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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恭喜各位新年平安健康，心想事成！ 

 

文協季刊今年由我這個只是愛看小說但沒有太多編輯經驗的新手，憑著一股為社

團服務的熱誠和勇氣，擔任編輯的工作，如果有任何不盡完善之處，還請各位前

輩先進包涵與指教。 

 

非常感謝各位作者賜稿，第24期的文協季刊得以如期完成出刊。鑒於文協季刊現

今是一份電子刊物，我想充分利用電子刊物的功能，在這一期的目錄裡，每篇文

章的標題除了有 Hyperlink 與文章連結，也加添一小段文章的預覽，希望可以方

便讀者們的閱讀。 

 

新春第一期的文協季刊，按照慣例由文協的新任會長周映秋發表為今年所規劃的

工作重點和活動項目，以及如何推動讓文協永續茁壯發展的藍圖。 

 

為滿足會員們對文協董事會的好奇，非常感謝文協董事會的吳國志董事對GBCCA

董事會的組織，運作方式和成員的產生過程，做了詳細介紹。 

 

今年多雪又酷寒的冬季，似乎特別觸動詩人們敏感的神經，方秉蕑的“冬風的遊

戲”、木子魚的“大雪”、Sophia Yee的“A Real Time”分別訴說了三位作者內

心的感知與情懷。 

 

我們對非洲的印象大都是成群結隊的野生動物奔馳在一望無垠的大草原上，又是

很多恐怖疾病的發源地，或者是國與國之間的紛爭戰亂不斷，貧病飢餓骨瘦如柴

的難民流離失所‧‧‧‧‧，但是去非洲旅行卻又是許多人一生中渴望實現的一個夢想；

這一期的文協季刊裡有兩篇與非洲有關的文章： 

 

”Trip to Southern Africa” 的作者Rachel Bau 分享了他們規劃去非洲南部三國

( Botswana， Zambia and Zimbabwe) 的野生動物保護區旅遊的前置作業，以及旅

遊期間的行程活動，所見所聞。 

 

”非洲生活三十年”的作者劉金本不但詳實記錄了他為何遠赴非洲，如何在非洲

建立家園，及全家人在非洲生活的點滴甘苦。由於這篇文章較長，將以連載的方

式分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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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幅有趣的攝影作品 “Mushrooms” 及 “Pumpkin Seeds” 是齊雅明表現這兩樣小東

西的巧思。 

 

我們都有翻來覆去輾轉難眠的經驗，失眠了怎麼辦？讓泰果的”夜思”告訴你他

睡不著時在想些什麼‧‧‧‧‧‧。 

 

我知道高積雲、捲雲、雨層雲‧‧‧‧‧‧，但故鄉的雲特別嗎？讓我們讀一讀杜炎武在

“故鄉的雲”中所產生對故鄉和雲的聯想。 

 

相信看連續劇是很多人的消遣，但多半的人對一齣連續劇都不會深究；史家元的

看過 “何以笙蕭默”後的感想就詳細研究了 “何以笙蕭默”的劇本與原著，並

分析演員們的表現。 

 

本期內還包括從上期開始連載之伍法岳“丘八學人”的第二集及姚蜀平“兒女祭”

的完結篇，請各位繼續閱讀。 
 

 

 

 

下期（25期）將於6/1/15 出刊，截稿日期5/20/15。 

為了使這份刊物的內容更加多元化，又可以成為文協各社團公佈活動花絮的園地。

歡迎各位朋友不僅分享您精彩的文字創作，也不吝展示您得意的書畫、攝影作品

或各類收藏品等。來稿請寄  gbcca.enuew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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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文協年會致詞） 

周映秋 

 

Good evening,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me begin with a big thank you, on your behalf and mine, to Betty Pang and her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thei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and service last year.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ll of you and the GBCCA Board for giving me the honor and 

opportunity to serve you as 2015 President. The talented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nd I take this responsibility and privilege to our heart. 

 

GBCCA has nearly 60 years of history, with countless dedicated past and present 

volunteers who have  

 successfully promoted public awar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enhanced the well being and social standing of Chinese Americans, and   

 provided an environment for people to learn Chinese culture, language, and arts.   

As a result, GBCCA today is a recognized and influential non-profit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The 2015 leadership team will dedicate its efforts to continu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GBCCA mission, tradition, and impact. I want to mention various ongoing activities that 

we will work to support and enhance, and some other initiatives that we would like to 

undertake. 

 

1)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e wonderful GBCCA Huaxin schools, outreach program, 

Chinese summer youth camp, special programs lik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Boston First Night celebration, and clubs devoted to musical instruments, singing, 

dancing, exercising,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happy elders club.  Our school 

principals, teachers, club and program leaders, participating parents and members 

are the real force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and tradition through 

these various groups.  We will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serve as a glue to 

provide connectivity and sense of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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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 hope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 to participate in 

GBCCA activities.  For example, in the 2015 speaking series, we have invited an 

MIT PhD student, Cindy Sung, to talk about and demo printable robots in 

September this year, and we anticipate that this will attract our younger students to 

attend.  Also Joe Liu, son of our long time members Mann-Wen and Tai Liu, will 

present his research on parrot conservation, to share with our community and 

younger audiences. 

 

We are eager to have our younger generation join the GBCCA. We can start at home, by 

asking our sons and daughters to utilize GBCCA facilities to create and organize their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We can also encourage our grandchildren to attend Huaxin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art school, and after-school programs.  To nurture our younger 

generation is to ensure a bright future for GBCCA for many generations to come. 

 

3) We will also reach out to other organizations, to continue our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events in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visibility and 

impact in the wider community. 

 

To conclude, let me invoke again what Yauwu Tang called the “Spirit of GBCCA” in his 

eloquent speech celebrating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ty Center. As he put it, 

the Spirit of GBCCA is:  

all members participating, … serving, … and contributing.   

We will continue this spirit and introduce it to our new members, so the tradition is carried 

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 wish you a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New Year of the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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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BCCA 
吳國志 Dora Wu Hsu 

                  

General Introduction 

 

I was ask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write an article to introduc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our organization to our members.  I hope that our members find this to be 

useful information, as we strive to encourage and spark more interest in participation in 

this great organization. 

 

Before GBCCA acquired the building on Cherry Street in West Newton in 1993, GBCCA 

carried on its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athletic activities in rented school classrooms and 

gyms in areas west of Boston, and it had a different composi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fter the acquisition of the building that became the permanent Center of all of GBCCA’s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Hua Xin Chinese School, there was a need to revise the GBCCA 

old by-laws 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o better serve our community.   

 

Working with the then GBCCA legal counsel John Chu and his law firm, in 1999 we 

completed the revision of our by-laws based on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old GBCCA 

Board and approved by the general members at the 1995 Annual Meeting.  The new by-

laws clearly described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Members, Officers and Board of Directors, 

and served as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article.   

 

GBCCA is a member-based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s educational and 

social programs for the awareness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music, arts and 

culture.  GBCCA had several off-site member schools affiliated with GBCCA in the past, 

such as Lexington Chinese School, Newton Chinese School and Chelmsford Chinese 

School.  Over the years, those affiliated schools had spun off and became independent for 

practical management reasons.   

 

All of GBCCA Officers and Directors are volunteers receiving no compensation for their 

services.  The officers of the organization are the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the President, 

Treasurer and other officers who may be appointed by the Board from time to time as 

needed.  Officers serve for a one-year period, but any person may be re-elected to 

successive terms as an Officer, without limitation.  The exception is that the Chair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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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Board is limited to serve three consecutive terms.  All officers should be members 

of GBCCA. 

 

Committees of the organization 

 

There are three major Committees of GBCCA. 

 

The President i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ail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including: newsletter, 

membership, coordination of all programs, clubs, etc.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consists 

of persons elected by the Directors and ratified by the Members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Members.  All committee members should be members of GBCCA. 

 

School Committee is comprised of representatives of all GBCCA member school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new programs that are 

beneficial for all Chinese schools such a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acher workshops, 

etc. 

 

Building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GBCCA’s building facilities 

and setting policies of the rental and usage of such facilities.  Major issues such as 

renovation and purchase / sale of the building will require the approval of the full Board 

of Directors. 

 

Board of Directors 

 

The responsibility or pow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Board”) is the general 

oversight of the affairs of the organization, including its long term stability and overall 

direction and goals, such as policy setting and fiscal soundness.  It approves the 

appointment of the chair of the three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coordinates these three 

committees, and provides general oversight of the activities of GBCCA. 

 

Composition of the Board, Election and Term of Office 

 

There are nine members of the Board:  three are the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s of GBCCA; 

thre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of the three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who should be 

either the chairperson of that committee, or a representative designated by that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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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chairperson is already a member of the Board; and three members elected from 

membership at large (they are called “Directors-At-Large”).  All members of the Board 

must be at all times members of GBCCA. 

 

The representatives from each committee are elected annually.  There is no limitation for 

consecutive terms except that the chai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subject to the 

annual election.  The three past presidents are replaced annually, one in each year as the 

earliest one is replaced by the newest past president.   

 

The three Directors-At-Large each serves a three-year term.  One is elected by the Board 

each year to replace the Director who has served his or her three-year term.  A Director-

At-Large can be re-elected for two consecutive terms.  Any past president who has served 

on the Board can be elected as a Director-At-Large after his or her term in the former 

capacity is completed. 

 

When a Director-At-large position becomes available, nominations will be accepted with 

the endorsement of at least twenty GBCCA Members and the Board will elect the new 

Director from among such nominees.  If any Director resigns before his or her term is 

completed, a replacement Director will be appointed by the Board to serve the remaining 

term.  Any Director may resign at any time by providing a written notice to the Board. 

 

Delegati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ay delegate certain powers or responsibilities as they consider 

advisable by establishing other committees from time to time to perform such 

responsibilities.  Such delegation should be within what is permitted by law, the Article 

of Organization or the by-laws of GBCCA. 

 

 

I hope the above is a sufficient description of GBCCA’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ith 

detail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f a member wishe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subject,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any of the Directors. 

 

Currently as of February 7, 2015, the date of the 2015 Annual Meeting of Members, 

names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nine members who serve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re 

liste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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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映秋  Agnes Chow:  2015 President and Chairperson of Executive Committee 

陳瑞虹  Renne Lu:  Representative of School Committee 

陳宏林  Hong-Lin Chen:  Chairperson of Building Committee 

 

冼鳳明  Betty Pang:  2014 President 

黃淑英  Shu Ying Huang:  2013 President 

周一男  Iih-Nan Chou:  20012 President 

 

王子仁  Robert Wang:  Director-At-Large 2012 - 2015 

龍俐麗  Lily Lawn Tsao:  Director-At-Large 2014 – 2016 (elected to replace Agnes Chow 

who was re-elected in 2013) 

吳國志  Dora Wu Hsu:  Director-At-Large 2014-2017 (re-elected in 2014 for 2nd term) 

 

[譚先哲  Wendy Lou:  2011 President is the out-going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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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 to Southern Africa (African Safari Botswana, Zambia, Zimbabwe) 
 

--- Journey That Changes Lives --- 
 

Rachel Bau 

 

 

I was initially attracted by the idea of going on an African Safari to witness the Great 

Migration of zebras and wildebeest in Tanzania and Kenya, but since Kenya was 

politically unstable and known to have terrorist activities, I found a tour company, 

Overseas Adventure Travels (part of the Grand Circle Corporation), that led safaris to 

southern Africa, (Botswana, Zambia and Zimbabwe) that would potentially allow us to 

search for animal migration in Botswana. Animals in Botswana travel 350 miles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December to May, then in reverse direction from June to November, 

following the water source. True to the written words, as soon as we stepped off the plane 

that transported us to Chobe National Park on November 10, we saw hundreds of huge, 

black cape buffalos half hidden among the bushes, then, as we drove to the wide open 

plain,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zebras, loosely travelling in family groups all moving in 

one direction. 

 

Both Botswana and Zambia are stable politically with democratic elections, and stable 

economically, supported mainly by diamond and copper mining industries and tourism. 

Zimbabwe was one of the latest countries in the SADC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to become independent from British rule (1980), and is still struggling to 

establish free and fair electoral balloting for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2013 Robert 

Mugabe was reelected president in balloting that was severely flawed and internationally 

condemned. The government initiated a land resettlement program in 1999/2000, which 

aimed at taking land from rich white commercial farmers to redistribute to the poor and 

middle-income landless black Zimbabweans. However, under the program, militias of the 

ruling party carried out violent acts against farm owners and workers, much of the land is 

still not accessible to those most in need, and crop production has dropped to a level that 

neither supports export nor domestic consumption. Our tour leader, a Zimbabwean, 

mentioned that his village in Zimbabwe depends on rain for farming and to sustain their 

livestock for survival, and the men in his village need to get up at 2 AM to walk 3.5 hours 

with donkeys and water buckets to fetch drinking water. How simple if they would just 

install a well to satisfy this basic need! However,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Zimbabweans 

being unemployed, having no formal paying jobs, few communities can afford a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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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5 million people in Zimbabwe are unable to obtain minimum daily food 

requirements and depend on food aid and other social safety programs. 2003 World Bank 

statistics show GDP per capita in Zimbabwe was $441, comparing to $15,675 in 

Botswana. While enjoying ourselves in the safari grounds and drinking amble purified 

water, we were quite removed and did not witness this ugly part of the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in Zimbabwe. Our tour leader, Abiot, a Zimbabwean, gave each of us a gift of 

$100 billion Zimbabwean bill in cash and explained that he used to be a trillionaire but 

lost it all overnight when the banking system collapsed; his bank balance became $0. 

 

We were also conscious of the price of this trip. The most common medium price range 

for an African safari is between $400 to $500 per person per night in addition to the round-

trip international airfare to reach the continent. Dry season commands a higher price 

because animals need to gather at however few waterholes there are to survive the 

destitute desert condition, thus they are easier to spot. During the wet season, animals are 

spread out because water is everywhere. However, November is the month that the zebras 

and cape buffalos have moved from the Central Kalahari Desert in south Botswana to the 

Chobe National Park area in the north in search of water and green grass for their feed. 

Rain makes animals happy and healthy, thus, during the rain season, they also mate and 

give births. Being a woman with a motherly instinct, it’s always fun to see new births and 

babies. By choos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early November (beginning of the rainy 

season) when most of the grounds are still dry and the fields are golden prairie instead of 

green, our safari price for the 17 days was reduced from $5,900 to $4,200 per person. 

