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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衹有$156,468（$100,000複利5.1%共9年），保證
每年複領取 $6,118（ $156,468的3.91%）。但是如
果想再過幾年才開始領（63歲，還不太老哩，政府
“標準”的退休金要到66歲才開始！），對不起，
這計劃的“保證有5.1% 過了10年後就不適用了。

請留意，一旦（在10年之內）採用了“保證有
5.1%增值”的機制後，以後賬戶內的增值就不再保
證了，（但在很多人的腦中，還留有繼續最少增值
5.1%的印像）。雖然該計劃說若將來賬戶內投資繼
續上漲，超過已有的每年領取的基數，每年領取的
數額也會隨著向上調。看來很不錯吧？實際上這種
情況的發生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有幾個，其一是
既然開始領錢出來，賬戶內的資金已減少了，要在
比較低的基礎上沖高，不容易，何況一年沒沖上
去，再過一年的賬戶內的結存又隨著減去下一年的
領取，基礎更低了，更難沖上去。另一原因是這種
計劃對投資選項有限制，一般衹可以選相對比較平
穩的基金，不能選有可能暴沖的基金。另一個十分
重要的原因是這種年金除了要扣除前面提到的基本
的各種費用之外，還要被扣很重的額外費用，總數
可能超過3.5 -4.5%，要沖上去更難了。比如你已背
負重囊走了一段路，很累的，還要你跳高欄過去，
容易嗎？

在保險公司的說明中，也有幾乎要用放大鏡才
能看到的註腳，“很老實”地說這種在已有的每年
領取的基礎上再上調的機會很少，但問題是幾乎所
有的推銷者都不提這一點，反而拿它來渲染發揮，
況且保險公司宣傳、說明中所舉的例子也大肆宣
揚，讓客戶以為有鴻鵠將至。在理論上、技術上，
或在表面上，他們沒講錯，但實際上具很嚴重的誤
導性、欺騙性。

說明材料中有一個例子，說如果股市每年
都虧跌，在7年後的第8年開始每年領取終生養老
金，但因保證有5.1% 增值作為領取基數，此基數
在7年後將有 $141,651，再乘以3.91% 的領取百分
比，每年將領到 $5,539。到目前為止，看起來不成
問題，甚至好像很不錯，股市一直在跌，還保證有
5.1%的增值，並以此來作基礎，每年保證至少可
領 $5,539。且慢，如果一方面實際的股市連跌了7
年，而虛有的基數又從 $100,000連續7年每年增值
5.1%，增值到 $141,651，將來怎樣在很短時期內從
低於 $100,000 急昇到超過 $141,651？隨著每年要
將 $5,539扣除出來，起點被拖低了，將來跳躍上去
更難了。由是，將來一輩子被鎖定在衹能領取 $5,
539 的很低的水準。打個比方，唸中學時成績一直
也也烏，有人說如果高考有很好的成績，可以進名
牌大學，還有獎學金哩！實情是成績一直很差的中
學生，能找到一份能勉強糊口的工作已很幸運。

下面是說明中舉出一系列的股市漲跌的假設數
字（負數表示股市虧跌）--根據這些數字，7年後
$100,000 昇到 $220,428，其中第 2、4、6 年低於
5.1%，都作5.1% 來計算。在第8年開始每年領取
$8，619（ $220,428 X 3.91%）。接著在第8、9、
10、11年股市又繼續大幅度上昇，結果從第12年起
每年可領取 $10,637。即使從第12年起增值很少，
甚至經常虧，都保證每年有 $10,637。（這樣算
的 ： $220,428 減 去 提 出 的 $8， 619， 再 增 值
12.1%，再減去$8，619，再增值 20.4%， 再減去
$8，619，再增值17.7% ，……）嘩！很好吧？但
是如果我們細心檢驗這例子的數字，我們會發覺在
頭12年中有5年是增值超過15% 的，衹有兩年下跌
少於 4%。在現實中，過去有這種情況嗎？即使
有，還會再出現嗎？機率有多大？很明顯，這一系

列的數字是精心安排出來的，讓客戶以為鴻鵠將
至，真的會發財。更有甚者，因該計劃會扣掉
3.5 -4.5% 的費用，那麼這一系列數字中的高百分
比的回報率，離現實和真實更遠了，可見其誤導
性。這情形有如假設你很年輕時每年發財賺很多
錢，你不但很早就可以退休，而且可以一輩子過著
偧華的生活而不愁將來沒錢用。其實，你年青時並
沒有經常賺很多錢，卻住豪宅用名牌車，花費很
钜，沒存幾個錢，還夢想一早能退休，環遊世界享
清福。
第1-4年 20.2%、-3.3%、19.4%、3.9%
第5-8年 5.5%、-3.5%、25.4%、12.1%
第9-12年20.4%、17.7%、9.8%、-6.1%
第13-16年-9.2%、-14.9%、13.8%、4.8%
第17-20年0.0%、7.6%、1.8% 、-17.3%
第21-24年1.9%、2.1%、1.0% 、0.3%

我們細心察看、分析保險公司提供的這種神奇
年金的推銷資料，就可以發覺這種年金要扣高達
3.5% - 4，5%的費用，比平常浮動年金的1.5% 上
下的結構、運作和責任有關的費用高出 2-3%。假
設現在放進 $100,000，投資結果平均每年增值
8%，這種神奇年金要扣去3.5% 後有4.5%，10年後
將有 $155,297。但若用平常的年金，被扣了1.5%
後仍有6.5%，10年後有 $187, 714，兩者相差 $32,
417 ( $187,714 - $155,297 ) ，大約少了1/6。如果
神奇年金被扣4%或4.5%，差異則更大了。

○ 不但如此，再加上這神奇年金與平常年金
不同的預定的每年領取的百分比的差別，後果更加
驚人。下面是按照神奇年金預定的每年領取的百分
比（A），與某一種平常年金預定的每年領取的百
分比（B）的對照：
歲 64 65 66 67 68 69
(A)3.91% 4.91%4.91%4.91%4.91%4.91%
(B)5.3% 5.4% 5.5% 5.6% 5.7% 5.8 %

結果從神奇年金（A）每年可領到 $6,072
（$155,297 X 3.91%）。但從平常年金（B）卻可以
領到 $9,949（$187,714 X 5.3%），神奇年金（A）
少了三、四成！

說到這裡，（A）每年可領取 $6,072和（B）
每年可領取 $9,945，也並不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A）在10年後開始領取，實際賬戶的數額扣去
$6,072，剩下的錢再依投資結果來增減，然後再減
去下一年度的領取，…… 這樣可能經一段時期後
會降至零，但當事人仍可繼續終生領取。然而當事
人若去世，實際賬戶內剩下的餘數就給受益人。所
以在開始領取後，若股市下挫，不久當事人去世
後，可能衹有很少錢留給受益人。若果將來股市不
太差，但因為每年扣除了領出的錢，很難再有多少
實質性的增長回昇。然而在保險公司的推銷介紹
中，假設股市很有利，所得的結果當然非常誘人，
但可靠性、可信性是另一回事。

平常年金（B）每年領取 $9,949後，若長命可
一直領下去；但若早走了，自己和受益人前後可將
開始每年領取之前的數額全數取回。例如上面提到
10年後有 $187, 714，每年領取 $9,949，若6年後
走了，共已領了 $9,949 X 6 = $59,694，那麼受益
人將立即可取回 $187, 714 - $59,694 = $128,220。
雖然在宣傳上、推銷時，神奇年金（A）有可能留
很多錢給受益人，實際上因被扣很重費用、投資不
穩定、不順利等因素，結果難有如此美妙。

