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碎語（戴明瑞）剛跟賴富雄學長帶的團到紐芬蘭
發行人/會長：王相禮(造船-84）

(Newfoundland，Canada)玩了兩周，跟以前一樣 Tour 本身非常棒，
但空中運輸一團糟，進出機場上下飛機多次才抵達目的地，回程也
文字編輯：戴明瑞（機械-78）
是狀況連連，好多人行李趕不上變化，多天後還不見蹤影。這期簡
美術編輯：蘇斐璋（商學-81）
訊依然内容豐富篇篇精彩，感謝眾校友不吝賜稿，讓我們簡訊内容
更加多元，更有可讀性。這期出刊較晚，謝謝大家耐心等待，小編
進度已經嚴重落後，對於各篇佳文就不一一介紹了。
我們藉著簡訊這座連接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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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收兩頁內短稿（含照片），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各期簡訊及校友會所有活動細節會適時公佈於校友會網站：http://www.ntuaagny.org/
公告：今年校友會實體年會預定在 10/29/2022 舉行並發行年刊，所以 Q3 及 Q4 簡訊暫停出刊。

母校消息
前陣子電視劇《茶金》使大眾得以一窺製茶產業的風貌，一時之間製茶、品茶蔚然風上 . . . [more]
若現在要對 20 歲的自己說些什麼，會希望自己能夠更加關注世界趨勢 . . . [more]
本年度共評比 51 個領域，本校有 41 個上榜，其中 9 個排名前 50；36 個排名前 100 . . . [more]
營養師必需依據病人的吞嚥能力調製安全且美味的食物，讓病人能早日經口進食 . . . [more]
2022 大學影響力排名，國立臺灣大學在全球 1406 所入榜學校中排名第 37 名 . . . [more]
此二棟房舍位於市定古蹟紫藤廬旁，亦與臺靜農故居的紀念建築比鄰 . . . [more]
螢火蟲復育成功，證明臺大校園是一個環境友善的地方，沒有任何農藥，水質也非常乾淨 . . . [more]
校長管中閔表示，由於疫情與戰爭，使得此時是個不一樣的年代，值得不一樣的畢業典禮 . . . [more]
中介紹 與提升論文品質高度相關的 Word 功能，對研究過程與論文撰寫大有助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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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TUAlumniBM.ntu.edu.tw

臺大校友畢業 30/40/50 年重聚會活動: http://www.ntureunion.tw/

2022 校友會春遊感言 （會長 王相禮）
今年的節氣感覺像是由冬天越過春天直接進入夏天，但又數回氣溫
大幅震盪、在幾天內出現高達二、三十度的冷熱變化，令人難以適
應，但還好沒有影響到久違三年的校友會五月十四日春遊活動！
這次有近一百四十位的校友與家人和親朋參加了我們在 Staten
Island 的 Snug Harbor Culture Center and Botanical Garden 的
吃粽子春遊活動！當天雖然沒見到太陽，但是氣溫非常宜人也不需
防曬，更好運的是一直到我們逛完公園後，三點多才開始下雨，活
動完全沒有受到影響！真心感恩天公作美給了我們一個這麼好的出
遊天氣！非常高興看到了十幾位 2000 年後畢業的年輕校友參與了這
次的春遊，為校友會注入了滿滿的青春活力！
春遊當天與會後，有很多校友都表示這次活動的粽子是今年品嚐過
最美味好吃的，並且詢問是在何處訂購的？以下是餐廳的聯絡訊
息，想要訂購素食粽子或現場享用美味泰國素食餐點的校友，可以
直接洽詢。(請留意餐廳原是葷菜館，但今年已經改成 100%素菜
館，此次春遊的肉粽子是下不為例友情特訂，以後不再銷售肉粽，
只會供應素粽！)
Thai Basil - 老闆王緣智女士，732-562-1889
1316 Centennial Avenue，Piscataway，NJ 08854
非常感恩此次協助春遊活動的校友們的無私奉獻，感恩王緣智女士
為我們製作粽子，感恩 1985 商學系畢業的張佳和校友分享了許多活
動照片與攝影佳作！謝謝許多校友們對這次成功春遊活動的來函致
意！
更謝謝大家踴躍參與這次的春遊！懇請大家以後持續參加校友會的
活動，同時多邀請周遭的其他校友們一起來參與！
也請大家特別關注因疫情二年未舉辦的校友會實體年會，在接下來
的幾個月內除非再次發生不可控的意外或情況，否則將如期於預定
的 10/29/2022，假 Fort Lee，NJ 的 Double Tree Hotel 舉行。請
大家留意校友會日後發出的通知並踴躍報名參加！
謹此預祝所有校友們暑安，健康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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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推出「NTU AR」歡迎校友返校學習進修，「校友學習帳戶」首部曲正式啟動:

對母校及校友會捐款

(賴富雄 土木-63）

校友會鼓勵大家捐款回饋母校(Tax deductible)。請寄支票(payable to NTUADF)給葛賢芬校友(Margaret
Lai，18 Manton Avenue，East Brunswick，NJ 08816). 再一起寄給在芝加哥的黃慶鍾醫師 (NTUADF 財務負
責人)。黃醫師會將捐款收據直接寄給您。除非特別指定用途,捐款將繼續給“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助學永續基
金“。目前對助學永續基金的捐款，離目標尚遠。希望校友們能慷慨解囊，多少不拘，扶助清寒的學弟妹。
校友會是免稅非營利組織。除了服務校友及鼓勵校友回饋母校之外，也做些社會慈善工作。歡迎校友捐款。
支票(payable to NTUAA-GNY)請寄給葛賢芬校友，地址如上。您將從校友會直接收到捐款的收據。

2022 春荷蘭河輪之旅見聞
醖釀十年，兩年前就已訂好的河輪之旅，因新冠
肺炎疫情嚴峻，延了一年又一年。今年四月底終
於鼓足勇氣成行。經過兩年在家修身養性，團員
們幾乎都忘了如何旅行。不知如何買機票，皮箱
裏不知該放些什麼東西，更不知如何應對那些幾
天一改的各國防疫政策。幸好人多好辦事，電郵
來來去去幾個月，一件件疑慮消除了，一直到進
了機場候機室才驚覺，真的要去荷蘭了。2020 年
一月開始，尼德蘭是這個歐洲西北部國家的正式
名稱，他們認爲南、北荷蘭只是他們十二省中的
兩省，不足以代表整個國家。在我們還沒有習慣
尼德蘭這稱呼以前還是姑且用荷蘭吧。
荷蘭此刻是鬱金香花季，有名的 Keukenhof 花園
是必訪之地，鸚鵡鬱金香、黑色鬱金香一應俱
全，一片花海，美不勝收。可知那裡之所以能如
此美麗，是花了多少心血？此公園每年只開放八
周，八周之後，所有的球根都要被挖出，晾乾，
到秋天再種下，以備來年開花，迎接新的一批遊
客。聯想到家中的鬱金香第一年種下，就被動物
吃掉一半，以後是一年比一年少，終於灰飛煙
滅，不知所終。原來想要每年花開是要下如此大
的血本。
荷蘭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土地是在海平線以下。它
的土地含鹽量很高，不適宜種植食用植物，只能
種些草，發展畜牧業，所以它的 cheese 很有名。
有一個下午在船上，當地居民帶了幾種 cheese，
配上當地釀的酒，給我們品嚐。我們平常對酒和
cheese 不講究，只有附庸風雅罷了。至於食用蔬
菜，很多都是在大棚裡種出來的。
雖說這次是河輪遊，卻説不上是遊那條河？因為
到處都是水道，水上交通極為繁忙，幾乎每分鐘
都可看到大大小小的船在走，這是我們這些住在
新澤西的鄉下人很少見的。
荷蘭的防洪工程領先世界，一場 1953 年在 RhineMeuse-Scheldt 三角洲、北海海水倒灌引起的大洪
水，激發它建造一個名叫三角洲工程（Delta