During the safari, we only lost half a day of game drives due to rain but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to see what rain season was like in southern Africa.  Our boastful acclaim 

during the trip was: “We paid the least and saw the most!”  As the weather is unpredictable 

one year to the next, we were certainly lucky.  After taking the group discount offered by 

OAT, and evenly shared one free tour coordinator’s fare, our final price paid was $3,200 

per person – for 12 days of safari, plus 2 days in Victoria Falls, half a day visiting a village 

and school, and 1 day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for private touring, all inclusive 

except for one dinner in Johannesburg. In addition, by shopping for our international air 

carefully, we were able to buy our round-trip airfare for approximately $1,000 per person.  

 

The 12 nights we spent in tented camps in the wilderness turned out to be quite civilized 

with private showers and flush toilets, king-sized beds, night tables and table lamps, 

hanging closets with shelves, and rugs. We always started the day with an early morning 

(5:30 – 6:00 AM) wake up call, breakfast, then morning game drive at 6:30 AM, st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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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id-morning snack of juice and cookies, and returning to the camp at 10:30 AM. We 

gathered for lunch from 12 noon to 1:30 PM, then spent siesta time in our camp catching 

up with rest and sleep to accommodate the 7 hours of time zone change. At 4 PM, we 

usually met for afternoon tea, then, went on a second game drive of the day at 4:30 PM, 

stopping for a “sundowner” snack of wine and sausage during the game drive and 

returning at 6:30 PM for dinner at 7 PM. We sometimes sat around to chat among 

ourselves or with the camp management before dinner.  We sang and danced for each 

other after dinner on the 3rd and last night at each camp. We were usually in bed by 9 PM. 

We wer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quality singers in our group, especially Agnes Chow and 

Lily Lawn-Tsao, who trained us well to present the famous “Alishan” song in unison with 

dance. We sang it so many times, our African tour leader, Abiot Zuze, even learned it and 

at the end, was surprisingly able to sing the song with us. Sometimes, the dinner could be 

in the fashion of a “boma” (barbarcue) where we sat outdoor around an open fire to have 

the delicious meals on our laps. 

 

 
 

 
 

For game drives, we sat in Nissan open safari vehicles with 3 rows of seats besides the 

driver’s row, each vehicle taking five persons. Our two safari vehicles usually split up to 

take different paths so that the driver guides could radio each other on special animal 

sightings. On the 2nd day of our safari, our sister vehicle radioed our driver guide about 

a “lion kill” at a specific location. When we arrived the scene of the lions, we saw a pride 

of 11 lions, 3 males, 4 adult females, and 4 young cubs surrounding a dead zebra with 

exposed ribs. Two adolescent male lions having finished their meal and showing bulging 

stomachs, slowly walked 10 feet away to lie down to sleep. Then, it was the dominant 

male lion’s turn to have his share of the zebra. After gnawing on the chest of the zebra for 

half an hour, he dragged the remaining zebra 10 feet away and zealously guarded it from 

the rest of the pride. He left pieces of liver and gut scraps, however, for his family to 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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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females and cubs approached him for more, he charged forward with a huge 

roar, whereby, the females and cubs receded in fear. According to the books, the female 

lions are the ones which hunt the prey and bring home the prize. In one game drive along 

the back road, we saw a small dazzle of 6 zebras, two of which were very pregnant and 

obviously, they left their group of hundreds to look for a suitable place to give births. I 

couldn’t help but worry for this family of zebras because just minutes earlier, we saw the 

lion not too far away, always on an alert to hunt their favorite prey – the zebras. 

 

  

  

 

We sighted hundreds of cape buffalos on our first day of the safari (including a mating 

pair).  On the second day we witnessed part of the zebra migration in Chobe National 

Park in Botswana. Throughout the 12 days of safari, we continued to find hundreds of 

impalas, most of the time with babies. Once, a fleeting rank of impalas leaped 3 feet high 

through the woods right in front of us. Impalas are beautiful runners.  We saw troops of 

baboons and elephants in parades feeding babies with milk from their breasts. We were 

sad to see a sick, old female hippopotamus on a narrow strip of muddy land and next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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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 teenage hippo resting his chin on the mother’s back. Healthy hippos are usually in 

the water and along the river banks. Our driver guide told us that this old hippo was sick 

because she had been there for several days, and the son was trying to protect the mother 

from predators. We saw journeys of giraffes with babies striding alongside in graceful 

gaits and a pair of necking adolescent male giraffes bending their necks to knock each 

other out with their horns, trying to claim authority. We saw antelopes, baboons, cheetahs, 

elephants, hyenas, jackals, kudus, monkeys, ostriches, painted wild dogs, waterbucks, 

warthogs, wildebeests, and hundreds of different animals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We saw 

a five feet long lizard camouflaged as a stick on the tree branch, guinea fowls everywhere, 

white egrets, a Hamerkop bird picking on a frog, and vultures waiting to finish up the 

zebra and buffalo kills left by the lions. Every animal must eat to survive.  Life in the 

wilderness is not easy…not for men nor beasts.  One evening, we were on our way driving 

back to camp in pitch-black darkness. All of a sudden, the driver guide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We asked why. He turned his flashlight on and we saw thousands of 

golden eyes staring at us. Five feet in front of us stood hundreds of black cape buffalos, 

still and silent. Our group took a fishing trip on the Kafue River in Zambia led by our 

safari guides.  What a delight! On the boat, we were surrounded by hippos and crocodiles 

– 3 hours of fishing yielded the 10 of us 12 big tilapias and one pike fish. Jimmy Chiang 

in our group personally went into the kitchen and cooked the fish for our dinner that 

evening. Yum! 

 

  
 

There were lots of books at each camp that explain the habitats and genres of the area. I 

took a few books to my room to screen through and discovered that the thousand year old 

Baobab trees with tree trunks that were up to 10 feet wide in diameter that dot the 

landscape were succulents with lots of moisture and Vitamin C. That explains wh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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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phants love to chew on its bark, sometimes killing the tree.   Acacia trees in Botswana 

and Mopani trees in Zimbabwe also suffer the same fate, often destroyed by elephants 

that eat their bark either for their medicinal or nutritional value.  The knob thorns on the 

Acacia trees have the ability to cure elephants of tooth aches.  People grind them into 

powder to cure eye infections and relieve pain, and inhale the smoke from burning its 

knobs to cure coughs. The Acacia trees’ extremely hard wood that blunts tools is used to 

make quality furniture, railroad benches, flooring, poles and fence posts.  Mopani tree 

bark is also eaten by elephants because the tree gum treats wounds.  Human uses Mopani 

to treat syphilis and diarrhea in cattle, and uses its juice to treat Malaria.  Elephants walk 

long distances to feed on Marula trees for more or less the same reasons; for the high 

Vitamin C and protein contents of its tasty fruits, to get moisture from its roots, and eat 

its bark to cure diarrhea.  Human uses Marula fruits to make beer and Amarula liqueurs 

(some of us bought Amarula liqueurs to bring home), and the oil from the seeds as skin 

moisturizer and sunblock.  We were introduced to the toothbrush tree (Salvadora) in 

Zambia, one that is promot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or oral hygiene due to 

its medically beneficial properties of abrasives, antiseptics, astringent, detergents, enzyme 

inhibitors and fluoride.  The men in the group caught on to the story of the sausage tree – 

the Kigelia Africana, a tree with hundreds of huge sausage-like fruits about 10-12” long, 

2” in diameter, hanging down from its branches. On listening to their chat, it was said that 

eating the fruits could increase the stamina of their sexual organ. In the book, I found that 

the sausage tree has fruits with soft flesh and fibrous brown veins, produce a milky juice, 

is poisonous when raw and not edible when ripe, but baked fruits are used to ferment beer 

and boiled ones yield a red dye.  

 

One day when we went for high tea at one of the two 5-starred hotels in Zimbabwe, we 

came across several huge mango trees that dropped enough mangoes to amply satisfy the 

baboons’ diet.  A few of us decided to return to the hotel at 6 AM the next morning, plastic 

bags in hand to pick mangoes.  Excitement ensured when one baboon retrieved the 

mangoes out of Lily’s bag that was dangling in her hand, but six of our group happily 

came back supplying all of us with more sweet and tender mangoes than we could 

consume for breakfast.  The guide told us that baboons are smart enough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humans and usually only challenge females, not males. 

 

Termite mounds that last hundreds of years were also familiar sights on the African 

savannah. Termite mounds encourage higher tree density due to its higher content of 

fertile soil and moisture. Africans eat roasted termites and worms from the Mopani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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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art of their diet. It's an excellent way to gain their protein given the sad status of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 when people actually die out of starvation. 

 

 
 

  

  

  

 

On the first night of reaching camp, we found the overhead lights in our bedroom brightly 

shining, bringing in flying insects. I noticed the light on the porch outside the camp 

attracted tons of flying insects and the door had a one inch gap all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hinged edge, letting in flies and mosquitos. We quickly let down the bed nets, killed as 

many flies as possible with the can of “Doom” spray provided by camp management. We 

took a shower and were too tired to care, went to sleep. The next morning, I discovered I 

was sleeping on dead bugs. The next 2 nights, we left the bed net down all day. The 2nd, 

3rd and 4th camps we stayed at in Okavango Delta, Kafue National Park and Hwange 

National Park were relatively free of flying insects and mosquitos, so there was no need 

for bed 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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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first camp, a few African ladies walked up the hill in 95 degree weather with their 

huge collection of weaved baskets and bowls made of reeds. They were beautiful and 

sturdy, selling them at $30-40 for each 5” to 10” bowl. In New York cities, I had once 

bought one for about the same price. The reeds were of natural colors, some dyed in 

natural beige, brown or orange. We were to realize later on at the end of the trip at Victoria 

Falls that we could buy them from the villagers who laid them on the ground in open 

markets for $2 to $4 each. In Zimbabwe, before we visited the Falls, we spent an afternoon 

visiting a homestead in a village. A few of us tried our hands at grinding cornmeal to the 

beat of music and songs and believe me, this manual exercise in 95 degree Fahrenheit 

weather inside a small round hut built of clay with a thatched roof was not a fainthearted 

one. We also visited St. Mary’s School, a grade 1-7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built by the 

Catholic Church organization Caritas; the teachers’ salary was pai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books and stationaries supported by our tour company, the Grand Circle 

Foundation. Each one of us took half a dozen grade 6 boys and girls to share conversations 

in English. The children loved to speak English and have their pictures taken. Zimbabwe 

is a country full of rich resources and wild animals, but the children never saw these safari 

animals that we saw. Who knows if they ever will. These were very lucky children to be 

able to pay $15 per quarter to attend school, but around the corner was a debt-collector 

with a calculator always vigilant on tuition accounts in arrear. He would soon collect the 

debt by taking their parents’ livelihood - the cows. 

 

The motto embroidered on hats and shirts of the Wilderness Safari Corporation that 

provided our safari guides says: “Our journeys change lives.” Indeed it did. Never had I 

felt so fortunate to be an American citizen, living in a country with every type of 

convenience and opportunity open to all who are willing to work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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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生 涯 三 十 年(一) 
劉金本 

 

小時候﹐我們對非洲這個“黑暗大陸”便有著一種神秘﹑恐怖的感覺﹐又是個令

人好奇的﹐很想去一探究竟的地方。 

 

記得在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我們的課外讀物﹐除了當時的牛哥漫畫“牛伯伯

打遊擊”之外﹐就屬關於非洲探險的故事書最受歡迎了。印象中﹐一隊戴著盔

帽﹐持著獵槍的英國人在非洲內陸探險﹐他們遇到各種不同種族的黑人部落﹐有

和善的﹐有懷著敵意的﹐甚至受到吃人族的驚嚇。至於遇到毒蛇猛獸以及各種疾

病的威脅而導致不少人員損傷﹐就更不用說了。可是他們為了豐厚的利益﹐諸如

用煙酒換取黑人酋長的寶石﹐在窮山惡水中去挖掘鑽石與金礦﹐而珍禽異獸及象

牙等﹐更令他們前仆後繼的去冒險。但也有一些真正去做勘察與親善活動的探險

人員﹐他們的精神令我們深為感佩。 

 

故事中有一段情節至今記憶猶新﹕ 

幾個英國探險隊員﹐經過叢林中的一個小湖﹐突見一頭老象緩慢的自林中走進湖

裡﹐而且越走越深﹐直至湖水淹沒了牠的全身還繼續往深處走去﹐不一會兒﹐湖

面恢復平靜如故﹐好像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一般。 

突然一位白人隊員興奮的叫道﹕“這一定是傳說中的象塚﹐據說老邁將死的象會

自動走進湖中被水淹死﹐可見湖中一定有很多的象牙﹐我們這次可要發大財了﹗”

其他的隊員當然也興奮莫名﹐其中一位想進水裡一探究竟﹐脫去衣服便躍入水

中﹐可是不到一分鐘﹐突然見他冒出水面﹐痛苦的大叫掙扎﹐想游回岸上。其他

隊員想去施救﹐又恐怕是鱷魚之類而不敢貿然下水﹐就在踟躊之間﹐那位溺水著

已沉入水中不見了。 

 

大家驚怖的看著平靜的水面﹐不知到底發生了何事﹐過了不久﹐一位黑人嚮導突

然叫道﹕“ 食人魚﹗ 食人魚﹗”一時大家冷汗直流﹐原來湖裡滿是那種小小的

食肉魚類﹐想必那些大象也都是被這些魚吃掉的﹐那細皮白嫩的人肉﹐比起堅硬

的象皮好吃千倍﹐人一旦躍入水中﹐那還有命在﹖還不是立時便變成了一堆的白

骨﹗ 



 

 

第 18頁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而非洲就像這口湖水﹐有誘人的成堆象牙﹐也有兇險的食人魚潛藏其中﹐讓外人

又愛又怕﹗ 

 

 

四年農耕隊 - - 訴不盡的相思苦 

 

世事的變化﹐令人無法預測﹐而人的一生際遇連自己也是難以逆料的。有誰會想

到﹐在我二十六歲英年﹐竟一腳踏入了非洲﹐一住三十多年﹐直到整六十歲退休

來美國定居時﹐還仍然藕斷絲連﹐經常往來於非洲﹑美國與台灣之間。 

非洲﹐竟十足的變成了我的第二故鄉﹗ 

 

