會議上
選出二位共同議長。我被選為二位共同議長之一。那時市長要成立中國城小議會
的主要原因是要有一個社區與市政府的聯絡管道，以便使社區能表達自己的意願，
凡對中國城有影響的事皆需通知小議會、由小議會召開公聽會來決定。在我任共
同議長的五年中，小議會做了許多對中國城有益的事：諸如趕走華盛頓街上的色
情行業以及在中國城附近的流鶯﹔重修華埠商業區的街道及人行道﹔罰電力公司
無許可加裝高壓電管等等。 
 
色情行業，尤其是脫衣舞酒吧，如果僅靠門票的收入是不夠的，酒吧掙錢靠賣酒。
於是小議會發動中國城居民及許多中國城的華人社團大力幫忙，在酒吧的酒照到
期需重新申請時，去主管發酒執照的部門抗議、阻止他們再拿到賣酒執照﹔當酒
吧沒有了洒執照，他們就會關門搬到其他地方去。就這樣一家一家的搬走而使中
國城附近的色情區慢慢消失。 
 
談到中國城附近的流鶯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七零年代的中國城到下午三、四點

左右經常街頭巷尾都是流鶯。有次一位剛從香港來美在餐館做事的中國人在街上

被一位流鶯拉住，他听不懂這位女子說些什麼，將她推開，結果被一位警察（該

妓女的保標）打了一頓住進醫院。中國城各僑團全体向市政府抗議。我們小議會

也要求市長應採取行動改善中國城的治安及環境。由於我住在郊區，除了晚上去

中國城開會及偶而在週末去買菜，平時因為忙不常去，尚不知道流鶯的嚴重性。

直到一九九零年，有天近半夜我在去飛機場接機之前到中國城買點宵夜，居然遇

到交通阻塞﹔開車到哈瑞遜同尼倫街交接處才知道原來是二位流鶯在紅綠燈交換

時，將上衣打開，展示她們的胸部，因此車子全慢下來，造成交通阻塞。次日我

則在我們會議上提出趕走流鶯必需例為第一重點，於是連合中華公所一起要求市

政府加強中國城的治安、流鶯等。接連與警察局局長等開了幾次會討論流鶯問題，

因為這是許多問題的起源﹔ 後警察局長接受我們的建議，派七位女警察裝飾成

流鶯、男便衣警察則用照像機照下嫖客與流鶯談話的照片，然後警告嫖客再來這

一帶招妓就將她的名字地址登上報。經過斷斷續續二、三個月的抓嫖客的行動加

上華盛頓街的黃色情行業也搬走部分，終於將流鶯問題解決。中國城僑團，商店

出錢在龍鳳餐廳開個四百多人的餐會，謝謝這七位女警察及她們的男警察伙伴，

警察局長也來了並且高歌數曲。這是一個特別成功的晚會，而且趕流鶯也是一件



 e-通訊 第28期 2016年3月 第 37 頁

很成功的事實。我當了五年的社區議會的二位共同議長，終因自己公司業務太忙

而沒有繼續做下去。同時，我總是認為這種公益職位不能擔任過久﹔換新人會有

新觀念可以對社區有更多更好的貢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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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黑貓中隊致敬 
 

王世輝  
 

 

父親是一枚勳章…     桃園山頂村眷村裡的共同記憶 

 

1. 一段被湮沒的歷史        

Bridge of Spies 是一本書，是一部電影，更是一段驚心動

魄的真實故事。 

 

故事發生在美國和蘇聯的冷戰時期，美國紐約的一位律

師，為一位被俘的蘇聯頭號KGB間諜辯護，然後利用這名俘虜，驚險曲折換回被

蘇聯擊落的U-2飛行員Gary Powers。 

 

1949年蘇聯原子彈試爆後，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不但又製造出氫彈，並且還發展

出長程戰略轟炸機。美國總統艾森豪同意國防部的Overflight計劃，下令研發新一

代的高空偵察機，U-2偵察機於焉誕生。U-2的高空偵察任務在CIA的運作下，於

1956年開始穿越蘇聯領空，經由攝影而得到的照片，可以清楚觀察2000哩長、

100哩寬的景象，不但有極珍貴的目標資料，也有地面上其他活動的狀況。U-2所

攜帶的電子裝備，也截獲大量的通訊和電磁波資訊，對自由世界在對抗共產集團

的戰略設計，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1960年5月1日，一架U-2在蘇聯內陸執行任務時，不幸被飛彈擊落，飛行員Gary 

Powers被俘，於是U-2就成了舉世聞名的間諜飛機。這一意外事件，對5月16日在

巴黎舉行的世界領袖高峰會議發生了巨大的衝擊。會中蘇聯總理赫魯雪夫強烈指

責美國為侵略者，要求艾森豪總統提出正式道歉，從此以後U-2不再飛越蘇聯領

空。然而在CIA的主導下，一個中美合作的U-2飛行中隊在台灣悄悄成立，那就是 

黑貓中隊。這項合作計劃從1961年開始，一直到1974年結束，由中華民國空軍飛

行員，駕駛U-2深入中國大陸，去執行高空偵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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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蛟龍夫人 Dragon Lady                           

1954年聖誕節前夕，CIA和洛克希德 (Lockheed) 公司簽約，由該公司總工程師強

森 (Clarence L. “Kelly” Johnson) ，帶領他的團隊81位工作人員，以正在試飛階段

的戰鬥機F-104的機身，搭配上長達80呎的寬闊修長的雙翼，在日夜趕工之下，三

個月後這架純手工打造的原型機問世。它在洛克希德的代號是Article 31或Angel，

新聞界稱呼它為 The Shady Lady，後來又以漫畫 Terry and the Pirates中冷艷的東方

女寇命名為 Dragon Lady。美國空軍將這一款新飛機訂為U-2，是Utility 2的意思。

空軍番號以R (Reconnaissance) 代表偵察機，F (Fighter) 代表戰鬥機， C (Cargo) 代

表運輸機。軍方不願洩漏它是偵察機的事實，因此未以R命名，而含混地將它歸

於Utility多用途這一類，因為當時軍中已經有U-1和U-3兩種機型，所以U-2就如此

誕生了。 

 

U-2基本上可以說是一駕由引擎推動的滑翔機，為了能夠飛越七萬呎高空和減輕

載重，除了油料和照相設備之外沒有其他任何裝備，U-2輕巧單薄的結構，在高

空有限空速 (五浬) 的超速或失速，或者超過G限 (+1.8G，-1G)就可能解體。U-2 

一向不帶多餘的油料，因為在高空飛行時，飛機每減輕一磅，就能升高一呎。U-

2因為是 “Wet Wing” (機翼裡裝滿油料) ，因此兩翼之平衡至關重要，在降落前一

定要運用 Fuel Transfer System，使機翼內油量相當平均才行。機翼和尾翼均可拆

卸，飛機的機輪，像自行車般一前一後，機翼下各有一個幫助平衡的活動支撐架

輪 (Pogo)，起飛時會自動脫落。返航降落前剩餘油量約100加侖，可供一次Go-

around後轉往備用機場之需。 

 

U-2不配備武裝，因此如果不幸被擊落，也只會被視為一般間諜活動，而不會當

成軍事挑釁行為，並且由空軍轉由CIA來主導。飛行員由空軍、海軍以及海軍陸

戰隊除役，以平民身分受雇於洛克希德公司，由CIA支薪，這些飛行員不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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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ot，而稱作Driver；飛機稱為Vehicle，而不是Airplane。U-2這個神祕機種，除

了美國飛行員之外，也曾有數名英國軍官派往美國受訓，但是從未真正執行任務，

全世界除了美國本身之外，只有中華民國空軍，實際參與了這段被遺忘的冒險任

務。 

3. 快刀計劃 (Project Razor)                                         