(葛賢芬 植病-64)

Works）的世界最大防洪系統。1997 年才完工，有
三公里長，由 13 個部分組成，包括大壩、防波
堤，65 個閘門等。
椴樹又稱菩提樹（Linden tree) 是歐洲常見的
樹，修剪得如此特別，現在還沒有長樹葉，可以
看到它們被修剪成傘形，也有修成走廊，樹葉長
出來就可遮蔭了。舒伯特的名曲＂菩提樹下＂寫
的就是它。
荷蘭是個富裕的國家，生活水準很高。人民豐衣
足食之後，才會想到如何愛護這世界，如何來改
善環境。於是就有 Green City 的想法。十年一度
的大展：Floriade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e
Expo 正在阿姆斯特丹舉行。可惜參觀時間太短，
無法細心體驗。所得的心得是：什麼東西都可以
用植物來做原料，都可以種出來。
在阿姆斯特丹下飛機之後，上船之前的空檔，去
了一趟梵谷博物館。大家熟悉的鳶尾花，太陽
花，星空等題材的名畫，都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
館裏。倒是一系列的橄欖樹畫作是別處看不到
的。在梵谷的筆下，橄欖樹也可以如此生動，多
姿多彩。此後幾天，看到不少橄欖樹盆栽，是受
到他的影響嗎？
當人們説起荷蘭，總讓人聯想到風車、木拖鞋、
鬱金香，如今傳統風車仍在，已無多大實用價
值，風力發電的 wind turbine 數量更多。木拖鞋
也不見人日常穿了。時代變遷，荷蘭已是個高科
技國家，鬱金香的鮮花已是在溫室中大量生產，
每天的鮮花拍賣/批發、因疫情的影響，也改成在
綫上進行。參觀了他們的鮮花拍賣/批發市場，確
實規模大的驚人。開眼界了。
這次短短八天荷蘭之旅，讓很多人終於踏出家
門，走向世界，不再患得患失。這世界還是有很
多事物值得我們去體驗的。當然隨時戴口罩是必
要的，就算周圍的人沒戴，而我戴上，也是保護
自己健康的最好辦法。

溫室裏的鬰金香

黑色鬰金香

荷蘭女士穿傳統服飾及木拖鞋送 Cheese 給我們品嚐

三角洲工程（Delta Works）

Floriade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e Expo

修剪成雨傘型的椴樹（菩提樹，Linden Tree）

Willemstad 教堂前的菩提樹走廊

橄欖樹盆栽

Willemstad 風車前合影

梵谷名畫橄欖園

Aalsmeer 鮮花拍賣/批發市場

Middelburg old city hall

Ghent，Belgium Fortress

Winslow Homer

李勃興 醫學-92)

Winslow Homer (1836-1910) 是美國很知名的藝術家。我以前去大都會博物
舘，華盛頓的國家藝廊，費城美術舘，就常常被他的一些描述海岸、漁民、
和狩獵的油畫吸引。最近大都會博物舘從各地博物舘借來許多他不同時期的
油畫和水彩，依照時間順序，有系統地呈現他的作品。從南北戰爭、戰後重
建、在英國北海漁村客居，落腳緬因州海岸，冬天到加勒比海避寒。他畫他
的見聞，呈現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大自然之間的掙扎、衝突、和未知的
後果。非常值得慢慢地品味欣賞。這個特展到今年（2022）七月底，之後將
移到倫敦展覽。

The Gulf Stream 1899，reworked by 1906
Gulf Stream 是美國東南沿海從南流向北大西洋的一道強勁的熱帶洋流(類似台灣
的黑潮）。常常會伴隨大風大浪，但也帶來豐富的海洋資源。這幅畫，描述一位黑
人漁夫，在暴風中，桅桿折斷，周圍鯊魚環伺，右邊遠方海上還有小龍捲風，處境
岌岌可危。也不知道在海上搏鬥了幾天？只剩下甲板上的幾根甘蔗當作糧食。左邊
遠方有一艘大帆船，它會看得到這個受困的魚夫，趕來救援嗎？這幅畫，道盡了
Winslow Homer 一生作畫的許多重要主題: Struggle (與大自然之間的掙扎），
Peril （危險），ambiguous outcome (不明的結局）。大都會博物館這個特展，
就以它為宣傳海報的重點，當作特展的次標題 Winslow Homer，Cross Current.

The Veteran in the New Field，1865
南北內戰結束，解甲歸田的軍人，拿著大鐮刀收割莊稼。圖的右下角陰暗處，有一
件北軍的制服。那把用來收割的大鐮刀(scythe)，在西方文化中，是死神的代表
（The Great Reaper). 相對 New Field 是田地，the Old Field 就是
Battlefield (戰場）。這幅圖，對剛結束四年血腥內戰的美國，充滿了悲傷但也
預表未來的希望。從拿著槍，改成拿鐮刀，也令人想到聖經以賽亞書 第二章第四
節：“……將刀打成犂頭，把槍打成鐮刀。 ……….”
這經節的全文是：“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他們要將刀
打成犂頭，把槍打成鐮刀。 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 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
以賽亞書 2:4 ）在烏俄戰爭期間讀這段經文，真令人感慨！

Homer 住在緬因州的海邊(Prouts Neck)，冬天嚴寒。所以他有幾年冬天，
到溫暖的巴哈馬，百慕達，佛羅里達，古巴過冬，畫了一些熱帶風光的水彩
畫。

A Garden in Nassau，1885
巴哈馬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雖然很早就廢除了奴隸制度，但是白人仍然掌握了經
濟優勢。畫中的黑人小孩，抬著頭，看著大戶人家（通常是白人）花園裡面種的椰
子樹結實累累，在牆外非常渴望。一個很簡單的畫面，卻隱藏著黑白貧富懸殊，一
道不可跨越的高牆。

歡迎大家到我的部落格，瀏覽更多照片

解讀余光中教授的散文: 「風吹西班牙」
余光中教授這篇傑出的散文「風吹西班牙」完
成於 1986 年 8 月 7 號，大約也就是他旅行的日
期。個人認為這個散文至少有三大特色：
其一，他寫景的取材與處理方式，具有攝影師
的特質；其二，他把多重軸線的想像，奇妙的織
入旅途經驗，使得筆下的西班牙別具歷史的景
深，及豐富的人文視野；其三，詩人寫散文，畢
竟與眾不同，具有特殊的節奏感與意象，再撒一
點隨和的幽默，使文章令人百讀不厭。
余教授從法國坐火車先到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之後扺達格拉那達，從此地租車南下，不久抵地
中海岸，沿海向西走，轉北抵安達盧西亞首府塞
維亞。從塞維亞開車七、八十里至科爾多瓦。西
班牙安達盧西亞的寂寞小村，荒山燥野，尤其是
舊時縱橫南北、維持交通運輸的騾夫隊伍，是余
教授寫作的重點。