如果不用平常的投資性的浮動年金，而用安
全的累積利息的年金（Ｃ）（FA, Fixed Annui-
ty），有一種是這樣安排的：現在放進$100,000，保

證增值5％，10年後將有 $162,889，然後開始每年
領取，領取的百分比是4.75％，可領終生，每年有
$7,737。也比（Ａ）的 $6,072多了四分之一！如果
神奇年金（A）在10年後要每年可領 $7,737，則在
10年後要累積了$197,877。（ $197,877 X 3.91% =
$7,737）。$197,877比 $100,000幾乎多了一倍，即
每年要平均增值 7%。但因為神奇年金要扣高達
3.5% 甚至更高的費用，那麼這10年要平均每年增
值10.5% 或更高才能達到此效果，理論上可以，實
際上很渺茫。

從上面的分析比較，我們可以得知，如果不想
冒險而獲得較高較可靠的終生收入，可採取（Ｃ）
方案，現在投入 $100,000，從第11年起每年可以穩
拿 $7,737。如果想參與基金投資，就要作長線投資
的打算，就應該用平常的投資性的浮動年金，每年
省下2-3％沒有甚麼實質性好處的巨大費用，更有
效地累積增值。在這累積期間，雖然其價值有昇有
跌，但一來可以在價值比較高時才大筆或一筆取
出，或轉為終生領取的每年收入，享受更高的百分
比，不必因要被扣很重的開支過早地被鎖定在低累
積和低領取百分比的無奈狀態，可早些或遲些才開
始每年領取，也可以一次或大筆領取，保留很大的
靈活性和自主性。用神奇年金（Ａ），有理無理每
年給額外扣去很重的費用，未開跑已吃虧，繼續跑
下去註定成輸家。

有一很重要的認識是，平常的投資性的浮動年
金，若果投資項目多元化，恰當地選擇，作長線投
資，十多年後效果不錯，根本不需要每年被重扣而
去換取表面上 “5.1%” 的“好處”。如果恐怕長
期投資會虧蝕，則根本不應該參加投資性的年金，
猶如你對某種生意有相當瞭解和信心才去做，準備
長期打拼下去會有成果；否則，怕虧蝕的話，就不
應當想當老闆，不如打工穩掙薪水。想做老闆又怕
虧本，可以找人指點幫助，但哪有通過每天都分一
半進帳給人家，求得人家保證自己虧了仍有口飯
吃？這樣即使生意有得賺，恐怕自己實際是在替擔
保人打工，比替別人幹活賺得更少了，何苦來哉！

其實這種年金雖然有嚴重的缺陷，但並非
一無是處，例如參加了，就不會將錢花掉而老來沒
錢用。其問題是保險公司及推銷者沒讓客戶明白付
出巨大代價，卻過份宣揚難以實現的虛無 “好
處”，參加者不真正瞭解其內涵和影響，不曉得有
更好的方法處理。

順便一提，有另一種神奇年金叫指數年金（In-
dex Annuity,或 Index Fixed Annuity, 也叫作 Equity
Index Annuity），號稱股市上昇你賺錢，股市下跌
你不虧，既保本又可以分享股市大漲的好處，聽起
來不買是傻瓜。這種年金其實本身並不投資於股市
或任何基金，但推銷者往往讓客戶以為投資在“大
公司”，“很可靠”，“過去記錄回報很高”等
等。所謂指數或甚麼名堂的指數，衹是保險公司算
利息給客戶的參考指標，猶如拿天氣的溫度作參數
一樣，說冬天降到冰點之下，你保本，但夏天氣溫
上昇你的利息也會跟著上昇。問題是，不但退出的
扣罰又重又長，最要命的是保險公司有權設上限，
譬如氣溫高達華氏100度（股市大漲），給你的最
高利息可以壓到衹有1%，然而，推銷者不提這一
點，或讓大家以為最高上限可高達8% 或更多。這
種年金很多是用不恰當的方式誤導客戶參加，客戶
根本不明白是甚麼一回事，還以為撿了便宜，不知
道實際上給佔了便宜。
（本文內容和觀點與任何保險公司和報社無關，文
責作者自負。 張一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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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禮大橋（Karluv Most）
早上八點半鐘，我們乘地鐵到老城區車站的下一

站Malostranska下車後，步行至名聞遐爾的查禮大橋。
位於城堡山丘腳下的查禮大橋架在莫道（Moldau）河
上，貫穿康帕（Kampa）小島。大橋長516米，寬10米，
橋下有十六座橋墩，橋的兩端有橋門，橋的兩邊除了
有一列煤氣燈外，墩柱上面尚有一座座巨型的青銅
塑像。這座連接老城區與小城區的查禮大橋真是非
同凡響，壯觀之至。自1974年禁止車輛通行後，更成
為遊客必訪之處。漫步其上，可以飽覽莫道河兩岸的
風光。從老城區到小城區，皆在步行距離之內，是自
助遊覽布拉格的最佳途徑。

查禮大橋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1357年，
查禮四世國王任命 Peter Parler 築建此橋，以取代
1342 年毀於水淹的 Judith 橋（Judith 橋建於 1172 年，
是架於莫道河上的第一座石橋—註）大橋竣工於
1400年。橋端的兩座橋頭塔均為歌德式的拱形建築，
但不是在同一時期完成的。在老城區這邊的橋頭塔
高40米，上面有查理四世（Charles IV）、文瑟拉斯四
世（Wencelas IV）二國王與聖維圖斯（St Vitus）的雕
塑像。這座橋頭塔完成於十四世紀末大橋竣工的時
侯，被認為是中歐最美的歌德式橋頭塔。小城區那端
的橋頭塔則是到十五世紀初才築建完成的。

大橋兩邊墩柱上，那一座座的銅塑，則是於大
橋建成後，在不同的時代逐漸增添上去的，共有三十
座之多，均為宗教人物與故事。為了保養與安全，塑
像的真品已收藏在國家博物館保藏，橋上的群像均
為複製品。

我們從老城區往小城區的方向，在橋上邊看邊
行。由於時間尚早，橋上行人還不太多。我們可以悠
哉遊哉地走走停停，盡情欣賞河兩岸的美貌風光。藍
天碧水，紅頂白屋，倘佯於大橋上，其本身就是莫大
的享受，也沒有計算花了多少時間才走到大橋的那
端。

漫步橋上的時候，不由想到曾在報章、雜誌、電子
郵件裏讀到過一些勸人們放慢腳步，看一眼路邊的
小花小草；聽一下樹上的鳥鳴蟲叫；欣賞一下天上的
星星月亮；不要只顧著衝向目的地，而忽略了周圍一
切的文章。因為，從這裡到那裡（有形的）或是為達到
目的而走的整個路程（無形的）其本身也是有其意義
的。以前讀到這一類的小品，根本沒有仔細去想過它
的內容涵意，可是現在卻愈來愈覺得其言之有理，並
有了切身的感受。西諺有云“Wisdom comes with
Age”（智慧隨年齡而來），誠非虛言。

生命的本身就是一段從生到死的歷程，人生的每

一階段亦均有其特有的意義。年輕當學生的時候，進
學校的終點固然是畢業，然其間十幾年的生活，不亦
是極堪回味的經歷麼。工作的終點站是退休，數十年
來，那酸甜苦辣的日子，無論是力受褒揚也好，不足
為外人道也罷，回想起來，也是相當有意義的。但若
一開始即視工作的目的為退休，那就很沒有意思了。
人生的終點站是死亡，我想，沒有人會將“死亡”當成
是人生的目的，不是麼。走在查禮大橋上，我放慢了
腳步，慢慢地欣賞這段從老城區到小城區地路程…