1958年爆發823炮戰，依據 “中美協防條約”，美國第七艦隊立即進入備戰狀態，

並且暗中派遣U-2前往中國海岸進行偵照。在台海局勢緊張的時刻，美方要派遣

U-2出任務，只能從日本琉球的美軍基地起飛，使得美方意識到有必要和台灣合

作。中國大陸在蘇聯協助下，已經開始研發原子彈，更是引起美國關切和顧慮，

於是美國派出一個七人小組，到台中清泉崗基地以及桃園基地考察，展開了快刀

計劃。快刀計劃的內容，是中美雙方合作，在中國大陸進行高空偵察照相任務，

並且分享偵照成果。美方提供飛機，並負責維修和後勤支援，台灣負責提供基地

設施和派遣飛行員。大部份的美方人員是洛克希德公司職員，按照CIA的合約辦

事，同時還有其他公司負責引擎、自動導航、空中攝影的專業技術人員，由一位

美國空軍上校統籌調度，他是不穿軍服的 “Manager” 。配合偵察任務還有一批美

方軍職人員，他們負責協調、維修、通訊、救生、照片判讀，真實身份也是極度

保密。因為這是一個絕對機密的行動，所以在每一次任務都要經過雙方元首批准

後才能執行。後來在老蔣總統授權下，改為直接向國防會議副祕書長蔣經國報告，

並由情報署副署長衣復恩負責執行，空軍當局完全被排除在外，甚至連總司令都

無權干預。 

 
 



 e-通訊 第28期 2016年3月 第 41 頁

4. 第 35 中隊                                          

1961年2月1日， “空軍氣象偵察研究組” 正式於桃園成立，這就是第35中隊。35中

隊剛成立時，陳懷曾經設計兩種隊徽，一是凶猛的老虎，另一個是狡猾的狐狸，

後來他根據駐隊美軍的建議，重新設計出黑貓標誌。這隻造型特殊的圖像，有一

個細長的脖子，代表懸掛在機腹的照相裝置；高聳的三角形耳朵，像是空氣樣本

收集瓶；黃色的雙眼，則是探測器；四根鬍鬚，象徵兩對電子接收天線。35中隊

在挑選飛行員時，必須有兩千小時以上的飛行時數，因此被挑選出來的飛行員，

一般在30-40歲，多半已升到少校或中校。因為飛行在七萬呎高空之上，一趟任務

長達8-9小時，因此身體狀況和心理狀況，均與選擇太空人的要求相似。被選出來

的飛行員送到美國德州的Laughlin基地 (以及後來的亞利桑那州和加州) 受訓，並

且到麻州Worcester 的David Clark公司量身定製壓力衣。CIA和中華民國空軍協議

規定，35中隊飛行員出滿10次任務後即可 “畢業” ，按個人志趣予以適當安排。畢

業的原因之一是高空偵察任務太過艱險，10次已經達到飛行員所能忍受考驗的合

理限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減低萬一飛行員被俘時，可能在酷刑下吐露太多任務機

密的風險。從1961至1974年間，黑貓中隊共完成220次高空偵測中國大陸的任務，

舉凡東北的佳木斯、小豐滿電廠、瀋陽飛機製造場、綏遠、北平、包頭、西安、

成都、武漢、昆明、廣東、中越邊界、羅布泊原子彈爆試場等目標，皆在U-2任

務範圍。27名出生入死隊員中，只有17名能夠全身而退。1974年5月24日，邱松

州飛行歸來，為黑貓中隊的偵察飛行務寫下完結篇；同年11月1日，35中隊從空

軍編制中撤銷，這段歷史就此塵封，僅留下神祕的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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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失落的黑貓                  

                                       L-R 葉常棣-華錫鈞-張立義 

1963年11月1日，葉常棣駕駛U-2高空偵察機，從桃園機場起飛，進入大陸腹地西

北各省偵照，在回航途中被飛彈擊中右機翼，發生爆炸跳傘之後，墜落在地上失

去知覺，醒來時發現是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醫生告訴他，因為重傷失血過多，以

致昏迷，已經為他作了大手術，在下半身取出了59塊彈片，也為他輸了不少血，

才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還有許多小碎片無法取出。 

 

1965年1月10日，張立義在夜色中飛往包頭，在接近目標區的時候，突然有一枚

飛彈在機身旁邊爆炸，他拉開了自動彈射裝置，然後失去了知覺，一直到降落傘

張開時，強烈的拉力把他弄醒。著陸時扭傷腳踝。在冰天雪地爬行了幾個小時才

看到一個蒙古包，民兵用驛車把他載到沙海子公社，接著解放軍派吉普車來轉送

到軍醫院。 

 

葉常棣和張立義經過治療之後，接著是思想改造和下放勞改。中共全力封鎖消息，

他們倆人分別在失蹤半年後被核報 “為國捐驅” ，新店碧潭的空軍公墓為他們留了

衣冠塚。1982年8月25日，人民日報報導了17年前兩位飛行員被俘的消息，並且

告知世人，將於 近期間就要放他們回台灣去探親。葉常棣和張立義被送到香港，

苦苦等待台灣入境申請書的回音。台北高層認定這是 “統戰技倆” ，而且他們 沒

有 “不成功、便成仁” 的軍人武德，因此拒絕他們回國。正在走頭無路之下，35中

隊老中隊長楊世駒當時是華航機長，趁著經過香港之機會，協助他們聯絡上CIA

的昔日戰友和同事。1983年5月9日，兩位歷經滄桑的失落黑貓，在百般無奈、心

力交瘁之下抵達美國定居。這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終於在華錫鈞的努力奔走和

訪談撰稿之下，沒有被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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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衣冠塚外的我 

1990年9月3日，在美國苦苦等待了七年之後，葉常棣和張立義終於踏上回國的旅

程，華航特別安排曾是黑貓中隊飛行員范鴻棣擔任機長，張立義兒子張慶怡擔任

空服員。9月23日，空軍總司令部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退伍儀式，張立義領到台幣

七十多萬台幣，葉常棣領到台幣四十多萬台幣，一生的軍旅生涯就此了斷。一次

不幸的任務，不但讓他們受盡折磨，嚐盡人間冷暖，甚至虛擲了20年的寶貴歲月。

葉常棣的老同學，在國泰民安的環境中升到中將，而自已在忍辱偷生的困境中，

仍然是被塵封的少校。他們雖然終於回到了祖國，卻因為妻離子散而無家可歸。

站在自已的衣冠塚前面，不禁老淚縱橫，感慨萬分，因為裡面埋葬的是說不清的

委曲求全，和挽不回的時代悲劇。 

 

衣冠塚外的我- 葉常棣                   

葉常棣於1982年被中共釋放到香港之後，輾轉收到了妻子托人帶來的包裹，裡面

有她多年收藏的夫妻照片，葉常棣1963年在浙贛交界上空被擊落時，新婚才十個

月。包裹裡面還有一封長信，述說她苦候多年之後，以為丈夫已經為國捐軀之後，

只好選擇改嫁的心酸，字裡行間滿佈淚水。葉常棣到達美國以後，曾經和前妻見

過唯一的一面，雖然雙方心理明白再重續舊缘是不可能，但總是希望能夠了解彼

此二十多年是怎麼熬過來的。短暫的聚首相對無言，在前妻的现任丈夫不滿情緒

下，不得不匆匆抱憾中斷，這真是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绵绵無絕期”，情何以

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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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塚外的我- 張立義      

張立義1965年在包頭上空出事時，已經有三名年幼子女。太太張家淇，帶著一線

希望，苦守了九年之後，為了照顧公婆和三個年幼的孩子，不得已嫁給了國防部

上校副處長何忠俊，因此三個人之間的 “身份糾葛”，原本就是一場捉弄人的悲劇。

沒想到張立義 “復活”出現之後，何忠俊依然遵守諾言，和張家淇結束十七年的婚

姻，獨自黯然搬入養老中心，使得張家淇和張立義終於能夠全家團圓。這其中又

是誰的悲歡？誰的離合？ 

                                      

L-R沈宗李-王世輝-葉常棣-楊世駒-沈立威                     張立義-王世輝 

 

7. 我和黑貓中隊 

大約在2006年，我在世界周刊看到一篇報導有關失落黑貓的故事，這本英文書就

是 “Lost Black Cats: Story of Two Captured Chinese U-2 Pilots”，由住在Maryland的

華錫鈞將軍所著。強烈的好奇心驅使我立即買了書，一口氣讀完之後，心中的震

驚和崇敬，久久不能自已。書中兩位失落的黑貓就是葉常棣和張立義，張立義口

述出版了 “衣冠塚外的我-不是英雄是倖存者” 。我寫了一封信給文史哲出版社，

希望能打聽到張立義聯絡電話，另一方面在台灣的舊書店，幸運地搜尋到已經絕

版的 “黑貓中隊- U2高空偵察機的故事” ，立即試著和作者翁台生聯絡。皇天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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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人，素不相識的軍史專家傅鏡平，用電郵告知我張立義在紐約的電話，因此