(林淑麗 化工-72)

余教授對此詩特別地情有所鍾，他說： 這首
詩的節奏與意象單純而有力，特具不祥的神秘
感，色調又是紅與黑，最能打動人原始的感情，
而且聯想到以此二色為基調的佛拉曼歌舞與鬥
牛。
以下朗讀一些代表性的段落。
「西班牙不但乾，而且荒...，一塊巨大而荒
涼的高原，卻有點向南傾斜，好像是背對著法國
而臉朝著非洲。這比喻不但指地理，也指心
裡。」
他又寫道：「典型的西班牙野景，上面總是透
藍的天，下面總是炫黃的地，那鮮明的對照，是
一切攝影家的夢境。中間是一條寂寞的界線，天
也下不來，地也上不去，只供迷幻的目光排
徊。」

他引用十九世紀初美國外交官兼作家伊爾文
（Washington Irving）的 紅堡記（Tales of
Alhambra）描述當今不復存的騾夫隊文化景觀，
他們穿山走壁，一路卻有唱不完的歌謠；以此對
照他的現代旅途經驗。

他寫小鎮景觀：「而無論多麼卑微的荒村野
鎮，總有一座教堂把尖塔推向空中，低矮的村屋
就互相依偎著，圍在它的四周。那許多孤零零的
廋塔就這麼守著西班牙的天邊，指著所有祈願的
方向」

他又親自翻譯及引用二十世紀初西班牙詩人洛
爾卡（Federico Garcia Lorca，1898-1936) 的
詩「騎士之歌」，其中最深刻的四行：

他著墨最多的、往科爾多瓦的這段旅途所賜予
的靈感，凝聚成本文的壓軸：
「於是西班牙的乾燥與荒涼隨炎風翻翻噗噗一
起都卷來，這寂寞的半島啊，去了腓尼基又來了
羅馬，去了西歌德又來了北非的回教徒，從拿破
崙之戰到了三十年代的內戰，多少旗幟曾迎風飛
舞，號令這紛擾的高原。當一切的旗幟都飄去，
就只剩下了風，就是車窗外這永恆的風，吹過野
地上的枯草與乾蓬，吹過鋸齒成排的山脈與冷对
天地的雪峰，吹過佛拉曼哥的頓腳踏踏與響板喀

喇喇，撃掌緊張的劈劈拍拍，弦聲激動的吉
他。」
後註: 多年前在紐澤西 South Brunswick 圖書館的中文區看
到一本簡體字印刷的余光中散文集，首次讀到「風吹西班牙」，
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把文章影印下來。最近整理書房，無意中看
到，忍不住再讀數次，寫下這篇心得。

Canción de Jinete

The Horseman’s Song

Córdoba

Córdoba

Lejana y sola.

Distant and lonely.

Jaca negra, luna grande,

Black steed, big moon,

Y aceitunas en mi alforja.

and olives in my saddlebag.

Aunque sepa los caminos

Although I know the roads

yo nunca llegaré a Córdoba

I will never reach Córdoba.

Por el llano, por el viento

Across the plain, through the wind

Jaca negra, luna roja.

Black steed, red moon.

La muerte me está mirando

Death is staring at me

desde las torres de Córdoba.

from the towers of Córdoba.

ᴉ Ay qué camino tan largo!

Oh, how long the road is!

ᴉAy mi jaca valerosa

Oh, my valiant steed!

ᴉAy que la muerte me espera,

Oh, death awaits me,

antes de llegar de Córdoba!

before I reach Córdoba.

Córdoba.

Córdoba.

Lejana y sola.

Distant and lonely.

Federico García Lorca – Manuel de Falla – The Andalusian Heritage in Poetry, Music and Art
by Ursula Rehn Wolfman
https://interlude.hk/federico-garcia-lorca-manuel-de-falla-the-andalusian-heritage-in-poetry-music-and-art/

德碩玩文
(陳德碩

醫學-61）

櫻花頌
Ode to Cherry Blossoms

我家那些櫻花 ---

Our cherry blossoms are ---

裝飾了樹梢，

adorning the branches,

沐浴在陽光下，

bathing in the sunlight,

擋住了眩光，

blocking away the glare,

慶祝仲春的來臨，

celebrating the springtime,

在空氣中做溫暖的白日夢，

daydreaming in the warm air,

發散它們的香氣，

dispersing their fragrance,

增添了附近的氣氛，

enhancing the atmosphere,

展示出顏色的濃淡漸變，

exhibiting the gradation of colors,

向微風點點頭，

nodding to the breeze,

為我的相機擺妥姿勢，
激動地顫抖著，
又前後左右地擺動，
歡迎各種鳥類和蜜蜂，
彼此竊竊私語，而且
順從了我的願望。

posing for my camera,
quivering with excitement,
swaying to-and-fro,
welcoming the birds and bees,
whispering to one another，and
yielding to my wishes.

《中外天仙之對比》
中國天仙

外國天仙

中文名稱

飛天

天使

英文名稱

Fairy

Angel

常見現形處

敦煌壁畫

西洋油畫

身形

白白胖胖的唐代姑娘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服飾裝備

腰纏長絲帶

頭戴靈光 手持神棒

飛行原動力

輕功

背部一雙鳥翼

飛行方向

與飄浮絲帶剛剛相反

誰也猜不透

有圖為證

敦煌飛天雕像

Cupid 小愛神畫像

待添的裝備

GPS，iPad，IPhone,

GPS，iPad，IPhone,

超音速核能推進器

超音速核能推進器

滿天神佛之中
中外天仙位賤言輕
都是一批可憐的僕婢
不分晝夜任憑差使
全無抗議的機會
既無月薪
也無休假
不准談情說愛
不准成家立室
絕無升級的希望
也不能告老還鄉
祇好世世代代
繼續充當滿天神佛的奴隸
本人萬分同情所有中外天仙
可惜無能為力

(羅吉原 電機-74）（轉載自美國世界日報家園版：03/17/2022）

我的年事已高，開始注意同輩
朋友們退休的狀況。大前年年初，
有位朋友高高興興地退休，才發現
有疫情，被關在家裡無事可做，很
是後悔。

一天，感謝大家多年來的支持，以
後的聯絡方式如何等等」。如果員
工是被離職，他不會說離職以後的
計畫，因為他極可能直奔敵營，說
不得的。

老婆有位大學同學，在德州的
油公司由底層幹到高級主管，非常
不容易。幾年前她說要退休就退
了，公司沒有要聘她繼續當顧問，
也沒有仇家找上門；就像徐志摩在
「再別康橋」寫的：「輕輕地我走
了，正如我輕輕地來」。

我的末日電郵裡沒有這一層顧
慮，可以說說退休後的打算。一般
老美高層人事有變動，下台的一方
都會被說成是要多花一點時間照顧
家庭（spend more time with the
family）；我家裡已經空巢，不需
要多花時間，但是隨著孫輩的到
來，多花點時間照顧孫輩是很正常
的，可以在末日電郵裡報告。有一
位以前在貝爾實驗室的老美同事，
這次跟我同時年底退休，他要去住
以色列的女兒家，照顧孫輩。

