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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語（戴明瑞）入秋了，疫情依然不減，你是否煩了累了？

發行人/會長：王相禮 (造船-84）

年會沒了，年刊也泡湯了，這個秋冬怎麼過？不急不急，這一期

文字編輯：戴明瑞（機械-78）

我們為各位校友端出加強版的簡訊。從疫情不減農家樂視訊講座

美術編輯：蘇斐璋（商學-81）

的實況報導，到疫情/藝情/驛情/逸情的心情轉換，從秋光秋影的
秋色分享，到國家公園的來來去去，文章篇篇精彩，相片張張好
看，希望給大家帶來一些微笑幾許希望。

我們藉著簡訊這座連接校友及校友會和母校的橋樑，持續關心母校及家鄉。本刊文字力求簡短有趣，三言兩語講不完的，就
提供延伸閱讀的連結。園地公開，不收費，但只收一頁內短稿（含照片），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所有活動細節會適時公佈於校友會網站：http://www.ntuaagny.org/

母校消息
頭髮在人類具有重要的社交功能 . . . [more]
今年雙入百大將鞭策臺大繼續努力，永不停歇向著世界名校標竿追求卓越 . . . [more]
他們以實驗方法，企圖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解決窮人貧困問題 . . . [more]
病毒性肝炎不僅是台灣的國病，也是全世界重要的公衛議題 . . . [more]
今年在新冠肺炎肆虐下，全球演藝活動大受衝擊，取消及延期者不計其數 . . . [more]
發展用光控制光的技術與元件，可望將「積體電路」發展成「積體光路」 . . . [more]
循環經濟為世界潮流，正逐漸成為新一波工業革命與價值創新 . . . [more]
將成為 2022 年總裁，IEEE 超過 140 年來首位華人擔任此重要職務 . . . [more]
台大校訊(NTU Weekly e-Newsletter)：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台大校友電子報：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台大校友雙月刊：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臺大校友畢業 30/40/50 年重聚會活動: http://www.ntureunion.tw/
NTU MOOC x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taiwan
MOOCs 線上課程是一種具有完整學習互動系統的線上課程資源，它接納各式年齡層 、不同背景領域的學習者，例
如你是個終身學習者、想習得第二領域專長的職場工作者，或者正值學生身份的同學們，如有想充實不同知識學
科，或是碰上選修不到喜歡的大學課程，都歡迎大家選擇 MOOC 課程作為探索學習、增強能力的「入口」. . .
[more]

2020 年...一個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的非凡年代！ （會長 王相禮）
全世界的人被一群看不見的小東西嚇壞，統統如寵物般白白胖胖地被關在家裡！多出來了許多悠閒時
間，卻找不到朋友願意相陪聚首哈喇，只得乖乖地與影視明星們共度時光！實在坐不住了，只好回歸田
園拈花惹草去，多出來的蔬果，想送人都不容易！
門不出、車不跑、百老匯戲停了、時代廣場人沒了、空氣變好
了、噪音降低了、地球顫動減輕了、亞馬遜賺翻了！
上班上學的人，不必出門，甚至於遠距離日夜顛倒從地球的另
一端也可以輕鬆達成任務。只穿著內褲和朋友、老闆或客戶開
會，也不會覺得不自在。與鄰居、親朋見面講話，卻遮遮掩
掩、站得遠遠地，手都不敢握、大氣不敢呼，不經意咳個嗽、
打個噴嚏，前後左右的人立刻四處逃竄！只好時刻提醒自己，不停地憋氣數數，怕氣短被帶走！體熱發
虛時想拜訪一下醫生、醫院，卻又推拖拉不讓去，說多補充水份，居家觀察即可！
體壯、愛國、顧家，想努力奮鬥賺錢的小商家，政府叫你歇業休息、縮衣節食！資質孱弱、經營不善、
資不抵債的公司，政府卻急急如律令，概括承受、托底買單、幫忙發薪，不讓關門瘦身。真不小心被凍
薪裁員，卻可以領到比工作薪水還多的失業救助
金。嫌政府錢給的太多的人，更可以瀟灑地拿著
天上掉下來的鈔票，響應總統呼籲，和羅賓漢一
起炒股救市去。
一瞬間，各種生活方式都變了！平凡不過，日以
為常的習慣，不可或缺的活動，一去不復返，再
也不能隨意。
諸多講不聽勸不動改不了的人事，看不見的小東
西一來竟然就被立馬推通了！歷來人們期盼不到
的願望，遙不可及的夢想，窒礙難行的構想，卻
倏忽實現。
不再需要衝風冒雨、起早貪黑，不再需要飛機飯店、越州訪客，不再需要搶黃闖紅、長途跋涉。也再不
需要敲門碰杯，即可呼朋引伴、賓客盈門、酒酣耳熱，佳節團聚、慶生送終。萬事不再需要勞神費力，
只要在蘋果飛行魔毯上滑指輕點，即可跨越時空，不費吹灰之力搞定。
... 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了？