我達成夙願，和心目中的無名英雄見了面。在一個偶然的機遇中，竟然發現好友

沈立威的父親沈宗李沈伯伯，就是黑貓中隊的一員。2007年10月27日，紐英崙中

華專業人員協會(專協) 邀請到沈宗李教官，講述 “一段不該被遺忘的歷史: U-2 在

中國1961-1975” 。專協在2008年11月15日，經由沈宗李教官的穿針引線，邀請到

葉常棣教官講述 “衣冠塚外的我: 一位黑貓中隊飛行員的自白” ，同時也邀請到楊

世駒教官講述 “從黑貓中隊講起: U-2 和CIA的祕聞” 。2015年10月24日，專協邀請

到前空軍官校校長田在勱中將，講述 “傲視寰宇: 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 。 

 

8. 看不見，可是你依舊存在 

中華民國空軍U-2的事蹟，儘管早已事過境遷，但是真相仍然鮮為人知。U-2的事

蹟是被猜測得 多，而被了解得 少的一件歷史公案，許多道聽塗說的論述，不

但模糊了真相，也扭曲了事實，僅增添一些神祕感而已。黑貓中隊 希望得到的，

應該是國家對他們付出的肯定，和社會大眾對歷史的正視和尊重。雖然國家終於

給他們一個遲來的道謝與致歉，但是已經人事全非，雲煙過往。對於這些被時代

巨輪所碾傷、始終在暗處落淚的靈魂，我們應該真心的、誠摯的說聲 “謝謝”。 

 

黑貓中隊為了國家，犧牲了個人和家庭；他們的眷屬，無怨無悔承擔了愛國的責

任。亂世出忠臣，板盪見人心。聽過 “懷生國小”和 “載熙橋”嗎？懷生國小、懷生

國中、懷生廳、懷生機場是紀念陳懷 (生) 的，載熙小學、載橋是紀念吳載熙的。

半個世紀過去了，黑貓中隊居住的山頂村眷封早被拆除，桃園空軍基地已改為海

軍航空基地，黑貓中隊的歷史逐漸從機密變成傳說。我有幸和楊世駒、葉常棣、

張立義以及沈宗李幾位長輩見過面、握過手，從他們的眼中，我看到無悔的奉獻，

從他們的手中，我感到傳承的殷切。                  

 

附記 1：電影Thirteen Days，是1960年10月甘迺迪總統解除古巴飛彈危機真實故事，

片中有U-2飛機出任務和被飛彈擊中的鏡頭，相當珍貴。 

附記 2：1952年，波士頓地區的偵察機研發科學家，提供給美國空軍一份重要報

告Beacon Hill Report，建議必須製造飛得 “快而高” 的偵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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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David Clark Company (Worcester, MA) 量身訂製的壓力衣 
 

黑貓中隊出勤名單                           

1959楊世駒（8次）、陳懷生（4次）、王太佑（9次）、郗耀華、華錫鈞（10次） 

1963葉常棣（3次）、李南屏（7次）、梁德培、王錫爵（10次） 

1964張立義（5次）、王政文（6次）、吳載熙（6次） 

1965劉宅崇（13次）、余清長（6次）、莊人亮（10次） 

1966張燮（8次）、范鴻棣（11次） 

1967黃榮北（1次） 

1968沈宗李（18次）、王濤（19次）、李伯偉（8次）、黃七賢（6次） 

1971魏誠（9次）、錢柱（23次） 

1972年：邱松州（19次） 

1973年：易志強（2次）、蔡盛雄（1次） 

 

殉職隊員 

郗耀華 1961年3月19日 

陳懷生 1962年9月9日 

李南屏 1964年7月7日 

黃榮北 1967年9月8日 

張燮 196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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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培 1964 

王政文 1965 

吳載熙 1966 

余清長 1966 

黃七賢 1970 

 

歷任隊長 

盧錫良1961-1963 

楊世駒1963-1969 

王太佑 1969-1970 

劉宅崇 1970-1972 

王濤 1972-1974 

 

大事紀 

1959: 第一批6名隊員赴美受訓 

1961/02/01:  35中隊於桃園正式成立 

1962/01/13: 黑貓中隊首次深入中國大陸任務 

1963: 中共第一枚州際飛彈試射成功 

1964/10/16: 中共首度試爆原子彈 

1965/05/14: 中共試爆第二顆原子彈 

1968/05/16: 黑貓中隊 後一次深入中國大陸任務，飛行員范鴻棣 

1974/05/24: 黑貓中隊 後一次任務，飛行員邱松州 

1974/07/18:  CIA結束快刀計劃 

1974/11/01: 35中隊撤銷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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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頁 e-通訊  第28期 2016年3月 

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CIA: Tim Weiner，Doubleday 2007 

 

沈宗李沈伯伯為本文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和指正，銘感內腑，特此致謝。 

            
                   王世輝 （12/12/2015-西安事變之日） 

 
~將寂寞留給了天空，將淚水留給了歷史~    向黑貓中隊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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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生涯三十年(五) 
劉金本 

(接上期) 

 
南非十年 ,辛苦打拼慶豐收 

 

          一到南非﹐我便深深地喜愛上了這塊地方﹐它不像西非的雨林地區﹐山多

水多森林多﹐而是完全不同風貌的廣袤大地。從機場到居住地三百多公里的路

程﹐放眼四週都是一望無際的草原﹐綿羊與牛群間雜其間﹐還有大片大片的玉米

田﹐遠山永遠都那麼遙遠﹐開了兩個多小時﹐群山還是遠在天邊! 

         新堡( Newcastle)位於約翰尼斯堡東南約350公里﹐是一個工業城﹐九0年我剛

來時就有四十多家的台灣工廠﹐大部份是做毛衣的﹐也有織襪子﹐做鞋子﹐時

鐘﹐射出塑膠製品等等﹐姪女婿夫婦則從台灣遷廠過來做棉被的。當時南非因為

白人政府的隔離政策﹐受到歐美國家的抵制﹐台灣則是他們友好的國家之一﹐為

了解決眾多的黑人失業問題﹐提供多種優惠鼓勵台商來此設廠﹐而台灣正好趕上

工業升級﹐工資上漲﹐一些夕陽工業便紛紛遷廠到南非來﹐找到了他們的第二春。 

          我們一家則是唯一的難民﹐但我不感覺自卑﹐在絕大多數都是工廠老闆的

僑社間﹐大家跟著姪女叫我們劉叔叔劉媽媽。我們一家四口住在月蓉家﹐但沒有

在工廠上班﹐每天到工廠走走,或幫個小忙﹐一方面收聽賴比瑞亞內戰的消息﹐準

備內戰一停便要舉家重回西非的﹐可是等待的結果是小張小劉 後也逃到了象牙

海岸!至此﹐惟一的希望破滅了﹐不得不回到現實﹐面對在南非重新開始創業的挑

戰了。 

         首先﹐我把台灣與三哥合買的房子的那一半又讓給了三哥﹐用這些錢買了一

部小貨車﹐並在城裡租了一間店面開起了衣服店,又以工廠的業務經理的名義申請

利息補貼貸款買了一棟房子並搬過去住下。就這樣﹐我們又開始今生第一次的服

裝生意﹐也是新堡的第一家中國商店。 

          孩子們都順利上學了﹐我們也以工廠職員的身份申請到了工作証及永久居

留權(五年後又歸化為南非公民)。一九九一年暑假美鳳從美國來南非探親﹐本來

我有意把她轉到開普頓大學來讀的﹐但她媽媽卻堅持讓她回美國念書﹐可是休士

頓的房屋租金所得(每月約八百元) ﹐還不夠她學費與生活費的一半﹐那麼只好努

力想辦法賺錢了。開服裝店﹐我們的經驗還是不足﹐而且黑人偷得厲害﹐雖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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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錯﹐但是結算起來利潤卻不多。不得已之下﹐我把店讓太太及一位黑婆管