小城區（Mala Strana）
位於布拉格城堡區下面山坡上的小城區始建於

1257年。七百多年來，這裡布拉格市內受到現代歷史
影響最少的一個城區。我們來到了小城區的廣場。廣
場自小城區建立以來，一直是區內居民的活動中心。
起先是攤販的集市所在，如今則滿是機關大樓與大
小餐館。最重要的建築有：聖尼古拉（St. Nicholas）大
教堂、市政府大樓、Sternberg宮、Smioicky宮、Kaiser-
stain宮等。廣場與周圍的街道，皆是古色古香的石塊
石板路。

聖尼古拉教堂（St. Nicholas Church）
廣場上的聖尼古拉教堂是中歐最美的巴羅克

式建築之一，由設計師Kristof Dientzenhofer始建，繼
由其子Kilian續建，最後是在Anselmo Lurago手中完
成。教堂內的雕像壁畫與油畫均為一時之選。原打算
入內參觀一下，但看到門口的售票亭心中頓生反感，
便決定不要進去了。事後想想，博物館、動物園皆是
憑票入場，為什麼教堂就不能賣票參觀呢，也許仍是
受“教堂的門是為眾人而常開”的傳統心理在作祟
吧。

華倫斯坦大樓（Wallenstein Palace）
華倫斯坦大樓建於1624-1630年間，由一位哈

布斯堡王朝的陸軍總司令 Albrecht von Wallenstein
所建。他原想讓此樓與山丘上的城堡一較短長，甚至
使城堡為之黯燃失色。當年，為建造此“宮”，曾拆去
了區內的二十三棟房子、三個花園與磚窯廠，其雄偉
可見一斑。今日的華倫斯坦“宮”已成為捷克共和國
的參議院大樓。

我們在廣場附近的小街窄路上隨便逛了一下，
路邊儘是一棟棟巴羅克式風格的建築，精雕細鑿，美
不勝收。從小城區我們再回到查禮大橋上，步行返回
老城區。是時已近中午時份，橋上來往的行人比我們
走過來的時後增加了好幾倍。再加上那些開市不久，
賣手工藝品的攤販，整座大橋變得擁擠起來。走在橋
上，只想快點穿過人群到達彼岸，完全失去了早上走

過去時那種閑散的心情。客觀環境對人們心情的影
響由茲可見。

新城區（Nove Mesto）
在老城區外圍的新城區佔地兩倍於老城區，1348

年由國王查禮四世所建。那時的老城區是政治中心，
也是皇親國戚，貴族顯要的大廈官邸所在。新建的新
城區則成為商賈匠藝，市井小民的集居地。至十九世
紀末，新城區外面的一道防禦工事被毀棄後，發展成
今日的模樣。也正因為新城區的建築太現代化了，對
遊客來說，就不如其他幾區那麼俱有吸引力了。

新城區是繁華的商業區，區內還有保存著中
世紀風貌巴羅克式風格為主的宮殿式與宗教性的建
築。區內重要的建築有：十四世紀的浮士德宮（Faust
House）、十七世紀的聖易納蕭教堂（Church of St Ig-
natius）、十八世紀的耶穌會學院（Jesuit College）、十九
世紀的國家劇院、國家歌劇院、國家博物館。

文瑟拉斯（Welceslas）廣場
新城區內的文瑟拉斯廣場原是一個販賣馬匹

的市場，到十九世紀才改為現名。今日，它是現代布
拉格的中心。四周商店、戲院、旅館、餐廳、咖啡館、辦
公大樓、百貨公司林立。廣場中央有一尊聖文瑟拉斯
騎在馬上的紀念像。旁有四位捷克的守護神像。

六百多年來，新城區的文瑟拉斯廣場歷經滄
桑，目睹了捷克之興衰，可以說是捷克歷史的一部
份。1969 年，一位大學生 Jan Palach 為了抗議蘇聯用

《華沙公約》的軍隊入境鎮壓，在此廣場上自焚。1989
年，使捷克重新恢復民主制度的“絲絨革命”也是導
源於這個廣場之上…

我們在新城區略看了一下之後，便回到了迷人
的老城區，慢慢觀賞前天上午匆匆一瞥的老城廣場
與其周圍的建築、街道和店舖。既然還幾乎有整整一
個下午的時間，我們七人分為三組，分別按自己的興
趣去看想去的地方。從玲瑯滿目的水晶、玻璃、首飾
店，到書店、畫廊、禮品店、教堂，無論是大街或小巷，
老城區真是個吸引遊客的地方。走得累了便在廣場
的椅子上坐一下，觀望來來往往的遊客行人。突然
間，聽見了槍聲，頓時緊張了起來，以為發生了什麼
事情，接著看到一輛輛二次大戰時的軍車駛入了廣
場。吉普車上坐著美國大兵，掛了美國國旗，頻向群
眾揮手。起先我還以為是在拍電影，後來才發現原來
是為了慶祝二次大戰結束六十年，捷克重獲自由的
一連串慶祝活動。只是，當年“解放”布拉格的是蘇聯

“紅軍”不是美軍。想必是恨透了蘇聯戰後對捷克數
十年的控制，而將老美搬上了車吧。

捷克行之二： 布拉格（2） 夏曙芳

查理大橋之橋頭碑莫道河畔的“小城區”查理橋上的青銅塑像之一 下了查理橋進入“小城區”