疫情不減農家樂 - 視訊講座紀實 （蘇斐璋 商學-81）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使很多人無法維持原本的日常，被迫適應新的生活
形態。在等待恢復的漫長過程中，有一批人堅持對家庭園藝的喜好，善用
疫情居家隔離期間，孜孜不倦投入其中。 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受到疫情影
響，取消今年年會，但
理事們決定透過網路視
訊，由林豐堡理事提供
Zoom 帳戶兼主持人，
於 2020 年 10 月 11 日舉辦“疫情不減農家樂”講座，請葛賢芬、林友
直、李嘉章和郭復吟四位校友分享他們家庭園藝的經驗和心得。

葛賢芬 – “簡易室內園藝”
造訪過賴富雄、葛賢芬家的校友，莫不為他們滿屋內外的盆栽而讚嘆。 植病系畢業，喜歡拈花惹草的
賢芬校友介紹她的室內園藝，從最基本的 “室內園藝必要物件”開始：花盆、泥土、肥料、澆水和噴
霧瓶、自製殺蟲劑、小鏟子、剪刀、有陽光的空間，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植物本身。種植哪些植物，依
個人的喜好而定，通常是觀葉或觀花果植物。對現代社會人而言，理想的室內植物必須容易照料， 不
需要經常澆水施肥、不須強光、不容易有病蟲害，
容易繁殖修剪，而且長壽。根據這樣的條件，賢芬
學姊專業地介紹各種觀葉和觀花果植物，尤其對多
肉植物和蘭花，更詳細介紹照顧培養的秘訣。
觀葉植物有富貴竹，發財樹(馬拉巴栗)，吊蘭，黃
金葛，橡膠樹，馬尾棕櫚，多肉植物，君子蘭，中
國蘭花，海棠，和各種盆景。
觀花果植物，例如非洲紫羅蘭，君子蘭，朱槿 (芙蓉花)，蘭花，還有一些多肉植物，包括曇花，長壽
花，蟹爪蘭。 季節性的觀花植物有孤挺花，菊花，聖誕紅，海棠，仙客來；中國人喜歡香味撲鼻的花
種，例如桂花，梔子花，茉莉花；可以在室內結果的植物有柑
桔，石榴。尤其石榴紅，是很討喜的。
多肉植物葉子肥厚能儲藏水分，不需常澆水；土壤排水需良
好，potting soil 加上沙子就很理想；不需常加肥(一年一次)；
多半沒病蟲害，但需要強光，建議夏天放置戶外；但有些多肉
植物曬日過多，顏色會變化，還有一些不喜歡直接的日照，例
如玉露。多肉植物有很多種類，例如玉露，玉樹，長壽花，蟹爪蘭，仙人掌，蘆薈，虎尾蘭，曇花等。

她特別介紹多肉植物中的 “玉露” (Haworthia obtusa var. pilifera)，只要不過度曝曬陽光，玉露葉
身晶瑩剔透、形狀對稱優美、又少病蟲害，非常值得推薦。長壽花的花朵不大，大多數單瓣橘紅色，現
在也有重瓣黃色粉紅或白色，花期很長。開花後，剪下枝葉插到土裡，加肥，就可以重新生根，如果能
放在陽光下，更可促進生長肥厚的葉子。非洲紫羅蘭很容易養，花色種類很多，把葉子放在水中或土中
生根，就是一株新的紫羅蘭。
蘭花的花盆，排水要好，市面上有 orchid potting mix ，含有 bark, coal, coconut husk, perlite,
tree fern, peat moss 等，肥料要高磷肥，促進開花，澆水要保持濕潤，但不要讓它泡在水裡，也要有
充足的陽光。蝴蝶蘭 (Phalaenopsis) 買回來開花後，要換成自己的盆子和自己調配的基土，原來商業
基土太潮濕，容易爛根。
葛賢芬的結論：選擇適當的植物，配合適當的空間、器皿、澆水(冬天在室內，大約 10 天澆水一次)、
適當施肥 (不建議在室內用有機肥，容易長黴菌，就用化肥)，適當修剪。萬一有病蟲害，不需要緊張，
請不要在屋內施用市面上所賣的化學殺蟲劑，可以噴她推薦自己調配的殺蟲水 (water 1 cup, rubbing
alcohol 1 cup, dish detergent 1 table spoon)；植物生命力很強韌，剪除了病枝，會重新發出新枝
新葉。
葛賢芬的一句 “如果賴富雄可以養，大家都可以養 !” ，頓時讓我的園藝信心膨風萬倍。