理﹐自己從店裡選了一些貨品裝車開到黑人區去賣﹐想不到生意還真是不錯!新堡

外圍有兩個黑人區﹐人口總共約有六十萬﹐中小學校就有六十幾所﹐往往我直接

跑到校長室說明來意﹐校長竟把全部的教師叫來看貨,後來弄熟了﹐校長竟叫我賒

帳給老師們﹐發薪水的時候﹐會替我扣下還我。也如此而認識許多的黑人校長與

老師們。至於所賺一些錢﹐還得換黑市美金想辦法匯到美國給女兒做學費之用。 

         張大鳴和劉昆生兩位後來也離開 BMC 農場撤到象牙海岸來了﹐他們是與公

司一起撤退的﹐據說一共四十幾部車子﹐由叛軍護送﹐到了邊境後﹐所有汽車均

被叛軍沒收﹐只有我們的車子因為在途中翻了一次﹐擋風玻璃破了﹐叛軍看了

看﹐ 後揮手叫他們開走。(而這一翻車﹐卻為我得回了四千美元﹐因為後來小張

將它修好並在象牙海岸賣了﹐來南非時把錢帶來給我！) 他一直都跟我保持聯

係﹐希望能來南非再投奔我們。由于同屬患難之交﹐於一九九二年初把他接來南

非。 

        他在新堡一年多的時間都吃住在我家﹐起先幫我看店﹐後來他說會做豆腐及

炒中國菜﹐於是由我出資在 Pick'n pay 超市內﹐頂了一家外賣店﹐做起了中國食

品。一切由他來管理﹐月底結帳利潤對分。我們照常開服裝店﹐到黑人區賣貨。 

更於第二年在黑人區的Ozisweini 開了一家分店﹐房東也是當地 大超市老闆﹐他

為我找了一位黑女人看店﹐我則每週去收帳補貨﹐並對貨品數量。就這樣﹐我們

雖非工廠老闆﹐但也擁有三家店面了。 

         小張終非籠中之鳥﹐池中之物﹐一年之後他要求到約翰尼斯堡找機會尋求發

展﹐因為在這一年之中﹐我請姪女月蓉幫忙為他申請到了永久居留﹐而且也存了

一些錢買了一部二手車子﹐可以說有條件也有能力"展翅高飛"了﹐而我也不能阻

止他想要走的路﹐於是親自帶他到約堡﹐安頓在一個多數為華人居住的公寓裡面。

從此他事業一帆風順﹐從擺地攤到開店面﹐後來自己從大陸進口毛毯﹐生意越做

越大﹐又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可是小張這一離開﹐外賣店便缺了人手﹐他離開之前的幾個月便跟我商量要

走之意﹐所以先把黑人區的分店讓給了另一位大陸同胞秦先生。還有城裡的衣服

店與外賣店必須二者選擇其一了﹐經過考慮及台灣朋友的建議與需求﹐ 後還是

保留了外賣店而把服裝店也讓掉了﹐剩下的貨也只好便宜賣掉甚至捐給了慈善單

位。 

        以前在西班牙與日內瓦飯店幫忙時﹐偶而上灶炒一些菜單上的菜﹐可以騙騙

外國人﹐可如今面對的顧客卻是台灣同胞。這些工廠老闆及員工們﹐因為時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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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工﹐沒有時間做飯﹐便會向我們訂一些包子、水餃、饅頭、餛飩之類的食品﹐

尤其每天的豆腐都供不應求。 初我們連發麵都不會﹐常常蒸出來的包子饅頭太

硬﹐剛剛開蓋的時候很漂亮﹐但立刻便癟下去了。我們只好虛心請教朋友的太太

們﹐以及從食譜中慢慢學習﹐而有時候品質差一點﹐顧客也都能體諒﹐甚至會給

我們一些建議與改正。因為新堡的中國食品只此一家﹐生意很好可就忙壞了我們

了﹐後來離新堡約一百公里的淑女鎮( Ladysmith )的中國人也會來買﹐而且往往都

是大量預訂﹐下禮拜來取貨。 

          每禮拜五的傍晚是我們 熱鬧的時候﹐因為Pick'n Pay是新堡 大的超級市

場﹐星期五小週末工廠提早下班大家會來超市購物﹐我們的外賣店就是他們駐腳

聊天的好地方﹐那時我們大鍋的滷豬肚就會在他們閑聊之中吃光﹐臨走時也要把

冰箱凍庫的存貨拿光。 

         我們必須每天做十六個小時﹐沒有週末假期,在店裡做﹐回到家裡也做! 

         太太的無怨無悔與不知辛苦為何物的實幹精神﹐如今回憶起來確實令人欽

佩﹐而她一生從不講究穿著打扮﹐吃的也是粗茶淡飯﹐不講究美食﹐為自己常常

精打細算﹐可是對孩子卻從不吝嗇﹐她常說只要孩子們乖﹐不學壞﹐有長進﹐她

再辛苦也是甘之如怡的。而孩子們也都不負所望﹐每個都學有所成﹐這也是她

感安慰的地方了。 

         一九九二年夏天﹐母親生病我趕回去探視﹐近幾年來老人家的身體便經常會

有狀況﹐難為哥嫂們日夜輪流照顧﹐姐妹們也經常老遠回家探望﹐只有我老么一

家遠在國外﹐無法服侍湯藥﹐深感無可奈何。我在家期間每夜與母親同眠﹐見母

親雖然體弱﹐但精神還很清楚﹐往往談起一些久遠之事﹐她還能一一道來。我把

在南非的大概情況﹐如外賣店的忙碌﹐女兒負芨美國﹐健祥與美琪在學校都能名

列前矛等等都向她報告了﹐老人家擔心我們的生意及孩子﹐頻頻叫我回去﹐於是

兩個多禮拜之後﹐留下一些錢﹐向母親與兄長跪別。想不到在第二年的三月十五

日﹐突接姐姐的電話, 謂母親病重﹐現在台北榮總﹐已呈彌留狀態﹐如能在兩三

天內趕回家﹐她們會請醫生盡量維持生命﹐否則醫生已經放棄治療﹐建議我們接

回家準備辦理後事了。我放下電話立刻向旅行社訂第二天的機票﹐非常幸運，剛

好就有班機。於是電話告訴姐姐，明天的班機，後天到家。 

        母親是腎臟衰竭過世的，當我趕到台北榮總的時候，她已靠氧氣維持生命，

但似乎還有感覺我的回來，因為當我叫她的時候，她曾經掙開了眼睛。記得我是

傍晚到的，一直等到晚上十點鐘，大家還不忍心接她回家，因為我們知道只要一

離開醫院，就等於切斷了她的生命之源，但大家也知道母親是 不喜歡在外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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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當初她就極力反對來台北醫院就醫，一直就說要"死在家裡"，這是她的

後心願，而醫生也一再勸我們再拖無益，建議用備有氧氣的救護車送回家，兩個

多小時應該沒有問題的。 後還是決定遵照醫生的建議，回到家不久母親便安然

過去了。她是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凌晨二時四十五分去世的﹐享年八十有七

歲。 

        健祥於九四年順利進入開普頓大學電腦系就讀，他和一位毛衣工廠老闆許金

傳的女兒是新堡中國子女第一批到開普頓大學唸書的。這所大學位在著名的桌山

山腰﹐風景優美﹐也是世界名校之一。後來小女美琪也在該校讀完碩士學位﹐連

媳婦算起來﹐我一共在該校參加過四次孩子們的畢業典禮呢! 

        外賣店也有供應快餐﹐許多購物的顧客會順便在這裡解決午飯﹐而我們的春

捲讓白人顧客讚不絕口﹐還說比德本金雞蛋(Golden egg)餐廳的還棒。我們經常會

接到如市政府﹐老人院、銀行等單位開派對時幾百條春捲的大訂單。我們也做了

幾次中國商會舉辦的兩百多人大型餐會﹐ 超市經理賽門先生(Mr. Simon)很幫忙我

們﹐他把寬敞的走道讓我們擺桌椅﹐還派了些高級員工看門並參加晚宴。 

         大女兒美鳳總算畢業了﹐她與同校博士班的一位美國白人馬克相愛結婚﹐一

直就留在美國﹐這位白人女婿在他們結婚前後曾來南非兩次﹐也回過台灣一次﹐

會見親人﹐現在大學裡教書﹐女兒也在同一個學校上班。(有關馬克與美風結婚前

後兩次到南非﹐一次回台灣及我兩老到美國為她做月子之情形在我另一篇“洋女婿”

中有一番敘述。) 

 

女婿馬克俄亥 俄州立大學博士班畢業。 

 
大女兒美鳳畢業於俄亥俄州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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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外賣可以說是小張離開後被 "逼上粱山"接下來做的﹐雖然生意不錯﹐但