今年春天的氣候很特殊，連續多次降雪、刮大

風、反常的低溫，致使河、湖長時間封凍。這下

可苦了釣魚人，竟然一個多月無法揮竿。眼看已

經到了釣黃鱸（Yellow Perch）的季節，心中十

分著急。好不容易敖到氣溫上升，冰融河開。於

3月 21日，我和鄰居老徐等三人懷著喜悅的心

情，開車拖船直奔Occuquan 河。幾天來，我老

是在回味著去年3月16日，第一次學釣黃鱸時，

就取得19條的佳績，這次憋足了勁要更上一層

樓。

這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在我們之前已經

有五條船下水，我們之後又陸陸續續有十幾條大

大小小的船，都聚集在20尺以上的深水區。看這

架勢，我相信釣手們都懷有同樣的心情和目的，

那就都是心情愉快，並憧憬著黃鱸的豐收。只見

人人手握釣竿上挑下送的抖動著深水誘餌鉤，其

專心、專業程度都無可挑剔。可是釣的結果卻讓

人大跌眼鏡，大家釣來釣去，釣上來的，除了鰣

魚（shad），沒有別的魚，黃鱸竟然一條也見不

到！可謂讓鰣魚大大的一枝獨秀了一番，真是大

出釣手們的意料之外。

於是，船與船之間的釣手們，不是用無聲的肢

體語言聳聳肩，攤開雙手，就是開口直接訴說著

失望與無奈。我們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天氣經長

時間低溫後剛剛轉暖，但水溫卻沒有立即提升到

適合黃鱸活躍的程度，因此，才有了鰣魚一統天

下的機會。

還有一個既有趣又讓人不解的奇怪現象，不能

不提及：被釣上來的鰣魚基本上都是鉤在魚的

胸、背、腮、腹部或尾部，沒有鉤在嘴上的。用

單三角鉤，有時兩個角鉤在魚身上，用雙三角

鉤，有時兩個三角鉤都鉤在魚身上。我猜想，因

為鰣魚的嘴小，是咬不住誘餌上的三角鉤的。所

以，當魚群圍繞誘餌鉤轉悠時，或在緊挨著誘餌

鉤來回穿梭時，只要一撞上抖動著的三角鉤，不

管撞在魚的哪個部位，都在劫難逃。不知這猜想

對不對。

由於近些年Occuquan River裡鰣魚的數量在減

少，所以政府有關部門從前年開始規定，凡釣到

鰣魚必須放回去，不准帶走。所以大家把釣上來

的鰣魚照個相後，都統統放生了。

那年夏天修完碩士學位， 申請到一份實

習工作，任教愛荷華大學附近的天主教中學。

寒假期間，就北上愛大，住進小學同學的女生宿

舍。看書，打球，做客，郊遊。。單純質樸的校

園生活， 使我對愛大有份溫馨的回憶。最近愛

大邵童情殺事件映入眼簾， 數年前盧剛師生悲

劇記憶猶新，兩者皆因妒火中燒。前者女的玉隕

香消，男的亡命天涯； 後者心理系教授幾乎全

軍覆沒.... 玩火者自焚， 都失敗于人生轉折時。

根據哈佛大學一項調查報告，人一生平均

有7次轉折機會，每次相隔7年。 第一次年齡太

小抓不到， 最後一次年齡太老不用抓，所以僅

剩下5次。 而期間又有2次因輕忽而錯過， 人

實際一生只有3次決定走向的機會， 例如25歲

42歲 59歲。 果真應驗了孔子所說的人生三階段

“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

氣方剛， 戒之在鬥； 及其老也， 血氣已衰，

戒之在得”？

今年2月大學融融社60周年重聚，社友曾

在本教授的一篇報導發人深省。 猶記當年曾參

加他主持的心理實驗，之後也曾選修教育心理課

程。 只知他畢業後赴美就讀猶他大學，專攻應

用心理及管理學，獲心理碩士及博士。曾任美國

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現為宏見國際管理中

心學術總監。

他認為現今複雜多變的世界中，人們需要尋

覓一個安身立命之地， 來完善自己的一生， 所

以人生定位極其重要。不同階段面臨不同需求，

因人而異，因地而變，必須做適當調整，方能達

到正確定位。 社會所以愛恨情仇, 打殺騙搶，皆

因面臨人生轉捩點時，無法做好相應的調整。他

闡述：

1．人生需有定位。有些事必須做,有些事不能做,

有些人與事應該放棄且不足惜。

2．定位需有空間。父母教導子女做一個對社會

有用的人，而非進名校，成為醫生或律師；告訴

他們終身學習，而非為優異成績讀書。

3. 階段性調整定位。由於自身及外在因素的變

化,定位需隨之改變，做全面心態及生活調整，而

非僅僅換工作或改職業。

4.親子定位: 父母為子女資源提供者及教導者, 但

需尊重子女的性向，喜好及選擇。不可越俎代

庖，成為子女命運的決定者。

5.工作定位：工作是手段，生活方為目的, 不應

犧牲健康，家庭和親情換取事業的成就。世界上

任何人離去，地球依然運轉，只有親人才是獨一

無二。

6.要能欣賞，容忍他人的另類定位。只要不違反

法律，道德規範，專精，激情的人，皆能覓得立

足之地。

守法是保護自己。行車需尊守交通規則, 偏

行己路，則車毀人亡。心靈道路更需要紅綠燈來

規範。 佛家戒“貪，顛, 癡，疑，慢”是紅燈；

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如黃燈；基督的

“愛人如己”則為綠燈。期望每人能遵循法律，

道德，宗教準則,一路上鳥語花香，圓滿走完人生

的道路。

11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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鰣魚獨秀 鄒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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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多倫多市位於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大湖
半島上，是加拿大的最大工商業城市，安大略省
的省會。工業、商業、文化事業非常發達。女兒
家有個習慣，隔一斷時間他們會到多倫多採購物
品。有一天女婿開車我們四人一行前往多倫多。
車沿著小路奔馳，樹木、田野和鄉村映入眼簾，
白色風輪徐徐轉動。躺在地裏的玉米杆，綠油油
的小麥，我們的車在見不到人的大片農田的馬路
上飛速而過。
當車進入小鎮時，看到有那麼幾家小店，冷冷清
清也不見有什麼人，讓我和女兒興奮的是看到車
庫銷售，車停下來，我買了幾把紀念性的，金屬
小調羹很可愛，也是洋人的收藏品，我挑了幾
把，有英國查理王子頭像、查理王子與戴安娜的
頭像、還有法國的艾菲爾鐵塔等等。這裏的比倫
敦便宜一半，品像也不錯。後來車上了高速公
路，在車上看到附近的一個小飛機場有一架飛機
正在降落，緩緩的直至著落也感新鮮，因為看不
到人，看到這些景物也就不寂寞了。車直接開到
“太古”廣場，它非常之大，有各色的包、電
腦、碟片等商品，我們拍了幾張照片就匆匆離
開，主要是感受一下它的大，做生意的不僅有華
人也有其他人種。
在多倫多有一個很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大紅色構
成的中國城商場，有紅色的大牌坊，綠、黃色的
九龍壁和小亭子等，幾乎都是華人開的店。有中
藥店、南貨店和飯館等。中國的棗、核桃、百
合、茨石無奇不有。當我們發現有加拿大的魚油
很高興，買了五瓶。這裏最大的商埠要算華盛超
市了，各種葷蔬菜應有盡有，新鮮的、冷凍的、
水果、乾貨、鮮花、樣樣俱全。因為品種多價格
便宜，所以很多人開車來買，店裏的工作人員都
是華人，面色黃黃的，看上去很艱辛，雖然賺的
是加元，但畢竟是背井離鄉，讓我看了有些別樣
的滋味。

女兒買了些食品放在車上，然後帶我們吃自助
餐。這家店面較大，食客也是絡繹不絕，食品有
各類炒菜、海鮮、西點、水果、冷飲等，盡你最
喜歡的吃，吃到不要吃為止，都還比較滿意。我
們倆老人打八折，每位9加元，折合成人民幣也
就五十幾元，上海很難找到這樣便宜自助餐。
在多倫多的中國領事館附近，馬路雖不寬敞，然
而綠樹成蔭，兩邊的老房子都是兩層磚結構，建
築風格各異很漂亮。房前屋後均有房主的“領
地”，有花有草，“領地”內還有大樹成蔭，不

過這種房子是否有車庫呢，不得而知。環境很幽
靜，那麼長的路，唯獨不見人影，只有我們三人
在休息，待女婿辦完事，我們去吃自助餐，用餐
完畢我們就直奔中心島。
多倫多有100多個公園，最大的是多倫多島公
園。多倫多市中心的中心島是一處旅遊勝地，需
要擺渡到達。過往的人群各式各樣，在船上也是
如此，分不出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不過一進門有
一位老者，穿了一套黑衣裳絕對是中國人，坐在
小矮凳上拉著胡琴，地上放一個碗，讓人家施
捨。待我們從島上回來，他依然不緊不慢的拉著
同一個中國曲子，碗裏的加元多了。此情此景讓
我不理解，我在想怎麼到這裏來乞討呢，太不得
體！這樣的人又是怎樣出國的呢。
上船後看湖水碧藍，四周環顧發現風景不錯就

忙拍照，藍天白雲，多倫多的電視塔，高樓大廈
的建築群盡收眼底。下船後漫步在島上也是感到
處處是風景，不能錯過拍照的機會，一直到了棧
橋才稍作休息。往回走正巧遇到遊覽車，6元、4
元的票買了就乘。車上有司機和導遊各一位，導
遊的洋文我怎麼能聽得懂呢，只好讓女兒作翻譯
了。環島一周是五公里，約半小時。遊覽車是沿
湖轉一圈，從不同角度看湖邊的景，看島上的景
都有新鮮感，因為有不一樣的花，不一樣的草，
不一樣的建築，當然就有不一樣的景和不一樣的
感覺。
島上有各種樹木，我只認識岸邊的大柳樹，所有
的柳枝好像都垂向水面，想親密接觸又隨風擺
動，我喜歡的就是這個若即若離的姿態。有些樹
還開花，黃的、紅的、白的真好看。岸邊的白色
遊艇排列整齊漂在水上，這是富人的財產，可以
想像待他們休息之時，就會駕著遊艇盡興
地玩，在水上“衝鋒陷陣” 玩得個過癮。
島上還有一座教堂建築，洋人在此為一對
新人而忙，在此拍婚紗照是很理想的。漂
在湖上的大白鵝原來是小遊船，遊人在鵝
肚子裏坐著，幾隻大白鵝在水上游來遊
去，很是有趣。島上的美景既是天然又是
人工建造集合的結果，加拿大雨水充足，
夏天日照時間較長，土地肥沃，所以此時
自然的和人工的景色非常宜人。島上還有
小學，孩子們每天擺渡來讀書，看來洋學
子們學習也很辛苦。