林友直 – “人人都可以成為綠拇指 – 容易栽培的蔬菜”
農藝專業的林友直教授說明栽培蔬菜要適應當地的氣候，大紐約
區四季分明，生長期大約 7~8 個月，冬冷夏熱，所以要根據這
樣的氣候來挑選適當的菜種。他介紹冷涼型的生菜/雪裡紅，和
夏熱型的毛豆。
生菜，也就是萵苣，分成三種：散葉型的 (Looseleaf 一般萵
苣)，直立型的(例如 Romaine lettuce)和捲心型的。建議種 Romaine lettuce，有幾個優點 (1) 占地
小，容易種植；(2) 生長期短，約 40~50 天可以收成，三月底四月初下種，五、六月就收成，是一年
當中最早收成的作物之一；(3) 萵苣抗蟲抗病，春天種下，基本上也沒蟲害，不須農藥；(4) 不需要在
室內育苗；(5) 對陽光的需求比較少，只需 5 小時日曬時間，適合城市郊區的環境。
種植生菜的程序，也就是種植一般蔬菜的程序：
(1) 整地：土壤是種植最重要的因素。壤土介於砂土與黏土間，水和肥料不會流失太快，不會妨
礙根部發展，也有空氣的空間，最適合種植。如果院子的土壤不夠理想，整地時就先加入堆肥、
牛馬糞肥、peat moss，把土壤弄得鬆軟。生菜不喜歡酸性土壤，所以整地時可以放一些石灰。

(2) 播種；大紐約區在三月底、四月初播種。播種有兩種方式：條播(適合大面積土地，一條一條
的播種)，和散播(適合小面積菜園，均勻散布灑種)。播種後，用耙子豎橫各輕輕的耙一遍，種
子就會在壤土下面。然後，溫柔的澆水，讓土地保持一週期間的濕潤。如此，生菜種子就會發
芽。生菜耐冷(不耐熱，也不耐冰)，春天播種最適合。
(3) 疏苗：生菜長出三四片葉子，就開始疏苗。把過於集中擁擠的菜苗移除。生菜的株距大約 5
吋。移除的生菜苗可以改種在盆子，保持潮濕，2-3 天就恢復直立狀態了。
(4) 中耕除草：中耕是指生長期中的耕耘(cultivate)，目的是鬆土及除草。 種植生菜，中耕除草
都很簡單。春天的雜草不多，生菜根淺，幾乎不需要中耕。
(5) 收穫：大約 30~40 天，就可以收穫外面的新鮮菜葉，40~50 天最理想。過了六月，就要整
顆生菜拔除，因為日照時間長，生菜就要進入開花結籽的階段。
(6) 留種：留幾株碩壯的生菜，讓它生長抽高開花結籽。長大的生
菜約一公尺高，開黃色小花。保存好的生菜的種子發芽率很高。
雪裡紅：和生菜一樣，是冷涼性的植物，三四月播種，五六月收穫。
雪裡紅或生菜收成後，土地可以改種一批生長期短的植物，例如四季豆，八月收成四季豆以後，九月可
以再種植一批次的雪裡紅或生菜。這就是 “連續種植” (succession planting)，可以充分利用土地。
涼季作物，包括十字花科作物，多為根菜類和葉菜類，例如生菜、菠菜、甜菜等。暖季作物，包括瓜
類、豆科及茄科作物。
毛豆：毛豆就是未成熟的大豆(黃豆)。大豆很便宜，但毛豆的經濟價值就很高。屬於暖季作物，需要的
日照時間比較長，大約要 7 ~8 小時。種植大豆所需的土地不大，植間距離可以很小，所以也可以盆
栽，追逐陽光擺設，很值得我們試試看。大豆及其他豆科作物的”根部” 會長根瘤，可固定空氣中的
氮氣，轉化為自身所需的氮素。大豆的花開在莖上的葉梗基部，豆莢也在莖部。等豆莢肥壯，可以採
下，就是毛豆；或者等葉子枯萎，豆莢成熟，就是大豆(黃豆)，可以食用，或留做明年的種子。黃豆的
主莖可以有 50 個豆莢，兩個旁莖可以有 30~40 個豆莢，每個豆莢三顆黃豆，所以種一株黃豆，就可
以有 300~400 顆毛豆的收穫。選種方面，矮種黃豆的豆莢比較碩大，但豆莢數量比較少，太高的品種
也不方便，建議選擇一公尺高的品種。種植黃豆的優點很多，除了毛豆價值高，還可以密集種植，幾乎
沒有病蟲害，只需注意澆水。
聽完友直學長的講座，我和太太立刻決定明年種黃豆 ! 喔，對了，友直學長還沒說到他的土人參、大
冬瓜和魚翅瓜 ，真的等不及下回再聽林教授的分享 !