只靠兩雙手來賺錢﹐既辛苦賺的也是有限。太太見我的手腕上因揉麵而突出來一

個筋球﹐心有不忍﹐而我也實在不捨她如此日夜操勞﹐於是兩人一商量﹐同意把

店讓掉﹐另某出路。而這一讓店便讓了三年﹐並不是沒有人要接手﹐而是因為太

相信人了。由這件事情﹐也讓我們學了個乖﹐事情是這樣的﹕ 

        聶先生是香港移民﹐他在香港廣招移民南非人士﹐並為他們辦理手續﹐原來

那時香港離“九七大限”只剩三四年﹐大量“恐共”人士移民到加拿大﹐澳洲及南非

等地﹐聶先生不但為這些移民辦理手續﹐還事先買好房子或先置產(當然會經過看

照片及解說﹐同意之後才決定的)。他知道我要讓店便立刻告訴我要接下來給太太

去經營﹐一定要留給他不要讓給別人。 

       有一天﹐一位年輕人李先生在外買店附近及超市流覽了半天之後跑來問我﹕ 

       “ 聽說你的店要讓掉是嗎﹖” 

       “ 是的。”我說 

       “ 要讓多少錢﹖什麼時候可以轉讓呢﹖”他問 

       “ 非常抱歉﹐已經有人先要了﹐讓我再問他一下再才答復你好嗎﹖”我說 

       “ 這位朋友已經付訂金了嗎﹖假如未付訂金﹐便等於還未確定﹐我現在就付你

訂金﹐把店就讓給我吧﹗”他一面說一面掏出一把美金鈔票。 

       “ 我看還是讓我問一聲比較好﹐麻煩你明天再來一趟吧。”我又問他﹕ 

       “ 請問你貴姓﹖那裡來的﹖來多久了﹖家眷都來了嗎﹖” 

       “ 小姓李﹐剛從香港全家一起辦過來的﹐是聶先生替我們辦的。” 

        本來我想告訴他就是聶先生說要接這家店的﹐但我沒有說出來。他說明天要

跟朋友一起到約堡一趟﹐週末才能回來﹐希望回來後在新堡能找到合適的小生意

來做﹐否則可能會搬去布魯芳登。 

        當天晚上我們到了聶先生家﹐談起讓店之事﹐他又說一定要留給他﹐本來想

請他付些訂金確定一下的﹐但又不好意思開口﹐問他何時可以頂下來﹐他說要等

小姨子到了之後才能與太太一起來做。我們當時只認為身為香港移民的僑領﹐必

定說話算話一諾千金的﹐所以當李先生從约堡回來的時候﹐便回絕了他﹐一心等

著聶先生來接店﹐李先生甚至要以他的房子來交換店面﹐我都拒絕了﹐ 後我只

好告訴他要頂店的就是聶先生﹐想不到他聽了之後說﹕ 

       “ 原來是他﹗既然如此﹐我只好死了這條心了﹐不過我建議你還是向他要些訂

金比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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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買賣沒有做成﹐但他幾乎每天都會到店裡聊天﹐而且好像我們是他唯一

的朋友似的﹐大小事情都會與我們商討。有一天他叫我一同去看一個農場﹐並見

農場主人﹐原來他想買下這個農場﹐生產中國蔬菜﹐供應當地的華人。只因他的

英語還無法與地主溝通﹐需要我去幫忙。這個農場已經要賣很久了﹐我們都已知

道並去參觀過的﹐地主與我們也相認識﹐想不到一談便成了。當他搬進去之前更

要求我幫他一段時間﹐雖然自己忙得什麼似的﹐但也不便拒絕﹐硬是在農場幫了

兩個月﹐直到一切就緒上了軌道﹐我才離開的。 

        就在李先生買下農場之後不久﹐聶先生告訴我﹐他的小姨子不來南非﹐太太

一個人做不來﹐無法頂下我的店了﹗ 

        這真是令人無法相信的事﹐只後悔當初不聽李先生的忠告﹐向他要些訂金。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們之間交惡已久﹐由李先生的談話中便知道聶先生替他買的

房子地點不好而且太貴﹐懷疑他吃了太多的佣金﹐要買店做生意也沒有經過他，

其中等等原由﹐不足以外人道﹐可是我卻成了犧牲者﹐被聶先生作弄了。 

         一九九四年三月﹐南非舉行有史以來首次的總統全民大選﹐這件事情讓台灣

僑民恐慌﹐紛紛回國暫避﹐深怕選舉時黑人趁機作亂﹐或黑人當政後會對白人大

肆報復﹐殃及無辜﹐甚至發生內戰。可是我們可以說已無退路了﹐只怨老天對我

不公﹐去到那裡﹐那裡便有事情﹐賴比瑞亞自獨立近一百四十年來從無戰事﹐南

非也是白人統治了一百多年﹐偏偏都是我們在的時候發生事情。所幸由于曼德拉

與戴克拉克的大智大勇﹐終讓政權和平轉移﹐未釀成內戰與暴亂。 

       外賣店終於轉讓出去了﹐我們難得輕鬆一下﹐便與范先生及秦先生兩家人一

起到開普頓玩﹐並與兒子相聚了一陣子。在這期間看到一個新的社區正在興蓋﹐

大家參觀完了之後﹐便各人訂了一個單元 。這個房子剛好給美琪大學六年(連碩

士班)的住宿﹐至今還在。想不到開普頓一行﹐令我對它印象深刻﹐深深喜愛上了

這個地方﹐這也是後來我把新堡的房子賣掉準備搬到那邊居住的原因。 

       可是新堡的房子不是立時便能夠賣掉的﹐外賣店讓掉了﹐我轉行做起了批發

生意﹐用現成的貨車從約堡批貨賣給新堡及附近城鎮的零售商店﹐新堡台灣工廠

產品如毛衣﹑鞋子﹑時鐘等也很受歡迎。起初我們只做現金生意﹐但除非價錢很

好﹐否則人家不會買很多﹐慢慢的與顧客熟悉了﹐便開始賒帳給他們﹐一段時間

以後﹐把付帳不乾脆的剔掉﹐只做比較有信用的商店。總共連新堡及外圍城鎮選

了三十幾家印度商店﹐定期供貨收帳﹐倒也創出了一片天地﹐利潤還算豐厚﹐而

且沒有像外賣店那麼辛苦。可是這種生意也有它的風險之處﹐就是每天要長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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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怕有意外或怕遭搶。因此我們都儘量在天黑之前回家﹐幾年下來都幸運沒有