最精彩的要算在離登船不遠處，椅著欄
杆遠眺對岸，有趣的是猶如從上海外灘向

浦東陸家嘴看，553米的高電視塔也是世界最高
電視塔之一，它被一群高樓大廈環繞著，真的非
常非常相似，猶如回到了故鄉。不過浦東的建築
群更新更龐大，色彩更鮮明，但黃浦江的水是黃
的，而安大略湖的湖水清沏碧藍是無法相比的。
多倫多的飛機也很多，不經意中我看到一架飛機
在天空中盤旋，像似去撞大樓，看上去讓人擔
心，其實這是景與景的交織結果，不必擔心，也
說明911事件的陰影在人們心中揮之不去。在回
家的路上，車在國道上行駛，我感覺到多倫多像
是在森林裏開闢出來的，路邊是天然的“綠化森
林帶”， 這是我給起的名字，太好啦， 真是見
所未見，聞所未聞，又留下了一次美好的記憶。
在多倫多我們還會見了一位在國內共事多年的老
同事。久別重逢，分外高興。他們家的住所也很
寬敞，客廳、臥室、書房等，每一間的佈置都不
一樣，有壁爐，牆上掛著畫，真花假花佈置很協
調，也可以說是中西合璧吧，是一個溫馨而舒適
的家。老同事開了自家車，與我們一起到附近公
園去玩。公園裏有小河、野鳥、樹木成蔭。我們
看看風景，拍拍照片聊聊天。看見一對新人在拍
婚紗照，一輛白色的婚禮車，車身比較長可以坐
比較多的人，筒單的幾朵素色花裝點一下很漂
亮。後來又帶我們到附近的一個歐式小鎮遊覽，
一般來說這種小鎮都不大，有各種商店，房舍是
歐式紅色，（我的理解，不知對否），馬路十分
整潔。最主要的是歐洲人也喜歡花，用五顏六色
的鮮花裝飾商店，美化街道，不時的還出現馬
車，趕車人戴著呢帽，紳士打扮，一看就知道這
是旅遊業的需要。我們拍照，把美景帶到國內與
家人和同事分享。（全文完）

加拿大探親記加拿大探親記
我原是上海鐵道大學的一名女教師，退休後去加拿大探親，“第一次”走出國門、“第一次”走進加拿大、“第一次”體驗異域

文化……“第一次”難免太多的好奇與新鮮感，“第一次”的視角去解讀加拿大的異域風情分享我的異國初體驗。

 





張振華多倫多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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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北戰爭東戰場有四場重要戰役：第一次和第二次牛奔河（Bull
Run）戰役（1861.7.16~21和1862.8.28~30）、安提坦戰役（1862.9.17）和蓋
茨堡戰役（1863.7.1~3）。馬納薩斯（Manassas）國家戰場公園，前後發生
兩場戰爭：第一次牛奔河戰役，又稱第一次馬納薩斯之役。前者是馳騁城
市的北軍，以天然地形如河川命名；後者是熟悉鄉村的南軍，以人工建構
如鄉鎮命名。南軍紀律嚴明，進退有據。北軍不支敗卻，場面混亂改採持
久消耗戰。第二次牛奔河戰役，南軍再度獲勝。北軍雖戰敗，但也成功抵
擋南軍之入侵。

純真的盡頭
黑奴問題終究導致美國南北雙方分裂，1861年南部各州草擬憲法，組織

新聯盟「美國邦聯（The Confederate）」。邦聯總統戴維斯（Jefferson
Hamilton Davis，1808—1889）要求南卡州查爾斯頓（Charleston）港桑特堡
（Fort Sumter）政府軍投降未果下，同年4月12日邦聯軍隊開火，經過40
小時砲擊，桑特堡淪陷。消息傳抵北方，北方民眾群情激昂，揮舞國旗，
走上街頭，希望早日終止叛亂。當林肯總統號召75000名兵士戡亂時，爭相
報國者絡繹不絕。北軍麥克道威（Irvin McDowell，1818-1885）少將（如
圖），負責維州東北部的戰事。2015年3月12日下午，我獨自開車走訪維
州馬納薩斯鎮薩德利（Sudley）路 6511號的馬納薩斯國家戰場公園。入
園，首先看到石屋（Stone House）（如圖）。接著驅車前往亨利山（Hen-
ry Hill）遊客中心。第一次馬納薩斯之役的影片「馬納薩斯-純真的盡頭
（An End to Innocence）」已經結束，廣播說導覽員傑姆（Jim Burgess）
（如圖）在下午二點有一場45分鐘的步行導覽。1861年7月，麥克道威率
軍離開華盛頓特區，進入維州邊境。由於這時北方上下均存在著嚴重的輕
敵思想，認為南軍不堪一擊。 在中村（Centerville）附近，帝德博爾
（John Tidball，1825-1906）上尉目擊：許多華盛頓市民、國會議員、記者
等身著盛裝，攜妻帶子，提著裝有野餐的籃子。有的坐馬車，有的隨軍隊
步行，像過節一樣，前來戰地觀光、看熱鬧。「倫敦泰晤士報」戰地記者
拉塞爾（William Howard Russell，1820-1907）指出：許多百姓興奮地騎著

馬。在我身傍一位女士手拿著看歌劇的眼
鏡。她說：「實在太精彩了，我猜明天我
們就會打到里奇蒙。」最後不幸地，幾個
好奇的旁觀者在北軍撤退的時候受傷。俄
亥俄州法官麥克庫克（Daniel McCook）和
他受重傷的兒子查理（Charles）逃回中
村。攝影記者布萊德（Mathew Brady）在
中村附近被俘，但大多數民眾安全地回到

華盛頓。唯一例外的

是紐約國會議員伊利（Alfred Ely，1815-1892）太接近牛奔河戰場，被南卡
州第8步兵師逮捕。隨著政客們的喧囔：「攻到里奇蒙！」伊利議員的確
做到了。他在Libby監獄坐監5個月。（馬納薩斯口述歷史-Spectators Wit-
ness History at Manassas，「南北戰爭信託網站」）麥克道威率領毫無經驗
的28,000北軍渡過牛奔河。早就獲悉了情報的22,000南方同盟軍隊在鐵路
樞紐馬納沙斯列陣相迎，指揮官是攻佔桑特堡的畢瑞嘉（P. G. T. Beaure-
gard，1818-1893）少將。麥克道威野心勃勃地計劃奇襲南軍左翼，但是訓
練與領導不足的將士未能達成任務，北軍到達戰場遲緩。然而，南軍也曾
計劃攻擊北軍的左翼，發覺他們開始落在下風。而在雪蘭多（Shenandoah）
山谷，北軍軍官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1792-1881）正領導其18,000人糾
纏南軍的強生（Joseph E. Johnston，1807-1891）少將的10,349人交戰，以免
強生的大軍能和畢瑞嘉會合。然而北軍的延宕，南軍強生少將率領的救援
部隊，從雪蘭多山谷的派德蒙車站（Piedmont Station，今維州Delaplane）
搭乘火車及時趕到馬納薩斯車站，戰爭的局面立即改觀。