李嘉章 - “園林維護及造景植物”
經過二十幾年親手整建，嘉章學長的庭園、菜園和瓜棚，已具規模，週遭只見逐漸縮小的草地。他認為
庭園要根據房子的特色而規劃，考量因素包括坡度地形、園圃大小、方向日照、現有林木、以及其他考
量，例如保留濕地、公共設施保留地、廢水排放系統、以及各種管線路通道等。選擇園林造景植物要牢
記 “時間會改變一切”，原本矮小可愛的樹木，二、三十年後，可能會長的太高大。園林設計要看屋
主的喜好，有些人偏愛人工整齊的排列，有些人偏好自然有緻，有些人就地取材，有些人則喜歡採用異
地材質，各有所好。嘉章學長喜歡自然，所以他的庭園多用枕木、大石、搭疊出多層次的景觀。
造景的目的之一是遮蔽建築物的地基部分和突兀的設施、美化房屋的稜角，適合的 foundation plants
例如杜鵑花 (Azaleas, Rhododendron)、紅豆杉(Japanese Yew)、黃楊木(Boxwood)等。若有大片禿
地，可以用長久性的石材覆蓋，大石或碎石都可以；有些人放有機覆蓋物(mulch)，但一陣子後會自然
分解，還是會長出雜草，需要維護。種植 “覆地植物” (ground cover plants)是一個好選擇，長得茂
密，雜草就無法生長。適合的覆地植物包括 Periwinkle(長春花), 開藍色小花的 variegated periwinkle
(小蔓長春花)、Pachysandra (富貴草)等。 庭園造景可以達到美化周圍環境，更可以改善生活空間。
嘉章學長喜愛杜鵑，種了十幾種杜鵑，共四、五十株。不同品種的杜鵑
從三月到六月，一直連續的綻放，最老的一株可能超過四十齡了，年年
準時開花 。 一般杜鵑是常綠植物，他有一株落葉杜鵑 (Deciduous
Azalea)，花色黃，花型娟秀。他最喜愛的一株六月杜鵑，是 Gumpo
Dwarf Azalea。杜鵑不需要太多的陽光，可以種在背陽面，偏好微酸
性土壤，這點和茶花、繡球花(藍色) 相同。
花期比較長的庭園植物，例如紫薇 (Crape myrtle)，也叫百日紅，從
五月底可以開到九月，而且有很多不同的顏色。它原本是溫帶和亞熱帶
植物，但 50 年代在華府國家植物園發現一株耐寒紫薇，加以培養，至今偏寒的地區，例如新澤西和紐
約，也很普遍了。木槿 (Hibiscus) 花期也很長，有三種，熱帶型的木槿冬季會枯萎；兩種耐寒，其中
一種為草本，莖葉枯萎後，隔年再重長；還有木本的木槿，就是韓國的國花。
校友們如果有需要的樹種、花種、瓜種，都可以和他聯絡，他若有(紫薇、木槿、銀杏)，很樂意分享給
你。 ( 連結 → 嘉章學長電郵 )
最後，喜愛文詞的嘉章學長以一首 《望
天 – 調寄蝶戀花》 分享他庭園四季風情
和疫情期的感懷：

春到人間隨意綠。 世紀疫情投恐懼。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鳶尾初開，

不速臨門，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雀躍接新雨。

肆虐無防禦。

帝力於我何有哉 !