為了決定參加農耕隊來非洲工作﹐當時幾乎鬧 出了家庭革命﹐父親曾經極力的反

對﹐認為整個非洲蠻荒都是黑人﹑野獸與疾病的天下﹐實在不是我們工作的地方。

可是經我多方面的研究請教﹐得知農耕隊在非洲不少國家已經成功的工作了五﹑

六年﹐隊員大都安全的回到家園﹐而且薪水比起國內的工資多了七﹑八倍﹐實在

是我們學農的一個好機會。當時雖然有報導某農耕隊的隊長鄒梅先生在醫院變成

了植物人﹐但那是因為車禍引起的﹐而不是非洲的環境所造成﹐而非洲大部份的

國家﹐受英﹑法諸國近百年的統治與開發﹐如今已經不是以前的黑暗世界了。最

後還出動當鎮長的姐夫向父親勸說﹐才總算勉強同意了﹐而我上有三位兄長及六

位姐姐﹐下有一位妹妹﹐這也是我放心遠離年邁的的雙親到非洲工作的原因之一。 

為了稍安父母的心﹐我接受了當時服務單位的上司﹐農校農場主任蕭繼瑀老師的

建議﹐並由他與師母當媒人﹐與當時的知心女友訂了婚。我建議未婚妻在我出國

期間繼續在台北上班﹐但希望每次返鄉時一定要來探望老人家。 

一九六六年秋﹐我們一行八人在汪家暘技師的帶領下﹐從松山機場拜別了雙親家

人與未婚妻﹐乘華航班機經香港(住一天)﹐轉乘KLM飛曼谷(住一天)﹑羅馬(住

三天)﹐然後直飛西非賴比瑞亞的首都蒙羅維亞。 

 

我們是奉派到賴比瑞亞農耕隊服務的﹐當時我國在非洲十幾個國家駐有農耕隊﹐

協助並指導他們種植水稻蔬菜等農作。非洲大部份的國家原來分屬英國與法國的

屬地﹐獨立後的官方語言也延用英法兩種語系。而賴比瑞亞則原來是由美國黑人

組成的政府﹐可以說是唯一的美語系而且是非洲最早獨立的國家。我們初到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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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會話還不熟練﹐都被分發到示範區工作﹐或協助老隊員作推廣工作﹐一方面學

英語﹐一方面也學開車﹐約半年之後﹐便可獨當一面了。 

可是有很多黑人不會說英語﹐只會講當地的土話﹐所以我們每一組都會有一位黑

人翻譯員﹐由英語翻土話﹐而我們英語﹑土語都學了一些﹐日子久了﹐也就混合

著來講﹐配合著手勢來與農民們溝通了。 

 

我原在農校農場擔任台灣省農業試驗所主持的大豆育種試驗工作﹐對旱作方面比

較有經驗﹐所以被派在旱作區負責甘蔗﹑大豆﹑甘薯﹑玉米等的品種試驗及繁殖

工作。當時的隊長是陳秋江先生﹐記得因為怕隊員得到河川盲(一種寄生蟲)的疾

病﹐要我們儘量避免直接接觸到泥土﹐尤其是沼澤地的泥巴。他非常愛護我們﹐

照顧我們。而我們的工作也由原來的示範性質轉為以推廣為主了﹐ 

示範田的工作，也大多是由黑人下田，我们只要從旁指導即可。 

 

駐賴比瑞亞農耕隊從一九六零年便開始了，幾乎全國的農民都知道我們成功的事

跡﹐遠近來要種子及技術指導的農民越來越多﹐我們只能各郡(省)派駐一兩位隊

員配合當地政府來協助他們。而自總統以下﹐各部會部長﹑省長等官員﹐幾乎都

有農場﹐也都會要求我們的幫忙﹐甚至要求隊員常駐他們的農場管理﹐可是由于

人員的限制﹐當時除了總統及農業部長的農場各派駐一員之外﹐其他官員農場則

由各區負責隊員抽時間去指導。 

 

西非雨林地區﹐沼澤地很多﹐只要清除掉沼澤地的雜樹雜草﹐做點簡單的灌排水

系統﹐就是現成而且是永久的水稻田。當地氣候全年都適合水稻生長﹐以當時我

們推廣的 IR-8 品種﹐三個月便可以收割﹐一年可種三期﹐每英畝以最普通的產

量4000磅計算﹐一年三季的總產量是一萬兩千磅。而土法種植的陸稻﹐生長期六

個月﹐只能雨季播種一次﹐每英畝產量七百磅﹐比較起來水稻比土法種植的陸稻

單位年產量多了十七倍﹐而且不必年年換地方砍伐森林﹐因此我們的方法大受歡

迎。如今你若開車下鄉﹐可見公路兩旁的低窪地區都是一片片美麗的稻田了。 

 貝丁( Gbedin )是農耕隊的隊部﹐離首都四百多里﹐當時已有水田150英畝﹐分給

七十個農民耕種。後來水利技師羅悟非在下游測量結果﹐可以再開墾150英畝﹐

但由水壩引水灌溉必須開渠道經過旱作的高地﹐以眼睛目測來看流水是根本不可

能到達新開墾區的。施工期間所有的黑人﹐包括貝丁賴方的負責人﹐都在懷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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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我們﹐我們當然是相信測量儀器的﹐知道目測往往會有錯誤的﹐經過了幾個

月的辛苦﹐整個工程終告完成了。 

 

記得通水典禮那天﹐農業部長及官員﹐總統府農業顧問﹐省長﹐各部落酋長以及

眾多的農民﹐都來參加了盛典﹐一時間整個村莊熱鬧喧騰﹐從水壩沿著溝渠直到

新開水田幾乎站滿了人潮。當農業部長菲立普打開閘門﹐一道清流急射而出﹐而

且順利流過旱作高地直達新墾區時﹐所有的黑人無不歡聲雷動﹐而且覺得不可思

議﹐認為中國人真有辦法，甚至從此流傳了一句話﹕“Mr. Lo 能夠引水往上流。 

 

 
通水典禮時，農業部長菲立普親自打開水

閘，中為隊長陳秋江，右為筆者。 
 

農民捕獲的四腳蛇﹐長150公分。 

 
我們捕獲的非洲大蟒蛇 

 
賴國官員與貴賓參觀貝丁推廣區水稻田

的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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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蟒蛇(吊在屋樑剝皮) 

 
與村民合影 

 

除了開地﹐我們還在新地旁邊蓋了幾十棟茅屋﹐並到各地徵選適當的農民來住﹐

按各農民的工作人口與能力分配一到三英畝的水田給他們耕種。這些農民便是我

們“服侍”的對象﹐整地時要派拖拉機(由黑人操作)﹐供給種子教他們做苗床育

苗﹐給肥料教他們施肥﹐收穫時要提供脫穀機。至於除草﹐他們是決不會像中國

人一般跪著的﹐一定得等雜草長到用手拔得起來才去拔。經過了兩三季的收穫﹐

每位農民的穀倉堆得滿滿的之後﹐要趕他們去拔草便不容易了﹐往往要騙說﹕

“明天部長要來視察了﹐還不快去除草﹗” 

幾天後部長還沒有來﹐除了一半的草又停下來了﹐這時我們只好施出了殺手鍘﹐

我們知道這一招是履試不爽的﹕“再不去除草﹐叫你的酋長把你換回去﹗” 

於是慢吞吞的﹐心不甘情不願的去工作了﹐好像這些稻子是為我們種的似的。我

們後來發覺除了教他們生產﹐還得教他們消費﹐譬如把穀子賣掉換錢去買腳踏

車﹑音響之類的﹐否則黑人慾望不高﹐不懂得享受﹐當米倉暴滿之後﹐心也滿足

了﹐手腳也懶得動了。 

 

在貝丁半年下來﹐臉也晒黑了﹐手腳也變粗糙了﹐而一顆心也越擰越緊了﹐尤其

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真正感受到“每逢佳節倍思親”的相思之苦。那時候的電

話很不方便﹐只有在首都的電話總局才有國際電話可打﹐而一封信到台灣需要兩

個禮拜才能接到﹐我們只有每個禮拜天到距離隊部約五十英里外的LAMCO鐵礦

公司的超級市場採買時順便到郵局去拿信的。每個人接到家書都如獲至寶﹐看了

一遍又一遍﹐百看不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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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離隊部不遠的一棟房子﹐住了兩位美國女和平工作團員﹐我們經常會去拜訪

她們﹐主要是想多學一些英語會話。她們知道我們之中有不少人已有妻室兒女﹐

這樣一別兩年﹐令人不可思議﹐她們認為也只有中國人才能忍受這種事情。 

 

夜裡我們經常三五個人一起喝點啤酒﹐吃些油炸麻雀消磨時間﹐啤酒是免稅買

的﹐麻雀則是白天水稻田裡趕鳥時用鳥網捕抓的。非洲的麻雀是農作物的最大威

脅﹐有時一來真是舖天蓋地呢﹗每一位農民都分配有鳥網﹐把它張在田邊﹐黑人

站在田中間用木頭架起來的站台上﹐當一群麻雀飛來時﹐用繩子把石頭甩出去﹐

力道很猛而且發出嘯音﹐麻雀受到驚嚇﹐會急速轉彎飛走﹐往往便碰上鳥網﹐解

下來便是一大堆。有一次我們用散彈槍向一群在剛割完稻的稻草堆裡覓食的麻雀

開了一槍﹐結果檢了一百二十幾隻麻雀﹗黑工把內臟清除乾淨﹐剝去皮毛﹐剁掉

頭腳﹐然後冷凍起來﹐要吃時將它炸成酥酥的﹐竟是絕妙的配酒好菜﹐也只有 如

此﹐才能舒解一時的濃濃的思鄉之苦﹐度過一個又一個的漫漫長夜。 

 

羅技師喜歡打獵﹐當沒有月亮的晚上﹐他常會約我和林呈洲兄一起到森林裡獵

鹿﹐我們經常都會有收穫的﹐大部份都是由他來打﹐偶而也由我或林兄開槍。他

教我們當燈光照到獵物的眼睛後七秒鐘內一定要扣板機﹐否則動物就會跑掉了。

有一次我們打到條蟒蛇﹐大腿粗﹐足有一丈長﹐剖開肚子漏出一整桶雞蛋 大小的

蛇蛋。這條蛇讓我們足足吃了兩個禮拜﹐而且據大家的說法﹐流出的汗都黏乎乎

的呢﹗ 

測量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有一回我與林呈洲兄跟隨羅技師到三百英里外的Lofa 

County去測量﹐計劃做水壩開水田。當地還沒有水電﹐我們在那裡住了三個禮

拜﹐白天在野外做測量工作﹐當地人喜歡喝甘蔗酒﹐到處種有甘蔗﹐每天中午就

吃現成的甘蔗充飢。有一天去拜訪當地的酋長﹐他有很大片的咖啡及可可園﹐每

年生產的咖啡及可可賣給LPMC(賴比瑞亞農產加工進出口公司)﹐賺了不少的錢。

當晚就在他的村裡吃晚飯﹐烤了一頭羊﹐喝棕櫚酒﹐村裡很多人都來參加了晚宴。

飯後他搬出了幾袋美金銀幣讓我們欣賞﹐其中大部份都是十八世紀的﹐他說為了

感謝我們的辛苦﹐還各給了幾個一元﹑五毛及二毛五分錢的硬幣做紀念﹐至今還

保存著呢﹗後來這個計劃如期完成並開墾出來了﹐當我們看到原來的叢林沼澤地

變成一大片綠油油的水稻田﹐內心裡油然生出了無比的滿足與成就感﹐有“非洲

先生”之稱的楊西昆先生說的不錯﹕“送你白米不如教你種稻。”真是一句至理

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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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季是種西瓜的好季節﹐有一次種了兩批西瓜﹐採收時田裡熱鬧滾滾﹐各方人士

知道這裡有西瓜吃﹐往往不辭長途開車前來﹐尤其LAMCO鐵礦公司的英﹑美﹑

瑞典等國人士更感興趣﹐有幾次甚至就把火車停在附近來此“參觀”(運礦鐵路

經過貝丁村)﹐當然我們都不會讓他們失望而回的。還有公司學校的學生﹐也常

由老師帶著來觀摩順便吃西瓜﹐五﹑六十位師生﹐只需十幾個西瓜便可以打發

了﹐他們常要買些帶回去﹐但我們生產的東西是不賣的﹐只好又再送幾個吧﹗ 

記得咯麥隆及賴國的副總統便正好在那時候來參觀的﹐當時由我代表呈獻西瓜。

示範田生產的蔬菜瓜果既然不准賣﹐吃又吃不完﹐只有往大使館及賴方官員處猛

送﹐讓大家皆大歡喜了。 

 

楊繼曾和殷維良是當時我駐賴比瑞亞的前後任大使﹐馬保之博士是賴大農學院的

院長﹐還有一位徐教授是FAO(聯合國糧農組織)駐賴國代表﹐而農部也聘請了一

位獸醫潘博士﹐可見當時我國與賴國之間的關係非常良好。杜柏曼總統在馬利蘭

郡哈柏鎮的農場﹐派有我農耕隊員管理﹐總統府的花園也是由隊裡派員去設計規

劃的。農業部長兩個農場﹐一個由隊員駐場管理﹐另一個則特別從台灣省農業試

驗所聘請詹國連先生來管理的。農耕隊的工作﹐不但直接而實際的加惠于當地農

民﹐而且對我國的外交作了很大的貢獻。 

 

第二年﹐隊部移到首都蒙羅維亞﹐我與康筆維兄被派往隊部工作﹐並兼蒙斯拉多

郡的推廣業務。隊部的工作非常忙碌﹐所有與國內的公文往來﹐每個月收集各分

隊﹑小組的工作報告﹐重新彙整後報回國內﹐以及各分隊所需物品的採購﹐為隊

員存款或領錢諸事﹐往往三餐吃不正常﹐晚上十一時還不能上床睡覺﹐而若有隊

上同仁到首都辦事﹐往往會在隊部用餐﹐我們還得燒飯菜來吃。除了這些工作﹐

當時還有郡內兩位官員的農場必須不時的前往指導﹐一位是工礦部長Mr。Denes

的農場﹐另一位是總統府農業顧問Mr. Holder的農場﹐經常要提供耕耘機﹐種子﹐

農藥甚至肥料去幫忙。記得當Mr. Holder農場採收了一整卡車又大又甜的西瓜往城

裡去賣時，他高興得叫我們永遠不要離開﹐就在他的農場一起合作。他有三千英

畝的橡膠園﹐又有橘子園﹐養雞場和蔬菜園﹐離首都約一百英里﹐就在德國鐵礦

公司(BMC)附近。一九七六年我從歐洲重回該地﹐在BMC上班時﹐他曾極力邀我

回去合作農場﹐但被我回絕了﹐雖然我很想幫他的忙，但為了一家人有較舒適的

生活環境以及孩子上學比較方便，我當然要選擇在大公司上班的。這是後話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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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國官員幾乎在鄉下都有農場﹐每個週末都會到農場去度假﹐他們的農場以橡膠