第一次牛奔河之役
1861年7月21日，北方軍隊在觀眾的歡呼聲中向南軍發起攻擊，猛烈的

炮火把南軍陣地籠罩在煙霧中。炮擊過後，北軍跨過牛奔河向南軍發起衝
擊，南軍左翼全面告急。強生麾下由托馬斯· 傑克遜（Thomas “Stone-
wall” Jackson，1824-1863）指揮的旅在亨利山周圍進行了頑強抵抗。李將
軍兩大將之一的傑克遜沉著指揮，擊退了北軍5次衝鋒，他因此獲得「石
牆」的美稱。傑克遜部隊的英勇作戰，為畢瑞嘉的兵力調整和強生的雪倫
多亞軍團，最後一個旅增援部隊的到達贏得了充足的時間。史密斯（Ed-
mund Kirby Smith，1824-1893）的部隊由鐵路輸送而至，下了火車就直奔
戰場，巧妙地從最初的戰線實施機動，充當了反攻的先鋒。此時南軍總數
達32,230人；北軍則只有28,450人。當時北軍的軍服是藍色的，南軍的軍
服是灰色的，且有相當部分的南軍尚未完全換裝，所以在煙霧瀰漫的戰場
上敵我難辨，戰場一片混亂。在雙方展開激戰的重要關頭，麥克道威發現
了對方援兵，深怕自己又被包圍的危險，遂下令撤退，南軍趁勢反擊，北
軍大敗，大部瘋狂逃竄，只有賽克斯（George Sykes，1822 – 1880）少校
指揮的步兵營和帕爾默（Innis Newton Palmer，1824 – 1900）少校指揮的
炮兵連，這兩支正規部隊實施了頑強的掩護。南軍也因發動反擊而打亂了
自己的建制，沒能立即發起對華盛頓的攻擊。當天夜裡，天又下起雨來，
道路變得泥濘不堪，南軍失去了向華盛頓進軍的機會。此次戰役，北軍死
傷1,584人，失蹤1,312人，南軍損失1,982人。這是南北戰爭中第一次大規
模作戰，雙方的士兵都是未經訓練的新兵，以逸待勞、以防禦為主的南軍
與勞師遠征、仰面強攻的北軍相比當然佔有優勢，且南軍還擁有傑克遜這
樣強悍的戰將。戰後南部同盟總統戴維斯拒絕授權實施追擊招致了廣泛的

批評。第一次牛奔河戰役的失敗使北方清醒過來，放棄了最
初的輕敵思想，開始著手準備一場長期而艱苦的全面戰爭，
國會批准了組建一支100萬
人的志願軍，麥克萊倫
（George B. McClellan，
1826-1885）被匆匆召至華
盛頓代替麥克道威指揮。
與之對應，南部同盟議會
也批准徵召了 40 萬志願
兵。（未完待續）

馬納薩斯國家公園 （上） 呂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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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十二月八日 ，你可曾聽有個峇裡島，

就在那印度尼西亞， 那島上風景美麗如圖畫，

誰都會深深愛上它。 峇裡島就因為這首五十年

代的流行歌曲而家逾戶曉。實在的，飛機在機場

上空盤旋準備降落時，看著下面濃的青山和那一

片片鋪在山坡上阡陌縱橫的梯田，一眼望不盡的

挪子樹，檳榔樹，還真有似曾相識，近鄉情卻的

感覺。 印度尼西，主要由五大島組成，蘇門答

臘島，瓜哇島，婆羅州，蘇拉威西島和新幾內亞

東半部，疆域由西向東橫跨亞洲到大洋洲，漫延

五千多公里。其實整個印尼，大大小小，有名無

名的島嶼只有一萬七千多個，其間有人住的只有

六千個左右，在那些數不清的無名無人小島中，

據還有食人族盤據。其蠻荒落後可見一斑。 而

這一萬多個島中最耀眼突出的就是峇裡

島。 峇裡島位於瓜哇島的東端，和瓜哇

島只隔著一道三公里的海峽，遠古的傳

中，本來它和瓜哇是連在一起的，當年

有個印度教的僧侶化緣至此，一路上，

因貪看此地的好山好水而延誤了行程，

迷了路，看看天色已晚，他只好找個山

窪對付一宿。是夜，佛祖以為他貪玩偷

懶，夜不歸廟，怠勿職守，就作法讓海

水淹沒了他的回頭路，讓他有家歸不得

矣! 從此他只好在這島上生存下去，為

了將功續罪，他努力宏埸佛法，超渡

生，期望得到佛祖的原諒。因此到今

天，峇裡島還是孤懸在海中，而島上的

居民，百分之八十都信奉印度教，處處

有寺廟，家家有佛堂。 比較可信的歷史

是這些印度教的信徒都是從爪哇移過來

的。印度商人早在十世紀左右就把印度

教帶進了瓜哇，西元1515年伊斯蘭教入

侵爪哇，促使了大批印度教的僧侶、貴

族、軍人、工匠和藝術家逃亡到峇裡島

上來，印度教才在此發楊光大。 島上最

有名的還是那風情萬種的海灘，晴日

裡，海水湛藍清澈，沙細灘闊，配上 四

時不謝之花;八節長青之草 正是"紅妝素

裡，分外妖繞" 。起風了，又見那海上

的白浪打在奇形怪狀的崖石峭壁上，更

是"亂石崩雲，驚濤烈岸，捲起千堆雪

"。 怪不得每年有成千上萬的遊客來此

地朝拜，流連忘返。 導遊帶我們在島上轉了一

圈，遊了水明樣(Seminyak)海灘 和附近的海神

廟 ，海神廟原文Tanah Lot在峇裡語意指「海中

的陸地」因為此廟 蓋在一個經海水沖刷而形成

的離岸大岩石上，在海水漲潮時，與其連接的通

道會被淹沒，無法通行，必須等待退潮才能進入

廟宇參觀。 海神廟是峇裡島七座濱臨海岸廟宇

的其中之一，每一座都在彼此視力可達範圍之

內，形成一個西南岸的廟宇群。斯時也，夕陽西

下，"一道殘陽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惟有

這句白居易的詩能形容那日落的美麗，老妻十多

年前曾經因公出差到此。當時雖有當地官員陪同

響導，可是公務纏身，滿腦子都是會議簡報，那

有心情遊山玩水，此番重登舊地，換了一種心

情，才能真正一窺峇 裡島的真面目，正是， 昔

日齷齪不足跨;今朝曠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

急；一日看盡長安花。 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

解。

2015年4月26日

十五世紀初，中國出了個世界上最徫大的航海家，他的名字叫鄭和。他從西元一四O五年到一四三三年，曾經帶領中國艦隊七次訪問巡視南洋，印度各地，
他的足跡甚至於到了紅海，中東的麥加和非洲的東岸，把印度洋變成了中國的內海。試想當年葡萄牙人迪亞士(Bartolomeu Dias)首次抵達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是在一四八八年，而他的另一同夥達伽馬(Vasco da Gama)由西歐穿越印度洋首航印度是在一四九八年。義大利熱那亞人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發現新
大陸是在一四九三年，這些都是鄭和死後五十多年的事，而麥哲倫( Fernando Magallanes) 率領西班牙艦隊的環球首航是在一五二一年，更是百年之後的事
了。如果當年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為了 宣楊天朝國威，或者是尋訪明太祖朱元璋的孫子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而是像這些紅毛碧眼賊一樣，只知道征服，驚
奪的話，那今天這個世界應該有一半的地方是中國的殖民地，也該有一半以上人口?中國話，中國才是真正的日不落國!