長景當前冬遠去， 地利人和失規矩， 杜鵑競豔迎朝旭。 天時或向蒸民煦？

擊壤歌

郭復吟 - “用盆栽種植有機蔬果”
郭復吟從 “Google Site 創建與維護” 講座所學，架立個
人網頁, 把她要分享的題材和照片放入網站中，也算是對前
次講座的回饋。她在疫情居家隔離期間利用盆栽種植有機蔬
果。蔬果種類的選擇，主要是個人的喜好。她喜歡庭園裡花
果多樣，量少無妨，今年她選了小黃瓜、苦瓜、茄子、辣
椒、秋葵、羽衣甘藍、番茄、馬鈴薯，再加上多式觀賞花
卉；最驚喜的是原產於祕魯的燈籠果 (groundcherry)，酸甜又多汁，量可盈缽。
盆栽的好處是不必大規模的整地，可以按照自己的進度，逐盆調配土壤，還可以隨時移動，改變庭園景
觀，甚至追逐日照。家庭盆栽的容器用大小花盆、花床或架高花床都可以。園藝成功重點是土壤、肥
料、水分、日照，最關鍵的是土壤的調配。如果黏土太多，就要加入適當的肥料，比例約原土 70 - 肥
料 30，成為適當的壤土，方便吸收水分，但又不能積水。依照蔬果不同的類型和成長進程，注意肥料
的選擇，氮肥能促進葉片生長，磷肥促進花和果實成長，而鉀肥能促進根莖的茁壯。她今年採用網購的
雞糞肥和骨肥(bone meal)，搭配自家的落葉堆肥和廚餘酵素，效果非常滿意。如果沒時間調配壤土，
可以購買已經調配好的產品。她推薦 Miracle-Gro 品牌 Nature’s Care 系列中的 Organic Raised
Bed Soil，從 Home Depot 或 garden center 購買，就可以直接進行種植，但也要注意後續補肥和澆
水。 不同的蔬果對日照長短要求不同。植物常有病蟲害的問題，小蟲害可以用自行調配的殺蟲水降低
損害，稍大的，例如甲蟲，就必須逐隻移除。
等蔬果成熟，收穫後變成餐桌菜餚，清脆健康的菜色，
讓多日的辛苦勞動有美味的答報。蔬果成長開花結果過
程，她經常攝入鏡頭，然後剪輯成影片，成為疫情期間
最甜蜜的回憶。
復吟的 Google Site，歡迎參考指正

結語
再隨後 Q&A 的時段，校友透過 Zoom Chat 的功能，將問題送給主持人
林豐堡學長，由他發問。幾位主講人依據他們的談話重點，回答
校友的提問。 感謝大家的配合，主持人有效控制時程，
主講人精心籌畫準備，圓滿完成這次網路視訊講座。

在停頓的時間裡爭取活動空間
－ 疫情，藝情，驛情，逸情

(李嘉章 電機-79）

我們這個年紀的校友可能都聽過上一輩怎麼逃難，怎麼躲戰禍。二次大戰，國共戰爭，那是個混亂的年
代，而我們都只是在聽故事．所謂故事，就是過去的事，和我們有一段安全距離，不會重演．是嗎？不
會重演？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我站在紐約市 Upper Westside 112 街往東仰望街底的聖約翰大教堂，街上
零星的行人，街旁停的是我的麵包車，滿載兒子全家家當．我們在逃難！幫我大兒子全家從哥大的宿舍
逃出新冠疫情緊急，即將封城的紐約市．如今我們全家蝸居在紐澤西鄉下已超過半年，這個疫情已席捲
全美，滲透到世界每個角落．我們已經無地可逃，全人類的命運寄望在疫苗如救世主般的降臨．
在疫情中時間似乎停頓，每天同個時間起床，在同一個房間，面對同樣的工作，日以繼夜，終而復
始．我們像電影＂Groundhog Day＂裡的男主角，不曉得哪個早上醒過來時間才會前進，生活恢復正
常！
從另個角度看，如同 Groundhog Day 裡的男主角，停頓的時間似乎給我們擴展生活經驗的機會．很
多表演團體和博物館美術館很慷慨地把他們最好的節目展覽放到網上．我迷上了俄國芭雷舞和他們的民
俗舞蹈．過去對俄國的印象是齊瓦哥醫生裡的陰冷黑白，這個疫情讓我欣賞到俄國文化裡七彩繽紛的藝
情！
很多行業受到嚴峻疫情的影響，受害最大的可能是旅遊業．我們家期待已久的義大利之旅也被迫取
消．我三月初還去丹佛出了一趟差，和幾個同事到 Top Golf 玩了一晚．回來的飛機上旁邊坐了一位在
新加坡工作回來度假的紐約客，兩人相談甚歡，我還和他分享了我在機場買的牛肉乾．回到家才想到，
當時新加坡疫情已經甚烈，我一點警覺性也沒有．擔心了好幾天，還好沒有因此染病．之後當然就乖乖
待在家裡，對義大利深深的驛情只有默默地埋在心裡．直到最近發現 YouTube 裡有很多歐洲的
Walking Tours，帶你在歐洲的著名景點漫步．在六十五吋的４Ｋ電視上，網遊五漁村 (Cinque Terre)
除了不能真正嘗到佳餚美酒之外﹐還蠻有身歷其境的真實感．建議再買個走路機或划船機，放在電視
前，這樣的驛情就和真正旅遊很接近．既遊名勝古蹟，又可運動健身！
在疫情的緊迫感下，要找些事情做紓解壓力．前一陣子校友會剛辦了一個＂農家樂＂網路講座．種花蒔
草，可帶來一點成就感，還可在晚餐桌上給自己和家人加菜，一舉數得．我們家後院有個廢棄的菜園，
多年來想挖個魚池，或舖上石板加個義大利式噴泉美化生活空間，一直遲疑不定．幾個月在家上班每天
從書房窗子看著那片雜草叢生的地，終於忍不住動工了．後院有點坡度，清除雜草和整地頗費工夫，先
在 Lowes 買了石磚圈出一個約十二尺直徑的圓型範圍．接著到建材行定了一整個 pallet 的青石板．青
石板的形狀和厚度都不規則，運到了之後我就開始玩拼圖遊戲．不像以前家裡的 projects 因為公餘時