為主﹐而且面積都還不小﹐約在一千到三千英畝之間﹐生產的橡膠都賣給火石公

司(Fireston)﹐該公司在賴國有一個一百萬英畝﹐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橡膠 

園﹐不但自己生產﹐同時也收購全國私人農場的橡膠。 

 

在橡膠林間的窪地﹐都是終年潮濕的沼澤地﹐只要清除掉雜樹雜草﹐便是絕妙的

水稻田﹐分給割膠的工人去耕種﹐可以大大的增加工人的收入與福利。至於面積

較大﹐需要規劃的沼澤地﹐則會請我們去測量﹐做灌排水系統﹐甚至提供農機及

種子等的支援。除了水稻之外﹐種植蔬菜運到城裡去賣﹐是最快而且是利潤最高

的農作。幾位高官的農場﹐也由此而賺了不少錢。隊上成員有了這些經驗﹐後來

因賴國與中共建交﹐我大使館與農耕隊撤退時﹐許多隊員留下在當地開設農場﹐

便能夠駕輕就熟﹐很快的進入情況﹐這也是後話了。 

 

與未婚妻訂婚兩年﹐這次回國當然要結婚了﹐可是結了婚後是否要再來非洲服

務﹐再分別兩年呢﹖這是一個難以決擇的問題﹐雖然說薪水比國內多了幾倍﹐可

是除了安家費給了家裡﹐以及在非洲的生活與零用﹐兩年下來所存也沒有多少﹐

詢問每一位同仁﹐都想再回來掙個幾年。與未婚妻商量的結果﹐她也很免勉強的

同意我再出國。但假期只有一個半月﹐要辦結婚實在太匆忙了﹐不得已只好再請

假一個半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我與妻結婚﹐她算是半個城市人﹐嫁到鄉下我家﹐不

免令人新奇﹐而我是四兄弟中的老么﹐又剛從國外回來﹐婚禮請客就在鄉下老

家﹐自有一番的熱鬧。我與妻相識相愛了八年﹐只覺兩心相繫﹐很自然的結合在

一起﹐而且從此兩心相屬﹐雖然後來又多次長時間的分別﹐而終能相忍為家﹐為

先生﹑孩子任勞任怨﹐可以說是一位真正的賢妻良母。 

 

她的嫁妝包括了一台切(豬)菜機﹐我常戲稱她是一個懶惰的新娘。當時鄉下的農

家都有養豬﹐切地瓜藤葉煮來餵豬﹐是一項繁重的工作﹐她有鑒于此﹐便帶了這

部機器來代工﹐我母親與嫂嫂省了不少的時間與力氣。還有一台電視機﹐這是當

時我家附近的第一台電視﹐正好那時七虎與紅葉少年棒球隊連續得到世界冠軍﹐

不管白天或晚上﹐都有球賽的實況轉播﹐而由當紅的楊麗花主演的歌仔戲﹐以及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第 25 頁 

史艷文布袋戲﹐令來看電視的鄰居朋友﹐每天都絡繹不絕﹐令我父母兩位老人家

減少了許多寂寞﹐老人家都是好客愛熱鬧的人。 

 

籌備婚禮便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所以新婚生活才只有兩個月就要分離了。這次離

鄉兩年﹐又多了一位新婚妻子掛念﹐尤其後來我知道她已經懷孕了之後﹐令我深

深的後悔這次再出國的決定﹐我覺得自己好狠的心﹐也覺得同事們都那麼狠心﹐

更覺得國家不應該令我們一去兩年才回家﹐一年已經太久了。 

 

 
1968年11月12日我與妻結婚 

 
父母親及大姐與岳父攝於岳父家門口 

 

回到蒙羅維亞農耕隊隊部﹐因為隊務逐漸擴大﹐派出各地的分隊與小組增加許

多﹐工作比以前更忙了。陳隊長回國後由副隊長張榮德接替﹐後來又換了台糖借

調的李開元先生。他在農部有一間辦公室﹐幾乎每天都要到農部上班﹐而我與康

筆維兄也就經常要到農部去見隊長﹐他與農部的關係搞得非常好﹐但隊上的業務

幾乎都交給我們去做了﹐舉凡擬公文﹑編預算﹑寫報告等等都是由我們寫草稿。

記得當時令他最傷腦筋的﹐便是各新設分隊與小組長的派任問題﹐因為每一個分

隊與小組﹐因地點不同﹐工作環境與生活條件相差很多﹐有些地方很偏僻﹐沒有

水電供應﹐而且離首都很遠﹐有些地方如火石公司分隊﹐水電俱有﹐房子又好﹐

各部長農場的居住環境也都不錯﹐每一位老隊員都希望升任分隊長或小組長﹐而

獲升遷著又希望分發到好地方。隊長便常為這些人事問題與我們商量﹐當然我們

是不便作任何意見的。 

 

每年的國慶日與農曆過年﹐大使館都會請我們去參加慶祝會﹐我與康兄則必先前

往幫忙。大使及使館官員﹐都是帶有家眷的﹐為了安慰我們這些農耕隊的“單身



 

 

第 26頁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漢”們﹐都會煞費苦心的做很多豐富的菜餚來吃﹐還放影片來欣賞。值得一提的

是當時的一等秘書張北齊先生﹐在三十年後竟回到賴比瑞亞當了大使﹐而我與兒

子也曾幾次成為他官邸的座上客。 

 

水利技師羅悟非已升任為副隊長﹐但仍兼水利工作﹐部長為了留住他﹐不讓他回

國度假﹐還特別買機票接他的太太來團聚﹐因為農部擬了一個四年農經計劃﹐要

開墾七百五十英畝水田﹐上次到北部邊疆Lofa郡的勘察測量工作﹐既為此計劃的

起步﹐原來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專家(海地人)以前的調查報告有七百多英畝可開墾

地﹐但經我們勘察與測量結果才只有四百多英畝﹐後來副部長與負責組織農民的

美國和平工作團員來了解情況之後﹐只好決定在附近另覓地開墾。我再度奉命前

往幫忙做測量工作兩個禮拜。回到隊部﹐工作更堆積如山﹐同時又增加了總統夫

人與經濟部長的農場要去幫忙﹐連以前的工礦部長及總統府農業顧問的農場﹐一

共四家必須輪流要抽時間去做指導。 

 

繁忙的工作並沒有減輕一絲絲的思鄉之情﹐尤其知道太太懷孕﹐一天天接近分娩

期﹐內心的興奮與焦慮﹐真是不可言喻﹐我身為老么﹐從小受到父母家人的溺

愛﹐未曾遠離過家人﹐如今長時間生活工作在遙遠的另一國度﹐只要一放下工

作﹐或一躺在床上﹐一縷思緒便飛回了故鄉。記得我曾寫了一封信﹐大概是這樣

寫的﹕ 

…………………… 

月亮圓起來﹐又開始缺了﹐難得今夜沒有下雨﹐銀光灑滿了大地﹐遠山近樹朦朦

朧朧的顯得非常的寧靜﹐只有蟈蟈的青蛙聲此起彼落﹐令人心裡有種落莫之感。

也許一個離鄉背井的人﹐都不會有好的心情去欣賞美好的月色。現在我就想的很

多﹐想家﹐想親人﹐想妳﹐想妳肚子裡的孩子﹐想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家﹐生長我的地方﹐一棵樹﹐一個小土丘﹐一個小坑﹐小溝﹐還是那麼清晰的印

在我的腦海裡﹐雖然離開僅只半年﹐但我是那麼希望能夠插翅飛回去呢﹗想到老

邁的雙親﹐在我從小學開始便很少承歡膝下﹐而今長大了﹐會飛了﹐卻那麼忍心

的離開他們。還有可愛的姪兒姪女們﹐記得以前假日回家﹐遠遠的看到便大叫

“小叔”﹐跑來迎接﹐當我把糖果放在他們嘴裡的時候﹐我的快樂不減他們的

呢﹗現在是否一樣的可愛﹖嫂嫂﹐從小就一起長大的“姐姐”(給哥哥的童養

媳)﹐像媽一樣﹐不管是一顆蘋果﹐或是一個禮餅﹐甚至兩耳玉米﹐都要藏起來

等我回去吃。常常回到家裡﹐從媽那裡得到一份﹐想不到又從她那兒得到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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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叫我藏起來吃﹐別讓孩子們看到哩﹗雖然有時候東西藏久了不很新鮮﹐但吃進

嘴裡卻比什麼都甜呢﹗唉﹗我真希望永遠做一個孩子﹐永遠不要長大﹐永遠在家

沐浴在這種親情之中。 

不可能的﹐是嗎﹖因為現在我已經長大了﹐那些只好做為一種甜蜜的回憶。而今

我們又正在為我們的暮年編織更甜蜜的回憶﹐不﹐不必等到年老﹐現在已經有數

不完的甜蜜回憶了﹐不是嗎﹖可記得龜山橋邊的月色﹐將軍山下的驚魂﹐大同廣

場的私語﹐西山小路的初吻﹐還有觀音山﹑獅頭山﹑野柳﹑日月潭﹑碧潭﹑烏來

等地的暢遊﹐隨便都可以檢起幾個籮筐的回憶。今天我遠在非洲﹐在寂寞無聊的

時刻﹐只有檢幾個起來細細的回味。也只有如此﹐日子才能過得快些﹐無聊才能

遠離﹐而寂寞也就無法再擁抱我了。 

 

是的﹐過去留下了不少甜蜜的回憶﹐但自己卻每每感到過去所浪費的光陰也是太

多了﹐轉眼青春即逝﹐再也不能踟躊﹐不知誰說過的﹐過去的讓它過去﹐把握現

在的時光﹐開拓美好的未來。為了我們的幸福﹐我們必須把握即逝的光陰﹐不要

以為求學時代已過﹐隨時隨地都可以充實自己﹐讓我們互勉吧﹗ 

月亮圓起來﹐又開始缺了﹐我恨時光的無情﹐但又希望它圓得快些﹐缺得快些﹐

妳說我的心情是多麼的矛盾﹐還不是希望日子過得快些﹐可以快點回去﹐回到我

們的家﹐投入雙親的懷抱之中﹐然後讓妳投入我的懷抱﹗ 

…………………… 

我看這也是所有農耕隊成員當時的心情寫照吧﹗ 

 

一九六九年九月初﹐接到父親及哥哥的來信﹐知道太太已於八月二十五日順利產

下一女﹐取名美鳳。看完信﹐我高興得大叫一聲﹐當場便向大家宣佈。當晚我還

特別為自己加菜﹐席間一位同仁問我﹕“ 記得你是去年十月初回國的是嗎﹖” 

“是啊﹐怎樣﹖” 

“那你是什麼時候結婚的呢﹖” 

“籌備婚禮花了一個月﹐我是十一月十二日結婚的。怎樣﹖” 

“你女兒上個月出生的是嗎﹖” 

“是啊﹐怎樣﹖”我知道他又要開我的玩笑了。 

“那你是一點時間都沒有浪費哦﹗好厲害﹗” 

“那當然﹐你知道那時只剩下一個多月的假期呢﹗”所有的人都開懷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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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隊長補了一句﹕“也可見他們交往七﹑八年來﹐是多麼的守規矩啊﹗”說的

也是。 

自從知道女兒出世﹐思念的心情更加深切﹐那時我便決定這次期滿之後不再來非

洲工作了。心裡有了決定﹐做起事來便更有幹勁﹐而且愉快。時間一久便能駕輕

就熟﹐除了例行的公文報表﹐舉凡與農部及大使館的聯絡﹐安排隊員們的假期與

回國路程﹐購買機票﹐送機接機﹐還不能忘記推廣工作﹐必須定期到各農場去做

指導﹐甚至偶爾還要開車四﹑五百英里到貝丁去辦事﹐順便從示範區拿些蔬菜﹑

瓜果來送給大使館及農部官員。 

 

有一次我回貝丁住了兩天﹐晚間到農戶家去走走﹐這些農民都是以前認識的﹐見

我們來到﹐都非常熱情的招待﹐什麼好東西都搬出來吃。本來他們吃東西都是用

手抓的﹐但我們去都會準備刀叉來用。我深深的感覺到﹐這些年來﹐這兒的農民

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除了衣食富足之外﹐尚能購買電唱機﹑收音機﹑腳踏車等等。

碾米廠每天都要加班為農民碾米。聯合國家政指導員又在此指導家政﹐婦女們可

以得到不少治家的常識。貝丁村漸漸繁榮起來了﹐在這有月亮的夜晚﹐走在農村

的小路上﹐聽孩子們的嘻笑聲﹐電唱機播放出來的優美歌聲﹐再看那月光照耀下

一片片銀色的稻田﹐令人幾疑置身台灣的農村之中。此時我們的心情是多麼的愉

快﹗想到自己能夠真正為人群服務﹐為國家做一點事情﹐而且已有了成果﹐內心

的喜躍是無法形容的。 

 

我是一九七一年期滿的﹐那時剛好隊長返國休假﹐羅副隊長要我延期回家﹐等隊

長回來後再走﹐因此一直等到三月初才訂機票﹐那時我已經得到太太的諒解﹐因

為回去後不再出國﹐所以這次安排在歐洲多玩幾天。記得我回國的行程是這樣

的﹕(三月十日出發) 

 

Las Palmas(幸福群島)二天﹐馬德里二天﹐布魯塞爾七天(其中乘火車到阿姆斯特

丹﹑波昂﹑日內瓦﹑維也納然後回布魯賽爾)﹐雅典二天﹐曼谷二天﹐香港二

天﹐共計十八天﹐於三月二十八日返抵國門。 

冥冥子中原來已有定數﹐在我回國的第一站﹐停留Las Palmas兩天期間﹐由大使

館曾秘書的介紹認識了中國餐廳老闆單作人先生﹐他知道我不想與新婚太太及女

兒再分離而決定不再來非洲工作﹐於是告訴我他多年來的構想。原來加那利群島

是台灣及日本漁船在大西洋的重要補給站﹐若能設個農場﹐生產蔬菜供應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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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很有前途﹐只因沒有找到適當人手﹐所以沒有實現這個計劃﹐問我是否有興

趣參加﹐大約半年的時間﹐只要申請到工作証﹐便可以接家眷來團聚。他們一共

有四位﹐另三位是中華樓的趙仁傑﹑廣東飯店的吳志敏以及船公司代表馬遙昆。

我見他們個個都是殷實的華僑長者﹐遇到我竟一見如故﹐熱情的邀請我來參加﹐

當然可能也是因為曾秘書介紹的關係。我想既然短時間便可以接家眷來﹐這倒是

個再出國的機會呢﹗可是不好立刻便作決定﹐必須回國跟家人妻子商量之後才能

答覆了。他們告訴我﹐假如我決定參加﹐也請通知一位住在高雄的鄭生恩先生﹐

他很久便想出來了。就由於這番際遇﹐我又在西班牙住了五年。 

(待續) 

 

 

 

 

 

 

 

 

 

 

 

 

 

 

 

 

 

 

 

 

 

 

 

 

 
←Back回目錄  



 

 

第 30頁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夜 思 
 

泰果 

 

 

夜，已經沉寂多時。 

 

人，卻仍輾轉難側。 

 

 

到這把年紀，能一覺睡到天亮，也就算是種福氣。夜長夢多，朦朦睜睜之中，早

已揮別春宵一度的過去，若能在夢境中偶爾捕捉到一絲歌聲儷影，也算是種享

受。春夢了無痕，最怕的是愈來愈醒。腦筋一片清明，只有跳下床，起來幹事。 

 

心， 不能有事。一切煩惱皆由事而生。昨天發生的事情，如果明天還沒了結，至

少該有個定斷，找出個方向。不可就此束之高閣，不然讓繁務，雜事纏繞一身，

到頭來一定會折到自己。生活的堆積，就像掛在衣櫥裡永不會再穿的衣服，最多

捨不下，割不斷。但人情，金錢，事故，父母，夫妻，子女，凡事得有條理，講

求順序，不談責任，也遵守義務，心中坦然，睡眠才得安穩。 

 

借錢總有還清的時候，但人情債只有愈積愈多。以前日子過得是每年每月，每周

每日，現在是無時無刻，分秒必計。以前魚雁往返，靠書信，可以讓你等個望穿

秋水。現在凡事得靠贏得耐(internet)，剛開始時有了意媒(email)，好不方便，好

不可愛，無時不遞，無件不收。而且一人發訊，百家齊鳴。熱鬧吧!威風吧!該有

送必有回吧!殊不知所帶來的生理效應是，電子郵件的頻繁，就像有潮氣的陰黴，

永遠洗不乾淨，擦不完。郵箱裏積堆的是垃圾，還是寶貝，真是割不斷，理還亂?