紐約州前州長安德魯‧葛莫
（Andrew Cuomo）即使已經因醜聞
而道歉並退休，他的仇家們還是繼
續追殺，要把他告進官裏，讓他退
休後也不得安寧。
我的公司有「年長者優惠退休
計畫」，不定期來一次，對象是六
十歲以上的員工。計畫裡，公司發
一次性的獎金，讓員工拿錢走人，
皆大歡喜。去年年初，年長者優惠
計畫又來了，這次因為疫情的關
係，距離上次有五年之久。因為不
知道下次何時再來，我的年紀不
小，不能再等，就登記了。

我看到另一個老美同事的末日
電郵說，他退休後將繼續他現在的
嗜好：周末當志工替高中生補習功
課。這個主意很好，我現在有中文
寫作的嗜好，退休之後也將繼續。
多年來我為文，有時會把同事寫進
故事裡，在末日電郵裡，正好可以
提到中文寫作，並表達我的感謝之
意。

登記前，公司明告：員工一旦
簽約就不得反悔，不過有的員工專
業技術水平很高，遞補不易，公司
有權否決申請，或是批准離職但日
期延後。我的狀況屬於後者，年初
被批准，年底離職，多幹半年。

在我的中文寫作生涯中，也有
趣事。幾年前，我參加公司的一個
管理階層的短期訓練班。節目開
始，主持人要學員們自我介紹，講
工作外的活動。老中最怕就是這
個，因為老中一般生活枯燥，沒有
活動。

離職的日子近了，我開始研究
如何寫「末日電郵」。通常員工離
職，最後一天會發出末日電郵，内
容大致是說：「今天是我工作最後

輪到我講時，我説我的業餘活
動是中文寫作，發表在中文報紙
上，然後出書。我說完，心裡暗自
得意，因為不會有人有此嗜好。突

然間，一位芝加哥來的老中女士
説：「美國還有中文報紙？」，這
女士剛來美國不久，孤陋寡聞
（注：芝加哥是美國中部大城，中
國超市裏至少看得到半打不同品牌
的中文報紙）。主持人是老美，搞
不清中文報紙的事情。一時之間，
全場對我的業餘活動存疑。
輪到下一個加州聖荷西來的老
中，他也沒什麼嗜好，就「借力使
力」，説他的業餘嗜好就是讀我寫
的中文書，這下全場嘩然。我大吃
一驚，此事當真？再看清楚他的名
字，是我書的讀者之一。全場的老
美驚魂普甫定，看來此事是真的，
芝加哥來的老中女士這才不得不相
信我講的話。
寫完末日電郵，我開始跟電話
公司更改計畫。我現在用的是電
話、電視、網路三樣一起，公司對
員工的網路費用有所貼補；離職
後，貼補停止，所以我只留網路一
項，電話、電視非必要，就此停
掉。本來我要繼續原來的網速，可
是我現用的速度太慢，電話公司已
經不再銷售，現在最慢的比我的快
四倍，所以這一改變，我的月費降
低，可是網路速度反而變快，是原
來沒想到的。
搞完電話公司，最後一項工作
就是把屬於公司的器材寄回去。印
刷機雖是公司的器材，但它屬消耗
品，不必寄回。我曾用公司的經費
購買一張千元椅子，以利辦公，也
不必寄回。器材寄回之後，跟公司
再無瓜葛，輕輕地我走了。

瑪莎和她的祖國

(吳念慈 商學-84)

瑪莎是我在莫斯科旅遊時的嚮導，她留著褐色的短髮，身材纖瘦，美麗大方，而且中文流利，很讓人喜
歡，有幾次當她引經據典，用中文向團員們講解的時候，我驀然感到有
些混餚。她究竟是個東方人呢？還是個西方人？她有一張西方人的臉
孔，但是她溫柔的語調和內斂沉穩的氣質又帶著濃濃的東方氣息。
說起俄國，中學時讀歷史，我一直不太了解為何 WWII 的時候，蘇維埃和
中，美，英等民主國家站在同一陣線。1983 年十月，父親特地從台中北
上，帶我中山堂聆聽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的演講。當天索氏以俄
語演說，現場有中文翻譯，他極力讚揚中華民國台灣成為民主自由陣營
的一個堡壘。兩百多年來，俄國在全球的地位，舉足輕重。2019 年八月
底我和三位同伴從甘迺迪機場搭乘俄航飛抵莫斯科時，大家的心情都十
分激動。俄羅斯帝國（1721–1917）曾經輝煌一時，在她的鼎盛時期，
擁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一百多個民族，可與大英帝國分庭抗禮。
俄羅斯富麗堂皇的東正教教堂和皇宮，1842 年創立於聖彼德堡的 House
of Faberge 的工匠們的精湛手藝，近幾十年的航太科技成就，一流的大眾捷運系統等，都足以讓其國
民引以為榮。在莫斯科的四天里，瑪莎帶我們去了克里姆林宮建築群里的兵器館（收藏了精緻的文物如
馬車，盔甲，華服等），紅場（Red Square），及著名的 Tretyakov
Gallery 等景點。畫廊原來是富商 Pavel Tretyakov 的豪宅，他於
1856 年開始收藏畫作，並於 1892 年將兩千件藏品捐贈給國家。瑪莎
特別介紹了一幅名為「金秋」的畫作，她說她小學課本上所描述的爾
羅斯秋天的原野，就是這樣燦爛而美麗的，她一邊說著，臉上泛起了
一絲愉悅的光采。我們還去了莫斯科遠郊 Golden Ring（金環）的
Vladimir 和 Suzdal 懷古一番。金環地處基輔羅斯公國（Kievan
Rus，879-1240）的東北角落，十三世紀時，蒙古人一路西征，燒殺
擄掠，包括莫斯科等多個城邦，變為成吉思汗次子拔都 (Batu Khan) 的欽察汗國（Golden Horde，
1242-1502 ）的屬地，城邦必需向蒙古人納税，後来莫斯科的大王子們成了蒙古帝國的大掌櫃，並以
貪污和挪用税款等手段乘勢崛起。金環仍保留著原野樣貌，人煙稀少，幾座年代久遠的東正教教堂，清
冷地矗立著。當晚我們全團遊客住在一個臨河的營地里，營地有十幾個 cabin 式樣的小木屋，一個餐廳
和交誼廳。晚餐時，旅行社安排了幾位當地的藝人為我們表演傳統的民謠。隔天早上，每個團員親手彩
繪一個木質的俄羅斯套娃，帶回家做紀念，下午去了一個熱鬧的農貿市場，我買了兔毛製的圍巾和帽
子。返回莫斯科市區的路途上，我們在一個女修道院 Novodevichy 稍事停留，瑪莎說了彼得大帝將他的
第一任妻子 Eudoxia Lopukhina 軟禁在這裡的故事。另外，我們還去看了一個“聖公女名人墓”，長眠
在此的都是對俄國有卓越貢獻的人士，包括前蘇聯主席克魯雪夫，每一個墓碑都有相當別緻的藝術造
型，一位叫做「王明」的中國人也在此。他年輕時曾在蘇聯學習，發表過幾篇文章，他會被葬在這裡，
應該是一個統戰考慮之下的決定（我上網查了一下，此人在中國籍籍無名）。四天下來，克魯雪夫好像
是瑪莎唯一提到的近代領導人。第二天當巴士駛過市區一長排灰色的住宅房時，她很興奮地說，那是克