間有限要趕著完成，在疫情裡沒有時間的壓力，我可以一塊一塊慢慢地以閒情逸致拼湊．八月開工，到
現在還在施工中，不過已經有了雛型，先貼張照片讓大家先睹為快．
拉拉雜雜想到哪裡寫到哪裡，和校友們分享疫情下苦中作樂的愜意生活．人生有一失必有一得．在失去
的行動自由中，時間似乎停頓，等待我們去享受學習探索新鮮的生活經驗．疫苗尚未成功，防疫仍須努
力，與諸校友共勉之！

後院工程照片：
1 施工前

2 施工中

3 目前進度

秋光秋影 之一 (李勃興 醫科-92)
Sam’s Point at Minnewaska State Park Preserve, Catskills.
2. Behind the upper falls of Kaaterskill Falls, Catskills。
3. Autumn colors in the Adirondack.
4. Colorful underbrushes on the trail near Sam’s Point.
5. Mirror Lake in the village of Lake Placid.
6. Blue sky & colorful autumn
foliage in the Adirondack.
1.

秋光秋影 之二 (陳耀楨 醫科-81）
1.
2.
3.
4.
5.

Catskill Mountains from the Giant Ledge. 10/14/20
On the Giant Ledge Trail, 10/14/20
Kaaterskill Falls, Lower fall, 10/14/20
Kaaterskill Falls, Upper and Lower Falls, 10/14/20
Forest floor on the Giant Ledge Trail carpeted by
fallen leaves, 10/14/20
6. Angel of Waters at Bethesda Fountain, Central

Park, bathing in the morning sun, 10/18/20

秋光秋影 之三 (戴明瑞 機械-78）

在一個陽光燦然的週五午後，我們來
到離家約 30 分鐘車程的火雞沼澤公
園。老友 Jack 是這公園的地頭蛇，
帶著他的老狗斑斑來當我們的嚮導。
公園是靜謐地，陽光有點暖，偶然數
聲秋蟬，叫不寒一湖春水。是的，新
冠病毒已從春天肆虐到秋天，一整個
夏天就無聲無息地不見了。
公園其實離家不遠，但上次來竟已是
三十多年前，那時才念完書開始在
AT&T 工作，算是剛過完人生的春
天，勇猛地向夏天邁進。一轉眼，兩
個娃兒都長大結婚，我們也離開了職
場，開始收穫人生的秋天。
我們何其有幸，一路牽手共度每一個
春夏秋冬。
在這靜靜的午後，我們與一位老友及
他的老狗共享了一場光與影的追逐！

歸來黃石

(林秀全 數學-75）

春綠，夏藍，秋紅，冬白。
黃石國家公園位於懷俄明州的西北角，是美國首創的第一個國家公園。它的成立帶給世人一個重要的醒
思。什麽樣的生活環境才是人類該追求的？政府該有什麽作為來實現我們想要的生活環境？
來到這個國家公園，我們看到花草樹木鬱鬱葱葱，鳥獸蟲魚生氣盎然。同時，我們也看到地球的不完
美，滾滾地熱，蓄勢待發。一個破壞性極大的水火不容，可以導至整個黃石地帶的地層下陷，就迫在眉
前。眉前？是三冬五冬的瞬息時光，還是三五萬載的漫長嵗月？誰都沒把握預測得到。現在的黃石公園
地表上溫泉遍佈四處，地底下的熔漿蠢蠢欲動，隨時煮滾了地
下水，以至三不五時，帶著蒸汽的熱水，衝出地表，直達雲
霄。難得的人間奇景，吸引不少慕名而來的觀光客。
到黃石一逰有時不太簡單。它
附近的機場都不大，飛機小，
載客不多，因此機票貴，班次
少。夏天去避暑，運氣好會遇
上飄雪的冷天。每年六月初到
九月底供逰客開車出入，冬天
十二月中到三月中讓人開雪地摩托
進出公園賞雪景。多數人選擇在夏
天旅逰公園，看看每個地熱溫泉，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少數人冬天
到黃石去享受夏天見不到的另一番風味。
我愛黃石的冬天，更勝於夏天。九月或十月的一場大雪就把黃石帶
入一片雪白的冬季世界。第一場雪新鮮，讓人驚喜，怎麽天氣還不
太冷就飄雪了。接踵而來與親人團聚的年節，感恩與聖誕佳節，也
就不遠了。這場小雪，為大地擦上薄薄的淡妝，淡到掩不住山林原
有的風貌。或黃或紅的層層秋葉，還來不及準備好離開樹媽媽，就
被冬雪挽留下來，加入這一季初雪的嘉樂年華。
空氣中的涼意帶有一點燒柴的焦味。這個善意的提醒，讓人愉悅地
想起，這該是為壁爐點火的時候了。黃石的初雪就是這麽地可愛！
無聲無息，悄然飄至。