發生過事情。 

       南非各城鎮之間相距很遠﹐而這點也就給了我們生存的空間。那些印度商

店﹐每天忙著看店﹐沒有時間到約堡補貨﹐我們一方面拿新貨讓他們選擇﹐一方

面接受他們的訂單﹐大約每星期供貨一次﹐順便收取前帳﹐大致說來互動非常良

好。後來供我貨品的約堡許多華人商店﹐更叫我從新堡送毛衣供應他們﹐如此一

來就可兩邊都做生意﹐不會像以前一樣去程空車了。記得有一次 忙的時候﹐三

天跑了兩千八百公里路程﹗當然﹐每次出門做生意都是我們兩夫婦一起行動的。

出門之前﹐太太會準備一些食物﹐諸如蘋果﹐紅籮蔔﹐滷蛋﹐開水果汁等等﹐平

常午餐就在車上解決。幾年來﹐我們就在南非的大草原上往來奔馳﹐從新堡到約

堡350公里﹐每星期要跑兩趟﹐把貨運回新堡﹐再整理分送附近城鎮的客戶﹐這

些城鎮較近的約50公里﹐ 遠的有150公里。雖然每天走的路線相同﹐風景一

樣﹐可是在車上卻不寂寞﹐我們可以天南地北的聊﹐聊以前的種種﹐談以後的計

劃﹐說張家長﹐講李家短﹐無所不談。餓了就吃一些蘋果紅籮蔔﹐渴了就喝點開

水果汁﹐累了則聽聽喜歡的音樂﹐睏了便讓太太小睡一覺。路邊的景色變了﹐看

到遍地的野花盛開﹐猛然想起又是一年的春天來臨了﹐碰到因乾旱缺水﹐見大片

的玉米乾枯﹐又擔心今年農民的收成﹐一望無際的葵花幾令人如置身夢幻之中﹐

還有白色的棉羊﹐黑色的肉牛與黑白相間的奶牛﹐就像電影中的畫面一樣﹐不時

的更换著，牠們悠閑的在綠色的草原中吃草。途中偶而興致來臨﹐到鄉村俱樂部

吃一頓好餐﹐就在新堡及Dundee之間便有一家著名的鄉村俱樂部﹐它的德國豬腳

與啤酒便是遠近馳名的﹐生意非常好。南非有很多這種俱樂部﹐都在路邊不遠的

山坳裡﹐只要注意路旁的標示﹐進去之後﹐才發覺另有一番的天地﹐大部份都會

有湖水﹐還有精緻的莊園與餐廳﹐每家的風味各有不同﹐若有時間還可以划船釣

魚。只可惜每次都是整車待送的貨品﹐急著要分送給客戶﹐一直都無暇享受那

“ 浮生半日閑 ”的樂趣。 

        一九九六年底﹐健祥大學畢業﹐他是學電腦的﹐可是據他說 不喜歡的便是

電腦﹐畢業當時有幾家公司寫信要他去應徵工作﹐他都沒有去。他曾經開玩笑的

說﹐若有兩份工作﹐薪水相同﹐一份工作是坐辦公室的﹐另一份則是搬磚塊的﹐

他寧願選擇搬磚塊的工作。他的性格有點好動﹐不喜歡整日坐在室內打電腦。剛

好當時秦先生全家從新堡搬到開普頓去住﹐一方面由於他想讓唯一的女兒(秦臻)

讀個較好的學校﹐同時想在那裡做生意﹐便約健祥一起合夥來做。他與我們一同

買的房子﹐就住在隔壁﹐找了一家店面﹐便開始做起了批發零售生意﹐我們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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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經常拿台灣廠商的毛衣用小貨櫃送給他們去賣。一直到九八年間﹐姪兒明祥在

台灣與大陸的化學工廠 (石梅化學)﹐叫他做膠水在南非的代理﹐並回約堡住在他

堂哥的家裡﹐那時他堂嫂已帶了兩個孩子到美國讀書了﹐整個房子就空下來了。

後來我們每次到約堡﹐也會與兒子同住個一兩天﹐不必拿了貨當天就要趕回新堡

了。 

        健祥在大學時便認識了一位女朋友叫黃婷鈺﹐她是隨父母在高中時便到南非

來的﹐後來在開普頓大學讀經濟學系﹐與健祥同時畢業。畢業時正好趕上我駐南

非經參處招聘顧員﹐她在十位應徵者中獲選﹐一直便住在約堡父母家中﹐每天到

經參處上班。一九九八年﹐二哥三哥三嫂六姐及姪女們到南非遊玩﹐大哥趁便到

婷鈺家中提親﹐女方家長同意讓他倆成婚﹐並于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約堡舉行

婚禮。親家黃詠瀚在台僑之間可以算是位有地位的人﹐他當了幾任世界台灣商會

非洲總會的秘書長﹐也擔任過台灣同鄉會的會長﹐人面很廣﹐所以孩子的婚禮非

常的熱鬧﹐台灣駐南非的代表杜凌﹐駐約堡總領事﹐各商會會長﹐還有賴比瑞亞

駐南非大使﹐賴國總統泰勒的私人秘書及賴比瑞亞小姐等也都來參加﹐尤其令我

感動的是新堡許多老友﹐也能百忙中抽空前來﹐晚宴後還得開車三個小時回家。

親家母的歌喉在約堡是出名的美好﹐當晚還特別為她的女婿唱了一首 “路邊的野

花不要採”﹐博得如雷的掌聲。 

        記得在婚禮儀式中﹐女方家長致詞的時候﹐親家當場考了女婿健祥一個問

題﹐他說﹕ 

      “ 我結婚三十年後﹐才真正的了解到什麼叫做真愛﹐我想請問你﹐你能告訴我

什麼叫做真愛嗎﹖” 

      “ 這個。。。﹐我想不必等到三十年﹐十年以後我便可以答覆您了。” 

台下爆出了一片掌聲。後來我問孩子﹐老丈人是否事先透露這個問題給你﹖他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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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健祥畢業於開普頓大學。 小女兒美琪畢業於開普頓大學碩士班。 

 
兒子結婚被登上華僑新聞報 

 
兒子結婚花絮 

 
一九九七年﹐哥嫂姐姐侄兒姪女們來南非攝於新堡寓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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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曾經開玩笑地說﹐我們前世一定在賴比瑞亞做過貪官﹐今生才會第四次

回賴﹐而且因內戰又起﹐匆匆撤離﹐再一次的損失慘重。或者可能是開農場的時

候殺孽太重了。後來她不但不准我再殺生，連養雞釣魚都不讓我去做﹐甚至還慢

慢的吃起素來了。事情的來籠去脈是這樣的﹕ 

       BMC農場的工頭Mr. Ballah從我駐賴農技團以前的同事曾坤榮技師處得到我在

南非的電話號碼﹐終於與我連系上了﹐每次打電話來﹐都是要我們回去。雖然心

裡很想回去一趟看看﹐但大家都有事業要忙﹐總是不能如願。有一次他竟說泰勒

總統要我去當他的農業顧問﹐並且叫我與賴國駐南非大使館的一位女外交官 Miss 

Antonet 連系。我們去見了面﹐原來她是泰勒的親密女友﹐而且還是我們在BMC

時的鄰居呢﹗她也是鼓勵我回去﹐甚至免費給了我賴比瑞亞的簽証。那時正好大

女兒為我們申請的美國綠卡又辦好了﹐必須在半年之內入境美國報到﹐然後每年

必須在美住滿半年﹐或是說不能離開美國六個月以上﹐否則綠卡將被取消。不過

我還是去了一趟西非﹐不為了去當總統的顧問﹐而是想看看那邊戰後是否有生意

可做﹐兒子健祥曾說“在那裡損失的﹐回去那裡撈回來﹗”他與工頭 小時候便在一

起相處得很好﹐戰亂十年離別之後﹐重新聯係上了﹐而且在那邊頻頻呼喚﹐他也

真想回去一試運氣﹐因此我做了這次的探路之行。 

        從南非到西非短短的距離﹐坐飛機的時間比回台灣還要長﹐我乘加納航空從

約堡飛經辛巴布威的首都哈拉里﹐再飛到加納的達卡﹐等了八個小時﹐換機飛象

牙海岸的阿必尚﹐ 後才飛到蒙羅維亞。總共連中間停留的時間花了二十六個小

時﹗機票也比回台灣還要貴﹗ 

        乘坐幾次的加納航空﹐你可以深深的體會到什麼叫做非洲﹐而黑人就是這麼

的“可愛”。從check in到檢查行李到驗關﹐都是一片鬧轟轟的﹐他們不怕非洲的氣

溫﹐不論男女都是盛裝出門的﹐而且每個人的隨身行李都是超大件的﹐真不知道

航空公司如何准許攜帶的呢﹗他們天生熱情﹐見了熟人一定要相擁一下﹐而且還

要兩邊勾個頸﹐而後侃侃而談。至於飛機慢幾個小時﹐更是常有之事﹐旅客也從

不會抱怨﹐有一回我從蒙羅維亞回南非﹐因班機延誤在達卡必須多停一天﹐當然

吃住由航空公司付擔﹐而所有旅客不但沒有怨言﹐而且還慶幸能享受多一天的免

費招待呢﹗ 

        從達卡到阿必尚是改乘波音727的中型飛機﹐當飛機降落觸地時﹐震動稍微

大些﹐旅客不免皺皺眉頭﹐但到達賴比瑞亞降落時卻出奇的平穩﹐當飛機安然滑

行的時候﹐聽到機師的聲音說﹕ 

       “ 這才是我正常的水平﹐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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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艙內立刻響起了如雷的掌聲。 