真相是你寫得愈多，回得愈快，馬上可以愈積愈多，愈欠愈大。 

 

現代人的生活，已經完全被電腦掌握。智慧型手機流行後，人手一機，朝不離

妾，夕不離嬌，從早到晚，如影隨形，從不離身。曾幾何時，才深感意黴(email)

帶來的負擔。過了當天沒有回覆的郵件，就馬上成為一筆新債。現在更好了，委

怯變成了圍雀(Wechat)，一讓她親近，就永難脫身。羣情環繞，又增加了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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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手機一嗶，那邊一頭熱，這邊怎能死不回應，讓對方等得心焦如焚，失

魂又落魄。單說不夠，最好是還能隨時留影，即地現形。比卡傻(Picasa)不好用，

就換客拉屎多(Cluster)，不然就丟箱子(Dropbox)，上雲端(I-Cloud)。名堂愈來愈

多，照片庫愈藏愈密，有時真會醒覺，難道已把生命交付給電腦?整天面對它，捧

著它，尋尋覓覓，撥進，撩出，流連忘返。沒有迎娶愛鳳(I-phone)之前，不是曾

以豪情自許，生命的璀璨在乎明亮在眼前，深藏在心底，沒有她，生命原本平凡

而美麗?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生命當過得積極，日子才會豐富。日月追星，跟科技競

賽，是年青人該追求的事。進入中年晚年以後，其實應該更講究平淡而恬適的生

活，凡事得量力而為，精神體力不宜透支。睡眠要充足，飲食要節制，喝水要不

停。如果五臟六腑是身體的殿堂，心靈代表智慧的天窗，就應善加呵護，謹言慎

食。以前人是肌不擇食，現代很多人則得了富貴病，愈吃愈精，愈吃愈講究。殊

不知，百病皆從口入，百藥均不能解毒，治本之道，在乎忌口。 

 

多不代表是得，少卻可能更有。補肥(buffet)大餐，早就應該遠離。有些人喜歡一

大早就排隊去飲茶，油滋滋的大盤小盤往肚裡送，還美其名曰的配壺菊花，茉莉，

或香片來沖淡它。到了肚皮裏，飲茶全都變成了硬渣。養身健心的第一步，就是

要善待自己的殿堂。返璞歸真，清粥小菜，吃來爽口，五穀雜糧，蔬菜水果，吃

得乾淨又營養，少肉，少鹽，少油，少酢，飲食均衡，心曠神怡，百病全消。 

 

路要走得多，行得遠，能爬樓梯的時候，就不坐電梯。能曲能伸，四體強健，腳

步就更加輕快。我的舞蹈老師一再強調，腿力是健康的基礎，跳舞的本錢，人要

衰老，就先從兩腿老起。能讓生命經常在音樂舞蹈中跳躍，會讓心靈有種飛躍的

感覺。 

 

怡然就能自得，怡情更能養性，一個人能常保持輕鬆平和的心態就能掌握快樂之

源。現代人已經把生活的步調造成愈來愈緊湊，這個小時還沒過完，就算著下個

鐘點要在那裏吃飯。七點鐘的飛機，四點鐘就得出門，三點半該把行李收好，還

要留足分鐘回email，給電腦關機。每天算著時鐘過日子。記得孩子們以前上的高

中，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每段的時數都不一樣，偌大的學校，只留五分鐘下課

時間，讓學生換教室，上廁所，從小就這樣子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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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那是以前念書，工作打拼，和持家養孩子的年代，一天

得當兩天用。現在只應選擇適合自己能量與興趣的事情來做，生活要安排得順暢

而滿意。凡事不再強求，心安必然理得。人情事故之前，一定要先善待自己。愛

人必先悅己，心靈是有感應的，人情應是溫暖的。丟掉所有不愉快的事情，化解

無謂的紛爭，不怨天，不尤人。不發牢騷，不到處埋怨。珍惜所擁有的一切，常

保愉快的心情，這才算懂得對心靈的滋潤，對生命的珍惜。 

 

如果說生命是種規律與循環，就像時鐘或心跳，它給你一種節奏感。而生活則是

一種藝術與境界，你可以把各種不同的顏料，變成一幅美麗的畫，也可以很容易

將之污染糟蹋。滋潤的生命，豐沛的生活，加上成熟的智慧，就會在大自然的規

範裏，扔掉層層束縛，為生命製造激盪，增添華麗。如果每天的日子，只是馬不

停蹄，只為勞碌奔忙，對著月曆，刻著時鐘，數它過去，而忽略了欣賞眼前周邊

的景物，無法察覺從旁擦過的微風或暖意，這對生命是多麼的浪費。 

 

大自然帶給我們春，夏，秋，冬的訊息。生命從滋生，萌芽，璀璨，到豐收，就

算到了季末寒冬，如果存夠了盈餘，冬季應該是值得享樂與歡慶的時候。尤其是

老年人，他們已經過足了年年只會儲蓄保養，只為了明年有著落，或未來的日子

過的更美好。可是以前的未來，早就成了昨天的過去。雖說生命是一種循環，生

命也不僅祇一個四季，今年有些事情，不盡人意，明年肯定會好起來。年青人對

未來充滿希望，與憧憬。對老年人來說，幸福就在眼前，最富足的感覺，就是心

中充滿慈愛。生活要安排的清淡，合宜，每天吃足，睡飽，四體強健，心中無煩

惱。緊張，勞碌了一生，為何辛苦為何忙?兒孫自有兒孫福，老來只要老伴好，甜

甜蜜蜜，不爭不吵。苦盡甘來，還盼雲遊四海，攜手走天涯。說得容易，理想則

一定得追求與做到。 

 

不知不覺，窗外晨曦已現，今晚該一定有個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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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風 的 遊 戲 

方秉蕑 

漫天飛雪, 冬色正濃, 忽然覺悟自己已是獨笑風雪無所是事的糟老頭子, 因而開開

自己玩笑: 

 

說是早把青春烘乾焙製 

裝進密封盛器百年不壞的 

那位老人家呀 

不經意打碎了貼有十七歲標籤的精緻瓷罐 

而趴在地上滿頭大汗撿拾那些 

再也拼湊不起來的 

年少輕狂 

 

說是早把初戀打包付郵 

寄給未來自己的 

那位老人家唷 

正焦急的望著小路盡頭奇怪郵差為什麼總是不來 

而忘了額頭皺紋 

正顛覆著往日的 

癡傻 

 

說是早把愛恨情仇冷凍冰藏 

留待年老慢慢享用的 

那位老人家呵 

一不小心拉斷冰箱電源然後看著滿地化冰的過往七情六慾 

嚇得 

 

高聲尖叫起來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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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雪——给我波士顿的朋友 

 

木子鱼 
 
 

不知天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想你們的時候 

千萬個雪片同時墬落 

染白了道路和我的頭髮 

染白了一切的黑 

這世界 

我無處藏身了 

 

 

 

神仙放棄了他的全部财產 

一切都落下來了 

天鹅和雲彩 

快樂與悲傷 

靈魂的碎片紛紛揚揚 

漫天的大雪呵 

是誰和誰在死死纠纏 

 

 

 

這是雪花盛開的季節 

我走到哪裡 

哪裡就是北方 

我停在哪裡 

哪裡就一片蒼茫 

我迎著風雪 

额頭一年比一年冰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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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花都開過了 

所有的鳥都啼過了 

除了雪 

没有什麼能讓大地如此寧静 

我要趕在最後一根火柴熄滅之前 

講完心中的童話 

再把聖潔的白 

提升到空空蕩蕩的天堂 

2015年1月29日于上海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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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味 攝 影 
 

齊雅明 

 

 
Mushrooms 

 
Mush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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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鄉 的 雲 
 

杜炎武 

 

詩人步濤詩「故鄉的雲」：〝雲彩，形狀各異，飄浮不定，給人以詩的聯想‧‧‧‧‧‧〞；

詩人高若虹也寫：〝陪故鄉的樹坐坐，讓故鄉的雲摸頂‧‧‧‧‧‧‧〞讀了這些詩句讓人

動情。故鄉的雲真是一面紗巾，拂你的鄉思，也揩你的眼淚。故鄉的雲，深藏在

每一個人的心裏。或許有人說，這都是一些瘋言瘋語。的確，鄉思就是一種〝瘋〞

癥。常見的雲，沒有什麽特別。然而，〝故鄉的雲〞就不一樣了，遽然變得不僅

奪目，更是奪心了。以前我並沒有把雲和離鄉的遊子，聯想在一起。有聯想，那

是來美國以後的事。因為，背井離鄉走得遠了。見天上飄過雲彩，總以為那是自

己的鄉愁在飄。何如斯？原因很簡單，因為雲和自己一樣，也在背井離鄉，去到

處流浪。每每看到有雲在往東方飄，就相信它一定也掠過我故鄉天津的上空。我

相信，凡遠離家鄉的遊子，大抵都會有這種體驗。〝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裏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

鳴〞。李白「送友人」這首詩裏，就把浮雲和遊子，聯繫在了一起。而且描摹又

那麽動人心魄。給人以蒼茫、空闊、淒楚、寂寥的感傷。 

來到美國波士頓，我品讀唐詩。當我讀到〝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這兩句時，

心一沈，思緒也遠走天涯。我也常常目送白雲緩緩地在往東飄動，我一直目送它，

直到天邊消失為止。鄉愁，是因為你遠離故鄉而不能回去的緣故。因為你的〝臍

帶〞，仍留在那片土地的緣故。費翔給我感受最深的有一首歌，就是〝故鄉的

雲〞。顯然，當他在異域他鄉舉目遙望時，天邊飄過的雲，仿佛在向他召喚。當

微風吹起，他嗅到了故鄉泥土的芬芳。雲是在提醒浪跡天涯的遊子〝歸來吧，歸

來喲〞！這一聲召喚，正合遊子之意。 

是啊，人可以豪情萬丈，去闖蕩世界。然而，無論你家財萬貫或者空空行囊，故

鄉總是惦記著你。惦記著你的冷暖和苦樂。在這裏，故鄉指的是一片熱土啊！一

個人，從青絲到白發，眼前飄動的，是故鄉的雲。飄在夢境裏的更是故鄉的雲。

它儼然一個美好的符號或象徵，與我們惺惺相惜！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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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何以笙箫默”后的感想 
 

史家元 

 

“何以笙箫默”是一部很新的电视剧，名字来自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中的两

句“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沉默是今晚的康桥”。男主角叫何以琛（锺汉良饰演），

女主角叫赵默笙（唐嫣饰演），从2015年初开播以来收视率就节节上升，最后竟

成为最热播的电视剧，但同时负面批评也越来越多。原因何在？ 

 

任何影视故事最初吸引人往往道听途说而来，某人说好就引起你注意，若许多人

都在说好就加增你想看的急迫感。开演不久，报上就说何以琛是无数少女的男神，

而赵默笙则面瘫，根本不上戏。这一来，少女的妈，祖母之流也跟着上瘾了,想

知道为何如此？其实任何当红电视剧若制作赶不上播放（每日限两集），加载中

又经常停顿，故事连接不上，交待不清等等，必怨声载道，观剧变成受罪。 

 

故事涉及一对在大学恋爱年青人，分别七年后又继续前缘，所以剧本分成两段来

演，但情节没有清楚交待。前段的何以琛（罗云熙饰演）和赵默笙（吴倩饰演）

是两个在容貌和形态上都与后段的何，赵有所差别的人。吴版的赵默笙活泼风趣，

与七年后唐版的赵默笙保守拘谨，判若两人。或可以解说七年的岁月对人有所改

变，但个性上的迥异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这就使观众对原著与剧本间是否存在有衔接问题，开始怀疑，尤其作者与编剧是

同一个人（顾慢），为要忠於原著，编剧是否会使剧本失去了现实感？“何以笙

箫默”有三十六集，我看过原著，只有十一万字，很难用来填满三十六集的画面。

於是在全剧播放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集数有“灌水”之嫌，利用回忆的方式把

已播过的画面再播一遍，尤其当回忆涉及到大学年代，罗版与吴版的镜面就更多

了。最后大该罗，吴已离开剧组，钟汉良和唐嫣就换上学生装亲自上阵，不专心

观剧的人，往往搞不清自己在看那一集？混乱的成因不在演员，不在观众，而是

在编剧与制作上出了差错。他们为了赶上每日两集的进度，不惜东拉西凑，不断

用“重播”的画面来充数。当然迷恋男神的少女粉丝并不在乎这些缺点，其他的

观众可就很难接受了。 

 