接著不久月曆翻盡，臘鼓頻吹，公園南邊名叫傑克松的小鎮張燈結彩，放起聖誕音樂，帶有鄉村氣息的
那個灑脫調子。街上行人很多是牛仔裝扮，脚上穿的是裝飾花俏的靴子，不帶一點泥巴。他們不曾進過
牧場，不曾在星空下打瞌睡，卻知道要把鬍子整理得光鮮亮麗，再戴上一頂嶄新的牛仔帽。逛街逛藝品
店是我到這裏必做的功課，鑽遍大街小巷，巨細靡遺，直到每一個呼吸吐納都帶著西部牛仔的氣息。就
在這市中心的廣場上，黃昏時刻你或許還會遇上警匪槍戰。別怕，這只是給觀光客看的假戲。
黃石公園不是以石頭聞名於
世，更不用說是黃色的石頭
了。可是當大雪紛飛時，大
石塊傲然屹立於冰雪之中。
石黑雪白，黑白分明。微微
的融雪懶散地覆蓋在石塊
上，讓我想起上世紀的一位
偉大的雕塑大師，亨利摩
爾。他隨手在白紙上畫一道渾厚的曲綫，就夠我欣賞半天而感動
不已。冬天的黃石公園卻充滿這種感人的綫條。最多的就是白雪
與石塊，黑白交接就是亨利摩爾的筆調。對著天空看野牛背脊上
的曲綫，陽光下還會發亮的曲綫，更是如此。
黃石的冬天的寧靜是得自比夏天少了喧嘩的吵雜聲和擁擠的交
通。卻歸咎於雪地摩托的高分貝，也因此削減雪地摩進入公園的
數量。難得能有一趟黃石的冰雪之旅，就好好地享受周遭的寧靜
吧！
黃石湖天一片白，野牛泉熱快活哉。
忽聞雪車呼嘯去，麋鹿搖頭笑我呆。
馬路旁的小木屋是為騎雪地摩托的人暖身的休息站，壁爐裏的火焰
熊熊，幾張木椅圍著壁爐，供人休息取暖。窗外呱呱聲打破寂靜，
烏鴉嫂出來覓食了。這個烏鴉鴉的鳥族是世代的土匪。我坦白地警
告冬季裏新來的遊客，不要將食物留在雪地摩托上，應該全數隨身
帶進休息站。背包留在車上的話，烏鴉會用牠們的尖嘴拉開拉鏈 ，
將你的個人藥物，咖啡，茶包等等味道不合牠意的食物通通往地上丟。餅乾，巧克力等等我們喜愛的點
心，牠也喜歡和你分享。你回來一看，滿地瘡痍，引起一肚子的火氣。牠卻停在高高的樹枝上，似笑非
笑的一張烏鴉黑臉瞪著你，看你無可奈何的窘態。正要揮起雙手驅趕牠們的時候，公園管理員路過看到