二O一四年秋，老吳窮極無聊，異想天開，也想追隨先賢的腳步，下西洋去過過天朝大國的癮，可惜沒有朱棣皇帝的贊助，也沒有成千上萬士兵耀武揚威，只
有自買船票，拖著老妻，皆好友二三，下西洋自取其樂也!

老吳下西洋 吳荻華

第一回 似曾相識峇裡島，老吳近鄉情卻
風情萬種水明樣，老妻溫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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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作者周志文寫的〈同學少年〉。書上

說: 「故鄉應該是以自己的家為核心, 由親戚, 同

學, 朋友們形成的一個小聚落。故鄉有太多的改

變, 對故鄉的情懷, 是懷念, 也是哀傷。」人人有

故鄉，人人思故鄉，故鄉是讓人?念的地方。但

我的故鄉在那裡？生在上海，長在台灣，結婚成

家，養家糊口在美國。

祖籍蘇州，老家離蘇州胥門外西南三十里善

人橋。我祖母親手設計,監造的二樓樓房仍屹立在

原地旡恙。 1985，1998 兩次回老家探望，在門

前徘徊，照相留念，這裡是我的根的所在。但是

我從來沒有來此住過。我祇是過客，來此地一

遊。這裡有熟悉的吳儂軟語，

而?食生活習慣與我小時候在家

時相同。如果這裡是我的故鄉，

我對我的故鄉很陌生,太疏遠

了。但這裡確實是我父母的故

鄉。

我出生在抗戰期間被日本人

統治下的上海法租界。二次大戰

開始後，租界沒有了。我年紀太

小，祗記得日本人是我們的敵

人。上小學一年級時，曾學過日

語。隨即勝利了。勝利後的一，

兩年，日子過得安穩。接著國共

內戰，東北四平街戰事，打得來

來往往，天暈地。北平淪陷，徐

蚌會戰失利。共軍渡江，南京變

色，上海解放。老邁袓父為了安

我們小輩的心，說是天災人禍都

躲過了，在倭寇鐵蹄下生活過八

年都活過來了。共產黨是中國

人，我們升斗小民，安分守己，

既不犯法，又不作惡，應該有太

平日子。才不出幾個月，父親覺

得時勢對他不利，他單人匹馬，離開上海去了香

港。又隔了兩年，開始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母

親驚覺到不能再呆在上海了。我們兄弟姊妹都是

上學的年齡，去上學，但不讀書，每天上街頭遊

行示威，去打倒反革命份子。她毅然作出決定，

帶了我們五兄弟姊妹， 離開了上海的家。破釜

沉舟，冒險犯難, 偷渡到香港，然後輾轉到臺灣

全家團聚。

在上海一共住了14個年頭。前七個年頭，懵懵

憧幢，後七年，戰戰競競。值得回憶的童年日子

不多。上海能算是我的故鄉嗎？上海僅是我的出

生地。

台灣是我受教育的地方。在台灣完成中學，大

學教肓。上中學的那段時期，剛到臺灣，人生地

不熟，日子過得窮苦。第一年的中秋節，天已

涼，我仍然穿了離開上海時的那條裋褲，住在南

部魚米之鄉西螺小鎮, 居然鎮上的布店內沒有做

一條長褲的卡其布料。最後是父親出差到臺北,

買了八尺布, 我才有一條長褲過冬，當時台灣南

部的經濟窘迫可以想像。在虎尾讀初中曾與遺族

學校的學生們一起睡在教室課桌上，也曾睡過教

職員宿舍的日式壁櫥裡。壁櫥裡蚊子多，稍一不

慎, 手臂貼近蚊帳, 一覺醒來，手臂被蚊蟲攻擊,

慘不忍睹。高中及大學在臺北, 過了安定的日

子。畢業後出國留學。出國前在台灣住了12個年

頭。臺北應該是我值得懷念的地方。

但是80年代後期，台灣的?土勢力抬頭，我們

被稱為外省人。政界開始挑釁族裔的不同，外省

人不再被本省同胞認同。在公開場合下，外省人

因不會講台語，聽不懂台語，會遭到羞辱。外省

人屬異類，是外來的，當初撤退到台灣的兩百萬

軍民，四分之一的臺灣人口是避難，苟且偷生的

一族。從某一角度來看，這也是事實。外省人早

年與台灣人一起打拚，努力進取求生存，爭取國

際地位，提高生活水準，發展科技工業，都一筆

抹煞。全部是台灣人的貢獻。偶爾也會聽到外省

人滾回大陸去,這就強人所難, 進退不易了。在這

樣的環境下，我覺得台灣變得不可愛了。

同樣是外來的，我在美國讀書討生活，

從沒有人羞辱我的英文說得不夠好, 洋人還一而

再，再而三的糾正我的發音，幫助我在異地的生

活起居。我在美國過得自由自在，與世無爭，沒

有人嫌棄我。與台灣相比之下，這有多大的差

別，很不同的感受。故鄉, 家鄉變成了是我的包

袱，我的私秘。回答別人問我，你從那裡來的？

我有點猶豫，來自上海？來自台灣？ 來自美國

馬利蘭州？

看到一篇演講，一位

著名作家皮柯艾耶Pico

Iyer, 出生在英國, 七歲

到美國。娶了日本太

太，現在住在日本。他

長得像印度人, 說話有

英國腔。他的祖先是印

度人, 但他沒在印度耽

過。在英國 成長，受

教育。問他去那裏看病,

找牙醫, 那是在美國,

因為他在美國生活過48

年。既不是自願, 也有

些悲哀，他是屬于到處

為家, 旡處不是家的世

界難民之一。這個難民

數 字, 1970 年 有 250

萬。到現在是2700萬。

我是 50年代到臺灣的

難民，60年代到美國的

移民。我的處境與他相

似。

隨著時代變遷, 世界全球化了，我們對家及家

鄉的觀念需要修正, 家的定義正在慢慢改變中。

艾耶先生說的論點重覆在我的耳邊: 「如有人問

我, 我的家在那裡? 我想的家是家中有我的寶

貝，有我喜愛的音樂。我們不再像我們的父執輩

們，他們對家的那種歸屬感。我們可以選擇何處

為家。我們紮根于現在及將來。家不再是你出生

的地方。家是找到你自我的地方。我們比我們的

祖先幸運些, 可以到處為家。家是我居住的地

方, 也是我立足的地方。」

家在何方?故鄉 家鄉 王懷德



二度經過基
督城, 飛往北島
的威林頓; 然後
造訪胡卡瀑布,
羅吐魯阿, 懷歐
塔 普 地 熱 區
(Wai-O-Tapu
Wonderland); 還
看了一場精彩
有趣的愛哥頓
牧場的剪羊毛
秀, 吃一頓毛利
風味餐及看毛

利歌舞表演, 最後車行到奧克蘭搭機返美. 當然每個
地方多多少少都有它的特色

(四) 威靈頓: 見識彼得.傑克森
(Peter Jackson)的魅力

抵達首都威靈頓, 一下飛機就給
遊客一個大驚喜, 猛抬頭, 竟然看
到機場裡的天花板上, 掛著琳瑯滿
目體型龐大的怪獸, 大鳥, 怪人…
這下子見識到紐西蘭人真以魔戒
三部曲的導演編劇兼製作人的彼
得傑克森為榮了!! 一路上導遊就
介紹他, 說紐西蘭人怎樣迷他愛
他, 我還半信半疑呢!! 看到天花板
掛滿了魔戒裡的人/動物, 我猜這大
概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殊榮了!!