魯雪夫時期建造的，我轉頭一看，那住宅房像極了中國上海的老公
房呢。生活方面，瑪莎說莫斯科一般人的月工資是八百到一千美
元，外企或國營企業的中層主管可以拿到兩千美元（當時美金兌盧
布是 1 比 68）。瑪莎還說他們雖然有收費十分低廉的公家醫院，但
是醫療品質不好，生大病的話，還是得上私人醫院。
在紅場舉行的軍樂隊表演
（Spasskaya Tower Festival ），是此行的重頭戲之一，瑪莎
提醒我們晚上天氣將轉涼，一定要多帶些衣服。軍樂節在每月的
八月底九月初舉行，是莫斯科一年一度的盛事，當晚現場的觀眾
席滿座，洋溢著一片歡樂的氣氛。來參加演出的，有埃及，義大
利，挪威，土耳其，中國，日本，南韓和中亞幾個國家。此次連
北韓都出馬了，自信滿滿的娘子軍們像是秘密武器一般，在北韓
軍樂隊演奏時忽然蹦出，揮舞長刀，英姿颯爽。紅場的 Saint
Basil Cathedral 在鐳射光的變幻下盡顯其神話般的美妍，如果
此時我身旁有一群孩童，我告訴他們這是美國的 Disney 公司在
莫斯科所建造的五彩薑餅城堡，建築師並從蔬菜得來靈感，在城
堡上放置了一個個洋蔥樣子的圓頂，城堡裡住了公主和王
子... 孩子們一定對我的話深信不疑。最令人感動的是壓軸的
大合奏，樂曲終了時，各國的指揮相互在臺上握手言歡。如果有
一天，全世界每個軍樂隊都可以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平民百姓演奏，該是多麼美好的景象。
老早就聽說莫斯科的地下鐵值得一遊，當瑪莎帶我們進去
Mayakovskaya 站的地下候車月台之後，團員們都覺得大開眼
界，這哪裡像是個捷運站呢？候車站寬敞明亮，通風良好，由
雅緻的石材，鵝黃色和白色浮雕組成的拱形天花板，大型的水
晶吊燈等裝飾而成，地上看不到一張紙屑。我們轉換了幾個月
台，每一個都是藝術傑作，令人驚歎。如果我給紐約市的 90%老
舊的地鐵系統評分兩顆半星，那麼莫斯科的地鐵系統應可以拿
到七顆星。瑪莎說，地下鐵是人民的宮殿。的確，俄國的建築
工人和雕刻工匠實在太偉大了。車廂沒有特別之處，不過他們
的播音方式十分周到，駛往市中心的列車，由男性播音員廣
播，駛往郊區方向的，則由女性播音員廣播，如此一來，乘客
就不會搭錯車了。其捷運局的服務，真是貼心。
我們乘高速列車抵達聖彼德堡時，瑪莎的同事安娜已經在車站等我們了。安娜是一名英語教師，中文也
說得很好，當嚮導是她的副業。聖彼德堡乃是俄羅斯帝國的首府，也是普丁總統的出生地（1952，當時
名為 Leningrad，列寧格勒），有“北方威尼斯”的美名。

四天旅程中，我們參觀了冬宮建築群的 The Hermitage 博物館，
Peternof（彼得大帝的夏宮），凱薩琳皇宮（有意和凡爾賽宮互别苗
頭），滴血大教堂，卡山大教堂等。The Hermitage 恢弘的氣勢可以媲
美巴黎的羅浮宮，她擁有三百萬件精美的藏品，遊客們絡繹不絕，還好
我們可以走快速通道。二戰爆發，其博物館員將部分的文物裝箱，用火
車運送到烏拉山區（The Urals），存放了幾年。博物館建築沒有倖免
於炮火的攻擊，好在仍保存了下來。Peternof 的花園裡有全世界最複
雜的噴泉系統，甚為壯觀。我和同伴穿過一片樹林步行到花園的邊緣去
看波羅的海（Baltic Sea）。遙想這遼闊的海面曾經數度硝煙瀰漫，戰
雲密佈，1941 年九月，納粹德國和芬蘭的軍隊進攻，包圍列寧格勒將近
300 天，軍民浴血奮戰，然而糧食短缺，估計有百萬的俄國軍民喪命。
面對平靜無垠的芬蘭灣，我對這個遭受二戰戰火蹂躪的城市和人民，不
禁生起一絲絲的同情。一天下午，我們六個團員利用空擋時間，請安娜
帶我們去乘地下鐵。月臺上的大幅的鐮刀，榔頭，農民，工人等圖像，
布滿了蘇聯時期的歷史記憶。我
問安娜為何地鐵里沒有看到
homeless people，她說每年在
冬天的時候，homeless 全部被凍
死在街上了，他們是不能進地鐵
取暖的。聖彼德堡也是 1917 十月革命點燃的地方，尼古拉二世
（統治期 1894-1917）在這裡遜
位。滿城的歐式建築-- 沙皇時
期的豪華宮殿，貴族豪宅，耀眼
的東正教教堂等，和地鐵站裡所標榜的“無產階級當家”的意識格格不
入，也令我有些頭暈目眩。我們下榻的旅館 Teleon Imperial Hotel，
位於涅瓦大街上，是一個十九世紀的貴族的豪宅改裝的，裡頭還有一個
小小的禮拜堂。聽說在蘇維埃內戰（1917-1925）和二戰的時候，此豪宅
曾經被軍隊佔領過。我和 Rose 的房間大門有些詭異，多次房卡不靈，害
得我們上上下下好幾次，去一樓的櫃檯換房卡。
旅行期間，我們去的餐廳都不錯，装潢各有千秋，可惜食物有些偏鹹。
吃來最可口的一次是在莫斯科的 Café Pushkin。安娜喜歡在用餐時玩手
機，我問她用哪一個牌子，她說是 Samsung。我又問她為何街上看不到什麼俄國牌子的車子，她說俄國
制的車子性能不佳，一般中產階級，都喜歡開德國車或日本車。安娜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新俄羅斯青年，
工作賣力，享受生活，她說每年的冬天，她一定要離開寒冷的聖彼德堡，飛去溫暖的越南度假一個月。
九天的行程，很快結束了，我們從聖彼德堡搭機直飛紐約。回來后，我和瑪莎通了幾次電子郵件，她寫
中文，用公司的 Gmail address，2020 年四月時，她問我美國的疫情狀况如何，說自己已回到鄉下，暫
停工作。六月時，瑪莎又問我紐約的 BLM 遊行時引發多人鬧事，砸搶商店的的
情況，並問候我是否平安。她大概從新聞報導中得知美國疫情期間的亂象，覺
得不可思議。