你，熱心地跟你打招呼。尷尬透了，我這一個不懷好意的手勢揮不到半空中就被軟化成善意的招呼。想
向管理員報告烏鴉粗魯的行爲，這豈非是當面說別人家的小孩沒教養，讓人説不出口的。
印象中的烏鴉是聰明的動物，記得嗎？烏鴉會丟小石子進入裝了水的窄口瓶子，終於喝到瓶子裏的水。
有這個智慧，搜尋背包裏的食物當然就易如反掌了。在黃石公園裏，動物的地位比遊客高。兩者之間的
衝突，經常是要遊客讓步的。我們不會要求動物做什麼，因為他們是教不來的。背包被烏鴉入侵，就當
牠是馬戲團裏烏鴉的特技表演吧！你是邀請牠們來演戲的主辦人。
烏鴉智取瓶水喝，與君共享午餐盒。
黑臉不紅豈知恥，人道是天下烏鴉。
來黃石八次，最近這囘是最仔細地品味黃石的一囘，不禁為造物者給它的美艷讚嘆不已。公園裏一個水
量最充足，最準時噴出泉水的噴泉，名叫老忠實，是最容易看到的一個噴泉，也是泉水從地表衝出，直
達雲霄，噴得最高的一個。
老泉有志在雲霄，眺得大地彩色調。
但願努力噴更高，枯榮有期時難料。
讓我悄悄地告訴你，這是我走過多數的美國國家公園中，色彩最豐富的一個。春綠，夏藍，秋紅，冬
白。也就是春樹綠，夏天藍，秋葉紅，冬雪白，加上四季色彩不變卻有五顔六色的地熱溫泉。

(2+2)>4, And a Whole Lot More

(李中英 歷史-76)

A Funny Asian Lady Recounts Her Mt. Hood Backpacking Experience.

First thing first, it's the weight of the backpack.
My teammates, from a Portland outdoor adventure club I belong to, all
5 of them experienced hikers, told me to pack no more than 20 pounds
of bare minimum necessities.
The stuff packed should last me 4 days, including the tent and freezedried food. I had to carry all this stuff on my back for 40 miles,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mountain trail.
For the life of me, I tried and tried, and ended up with 26 pounds of stuff
packed in my bag.
I am a petit Asian woman, 5 feet in height, with an adventurous spirit, abundant playfulness, and an
open mind. I've gone places all over the world, day-tripping, car camping, hiking, solo-traveling. But
I've never backpacked. Climbing Mount Hood sounds like a good challenge, especially when I have
experienced teammates as my guide.
I thought 26 pounds was close enough to the limit, and I was fit enough to carry the small extra
weight. Well, I was wrong.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day, dead tired, defeated, I learned my lesson; I
threw away two vanity items I didn’t need that were pure dead weight: a full bottle of facial cream, a
luxury camp lamp (used as a spare).
The hike itself
Mt. Hood, the highest summit in Oregon, 11,240 feet in elevation.
It's late August. Mountain weather can be unpredictable. Winter-like conditions are possible in late
summer.
On warm sunny days with low wind, the snowpack is soft and climbing is easy. On cold, windy and
stormy days, the snow turns icy and climbing becomes scrambling.
At the start of my hike, I felt a bit out
of shape, since I hadn't run or
trained much due to my heavy
workload. The up-and-down trekking
of the hard terrain quickly jolted my
system into climbing shape.
Up and down the mountain ranges,
through forests, streams, alpine
meadows, glaciers, volcanic
rocks. Imagine trying to cross the

streams by jumping over the river rocks, with a heavy pack on your back, and legs shorter than those
of your taller teammates! How absurd and comical were my conditions!
I don't remember how many times I cursed to myself, "F...F..., how did I get in my head this crazy
idea of an insane hike?"
Everyone, including myself, focused all day long, from 7 am to 5 pm, on only one thing: CLIMBING
WITHOUT FALLING - putting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There was no chitchat, no waste-ofenergy nonsense. Everybody was in his/her own island, walking, hiking, panting, breathing, cursing.
Come to think of it: The four days of intense hiking was the most meditative experience I've ever had
in my life. You’d be amazed at the purity of thoughts you’ve had in that tormenting process. You
can't buy this experience even if you’d try (Some did, like in Taiwan, where lay people pay to stay in a
monastery practicing to be monks.)
The first night, it was very windy at our campsite. I had to struggle to pitch my tent. But I also
benefited from a spot sheltered by two trees (for the two-person tent I brought), rather than by one
tree (for most of the one-person tents that my teammates had.)
After the tortures of the first day, I became a battle-ready soldier, carrying on the rest of the hike (or
climb, or scramble) like an old pro, in flying colors, with no complaints whatsoever.
What I gain
I’ve learned something about myself – My confidence, my commitment, my mental and physical
toughness.
If I could conquer Mt. Hood, maybe I can begin to try Mt. Whitney, California (elevation 14,405 feet).
Serious backpacking takes some serious
investment!
My teammate told me that her one-person tent
(which was lighter, more compact, taller and
narrower than my two-person tent) cost her
US$150, after 60% manufacturer discount and
$100 rebate, from the nation’s number #1
outdoor equipment retailer REI.
That means a whopping $600 at full original
price!
Link to Mount Hood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