他是土生土長的威林頓人, 在威靈頓設有
一個維他工作室(Weta Workshop)專門製作電
影中所需的道具. 其中開放給遊客參觀的, 只
是部分成品, 製作過程/工廠則在另一個地點.
即使只是一部分道具, 裡面比人還高的巫師,
站在迎賓大廳, 還是很受歡迎. 人人都要和它
合照, 表示到此一遊. 據導遊說: 傑克森曾表示
他的所有電影都會在紐西蘭拍, 拍完後道具場
景也都會保留在紐西蘭, 他是紐西蘭人的驕傲! 還真
是個愛國人士呢!!

老實說, 魔戒三部曲, 我聽過沒看過, 回來後問兒子
媳婦, 才知道至尊魔戒是一只戒指, 擁有奴役世界的
邪惡力量, 能够統領其他幾枚戒指, 人物中的甘道夫
是個巫師 (圖一:巨鷹與巫師), 他幫助魔戒遠征軍, 要
完成把至尊魔戒摧毀的任務. 圖片中就是他打輸, 巨
鷹曾兩度去救他的那一段情節.

咕嚕（Gollum）原名史麥戈（Sméagol）(圖二), 他隱匿
在迷霧山脈的地洞裡超過400年, 以活魚及年輕或弱
小的哥布林為食. 哥布林（Goblin）是一種傳說中的類
人生物，一般都有長長的尖耳, 是一種在西方神話故
事裡的生物. 咕嚕厭惡精靈的食物, 多年生活在地底,
雙眼已適應了黑暗, 被形容“猶如蒼白燈光, 在冷靜時
雙目透黃, 憤怒時則呈綠色”因至尊魔戒的影響, 咕嚕
出現人格分裂：“史麥戈”仍粗略保有友誼,道德等觀
念；“咕嚕”則只是至尊魔戒的奴隸. 最喜吃魚, 圖中他
的手伸的長長的, 正在抓一條魚哦.

到威靈頓不知道彼得傑克森(Peter Jackson)的魅力,
那就真有點白跑了. 我是後知後覺者, 總算玩完後做

功課, 把惡補報告分享讀者吧!!
威靈頓國立博物館（Te Papa Museum）一

樓是水族館, 保存有一隻天霸王烏賊. 這
隻巨型烏賊是2007年紐西蘭漁民在南極
附近捕獲的, 最難得的是它幾乎全身無
損, 非常完美. 重四百九十五公斤, 長八公
尺, 眼珠有一個足球那麼大, 裡面的晶體
則和一個橘子差不多大. 它的嘴似倒著的
鸚鵡嘴, 吃東西得小口小口咬碎吃, 因為
它的狹窄的喉嚨要經過大腦的中間, 不能
吃大塊食物, 否則就“傷腦筋”了.

博物館的四樓有毛利文化的展覽館, 遊紐西蘭而不
知道毛利人, 就有如旅遊台灣, 不懂得台灣的原住民
一樣, 所以多多少少要介紹一下.

(五) 紐西蘭的土著: 毛利人
紐西蘭的毛利人, 原來是太平洋島嶼上的一個族群,

根據毛利人的傳說故事，第一
位到達紐西蘭的人叫庫佩
(Kupe). 在不同的毛利部落傳
述的庫佩故事略有不同, 其中
一個版本的故事說, 毛利人最
初會來到這片被稱為白雲環繞
的島嶼, 是受到庫佩宣揚這座
島嶼土地很肥沃, 有一種奇怪
的大鳥, 而庫佩最初會離開故
鄉哈瓦基來到紐西蘭, 是因為
殺人而且奪人妻子, 被其他族
人追殺. 其他帶有英雄故事情
節的敘述, 則說庫佩逃難時一
路遇到不少挑戰, 像是要與仇
人派來的巨型章魚搏鬥(難怪
魔戒裡有巨鷹及類似章魚的怪
物)…等. 附帶一提: 據說有學
者研究毛利人是四千多年前從
台灣遷出的原住民, 毛利人参
訪台灣阿美族太巴塱部落祖

祠, 發現門窗開的位置, 建築樑柱等結構, 都和毛利人
聚會所相同. 我還聽說他們血液裡的DNA, 也有些相
同處呢.

佔地相當廣的毛利文化展覽館, 不但有影片介紹毛
利人粗獷生動的歌舞, 有許多文獻介紹有名的酋長及
婦女, 還有歷屆酋長們的衣物武器, 毛利人的居住器
皿, 甚至於他們的食物儲藏室, 都有模有樣地展現眼
前, 想深入研究毛利文化, 這裡該去走幾遭.

我們真正認識的第一個毛利人, 是開車載我們暢
遊南島的司機. 他的個性爽朗, 和我們一路有說有笑,
還會隨時替我們的導遊做景點的補充介紹. 他從南島
的基督城接到我們後, 一路載我們先往西行, 再繞到
南部, 然後往北一大圈, 最後回到基督城. 送我們搭飛
機飛往北島前, 在遊覽車上邊唱邊跳(圖三), 教我們一
首簡單的毛利歌, 歌聲高亢有力, 節奏輕快, 真有土著
的粗獷味道. 看得出來這位先生彬彬有禮, 是受過很
好教育的毛利人. 在機場裡, 我們也碰到兩個毛利男
人, 動作粗魯有點惡行惡狀, 把我們幾個女團員嚇得
離他們遠遠的. 不管哪裡, 每個國家的原住民, 都幾乎
是少數民族, 都有機會接受教育, 但是還是看得出他

們的不同.
有天晚上, 我們在羅吐魯阿住的大飯店裡, 欣賞毛

利歌舞表演及毛利晚宴. 羅吐魯阿以地熱聞名於世.
記憶深刻的是他們的迎賓舞, 開始時男女整齊地列隊
兩旁 , 突然走出一位赤膊光脚繫着草裙, 脸上畫了臉
譜, 手持長矛, 一面吆喝,一面向選定的客串客人揮舞
過來, 並不時地吐舌頭, 把我們嚇一跳, 臨近客人時,
將一束綠葉枝條投在地上. 這時, 客人必須把它拾起
來, 恭敬地捧着, 直到對方舞畢, 再雙手奉還 , 我還以
為是特殊的招親儀式呢! 客人捧著綠葉之時 ,中年人
則引吭高歌, 歌聲剛落, 年輕的姑娘們翩翩起舞, 周圍
的人低聲伴唱, 歌停舞罷, 他們就一個個走過來同客
人行“碰鼻禮”(圖四), 鼻尖對鼻尖, 歡迎會開始進入高
潮, 这是最古老也最為隆重的迎賓禮. 整晚的舞蹈氣
氛熱烈, 還邀請不少男女貴賓上台一起大跳伸舌搥胸
的粗獷毛利舞. 毛利風味餐叫漢基(Hangi), 毛利人把
用地熱烘燙的石頭放進洞裡, 再把無鹽無油的魚肉食
材, 用濕布包好放在洞裡的石頭上燒烤蒸熟. 吃時自
己加上酌料, 相當營養健康. 一邊欣賞毛利歌舞, 一邊
品嘗毛利風味餐, 算是這趟旅程中的一大享受了.

(六) 懷歐塔普地熱區 (Wai-O-Tapu Thermal
Wonderland)

位於羅托魯瓦南側的懷歐塔普, 是毛利語中的聖
水, 此處是全紐西蘭最多彩多姿, 且最多樣性的地熱
區. 廣達18平方公里的區域內, 分佈著有冷有熱的泥
漿池, 噴泉, 蒸氣湖, 和石灰岩台地. 景點中最著名的
是池寬將近70公尺的香檳池（Champagne Pool）, 和納
克斯女士噴泉（Lady Knox Geyster）, 類似美國黃石公
園的老忠實泉, 每天早上10:15準時噴發, 最高可達20
公尺. 所以有許多旅行團安排早早進門, 忠實地等待
看它熱氣洋溢往上噴發的美景. 我們下午的行程就看
不到了, 不過將近兩個小時快步走完開放的園區,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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