今年二月，俄羅斯大舉入侵烏克蘭，我突然想起了在莫斯科
時，曾悄悄問了瑪莎一句，「你對俄羅斯和烏克蘭長年來的衝
突有什麼看法？」。她淡淡地回答：「克里米亞本來就是我們
的」。當時我頗感詫異，也不便多問，心想大概她從小受的學
校教育就是這麼教的吧。回憶起 2019 年的旅行，團圓們都玩
得很開心，大家對這俄羅斯兩個大城市的印象很不錯--有秩
序，治安良好，當局用心保護文物，經濟上對外開放，感覺他
們國家正一步步地往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行。我不禁要問，究竟
哪一個才是真實的俄羅斯呢？是三年前在紅場演奏土耳其進行
曲，在劇院表演天鵝湖芭蕾，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努力發展觀
光產業的俄羅斯？還是現在將大型坦克車隊開到鄰國，狂轟亂
炸，在國內封鎖訊息的俄羅斯？莫非，我們 2019 年的俄羅斯
之行，看到的只是一些幻象？
原來，自古以來，俄國地處高緯度板塊，氣候嚴寒，因此，尋找溫暖的土地和出海口以增強國力並解決
人口膨脹的壓力，一直是其統治者的使命。彼得大帝（統治期 1682-1725）於 1722 年拿下了 Caspian
Sea 的西岸，凱薩琳大帝（統治期 1762-1796）在 1783 年併吞了克里米亞，這裡有肥沃的土壤和 Black
Sea 的出海口。歷代的王子和沙皇，直到史達林，都在設法擴張領土，同化異族，甚至進行種族清洗。
中央集權，向外擴張的軍國主義，是俄國幾百年來的政治主軸。
原來，剷除異己，維護專制獨裁的故事，一直在此國度重演。彼得大帝在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學習了造船
等技術，建立了海軍艦隊，推行多項政經改革，卻禁止帶有反動思想的書籍的流通。凱薩琳大帝雖然儒
慕西方的啟蒙思想，並和 Voltaire（1694 -1778）通信，卻將異議人士 Alexander Radishchev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 一書的作者）遣送至西伯利亞。尼古拉一世（統治期
1825-1855）打擊教育系統的自主性，控制教材內容，將私人教師變為國家雇員。亞歷山大二世(統治期
1855-1881）在 1860 年解放了農奴（Serf），歷史學家們認為其著眼點並不是為了改善農奴的人權，而
是被當時動蕩的政經局勢所逼，不得已而為之。亞歷山大二世於 1881 年在冬宮附近被革命分子暗殺之
後，繼位的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施行了反改革措施如嚴厲的警察監控和審查制度。五位俄國
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有四位被蘇聯當局杯葛，索忍尼辛更被驅逐出境。在俄國的歷史長河裡，民間
只要一有反抗的苗頭，統治者都會提高警覺，及時撲滅那些威脅到專制政權的種子。1991 年的蘇聯解
體，一直被普丁總統視為二十世紀最大的政治悲劇。
原來，讓我們讚歎不已的地鐵系統，也隱藏著淒涼的往昔。根據 Princeton University 歷史學者
Stephen Kotkin 的研究，史達林為了建造莫斯科的第一條地鐵和大型的鋼鐵廠等重工業設施，在 19321933 年間製造了一場大規模的人為饑荒（Holodomor），他下令沒收烏克蘭和蘇聯南部等糧倉地區的小
麥等穀物，鉗制人民的行動自由，餓死了幾百萬的烏克蘭人。史達林用沒收來的穀物換取外國的機器，
延請了英國的工程師來指導他們造地鐵（後來覺得他們知道了太多地鐵的機密，又以間諜的名義，將他
們驅逐出境），並供養大批的工人，使他們有足夠的體力完成使命，以向全世界宣
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史達林對外則否認有饑荒一事，推說是在進行土地改革。勇
敢的英國記者 Gareth Richard Jones（1905-1935）不顧危險，幾度親臨災區的村

落和集體農場採訪。1933 年，Mr. Jones 在柏林發佈新聞稿，揭露了這個慘劇，也因之得罪了史達林。
1935 年，年僅三十的 Jones 在內蒙古被蘇維埃的秘密員警暗殺。
哦，瑪莎的祖國，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謎團，自彼得大帝強力推動帝國西化以來，俄羅斯的精英分子，就
糾結在全盤西化和保留舊有文化的爭辯中。主張全盤西化的一派，又分裂成希望立即革命的（如
Vladimir Lenin），和漸進式革命的。1917 年十月，俄國轉瞬之間由一個龐大的帝國變成為一個共產
國家，其激進的演變在全世界應屬獨一無二。1939 年八月，希特勒和史達林簽約結盟，兩國聯手瓜分
波蘭，不料希魔王於 1941 年毀約，攻打蘇聯，蘇聯這才改弦易轍，成為同盟國的一員。KGB 所使用的
denial，deceit，disinformation 的手法，一直被延續到現在。2014 年普丁先是雇了傭兵去擾亂烏
克蘭東部，接著派正規兵侵略，當德國總理梅克爾質問普丁時，他回答：「任何人都可以穿俄羅斯軍隊
的制服。」普丁總統在 2021 年完成了憲法修正案，他可連任到 2036 年。將 2021 回溯 300 年，恰巧是
彼得大帝在聖彼德堡稱帝的 1721 年。
在前往莫斯科火車站的巴士上，瑪莎向我們告別，期待再
會，她說她深愛著祖國—愛她悠久的歷史，廣裘的土地，勤
奮的人民，美麗的建築，偉大的詩人，作家，藝術家等等。
是啊，俄國是作家 Leo Tolstoy，詩人 Alexander
Pushkin，作曲家 Alexander Borodin，Peter
Tchaikovsky，畫家 Marc Chagall ，Wassily Kandinsky，
和多位數學家，科學家的故鄉。俄羅斯的風光明媚，物產豐
富，是全球經濟體系中重要的一環。然而，世事多變，無
從預料。普京當年為 KGB 在蘇聯解體前的東德工作時，任
務之一就是延攬西德的科技人才去蘇聯。如今他發動了這
一場慘無人道的戰爭，已經造成許多俄羅斯人才的出走，
而像瑪莎，安娜那樣優秀的年輕世代，那些在地鐵站出入
的上班族，在莫斯科 Zaryadye 新公園依傍著月光起舞的少
女，那些在農貿市場的婦人，他們的美好前途，是不是也
被這位國家領導人踐踏了？我不時會想起聰明又善良的瑪
莎，祝願她有光明的未來，更希望在烏克蘭的戰火早日停
息，烏克蘭人能重建家園。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說，“Russia is a riddle wrapped in a mystery inside an enigma.“而我，
只能深深地掩捲歎息。
（參考資料： Russian Tsars by Boris Antonov， published by Russia's Mendy Vsadnik Trade House，The
Hermitage published by Russia's The Bronze Horseman Trade House，The Mongol Connection: Mongo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scow by Michael Vogel，The Russia Empire (1721 -1917) by Lee Trepanier，The
Chancellor: The Remarkable Odyssey of Angela Merkel by Kati Marton & various information from Wikipedia.