我对演员的演出基本是满意的。罗云熙（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毕业，今年26

岁） 

演的何以琛很稱职，吴倩（武汉大学艺术系毕业，今年23岁）更令人欣赏。由于

“何以笙箫默”的热播，两人行情也跟着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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慿心而论，很多人追看“何以笙箫默”完全是冲着锺汉良而来。这位出生香港的

演员能歌善舞，而且还会演戏。从1999年他转演内地电视剧以来，人气就不断升

高，而今已成为“高富帅”的榜首，我也是看他主演“来不及说我爱你”，“最

美的时光”才认识到这位男神。由於贯籍广东，说普通话有腔调（演出经过配

音），但近来在访问中听他说话，口音已几乎没有，证明他很敬业。在剧中他饰

演的何以琛十分到位，一个冷静，自信，成熟的男人给他深爱的女人无比的安全

感。此剧的“何以爱情”插曲就是他唱的，他演的“不如跳舞”有他跳舞镜头，

具专业水准，的确是位多才多艺的艺人。 

 

唐嫣在剧里与锺汉良相差一届，在现实的年龄上他们相差十年。她虽然是科班

（中央戏剧学院）出身，但在人生经历上不如锺汉良，所以对角色的铨释就达不

到他的火候。这可能是编剧的要求，也可能是她的经验不足，她在与应晖的对应

时就处处陷於被动，多次要靠锺的搭救，才安然脱险。其实唐嫣是可以演强势角

色的，她在剧中小女子的模样又何尝不是導演的故意安排呢？说她面瘫，不入

戏，恐怕太草率了一点。 

 

“何以笙箫默”中的几位配角都演得不错，也多是科班出身。管韌姿（饰何以

枚，中戏），谭凯（饰应晖，中戏），赵楚仑（饰向恒，中戏），杨功（饰路远

风，美国杜克大学戏剧），米露（饰箫筱/林少梅，服装学院，所以她演模特

儿）。总的说来都很到位。 

说完演员，不能不提一下刘俊杰，这位来自台湾的知名导演号称“台湾偶像剧教

父”，在他的磨合下何剧好像有点韩剧“蓝色生死恋”的影子。我觉得他对剧本

的了解和演员的认识是足够的。 

 

电影可看性高，能吸引观众，演员是最要紧的。而演员的成长，不能仅靠科班的

养成，还要靠他们生活的大环境。如果说国内培养的演员是暖房的花朵，那港台

的同僚往往有较广的世界观，这是相当重要的。 

这部戏的名句“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呈现出

何剧的核心与主体。在这种滥情的时代，专一而简单的爱情仍然是最感动人，也

值得追求的。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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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l Time 
 

Sophia Yee 

 

 

Snow is here   

dreams are not  

don’t fool me  

this time 

wind is heady  

icicles on eaves 

flow like tears 

wintergreen knows     

to tell from shadows 

if light is found 

snow swallows the hill 

strokes the roofs   

like broken egg white 

fences overflow 

spring is digging down 

snow is here 

dreams are not 

burn to ashes 

like snowflakes  

in the wind  

 

 

January 26, Mond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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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 八 學 人 (二) 
 

伍法岳 

 

(接上期) 

 

六、報考研究所及出國深造 

 

我回國沒多久，清華大學在台灣復校，那時只成立研究所，1956年開始招生。這

時我已拿到學士學位，所以也去報考，沒想到主持報名的居浩然先生居然當場拒

絕，不讓我報名，理由是我是軍人，沒有國防部核准不能報考。於是我只好回官

校，跟校長宋長志報告我想考研究所，得到他的支持。後來海軍批准我與郭子斯

報考研究所。1957年，我們如願考上清華研究所。 

 

我在海軍機校學的是電子，照理說畢業後，應該上船當電子官。那時候上船很辛

苦，我不想上船。就在總部人事官告訴我，我到某艘船上當電子官的人事命令即

將發布時，我考上了清華研究所，也就逃掉這一關。所以我的海上資歷只有機校

畢業時上船受的三個月艦訓。我喜歡研究理論性問題，有點紙上談兵的味道，如

果上船當電子官，實地維修機器，跟我的志趣不合。考上研究所剛好解決了上船

的問題。 

 

清華第一屆好像只收了八個學生，當時清華校區還沒有蓋好，借用台大校區上課。

1957年，新竹校區完工，才遷到新竹。我們第二屆人數比較多，有十六個學生。

當時整個清華只有一個原子科學研究所，兩屆加起來也才二十幾個學生，不像現

在同一個清華校園有幾千個學生。第一年搬進去時，只有一棟二層樓的平房。另

外，還有一棟學生宿舍，一棟教職員宿舍，現在都已經拆掉了。我讀到研究所二

年級時，原子爐開始興建。 

 

我在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是一篇以實驗為主的論文，由西屋公司 

(Westinghouse) 回來的孫觀漢教授指導，1與郭子斯合作完成，題目是《慢中子偵

                                           
1
孫觀漢（1914-2005），浙江紹興人。浙江大學化工系畢業，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博士，有「台灣原子科學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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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器》（Slow Neutron Detector），後來發表在Nucleonics期刊上。研究所畢業時，

我申請到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以及其他幾所大學的助教獎學金。但依照當時國防

部的規定，軍人是不准出國留學的。我們只好想辦法，最後經父親伍家宥、舅父

羅家倫以及郭子斯的父親郭登敖多方設法，逐一打通海軍總部、國防部、總統府

等重重關卡，最後得到總統特准出國。 

 

我在清華唸書以及到美國留學都是在海軍總部附冊，因此我的海軍資歷才能繼續

保留，在我唸書時期，也按照年資繼續升上尉，但我的軍階最高也只有到上尉，

因為不曾、也無法參加升等考試，沒有升到校級軍官。我後來在1971年正式退伍，

領到八萬元新台幣退伍金。 

 

 
清華1959G級與劉易教授合影，後排左起：蔡先實、陳家驊、何兆中、莫瑋、張昭鼎、 

鄧蘭漢，中排左起：趙鐵柵、林光華、王守益、單越、易仲生，前排左起：郭子斯、劉易、

郎棣、伍法岳、葉文、陳蔡鏡堂郎棣、伍法岳、葉文、陳蔡鏡堂 

 

                                           
之稱。曾任美國西屋公司實驗室主任，研究成果登上時代雜誌 (Time) 封面。後回台擔任清華大學原子科學所所

長。因為他的營救，向美國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上書，柏楊得以提早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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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郭子斯清華研究所畢業後，申請出國留學，創下海軍現役軍官到國外文學校

就讀取得學位的先例。我們的同班同學、後面幾期的學弟看到我們的例子，也想

效法我們報考國內研究所。在海總人事署服務的鍾平樂即為其中之一。他想出一

個辦法，擬定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教育計畫，建議海軍設立一個專門為投考國內研

究所的進修補習班，輔導海軍軍官投考國內研究所，以培養理工人才，作為海軍

學校的師資。這一計畫很快得到海總核准，於是就近在左營海軍工程學院內設置

了一個為期半年的「國立研究所進修補習班」，我們私底下戲稱這個補習班為

「逃兵補習班」。「國立研究所進修補習班」內分物理、電子及電機三個組，每

期各招考學員30名，專門針對台大物理所、清華核工所、交大電子所、成大機研

所及中大地球物理所的應考科目開課補強。幾年下來，補習班的效果甚佳，先後

錄取各研究所凡40餘人，這些人研究所畢業後出國深造，大多數都成為日後成立

的中山科學院的骨幹，可以說達到了設立補習班的目的。鍾平樂本人也在第一期

補習班結業後，考入清華核研所，到美國留學，在愛荷華州立大學得到物理博士

學位。後來海軍取消了這個補習班，不過「逃兵補習班」對海軍及社會的貢獻有

目共睹；造就的人材有的進了中山科學研究院，有的在國內外各大學教書，有的

在政府機關任職。「逃兵補習班」不僅為海軍作育英才，更為國家儲備了不少人

才。 

 

我和郭子斯可以說是「逃兵補習班」的始作俑者，我們闖關成功，替海軍軍籍人

員進修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後來1954年級甲組全班50人之中，清華大學碩士畢

業後出國留學拿到博士學位的，除了郭子斯和我之外，還有林爾康、蘇青森、鍾

平樂、劉重慶等四位。此外，谷源安、薛忠國二位同學也唸到博士。2 

 

我在清華研究所畢業時，學業總成績平均97分，據當時擔任教務長、後來出任清

大校長的陳可忠先生告訴我父親，是他從事教育工作以來從未見過的高分，因此

很快就申請到美國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的助教獎學金，準備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但是在排除軍籍人員出國的法規限制之後，即使有了助教獎學金，路費對我個人

                                           
2
 郭子斯，匹茲堡大學博士，紐約大學石溪分校物理教授；林爾康，匹茲堡大學博士，曾任中研院物理所所長；

蘇青森，Rensselaer大學博士，曾任清華大學核工院長、原委會副主委；鍾平樂，愛荷華州立大學博士，

Morehouse學院物理教授；谷源安，威斯康辛大學博士，美國驗船協會總工程師；薛忠國，普渡大學博士，佛羅里

達大學機械工程教授；劉重慶，明尼蘇達大學博士，中正理工學院教授。伍法岳，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物理博士，

東北大學Matthews傑出講座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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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來說，仍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幸賴當時躺在醫院病榻上的清大校長梅貽琦

先生同意動用清華庚款基金，給我和郭子斯每人貸款美金600元，始得成行。後

來我在華盛頓大學每月助教獎學金美金200元，省吃儉用，不久即在梅校長生前

將這筆貸款悉數還清。 

 

1959年秋，我到華盛頓大學攻讀物理博士。翌年1月，高分通過博士資格考試，

決定追隨著名的原子核物理學者Eugene Feenberg作研究，撰寫博士論文。二年內

完成論文多篇，當時我的護照一次批兩年，但念博士通常需要四年，延長護照需

要先得到海軍總部核可，外交部收到海軍總部公文，護照方得延期。1962年，華

大校長親筆致函海軍總司令，推薦務必讓我讀完博士學位。這件事我一點也不知

情，事隔多年才聽說。機校第二期學長許樹恩當時在海總擔任人事官，3前兩年我

在台北碰到許老大哥，問他是否真有其事，他說確實不假。據他告訴我，總部有

一天收到一封來由華盛頓大學校長所寫給總司令的信。意思大概是伍某在華盛頓

大學成績很好，希望海軍總部能讓他繼續讀下去，不要調回台灣。1962下半年，

台灣國防部同意延長我的護照。1963年1月，我以三年半時間取得華大物理博士。

拿到博士學位後，我很快在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找到教職，同年4月6日，我與

前一年來美在聖路易大學讀研究所的表妹張青芝結婚。婚後兩個孩子遠維、遠綸

陸續出世。1967年，我應聘到波士頓東北大學物理系任教。在這之前，海軍駐美

武官鄒堅41966年從華盛頓來信，說參謀總長黎玉璽現在邁阿密，要見我。我跟朋

友商量這件事，他警告我，因為我一直沒有申請護照延期，恐怕另生枝節，加上

成家不久，手頭拮据，就沒前去晉謁，至今引為憾事。1983年父親過世，黎玉璽、

宋長志兩位老長官均親臨公祭弔唁，至感。 

 

1959年出國後，我一直沒回台灣。十年後，台灣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我才有機

會返台貢獻所學。 

 

                                           
3
 許樹恩後來出國進修，在美國史坦福大學拿到材料科學博士學位，返台後出任中山科學研究院材料科學組組

長，著有《材料也神奇》一書。 
4
 鄒堅後升任海軍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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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月6日在聖路易結婚 

 

七、返台協助中山科學院 

 

1969年，台灣為研發武器科學，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找我回去的是第一所（核

研所前身）所長錢積彭。5當年我在清華唸研究所時，上過他的課，成績不錯，算

是他的得意門生，因此他找我回國幫忙。當時我因為護照過期，久未返台。但是

當國家需要你時，這一切都不是問題。國防部一紙公文行文外交部，我立刻到波

士頓總領事處辦理簽證。有國防部一紙公文，簽證很快就辦好了。我那時拿的簽

證號碼是人字號，至於為何是人字號，人字號代表什麼意思，我到現在還是不知

道。幾年後我再去辦簽證，辦事人員看到我的簽證號碼人字號開頭，也覺得奇怪。

1969年回國到中山科學院，青芝和兩個小小孩也一起回來，全家人的旅費都由中

科院支付。 

 

中山科學研究院成立的目的是研發原子彈以及飛彈與化學武器。早年研發的近距

引發炮彈製成後到宜蘭海濱試射。最初試射結果很糟，什麼東西都沒打到，只把

                                           
5
 錢積彭是空軍少校，原服務於台中空軍航空研究院，在清華任教多年，因提出原子能研究論文，通過密西根大

學論文考試而獲博士學位。1969年中山科學院成立時，錢是第一所（核研所）所長，1987年因癌症在任內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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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海邊釣魚的漁夫的頭打掉。這個事情沒有對外公布，我是從一個去交涉賠

錢的同學口中聽說的。我在中科院負責核能研究的第一所擔任顧問，因此也學了

一點原子彈的知識。1970年，我到以色列開物理會議，回到美國，CIA（中央情

報局）的人找上門來。他們先打電話給我，說想跟我談談有關以色列的事情，我

告訴他們這是一次很普通的學術會議，但他們要做安全訪問。我只好答應跟他們

約時間見面，那天來找我的CIA人員是個名叫湯普森的黑人。他進來後便顯露警

徽，說他是CIA的人，和電影裡演的一模一樣。FBI跟CIA不同，FBI是你有罪，

他去找你，CIA則是負責收集情報。他進來後問我：「你去過以色列？」我回答：

「去過，只是普通的會議，沒什麼事情。」說沒幾句，話鋒一轉，他問我有沒有

去過台灣，名義上是問以色列的事，但主要目的是問台灣的事情，且是有關軍方

的事情。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得來的消息說我去過中科院。當然，我沒有太多話

可說，因為對其他所的工作，如飛彈等，我幾乎一無所知。CIA一共來找過我兩

次，第二次是1980年代，我去大陸訪問，回美國後他們又來找我。CIA多年來蒐

集有關中國各大學領導、黨委書記的資料，這些資料在外面可以公開取得，但內

容並不十分完整。那次我是去北京師範大學訪問，他們問我是否知道物理系黨委

書記的名字。據馬大任先生（曾經擔任過有名的荷蘭國立萊登大學漢學圖書館館

長，後來在紐約市立圖書館當中國古籍部主任，現已退休）告訴我，CIA有兩份

名單，一份很齊全，什麼都有紀錄，但列為機密。一份紀錄有缺，則是給一般人

看的。CIA給我看的是後者。他館中兩種資料都有，兩相比較之下，發現CIA只是

想藉我確認他們已經掌握到的那份詳細資料內容的確實性而已。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第 47 頁 