         在機艙內﹐我便看見了原來的航站大廈己經變成了黑烏烏的廢墟﹐步出機

艙﹐猛見幾幅中華民國的國旗在幾個登機梯架上及臨時加蓋的機場出入境航站的

牆上(原來這些全部都是台灣政府贈送的)。在機場有泰勒女友的弟弟接機﹐很順

利的便到了首都城裡﹐在 Holiday Inn Hotel 住下了。 

         賴比瑞亞換了政權之後仍與我保持正常外交關係﹐當時的大使是三十年前殷

維良當大使時代的秘書張北齊。農技團的團長吳康宏也是三十年前我們在農耕隊

裡的同事﹐想不到今天會回到賴國重逢。張大使在官邸宴請了我們幾次﹐其中有

一次還見到了印尼的木材大王﹐前台灣名女主持人白嘉麗的老公黃雙安父子及他

的秘書﹐他們是來砍伐木材的。大使告訴我們﹐賴國戰後經濟蕭條﹐非常需要外

國的投資﹐還特別叫賴方官員帶我們到港口的加工出口區去參觀。可是現在連首

都蒙羅維亞都還沒有水電供應﹐外商怎麼會來投資呢﹖不管白天晚上﹐你可以聽

到各種不同的發電機的聲音﹐比較大型的發電機﹐大都是賣電給鄰居客戶的﹐聲

音低沉﹐較可忍受﹐至於那些家庭用的小型發電機﹐音量又大又尖銳﹐令人聽了

煩躁。不過聽說那個時候的治安倒是非常好﹐很少發生搶劫傷人事故﹐在街上可

見很多兌換現金的生意人﹐就在路邊擺張桌子﹐上面放著一疊疊的鈔票﹐主人們

在桌子後面聊天下棋﹐竟無人敢于順手把錢搶走。 

 

 
與印尼木材大王黃雙安父子受邀宴於我駐賴比瑞亞大使張北齊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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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 Antonet的弟弟帶我到離首都兩百多公里外的Suakoko鎮去參觀總統的農

場﹐我農技團在當地有一個種子繁殖場﹐由黃俊雄先生及兩位農業技師負責。我

們約黃先生一起到了總統農場﹐見到農部的副部長﹐經介紹後由他開車帶領我們

在整個農場繞了一圈﹐看完後大致情況歸納幾點如下﹕ 

        1)  農場面積約有一千英畝﹐大部份為丘陵地﹐沒有河流經過﹐若如副部長所

說﹐在山谷中建個水壩﹐但因上游面積不大﹐儲水不會很多﹐絕對不夠大面積種

植的灌溉所需。 

        2)  推土機正在丘陵山坡地上清除雜樹雜草﹐見他們把表土也一起往山下推﹐

難怪早清理過的地方所種的玉米﹐營養不夠﹐生長不良。 

        3)  兩輛 D-12﹐六輛 D-7 的推土機及四台拖拉機據說都是農部的機器﹐而農

部官員平時都會奉命到農場幫忙。Kakata 鎮的一所BWI 農業學校學生也經常被載

過來工作實習。可以說全賴比瑞亞的農業精英與資源都集中在這個農場了。 

        4)  他們的種植方法很多與我們的不同﹐而且是錯誤的﹐譬如甘藍菜每棵的株

距約有一公尺遠。西瓜一個洞內長了四﹑五棵也不間拔。旱季已經缺水﹐但菜畦

卻做了一尺多高。尤其搞不懂的是﹐稍有斜坡的蔬菜地﹐他們不是水平而是由上

而下的做畦。在現場裡﹐不是農部的高官﹐就是學校的老師﹐我們也不好當面指

正。 

        5)  要蓋別墅的山坡上﹐他們把所有的樹木都推倒清除個精光﹐雞舍與豬舍用

地也是一樣﹐我們問副部長﹐為何不留些大樹﹖他說不好規劃﹐樹木以後可以再

種﹗ 

        黃先生奉隊長之命﹐也常來總統農場做指導﹐但他說黑人的自尊心很強﹐尤

其是當官與當老師的﹐你若指正他﹐等于不給他面子。以黃先生的說法﹐這個農

場就算不計成本﹐也不會賺錢的。據 Miss Antonet 說總統請我當農業顧問﹐想必

就是在這個農場當經理﹐如今看來這種工作不容易做﹐而且他又能付我多少薪水

呢﹖這一趟來賴比瑞亞﹐本來就不是來求工作的﹐因此便不準備去見總統了。 

       兩天後吳隊長叫我搬到團部來住﹐第二天﹐我請團裡的一位范專家帶我到

BMC 去看看。九年前 (一九九○年 ) 當我撤離的時候﹐整個公司的建築物都還 

是完好無損的﹐雖然後來聽說遭到破壞﹐可萬萬想不到竟會破壞得那麼徹底。

Bong Town 有四百多戶高級員工的住房﹐以及學校﹑超級市場﹑員工餐廳﹑俱樂

部﹑跑馬場﹑射擊場﹑高爾夫俱樂部等等﹐所有的房屋建築統統沒有了屋頂﹐雜

草籐蔓叢生﹐甚至客廳長了大樹。到了以前的農場﹐所有建築也都沒了屋頂﹐

雞﹑豬舍也不見了﹐反而令我驚奇的是所有的稻田都種滿了水稻﹐蔬菜園裡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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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茄子﹑芋頭﹑南瓜等等﹐也長得欣欣向榮﹐牧場則變成了樹薯園。原來是 

World Vision 組織在這裡幫助農民種植農作。這些農民都是以前在公司工作的工

人﹐也有幾個曾經在農場工作過﹐大家見我回來都好高興﹐一致要我重新接管農

場﹐他們願意替我工作。我心裡想﹐公司沒有了﹐生產的東西賣給誰呢﹖要開農

場也應該開在首都附近才對的。問起以前的工頭Mr. Ballah 的住址﹐他們告訴我

就在巴士站的對面。 

         離開Bong Town 經過公司的醫院﹑教堂﹑總辦公室﹐這些建築都還完好﹐過

了運礦鐵路便是黑人員工住宅區﹐房子也都好好的﹐每戶都住滿了黑人。可是七

層樓高的發電廠及倉庫﹑修車場等也是面目全非。我想可能內亂當時﹐呈無政府

狀態﹐無人居住的房屋﹑廠房就任人破壞運走( Bong Town 以前都是白人居住

的﹐但都離開了)﹐黑人區還住著有人﹐就保存下來了。在發電場前﹐站了兩個士

兵﹐倒背著一支AK-47﹐槍口插著一支竹箭﹐見我們到來﹐滿口Boss的叫﹐還向

我們要香煙﹐我們都沒有抽煙﹐范先生給了他們各十塊錢賴幣﹐他們竟端著槍跳

了兩步舞謝謝我們(US$ 1.00 = 賴幣 40.00)。 

         我們很順利地找到了工頭的家﹐大家相見猶如隔世﹐竟抱頭哭了起來。我問

他別後的情形﹐他說﹕ 

         “ 自從你離開以後﹐一切都還好﹐因為沒有了豬﹑雞﹐牛也剩下母牛與小

牛﹐所以叛軍也很少來要東西了。張﹑劉兩位先生與公司一起撤退兩天後水電也

沒有了﹐但是我還一直都住在你的房子裡﹐所有的東西都保存好好的﹐我還把一

台拖拉機停在家門口。農場只有幾個工人﹐種一些菜自己吃。那時沒有一家商店

開門的﹐一小包鹽在外頭賣四十元 (那時的匯率還在US$1.00 = 賴幣40.00)﹐我們

幸好有你留下一大包醃菜用的粗鹽以及牛吃的鹽塊可用。公司白人撤走了﹐但有

Mr. Abdulai 接管﹐也許泰勒非常看重這個鐵礦公司﹐不讓破壞﹐所以整個公司保

存完好﹐也維持了秩序﹐比起外頭的情形好太多了。公司關卡外面的世界就完全

不一樣﹐所有的黎巴嫩商人都到公司內找朋友一起住下﹐商店內的東西就隨他人

去偷去搶了。” 

         “ 那麼什麼時候又變成這樣呢﹖”我問他。 

         “ 小康局面維持了兩﹑三年﹐我們都希望叛軍趕快拿下蒙城﹐打完戰爭讓公

司重開﹐讓你們回來。可是西非聯軍開進蒙城之後﹐局勢更亂了﹐九四年的某一

天夜裡﹐我們正要上床睡覺﹐突然間聽到槍聲大作﹐而且很快的便接近我們住的

地方﹐我們來不及點燈﹐拉著太太及孩子們摸黑就往山裡跑﹐到了攔沙壩﹐發覺

還有許多人也往這邊逃難﹐於是大家結伴往深山裡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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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後來呢﹖”我問。 