每日猜成語
最近英語猜字的遊戲，叫 Wordle 風靡全世界，聽說每
天有百萬人在玩，花個 3,5 分鐘，猜一個由五個字母
組成的英文單字. Wordle 每天都會出一個新的英文單
字謎題讓人猜. 可以猜六次. 許多人樂此不疲. (New
York Times 可以找到 Wordle 的遊戲).
這個遊戲收集了約 1 萬 3 千個英文單字，都是五個字
母組成的，作為 allowed words.你要玩的話，它不給
你任何提示，你要憑空想出一個五個字母的單字作為
你的第一猜. 如果你猜的單字不在 allowed 的 words
內，你必須重新猜出一個 allowed word. 然後 Wordle
把你猜的單字的五個字母跟謎底的五個字母一一比
對，你猜的字母如果在謎底的五個字母裡面，而且位
置對的話，這個字母的格子就會呈現綠色. 如果位置
不對，這個格子就會呈現黃色. 如果你猜的字母不在
謎底的五個字母裡面，這個格子就會呈現灰色. 這些
顏色的字母等於提供情資,作為你第二猜的參考. 如此
這般，看你能不能在六次內猜到.
從 Wordle 這個遊戲的啟示，筆者想，中文類似 Wordle
的遊戲，會是什麼樣的結構？應該不是猜中文單字，
而是猜成語. 中文四字成語也很多，2-3 萬個可以用
(「每日成語」收錄 3 萬多個 allowed 成語 ). 每個成
語有四個中文單字，就像 Wordle 的每個字都有五個字
母. 問題是英文字再多，歸納出來也只有 26 個字母.
而成語的所有中文單字，歸納起來，恐怕有幾萬個.
如果憑空猜一個成語，拿來跟謎底的中文單字一一比
對，猜對一個單字的可能性，是太渺小了.能夠把幾萬
個單字濃縮的辦法,一般想到的就是部首. 但是 500 多
個部首也是太多了. 另一個想法就是用四角號碼來代
表單字.這也可以,只不過成語有四個中文單字，每個
中文單字需要四個空格讓你猜它的四角號碼. 猜一次
成語就要在 16 個空格填 0-9 的數目字，比起 Wordle
猜一次只要在五個空格填英文字母是多很多. 況且四
角號碼很少人會去用. 另外一種辦法就是把中文單字
用它的漢語拚音的第一個英文字母 (又叫”頭碼”)
來代表;等於說 一個中文單字就是一個 英文字母. 如
此就回歸到 26 個英文字母的範圍內. 謎底的中文成語
就以各個單字的頭碼為代表，所以謎底就是四個英文
字母，比 Wordle 的五個英文字母還少一個. 你可以用
中文或頭碼輸入你猜的成語; 頭碼的英文字母大寫小
寫都可以. 在比對的處理上，都是用頭碼的英文字母
在比對. 綠色黃色灰色格子的處理，也就 follow 上面

（林棟樑 物理-69）

所講的方式. 只是綠色及黃色的格子,除了有英文的頭
碼外，更重要的是它還顯示出謎底的中文單字．這些
中文單字在對或錯的位置等於是情資，幫助你往謎底
的方向猜．
按照這個構想，筆者設計了一個”每日成語”網站
https://idioms.andrewl.in，只有一張網頁，如圖１
所示. 你只要在最下面右邊的格子 input 欄 填入你猜
的成語即可 (其他的格子不要去動它). 按”注意”右
邊的 X 可以消掉 callout box. 如果你要詳細一點的說
明，按”how to play”. 你猜完後，按 ”Share
result”，可以把你猜的結果 copy 到 clipboard 上
面，然後 copy 到 email 或 LINE 群組上與朋友分享成
果.圖２顯示猜的結果 copy 到 clipboard 上．
圖３顯示的是筆者某一天在這個網頁上猜成語的過程.
第一猜是一夫當關(筆者用頭碼 yfdg; 你也可以填入中
文「一夫當關」)，四個頭碼字母全部 down 掉，沒有
一個猜對，所以四個格子都是灰色，英文鍵盤的 yfdg
也都呈灰色. 第二猜: 引人注目(頭碼為 yrzm)，雖
然”目”不在謎底內，但是我們比對不是照中文單字
比對，而是按照頭碼. “目”的頭碼 m 是在謎底內，
它的對應中文單字在謎底內是”名”，所以我們知道
謎底內有個中文單字叫”名”，但是位置不對，所以
格子呈黃色，同樣的，英文鍵盤的 yrz 也都呈灰色，m
呈黃色. 第三猜是風花雪月(頭碼為 fhxy). 雖然”
雪”不在謎底內，但是它的頭碼 x 是在謎底內，它的
對應中文單字在謎底內是”虛”，而且位置也對,所以
格子呈綠色，同樣的，英文鍵盤的 fhy 也都呈灰色，x
呈綠色. 筆者一想，謎底有”名”，有”虛”，而
且”虛”是在第三個位置，試試”名不虛傳” (頭碼
為 mbxc)，果然就猜對了，四個格子全呈綠色，英文鍵
盤的 mbxc 也都呈綠色. 猜完後，筆者就按了”Share
results”，一個 alert window 就會 pop up. 你只要
click ”OK”，你猜的結果就會 copy 到 clipboard.
Clipboard 就只有呈現顏色，沒有字母，也沒有中文單
字的格子 (如圖２所示); 你可以 copy and paste 到
email 或是 LINE 群組(如果你是用手機猜每日成語).
另外，如果你有 feedback 的話，按 ”Send
feedback”，就會 pop up 一個 email 的 window，讓你
寫下意見，click 它的 send button，筆者就會收到你
的 feedback，review 後 回覆. 這篇短文簡介「每日
成語」網站與校友分享．Enjoy it every day!

（圖１）

（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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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

霧 楓葉 水滴
（符傳孝 醫科-72）
May 21 2022
早上起來，望出窗外，濛濛的霧。

到院子去，樹林裡好像有條幽徑，可以直通仙境。

冒出綠葉不久的楓葉，

不像下面这张照片，還沒有和我勾手指。

不過想到下午要來的炎日，它已經是大汗滿頭。
要不然，那些是終要《汗滴禾下土》，是辛勞的汗珠。

沒事忙的我，腦海裡飘浮着《蘇軾 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模擬換了幾個字，它變成
《似淚還似非淚》
《細看來不是水滴，點點是、離人淚。》

要來的，終要來。
預期下午的炎日和驟雨快到，
不過這瞬間，在家里，望着天上白雲朵朵 ，剎是好看。
也不用到阿里山上，盼著遲遲不來的雲海。
“美好都可以在身邊出現，何必遠求。”

這幾堆白雲，您看到了什麼嗎？
1）上面是武松左手扣著頸，舉起右手揮打張開獠牙大嘴的猛虎
2）母親抱著嬰孩。
3）母親安慰擁抱著女兒，右邊兩位婦人在話家常。
“問白雲”，讓想像自由的飛翔。
說什麼，就是什麼。