 
1969年全家返台與雙親合影 

 

 
1971年夏回母校清華任教，左一：物理研究所所長王守益教授， 

左三：伍法岳，右一：王明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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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科學院第一所，後來改為「核能研究所」，名義上與中山科學院分家，為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下的研究機構，研究和平用途，實際上仍進行原子彈的研究。

核能所位於中山院區的一角，改名後以鐵柵欄隔出，由核能所進入院區需要顯示

識別證。核能所後來做的工作我就不大清楚了，大約有相當進展吧。民間遊覽車

經過院區時，都介紹這是「原子彈工廠」。到了1980年代，我因其他的事件，上

了台灣政府黑名單（見附錄一），要去核能所參觀及見見老朋友，雖得核能所直

屬上司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閻振興的協助，亦不得其門而入。後來張憲義在美

國CIA協助下，舉家潛逃，將整個台灣發展原子彈計畫，帶到美國。在美國人壓

迫之下，原子彈計畫終於停擺。據在中山科學院任職的同學告知，當時身為國防

部長的宋長志，親臨核能所，搬了椅子在廠房前坐鎮監督，將地下室的儀器灌注

水泥，結束後向政府回報任務完成。 

 

1971年，我第二次返台，仍到中山科學院作顧問。那時劉曙晞6也回來了。宋長志

時任海軍總司令，他知道我回去了，在圓山飯店請所有拿到博士的海軍軍官吃飯，

我和青芝也去。在國外待久了，說七點鐘開席，我們便七點鐘準時到，結果全部

人連總司令都到齊了，只等我們兩個。那時候釣魚台事件發生沒多久，入境時，

我掛著保釣胸章，被海關人員側目而視。席間我傻頭傻腦地問宋長志，為什麼不

派一艘驅逐艦到釣魚台去繞一圈，他沒有回答。後來我才知道，我們海軍的主力

陽字號驅逐艦出海，必須經過美國人批准。我還記得，席間宋問我，我們作「這

個東西」（以手勢比劃）還要多久，與三十年後他到核能所監督屬下「自廢武功」

相比，真讓人有不勝今昔之嘆。 

 

 

[答問部分] 

 

問：您提到在軍校入伍訓練時採用的是打罵教育，但孫立人是美國軍校畢業，而

打罵教育是中國傳統的教育方式，在孫立人主持新軍訓練時，手下還是採用打罵

教育，是不是跟孫立人留學美國所受的教育違背？ 

                                           
6
 劉曙晞，海軍機校第一期電機系電力組第一名。田徑短跑名將，保持海軍紀錄多年。取得P。 G。 School博

士。後晉升上將，出任中科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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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孫立人是美國的維吉尼亞軍校畢業，我也曾經訪問過維吉尼亞軍校。維吉尼

亞軍校也是用打罵教育，低班的學生剛進學校，也是要受高班學長的打，挨高班

學長的整。其實美國很多大學都有所謂的兄弟會、姊妹會，如果要參加這種兄弟

會或姊妹會，剛進去也要受高班的整，甚至有整死新生的事例。就這點而言，打

罵教育似乎跟國家沒有太大關係。 

問：當年機校從上海撤退來台灣時搭乘「崑崙艦」，上面所搭載的是第一期還是

第二期，還是一、二期的學生都在上面？在機校時期，有沒有學長談過「崑崙艦」

事件？ 

答：當時崑崙艦上所搭載的學生是第一、二期的學生，從馬尾來台灣。我們第三

期的學生是機校搬到台灣後，在廣州、廈門、台北招生。我們在學校時，學長沒

有跟我們談過「崑崙艦」事件。第一，我們當時在學校都很忙，學長忙自己的事

情，我們也忙自己的課業，根本沒時間談。另外，當時大家也不敢談，在那個時

代，有關共產黨的事情是不能公開談論，談了就會有危險。 

 

問：一般認為軍校學生的素質較文學校的學生略差，不知道您在官校教書時有沒

有這樣的感覺？ 

答：我在海軍官校是教高班電子，當時所教的是46年班。我已經發現當時的學生

比我們的程度差。我們進海軍機校時，機校在台灣才剛復校，而且我們才剛到台

灣，台灣的前途不明朗，時局不穩定，加上外面的學校不多，進軍校的人素質都

不錯。但慢慢的台灣時局越來越穩定，且外面學校越來越多，選擇也多起來。選

擇讀軍校的學生素質不如過去，應跟此有關。 

 

問：在美援時期，美軍顧問團的勢力很大，您在軍方服役時期有沒有跟美軍顧問

團有何接觸？ 

答：我在軍校時期，沒有跟美軍顧問團接觸。唯一有接觸是在報考留美受訓時，

那時候在複試時，有面試，面試係由美軍顧問團主持，由美國顧問口試。 

 

(待續) 

 

 

 

←Back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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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女 祭 (完） 
 

姚蜀平 

 

(接上期) 

 

蒙辱受虐 含恨而去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我和哥哥因不同原因都遭到批判和鬥爭，但是當時絕

沒有想到，年邁與世無爭的父母會慘遭不測。 

 

父親黃埔五期畢業，在國民黨軍隊裏當了二十年師軍需主任。他的部隊在淮海戰

役起義，身在後方的父親和在前線的師長廖運周保持密切聯繫。廖師長是潛伏在

敵營二十年的共產黨人，他深深瞭解父親的忠實和可靠，竟將起義前線給留守後

方黨組織的重要密電，直接打給父親，讓他傳遞這些公開出來是要殺頭的資訊；

並讓父親將該師的大量軍用物資，轉移給下一個要起義的張軫部隊；還要轉移所

有在後方的起義人員家屬。父親並不是共產黨，而國民黨又把這個起義了的部隊

番號撤銷了；那時的他是沒有任何責任和約束的，他可以把電報上交邀功，按照

廖運周後來說：“起碼會升少將，可能中將”。他也可以私吞大量要他轉移的物

質，那時整師的錢財都在父親手中；銀行、錢莊、倉庫只認父親的簽字，金條是

整箱整箱的。可是父親沒有那麼做。他一是習慣執行命令；二是認定師長是好人，

是多年忠實的朋友；即使他並不清楚他們的下一個計劃是什麼，他也就忠實地按

照老師長的囑託，冒險一一完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正因為他認真做了這

麼多他並沒有義務一定要做，而別人又不可能做的工作；解放後，他按照起義人

員對待。 

 

父親一生膽小怕事，窩窩囊囊。他的性格和母親截然相反：慢性子，不愛說話；

他回家也是自己坐在一旁看報或看書。一次幾個孩子爭吵起來，父親急得把眼鏡

推到頭頂，大聲喊著母親的名字：“定華啊，快點來啊，他們打起來啦——”在

我印象中，父親只為一件事激動過，那是講起當年在黃埔軍校當學生時，聽蘇聯

顧問的演講，講畢學生們興奮得把帽子拋起來，還把演講的蘇聯顧問高高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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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他講這一段時，眼睛就睜得又圓又亮，閃著快樂的光芒，人也顯得年輕而英

俊了。 

 

我們全家人愛讀書，主要受父親影響。他每次回家，不說話，不做事，只知低頭

看書看報，給孩子們影響太大；當然和母親的督促也分不開；而大哥愛讀書更是

為我們提供了榜樣和創造了條件。由於四個妹妹都學鋼琴，哥哥不服氣，提出他

要買書。為此母親特地找人為他打製了兩個簡陋卻高大、容量充裕的書架放在他

的房間；他也真買了不少書塞滿書架。至今我還記得每次到哥哥房間去借書，從

他的書櫃裏挑出一本書來，一次他只許我借一本，看完再借。借書的樂趣至今不

忘。我從小學二年級就開始看《家》、《春》、《秋》等數百頁的厚書。記得我

常穿著小褲衩在後院井旁，坐在小板凳上津津有味地捧著厚厚的書看。大姐走過

問我：“你認字嗎？”我搖搖頭；她又問我：“那你看得懂嗎？”我點點頭。一

次父親的一個朋友來我們家，父母不在家，他坐等時，發現這家的五個孩子，包

括剛讀小學的我，每人捧著一本書在看，嘖嘖稱奇。 

 

父親常年做軍需，總在和錢財打交道，是發財的好位置和好機會。但是他從來不

克扣軍餉，不挪用公款，不假公肥私。軍餉被克扣在那時是家常便飯，按時拿到

軍餉的士兵叫他“聖人”。想利用他手中钜款放利息，謀私利的人罵他傻，恨他

擋了他們發財的道。就連解放後，共產党的老朋友都說他，“國民黨的錢，為什

麼不貪污！”可是他只會憑良心做事，多少年下來，一直是兩袖清風，家裏從來

只靠他的薪金過日子，他很以此滿足。 

 

一九四九年後，他一直在武昌一個機關的小圖書室裏當管理員。兢兢業業，誠惶

誠恐地工作。每天清晨五點就去圖書室做清潔衛生，玻璃窗擦得沒有一絲污垢，

桌子擦得可以照出人來，本本圖書都撣得毫無灰塵。斗室小廳，竟然天天花上三

個鐘頭，可想其謹慎、賣力之心境了。我們全家在父親這個“國民黨軍官”出身

之下，日子好壞全看政策掌握得如何。執行政策時，日子就好過些，我們兄妹都

上了大學，並在國家機構工作就是一例；但是，如果不講政策，尤其碰到無法無

天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全家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當紅衛兵運動席捲北京城，“出身論”的大棒高懸在人們頭上

的時候，我們開始感到心悸，預感烏雲降至。當時北京市大轟“黑五類”離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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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在東北，她一封封來信說，父母堅決不能走，因為他們不屬於“黑五類”。

我們何嘗不是這麼認為呢！可是，當北京市開始出現紅衛兵打死人的事後，哥哥

突然來到大姐家（當時父母住在大姐家，幫忙照看大姐的小女兒）。哥哥主張父

母立即回武昌，因為父親原機關最瞭解他，最可靠不過。母親想想同意了；可是

一向沉默寡言的父親卻怒氣衝天，他將一個方凳抬起，用力向地板砸下去，忿忿

地說：“我走，我走，我連累了你們！”一向平靜而溫順的父親異常的表現讓我

們又驚訝、又焦急，無奈只好用好言好語勸說他們快走。母親說了句：“我到時

候是會自己解決自己的……”我們不知她怎麼會蹦出這句話，心中好生難過。 

 

父親執意要回地興居宿舍他們自己的家，去拿些日用品和換洗衣服，可是一去就

不復返了，據說是被那裏的居民委員會和紅衛兵扣住了。母親見父親沒有回來，

急得一夜沒有睡好覺，天一亮堅持要回去看看。當時決定星期天我們都回去幫忙

和告別，而我是照例星期六晚上要回去的。臨離開大姐家時，大姐囑咐我一句：

“星期六回姆媽那以前，先給我打個電話。” 

 

大姐這句話救了我。星期六回家前，我給大姐打了電話，她毫無解釋地讓我到她

家去。我滿懷疑惑地到了大姐家，她告訴我，白天給母親打電話（走廊上有個公

家電話），不是鄰居叫“姚大媽”的聲音，而是居民委員會人接的，凶極了，根

本不准母親接，一定是情況不好，所以不要我回母親處去。後來聽父親說，父母

當時最擔心的就是我在那個晚上會回去。我和大姐面對面坐著，乾著急。晚上九

點多，忽然三姐急匆匆地闖進門來。三姐在空軍研究所工作，很少出來，這次因

為父母要回父親原單位，請假來送行的。她告訴我們：“我回去了，正在開鬥爭

會。”當她走進那個院子，就感到氣氛有點不對，她想了想，把軍裝穿上了。虧

了她的軍裝，那幫氣勢洶洶的紅衛兵沒有來盤問。當她走進母親住的那幢樓時，

只見樓道混亂，一位鄰居找來位不知何人，他嚴肅而堅決地對三姐說：“趕快走！

趕快走！” 

 

母親那天回家途中，給在東北的二姐打了一個電報，讓二姐周日回來送行。在我

們三姐妹苦苦熬夜的那個晚上，二姐正乘夜車來京。我們知道不能讓二姐回父母

家，第二天一大早，大姐告訴我們，她昨夜做了個夢，夢中一群馬車向她疾馳而

來，就在要撞到她時，突然有人從一旁把她拉開，她回頭一看，是母親。她當時

就驚得嚇醒，坐了起來。知道姆媽一定出事了。多少年後證實，我們的母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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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時刻離開人世；走之前，她不放心幾個孩子，特別給大女兒托夢來了。當

時我們都為二姐擔心，我憑著直覺，一早跑到西直門火車站，意外接到了二姐，

直接把她帶回到大姐家。第二天原來說好是要送父母走的，可是，現在哪里都不

敢去，四姐妹只好坐著等哥哥。一整天，哥哥杳無音信，父母那邊更不知實情，

又不敢輕舉妄動，真是心如亂麻。二姐無奈當晚又回東北去了。後來才知道，哥

哥那天一早就由農機院的紅衛兵押送到父母住的地方，交給地興居外館中學的紅

衛兵，他脖子上掛著一個大牌子“反革命分子姚監複”，他和已經打得體無完膚

的父親，被分別鬥了一整天。直到半夜十二點，農機院的紅衛兵乘著卡車來，一

看哥哥還活著，破口大駡：“他媽的，老子來收屍，你還活著，滾回去！”這樣

的一天，我們怎麼能等到他！ 

 

星期一我必須去上班，機關也是各類鬥爭會開個不停。在一次鬥爭會上，忽然廣

播裏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馬上回家。我預感發生了什麼，匆匆向家趕去。路上遇

見一位婦女，她邊走邊強忍著哭泣，看上去是位高級知識份子夫人，看著她，我

心中的驚慌和擔憂徒然加劇。 

我匆匆來到父母住的二樓，撲入眼簾的是一走廊的人群，緊緊圍在筒子樓父母住

房的門外，個個伸著脖子向屋裏張望。一個身穿舊軍裝，左臂戴著紅衛兵袖章的

中學生，坐在我家門口的一張凳子上。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歲。驗明我的身份

後，他允許我進入自己家門，滿不在乎地說：“你們挑吧，還有什麼要拿的，可

以拿走。” 

 