         “ 後來便一直不敢再回來﹐在山區農莊隨便蓋一間茅屋住下﹐約半年後從收

音機廣播知道 Totota 已經重回泰勒叛軍手裡﹐而且歡迎居民回去。於是又到了 

Totota 。那時候只要有一些錢便可以買到電視及錄影機﹐我向一位黎巴嫩商店老

闆租了一個房間﹐利用他的發電﹐放錄影帶(大部份是A片)收費觀賞賺一些錢過活。

我們在那裡住了將近一年。” 

         “ 事變當晚你們匆匆逃離﹐怎麼會有錢買電視錄影機呢﹖”我問。 

         “ 也幸好那時還沒有脫衣服睡覺﹐一些錢還留在口袋裡﹐臨走之前還拿了一

些重要的東西﹐平時所存的錢也都帶上了。”他繼續說﹕ 

         “ 兩位中國人撤走後﹐農場由我接管﹐叛軍司令威爾遜及 Abdulai 跟我很

熟﹐也沒有人來找麻煩﹐你們離開後﹐蔬菜園裡的蔬菜以及後來我們自己種的都

賣了不少錢﹐逃難時我身上有幾千塊錢呢﹗而那時候一台電視機只要一百元就可

以買到﹐因為全國沒電可用﹐而且贓貨太多了。反而是吃的糧食比較貴。” 

         “ 聽說有人拿鑽石來換米吃﹐真有此事嗎﹖” 

         “確有此事﹐記得你走時留下了幾包米﹐那時內戰正緊﹐全國鬧飢荒﹐有些

人拿鑽石來向 Mr. Zhang 換米吃。” 

         “ 你知道換了多少嗎﹖” 

         “ 不太清楚﹐但確定不止換了五﹑六次。” 

          我看了看他屋內的擺設﹐沒有一件是我以前用過的東西。我又問道﹕ 

         “ 那麼你們什麼時候又回到這裡呢﹖” 

         “ 在 Totota 住了一年以後﹐我買了一部舊貨車載客賺錢﹐不免常會回到這邊

來﹐第一次回來時﹐看到公司遭到如此的破壞﹐令我大吃一驚。回到農場一看﹐

什麼都不見了﹗” 

         “ 到底是什麼人 ﹐怎樣會破壞到如此的徹底呢﹖” 

         “ 據說西非聯軍打回來的時候﹐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在搶劫﹐他們把所有值

錢的東西全部搬到船上運走﹐連電線及電線桿都拔掉了﹐公司房屋建築﹑發電廠

全被拆光。有消息透露﹐一艘奈及利亞船隻便是載運太多的“戰利品”而沉沒的。

剩下來的﹐就由老百姓來收拾得更乾淨了﹐我們的雞﹑豬舍的鐵皮屋頂便是他們

拆去蓋房子的。” 

    他的太太端出了一盤芒果來吃﹐三個孩子靜坐旁邊﹐睜著大眼睛看我們。他繼

續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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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載客到首都﹐見到一位中國人﹐上前問起才知道台灣的農技團又

來了﹐從Mr. Zheng (曾坤榮)那兒得到你在南非的電話號碼﹐因此而和你連絡上

了。” 

         “ 泰勒又怎麼知道我﹐還叫我當什麼顧問呢﹖” 

         “BMC 的 Mr. Liou, 有誰不知道﹖何況他們吃了你多少的雞豬牛群﹐也應該

心裡有數。他在Suakoko 新開了一個農場﹐想找一位中國人去管理﹐其實他心中

有兩個人﹐一位是前農業部長農場的 Mr. Zheng (曾水波)﹐另一位就是BMC農場

的你了。後來他的女朋友 Miss Antonet 看到我﹐要我找你來幫忙﹐你們以前是鄰

居﹐互相都認識﹐不知你願不願意﹖” 

         “ 有農技團去指導就好了﹐何必花錢請人呢﹖” 

         “ 農技團只能做技術指導﹐他要的是農場的總管理。” 

         “ 我去看過農場了﹐我不可能替他做﹐因為我必須每年在美國住滿半年以

上﹐否則綠卡會被取消。這次回來想看看戰後有什麼生意可以讓 Chien (健祥)去

做﹐他很想回來試試運氣。”我說。 

         “ Chien 想回來做生意﹖那太好了﹐不管他是在城裡開店或是在鄉下割橡

膠﹐我一定幫忙到底﹗”他說。 

 

         健祥與一位呂先生一起到了蒙羅維亞﹐考查了幾天之後便決定租房子﹑店面

與倉庫﹐呂先生則把從大陸進口到南非的貨﹐裝了四個貨櫃運到蒙城﹐開了兩家

店面做起生意來了。首先在首都 繁忙的水街開了一家﹐後來又在賓士衛開第二

家﹐大部份的店員都是健祥以前的同學。另外買了兩支動力鋸子讓工頭在BMC附

近的森林砍樹﹐鋸成木板運到首都來賣﹐他有七個工人﹐約每個禮拜便可運出一

大卡車的木板。過了不久﹐又買了一輛客貨兩用車﹐請司機在街上或鄉下載客﹐

據估計買一台二手車五千美元﹐每天規定司機繳交1600元(合40元美金)﹐約半年

時間便可回本。有一位黎巴嫩商人便擁有六十輛的計程車在街上跑﹐只是這種生

意只有本國人可以做﹐因此汽車就登記在工頭的名下。 

         好景不長﹐想不到賴國內戰又起﹐於2001年底匆匆結束生意﹐所有的投資與

設備又再一次的淪陷於戰火之中﹐回到南非又得重新創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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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製造賴比瑞亞大災難的泰勒﹐ 後受國際法庭裁定禁監五十年。 

          

        我與太太早已於二○○○年三月十日飛來美國報到﹐開始坐所謂的“移民監”了。

同年九月十二日大女兒生產﹐我做了第一任的爺爺﹐太太幫女兒剛做好月子﹐又

急忙趕回南非為媳婦做月子﹐因為媳婦於十月十七日生了個兒子。美琪（小女兒）

則繼續在開普頓大學念書﹐一直要念到2003年底碩士畢業。我們兩老就這樣每年

往來於南非﹑台灣與美國之間。 

 

         綜觀我此一生﹐無非一介草民﹐四處漂泊流浪﹐憑著中國人勤儉節約﹑刻苦

奮鬥的精神在國外打拼。幸運的是身邊有位典型的中國女性太太﹐不時給我安

慰﹑鼓勵﹑指點與協助﹐標準的賢妻良母。如今兒女孝順﹐身體粗安。這一生可

以說是嘗盡酸甜苦辣﹐只為老來回味無窮﹗抱著孫兒孫女﹐回憶往事種種﹐可謂

無怨無悔矣﹗ 

         真所謂的﹕ 

                            逐浪隨波幾十秋﹐ 

         此身幸未付東流﹔ 

                            今朝得償弄孫願﹐ 

                            卻笑前塵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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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以前在 BMC 鐵礦公司任職時候的鄰居 Mr. Williams﹐是公司唯一的賴籍高級

鐵礦工程師﹐內戰爆發﹐叛軍未來之前便逃來美國了。他的三個女兒與一個兒

子﹐一直與我大女兒保持聯繫。這次我們來美定居﹐曾經造訪過他們一次﹐他

說﹕“ 泰勒在位不會很久﹐我們準備二○○四年底回去吧﹗” 

       他是“賴比瑞亞和解與民主聯盟”( United for Reconciliation and Democracy)的黨

員﹐而這個組織就是目前叛軍的主流。泰勒在四面楚歌及美國總統布希的壓力

下﹐已經流亡海外﹐一般相信賴國在過渡政府統治一段時間之後﹐LURD 必定會

入主總統府﹐威廉先生告訴我﹐不久即將回去為選舉做準備﹐他要我靜待佳音﹐

當他招喚我的時候﹐可不要黃牛﹕“你可一定要來哦﹗因為賴比瑞亞需要你﹗”他

說。 

        我與賴比瑞亞到底前世是什麼關係﹖為何今生如此糾纏不清﹖如今年過六十，

退休三年之後﹐還會第五度重回西非嗎﹖美國舒適安逸的生活﹐會不會敵不住從

遙遠的非洲蠻荒傳來的呼唤？只好套一句章回小說的說詞﹕欲知後事如何﹐且待

下回分解了。 

 
 

二○○三年十月 于 

美國 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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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eacp.com 

 
 

歡迎參與 共享友誼 

 
 

董事長王世輝 

會長蔡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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