不過，都是“白衣蒼狗”
過眼雲煙。
世事如雲難測，
生命如雲難懂
何時霜染雙鬢？
依舊蔚藍晴空⋯
但見白雲飛動
GH

參觀駐華府外國大使館

（陳淑慎 外文-74）

（Around the World Embassy Tour)
已經都五月了，來到 DC 又濕又冷，跟冬天沒有兩樣，我們三人仍然興致勃勃一頭
栽進 “Around the World Embassy Tour“ 活動裡。所謂 ”Around the World Embassy Tour” 迄今已舉辦了
二十五年了，我倒還是第一次聽到，眾所皆知，DC 係美國首府，世界各國都有大使館駐居此地，藉此地利之
便，美國政府單位就在每年五月舉辦大使館活動，其中一項就是 “Around the World Embassy Tour”。顧名思
義，就是開放大使館讓民眾前來參觀，參觀之餘有傳統點心供應，並有安排有文化特色表演。
這週日適巧為母親節，所以僅週六部分大使館開放供民眾參觀。駐 DC 外國大使館很多位於白宮附近的
Massachusetts Avenue 大馬路上，因為地緣關係，我們先去了泰國大使館，館內開放空間並不大，但
是佈置得很有傳統特色，提供了幾樣泰國小吃和冷飲，像椰子西米露涼糕、黑米糕和荔枝口味冷飲等，同時有猜
獎遊戲和泰國舞蹈表演，算是很精心安排。隨後我們來到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館，眾所皆知中東國家盛
產石油而致富，因此對於前來參觀民眾也十分闊氣大方，其開放空間比泰國大使館大得多，除了沿著
進門長廊擺置椰棗和咖啡供人取用，裡面廳堂有中東的糕點和飲料，還有很多伴手禮像阿拉伯風土民情海報、彩
色蠟筆、飛盤、T 恤和鴨舌帽等，更出奇制勝的，現場提供阿拉伯傳統服飾供民眾穿戴拍照留念。大廳另側有阿
拉伯舞蹈表演，皆由其大使館眷屬小孩扮演出場。
由於時間有限，接下來我們去了喀麥隆 (Cameroon) 大使館，這非洲中西部的國家聽都沒聽過，其大
使館建築頗為雄偉但不失其典雅。參觀了該館才得知喀麥隆自然地理風貌包括海灘、沙漠、高山、雨
林及熱帶莽原等，由於地質與文化的多樣性，而有「小非洲」美譽，其官方語言為英語與法語，整個大使館氣氛
極為熱鬧，充滿色澤鮮豔的展覽文物和高亢澎拜的本土音樂。
隨後我們來到巴基斯坦大使館，相形之下就沒有大排場也沒有動態的表演活動，但其擺設佈置仍具有
傳統地方色彩，又經過肯亞大使館，並不能入內參觀，僅走遊觀望於門庭的擺設攤位。最後參觀的是
瓜地馬拉大使館，瓜地馬拉係位於中美洲小國，以其盛產的咖啡作為展覽標的，另展示其國鳥格查爾
鳥，是南美洲叢林中最漂亮的鳥類，極其華麗的外表，尤其雄性鳥有如鳳凰般尾羽，故又稱鳳尾綠咬
鵑。該國鳥係自由的象徵，在古瑪雅被認為是羽蛇神的化身。臨走前，送給來賓其國鳥造型的小紀念
品。
匆匆於一天之內走遊了幾個大使館，心中油然生出無限感概，我們台灣早在多年前已在外交上
失去昔日的優越和風光，而今僅與幾個名不見經傳的島嶼小國建交，雖然我們台灣科技產業在
世界舞台不容小覷，卻被現實的政治環境排擠於外。

<美西巡禮三部曲>

（李嘉章 電機-79）

美國在病毒漸弱與疫苗助威之下新冠疫情逐漸減緩，或是說人們心防逐漸放鬆，大家在家裡悶慌了，紛
紛到處走動. 我們也不例外. 大兒子已搬家到西岸半年多，與兩個可愛的孫子每周透過視訊飛吻擁抱實
在難慰親情. 配合老婆生日，先與小兒子在大兒子爾灣新家會合，接著一起在聖地牙哥共度四天假期.
告別兒孫之後，老婆在亞利桑那州土城(Tucson)開會，我跟著老婆行動，趁這個機會見識了西南沙漠的
景觀. 隨後飛到達拉斯，接受小舅子夫婦的熱情招待. 岳母在德州避寒半年，接下來就和我們一起飛回
美東避暑. 兩周三地，親情，事業(老婆的)，與觀光兼顧，得兩詩一文為記.

<南加海岸印象>
棕櫚樹競相舉起翠玉
獻給蔚藍的天空
紅瓦沿著高聳海岸不斷炫耀
睥睨周遭惡地裏的黃土
暖和的陽光迎著涼爽海風
冬衣最好配上短褲
當晚歸的霧靄梭巡山前
山後頭的仙人掌舉手迎接清澈的星空
旅人與鵜鶘共遊沙灘
在上下重疊的走道
一同悠閒散步

<土城印象>
土城(Tucson，Arizona)有夠土！
不過這個土不是俗氣或落後的土，
而是沉靜而接地氣的土。土城遍地
都是土黃色的石頭砂礫，豪華的房
子也像是用土塊堆砌的。你如果看
到一片綠色，八成是高爾夫球場。
沙漠植物也會在一片黃土上點綴綠
色，尤其是一種樹叫 Palo Verde，
西班牙文的意思就是「綠樹幹」。
由於氣候乾燥，戶外器材不易毀
壞，這裡有世界最大的飛機墳場
(Boneyard). 也有個很大的飛機博
物館，Pima Air & Space Museum，中文就稱它為匹馬。周六老婆開會去了，我就單槍闖匹馬，無牽無
掛，過足了飛機癮。在廣大的停機坪上來回梭巡，尋找記憶中台灣空軍飛過的機型，從早年的 F84 雷
霆，F86 軍刀，F100 超級軍刀，F104 星式，到最近的 F5，F16，都找到了，真過癮！就是忘了幻象式。
更難能可貴的是看到了當年在空軍防砲部隊服役時使用的四零砲和九零砲。單槍得闖匹馬，是這趟旅程
的額外收穫！
來到土城，不可能錯過這一地區獨特的大型仙人
掌 Saguaro，英文發音接近斯瓦若。一出機場門迎
面就是一堆高大的斯瓦若，到了郊外更是滿坑滿
谷。成千上萬的斯瓦若沒有兩棵長得完全一樣，
姿態各有千秋，有如勇士站崗，有如母親溫柔懷
抱，還有些姿態不甚優雅的就不明說了。
印第安原住民部落 Tohono O'odham 是個沙
漠民族，與斯瓦若共生共存。他們認為斯瓦
若也是人，從小就教導不可傷害。他們不動
刀具以繩索小心採取斯瓦若的花苞果實作為
食物原料。雲雀與啄木鳥在高大的主幹上鑿
洞做巢，斯瓦若滿身長刺提供這些鳥類最佳
的防禦。
當夜幕低垂，一棵棵高大的斯瓦若逐漸成為
黑色的原住民勇士，在寂靜的礫原上繼續守
護周圍的族人與生物。

<對角的距離>
從東北到西南
是最遠的旅程
縱使以電波的速度
在每週兒孫的視訊裡前進
本是合眾之國
共和與民主之間
卻也拉出了南與北的對角
每天在電視新聞裏擦肩而過
數學並非完美
不是所有幾何問題都有解答
某些對角
在情意的牽引下
以難得的擁抱折合
融會於瞬間的永恆
其他對不上的角
不如找個中間的支點
繼續遙遠相望
享受蹺蹺板擺盪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