我進屋一看，心像霎那間被扔進了冰窖，全身都縮緊了。啊！這是什麼景象啊！

沒有一樣佇立的傢俱，沒有一樣完好的東西，沒有一張沒有撕裂的紙片和照片，

沒有一件沒有打碎的器物！從三姐由蘇聯帶回的藝術壁毯到床上的被褥，從書刊

到衣物，從父母銀行存摺到母親珍藏幾十年的結婚翡翠戒指，統統被抄走了。十

五平方米的地面上，滿地覆蓋著那些被撕裂、被打碎、被砸壞的東西。我一生從

沒有見過比這十五平方米更加狼狽、更加淒涼、更加沮喪的地方。我的大姐和哥

哥已先來了，他們蹲在地上翻著，撿著，我也隨他們漫無目的地在這似乎被千軍

萬馬奔駛踐踏和蹂躪過的小小空間翻弄著。片刻，三姐也來了。我們不敢互相看

對方的眼神，怕淚水奪眶而出。當剛剛翻出半張父母和姐姐參軍時的合影，盯著

我們的外館中學紅衛兵一把搶去，把它撕得更碎。四個人忍著悲痛，在門外幾十

雙眼睛下繼續翻著，看著。這時，又來了一個女紅衛兵，她也只有十三、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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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得十分的秀氣。我迷惘了，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孔，同如此千瘡

百孔的十五平米聯繫起來。以致自從那以後，我一旦看見這類年輕清秀的面龐，

就會和那十五平米的小屋聯繫起來，不自主地有種要嘔吐的感覺。 

 

坐著的紅衛兵開口了：“你們母親死了，在第六人民醫院，你們去人處理一下。

你們父親在後院，儘快讓他滾回農村老家去。”我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被證

實了，我的淚水一下子充滿了眼眶。但是我知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不！絕不

能哭，哭會帶來大禍。我深深地埋下了頭，翻弄著地上千萬件碎片，可是一切都

模糊了，我什麼也看不到了。 

 

哥哥更慘，他胸前還掛著一個“反革命分子姚監複”的牌子。即使到了這個時候，

哥哥仍然沒有失去慣有的冷靜，他抬頭問道：“我母親怎麼死的，我們要去派出

所消戶口。”那個小紅衛兵滿不在乎地回答：“高血壓！”我們心裏明白，母親

從來沒有高血壓！但誰敢開口呢？到了這個地步，勇氣、尊嚴、真理、正義，一

切的一切都不復存在了。後來哥哥到派出所給母親消戶口時，員警根本不問死因；

倒是在我哥哥給父親遷戶口時，反問他：“要把姚劍鳴的戶口遷走嗎？” 

 

當晚我們把父親接到這間滿目瘡痍，雜亂又悲涼的屋子。父親被打得渾身是傷，

我們撥開一地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無法砸爛的一個棕蹦床（是母親從南方帶來

的），放在地面上。撿起一包破棉花當枕頭，扶著父親靠在上面。艱難地用酒精

分開血跡斑斑粘連在父親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買來的紅藥水擦抹他背上的幾

道深達一釐米的傷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疼，卻一再問：“你們姆媽怎麼樣了，

她還在醫院嗎？”我們嗯嗯地應著，看著父親衰弱不堪的樣子，誰也無法開口告

訴他母親的實情。只想讓他吃點東西，那也只是途中買的一些點心。父親已經不

知多久沒吃上東西了。聽說這幾天，還是一位膽大的好心鄰居，燒過一點麵糊給

他吃。父親喃喃地對我說：“我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這句話多少年來

在我的耳中震盪，因為它是那樣哀怨，那樣催人淚下。 

 

也許他想到一九三二年，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國民黨首都南京，他冒著生命危險，

讓自己的朋友，實際身份是地下共產党市委書記在自家“打麻將”躲過追捕。也

許他記起，母親看見街上有貼著他們夫婦二人照片的通緝令，母親和姨媽輪流到

街上去堵晚歸的那位朋友，而把他身懷七甲的夫人留在家裏，在黑夜裏雇了輛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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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自己穿著憲兵司令部的軍裝，把共產党市委書記夫人、本人也是被通緝的市

委幹部送到下關碼頭，安全地逃出虎口。當時和那位書記夫人同行的，還有她的

妹妹，母親把結婚戒指賣了，才籌措出兩人的旅費。而當初生了兒子在醫院沒錢

出不了院時，也是我父親用了一個月的工資把她接出醫院的。父母親這麼做，是

因為那對夫婦是他們雙方的老朋友，是他們的結婚介紹人；女方還是母親的老鄉。

當她們回到湖南老家後，父親得知那位市委書記已經被捕，他還冒失地給湖南發

去一份電報：“南京有傳染病，請預防”。只有沒有地下工作經驗的父親才會冒

失地發出這種電報。過了二十年，剛進城還沒有忘記老朋友的他們，曾經對我姐

姐說起，“你爸爸一個電報，救了我們三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父母救

助過的老朋友早已當了大官可是還是不忘老友。可是後來風頭越來越緊，對地下

黨的不信任使得這位老朋友跟我父母的關係明顯疏遠了（我寫的中篇小說《魂歸

故里》有相似的故事）。到文革血腥的紅八月，那位書記夫人對前來詢問的紅衛

兵說：“我逃離南京是組織掩護的，他們只是出於朋友義氣，不算掩護。” 我父

母當年救人確是出於朋友義氣，而非對共產黨的認同；當初他們這樣說，幾十年

後他們仍然這樣說。可是他們畢竟是冒險救了朋友啊！但是在幾十年後的文化大

革命風暴中，我父母卻沒有得到同樣的回報。 

 

次日，由大姐送父親去武漢；哥哥因為戴著“反革命分子”的牌子，無法多行動；

而三姐是軍人，請假很難；二姐已經回東北，最後唯剩下我到醫院處理母親後事

了。 

 

我戰戰兢兢地來到醫院，心驚膽戰地找到停屍房。管事的老頭兒惡聲惡氣地問我：

“怎麼死的？”我小心翼翼地答道：“高血壓。”他說：“嗯，等一會兒火葬場

來車，等著吧！”片刻，火葬場的大卡車開到門口。兩個工人用擔架把母親從停

屍房抬了出來，我摒住氣，快步在一旁跟著，急切而悲傷地張望著擔架上的母親，

心卻要哭出血來了。只見母親身穿一身破舊的香雲紗衣褲，那是陪伴了她幾十年，

黑色早已洗成黃色，膝蓋處還打著補丁的舊衣褲。她赤著腳，手臂和兩腿裸露出

的地方是明顯的傷痕。頭髮更是被剪得不成樣子，有的地方齊髮根沒了，有的地

方留下幾綹長髮，卻讓血跡粘在一起。而她的頭，卻是偏向一邊…… 

 

兩個火葬場的工人，抬著母親屍體走到卡車後面，四手一掄，屍體就被扔到了卡

車上。他們轉身又去抬第二具屍體。我看他們走遠，不由自主地登上了司機座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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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踏板，伸頭向卡車裏張望，我想最後再看母親一眼。不期母親被這幾天不知抬

過多少具屍體的工人，扔到了卡車最裏面，當我向下望去時，母親的面孔竟然就

在我眼皮底下，離我不到二尺。啊！我清楚地看見了，她的脖頸上有一道長長的

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我還看清了那一頭剪亂的白髮，那滿身的傷痕……正在我

處於極度恐懼和悲慟不已的時候，突然身後傳來一聲吼叫：“是鬥死的，什麼高

血壓，是鬥死的！”我被嚇得一下子從踏板上蹦了下來。面前站著停屍房的那個

惡老頭兒，他正氣勢洶洶地向我叫嚷。霎那間，一股怨恨從心底升起，我不知從

哪里來的勇氣和力量，一改數日來的低聲下氣，我竟然像大街上的潑婦，跳起雙

腳向他聲嘶力竭地吼道：“我怎麼知道？！是他們告訴我的！我去問誰？你說，

我該去問誰——”我的聲音越來越高，越來越大，像是在嘶叫，自己都分辨不出

那種咆哮是我的聲音。本能的憤怒和反抗，把我從一隻任人宰割的羔羊，變成了

一頭像是要張口把他吞下去的猛獸。惡老頭兒沒有料到我有這一手，竟往後退回

去了。嘴裏不斷嘟囔著：“什麼高血壓，鬥死的！” 

 

我懷著滿腔的悲傷和憤恨，看著卡車載著孤零零的母親開走了，卡車要繼續去拉

和我母親一樣那些天被鬥身亡的人。沒有半句遺言，沒有親人相隨，沒有留下骨

灰，我最親愛的母親就這樣永遠離我去了。我含著淚水轉身向火車站奔去，我要

最後見父親一面——果真是最後一面。我到火車站臺時，父親已經坐在車廂裏，

他傍著車窗，低聲喚著我的小名，深情地囑咐我：“蜀蜀啊！以後要聽哥哥姐姐

的話啊。”隱含著他對自己命運和前途的絕望，把父輩的責任轉交給我的哥哥姐

姐們了，我強忍著眼淚點頭。父親座位對面坐著一對老夫婦，也在強忍著淚水望

著窗外。在我們身邊，幾個十來歲的孩子，一定是他們的孫子、孫女，來送被轟

走的爺爺奶奶。我們所有人，車裏和車外的，都強忍著淚水，都有無數話要說，

但又一句話都不敢說。車要開了，我最後喊了一聲：“爸爸，保重——”在父親

依依不捨的目光裏，還閃著恐懼、膽怯、不安和對子女的無窮掛牽。這就是父親

留給我終生不忘的最後印象。 

 

從火車站出來，我又趕回到那好似被萬馬奔騰過一般的父母的十五平米小屋，這

裏曾是父母住過三年的溫馨又親切的家；現在，當我孤獨地站在家破人亡後的廢

墟之上，心中充斥著無盡的悲傷、憤懣、悵惘和茫然。環顧四周，不期望能再找

出一樣可以留作紀念的遺物。這間充滿殺機和恐怖的小屋，散發出陰冷和渾濁的

氣味，我不敢久留。我拿起父親最後換下的那件血衣，卻沒有膽量把它拿走，但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第 57 頁 

是我把它放在全屋最顯眼的地方——不論誰再走進來，第一眼就會看到它。然後，

我提起扔在屋角的一個破舊不堪的小木盆，這是唯一歷經劫難尚能保持原狀的東

西，也許它看上去破舊又醜陋而免於遭難，它是母親從南方帶來夏天洗澡用的，

是母親珍惜的。我鎖上了小屋，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當我下樓時，樓梯旁有個十

歲左右的小男孩看見我下來，兩手舉過頭，一邊比劃一邊嬉皮笑臉地數叨著：

“老頭兒舉著一雙尖皮鞋，轉著圈跑……”四十年後，我把這個永生難忘的小男

孩和他說的話，寫進了我的文革小說《悲情大地》（原著128頁）。 

 

我回到大姐家，把母親用過多年的木盆放到盥洗室，盡情地洗了洗奔波一天又髒

又疲倦的臉。當我抬起頭來，從鏡子裏看到自己那張麻木而毫無表情的面孔時，

我忽然按奈不住地哭了，兩肩抽搐著，眼淚終於流了出來。 

 

父親被大姐送到武漢後，才知道與他相親相愛三十五載的母親已經不在了。他抱

頭痛哭一場，決心回安徽鄉下老家。我們也從父親那裏知道了一些最後恐怖日子

中的母親。那些紅衛兵對母親毒打和逼供，想把曾經在南京工作過的母親打成

“特務”，還把我們幾兄妹星期天在大姐家聚會說成是“佈置特務任務”。母親

知道這些人不僅想往死裏整她，還想連帶害幾個孩子。母親為了保護自己的清白

和子女的命運，忍受了酷刑和死亡的威脅，始終沒有吐露任何不實之詞。在漫長

的文革期間，任何專案組拿不出一句母親的招供來打擊她的子女。她是一個善良

的、純潔的、普通的小學老師，和普天下的母親一樣的熱愛自己子女的母親。 

 

父親寂寞地、膽戰心驚又牽腸掛肚地過了兩年。一九六八年清理階級運動高潮中，

哥哥單位的專案組，派了兩人不遠千里來到安徽大別山腳下的小村莊，對父親說，

你的兒子污蔑江青，已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父親知道自己明天也將在公

社大會上被批鬥，兩年前的種種恐怖、擔心和絕望湧上心頭，他當晚就自縊謝世

了。他的屍骨被家鄉人埋在後山上。 

 

若干年後，哥哥獨自去過那個小山村，爬上了後山，把我一九八六年在《秋水》

上發表的《兒女祭》(原始稿)，及五包香煙、五個蘋果放在父親的墳前。一個九

十多歲的老姑媽摸著哥哥的臂膀抽泣地說：“真像你爸爸。可憐啊，你爸爸真可

憐啊——”一九九零年，我們兄妹五人，在北京西山法海寺遺址上建的金山陵園，

為父母修了一座衣冠塚，遺憾的是墓面沒有遺體，甚至沒有遺物。正如我在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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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後四十年寫的文革小說《悲情大地》中的結尾，讓主人公一家長眠在西山金

山陵園一樣，父母在這裏遠遠地俯視著我們：“這就是歷史，那應該永遠留下的，

不被遺忘的，不被曲解的歷史。他們的墳塋將向世人和後人，向中國和世界揭示

那個罪惡的年代，和製造罪惡的人。”（《悲情大地》615頁） 

 

作為父母最痛愛的小女兒，在文革發生近半個世紀，遠在萬里之遙，我懷著一切

美好的和悲哀的，含著微笑的及和著淚水的回憶，再次寫下這篇祭文，願它化為

一縷青煙，繚繞直上，給在人間受盡苦痛，如今定在天上的母親，還有父親，帶

去兒女的一片心意。我們沒有忘記你們，我們不會也不可能忘記你們賦予我們的

一切；還有你們所經歷的，也是中國人民經歷的種種苦難，特別是文革這場災難。

現在中國正在變，我們希望她變好，我們不願我們的下一代再受這樣的苦。 

 

姆媽，你聽見我又一次這樣呼喚你了嗎？安息吧，姆媽，我要在你這個最可尊敬

的普通人，最偉大的母親的名字後面，寫上用在一切逝去的偉人名字後面的四個

字：“永垂不朽”！它將永遠刻在我們兄妹五人的心脾上。 

 

初稿完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刊登在當年《秋水》雜誌 

增訂稿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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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Depot Square, Lexington Center, MA 02421 
 

Tel: 781-861-6030     web: www.yangtzelexing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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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子江大飯店  Yangtze River Restaurant 

http://www.yangtzelexington.com/


 

 

第 66頁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第 67 頁 

 
  



 

 

第 68頁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第 69 頁 

 

 

 
  



 

 

第 70頁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第 71 頁 

 
  



 

 

第 72頁 e-通訊  第24期 201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