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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首屆遠運到十七屆羅馬奧運的國家籃球代表隊

首屆遠東運動會是一九一三年在菲律賓首都
馬尼拉舉行的，第十七屆奧運會是一九六 0 年在義
大利京城羅馬舉行的，我之所以只談這將近五十年
中國籃壇國家代表隊的演變，沒有任何特殊原因、
就是因為我一九六 0 年後即不再專責體育新聞採
訪。
事實上、遠運會對我這一輩、我的下一輩、下兩
輩的中國人都已太遙遠了，況且我在臺北時所能採
訪到的遠運會資料也很有限，故只能?述梗概。因一
九五 0 年代和一九六 0 年代在台灣可以找到的遠運
會籃球國手，僅有關頌聲、孫立人、王玉增、劉振元
四人而已，其中孫立人在軟禁中，不可能接見記者，
雖然以後他已是三軍球場常客，但身前身後盡多安
全人員，記者們也只好視而不見。我有機會請教的
遠運老國手便只有關、王、劉三人。關為了造就鐵人
楊傳廣、成日台、美兩頭跑，見他一面不容易，王經
常在高雄，並非常到臺北、於是就只剩下劉一人還
在臺北球場活躍，可以不時碰面，但劉是個粗枝大
葉的率性人，對遠運會的細節說不上來，有些人名
或時地常要找江良規、郝更生等體壇大老求証。
遠東運動會是由一九一三年舉辦到一九三四年中
止、每兩年辦一次、一共舉行過十次。而且名為“遠”
運，實際上自始就只有中、日、菲三國參加，所以遠
運乃由三國輪流舉辦。第一屆由菲律賓主辦，依次
是中國與日本、到一九三四年日本完全暴露出向鄰
國侵略的猙獰面目後，遠運遂即停辦、計在菲律賓
馬尼拉舉辦了四屆、在中國上海舉辦三屆、在日本
芝罘、大阪、東京各舉辦一屆。
當年菲律賓受美國佔領影響，籃運蓬勃，向有
“亞洲籃球王國”之稱，以致在十屆遠運籃球賽中，
菲律賓獨得九次冠軍，我國僅在第五屆上海遠運會
時分別擊敗菲、日奪得一次錦標，日本於第一、第
二、與第四屆均未派隊、故僅參加七屆比賽、只有第
九屆兩敗我國取得亞軍，餘六屆均第三名。
我在臺北時、請教了好多位體壇前輩，包括江
良規、郝更生、周鶴鳴、吳文忠等、都找不到遠運第
一到第四屆我國籃球國手的陣容，就知道關頌聲是
第一屆的老大哥。我國拿冠軍的第五屆以後的六
屆，所得知的國手名單也都不全。所知第五屆國手
計有孫立人、王健吾、王耀東、翟蔭格、魏樹等、分屬
北師大、清華大學、民國大學和上海隊，教練是王
石??。第六屆則有董守義、沈嗣良、高德泰、黎寶俊
等。第七屆去馬尼拉的是金?、佟復然、趙逢珠、李
洲、金德耀、王作豐等。第八屆回到上海，董守義已
出任教練，上屆的老人佟復然、李洲、王作豐、趙逢
珠與六屆的黎寶俊之外，又有新人姚思漢、孟玉琨、
譚大華和歐陽旭輝等。第九屆仍由董守義任教練、
陣容中已有了“南開五虎”唐寶?、魏逢雲、劉?常、王
錫良、李國琛及王玉增、陳盛魁、姚思漢、陸鐘恩等。
最後一屆還是董守義任教練此人以後曾任中國大
陸奧運代表團領隊、國際奧委會委員等要職，國手
陣容有王玉增、牟作雲、尹鴻祥、張景賢、於敬孝、劉
振元、唐寶?、陳盛魁、張育才、王培若、李震中、黃錫
良等。
遠運會停辦後兩年一九三六年、便有第十一屆
柏林奧運會的召開，而且籃球首次被列入奧運項
目，共有卄二國派隊參加、包括中國。代表隊由宋君
復任教練、國手分別由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產生、
計有王南珍、蔡演雄、尹貴仁、馮念華以上上海、牟
作雲、於敬孝、劉雲章以上北平、於鴻斌、李紹唐、劉
寶成、徐北熊、沈聿恭以上天津、王士選、王玉增以
上南京，並有一名奧運裁判舒鴻隨隊。可惜當時另
有一批好手如唐寶?、吳文忠、李震中、高長明、張長
江、張長清兄弟、尹鴻祥、.宮都傑等正去南洋遠征，
無法納入奧隊陣容，以致我國只以四十五比卅八嬴
了法國一場、而連續以十九對卅五敗給日本、以廿
二比廿五力戰不敵秘魯、和以十四比卅二慘敗於巴
西、最後落在十五名外。
日本侵華戰爭及歐戰相繼爆發後，一九四 0 與
一九四四年的奧運停辦，以迄一九四八年的倫敦奧

運，我國才再一次遴派籃球代表隊。由於十四屆奧
運會適在我國第七屆全運會後，故奧運隊乃根據全
運會成績選拔。
戰後我國籃運異常蓬勃，上海一地尤甚、中西
勁旅林立，那時菲華群聲、黑白兩隊、南京輜汽十六
團七虎隊前身、杭州空軍官校大鵬隊前身、海軍官
校海光隊前身等均在上海活躍，故七屆全運籃賽好
手如雲。最後選出十二人奧運代表隊，計有蔡文華、
李震中、蔡忠強、吳成章、包松圓、于瑞章、賈志軍、
李世僑、黃天錫、餘進、陳金德、陳金植兄弟。不過、
陳金德兄弟因痛心在全運決賽中失去王座、竟憤然
放棄出席奧運，致代表隊實際僅有十人，影響了代
表隊實力。全隊由江良規任領隊，宋君復為教練、李
震中為隊長，但其後代表隊於赴倫敦途中道經新加
坡比賽時，李震中不聽教練指揮，又摘去他隊長之
職，改以蔡文華替代。
十四屆倫敦奧運有卄三個國家參加籃球項目
全部參賽國家五十九個，我國在預賽時排在第二
組，取得三勝二負成績，以卅六比卅四擊敗比利時、
四十九比四十八挫韓國、一百廿五比十五大敗伊拉
克創奧運籃賽得分最多與比差最大紀錄、但以廿四
比卅九負於智利、及以卅二對五十一敗於菲律賓。
其後在落選賽中僅以五十一比四十二勝瑞士、餘戰
盡墨，名列第十八。l
十四屆奧運後因國共內戰擴大，致第一屆世界
盃、第一屆亞運會、十五屆奧運會都無法派隊出席。
其實、第十五屆芬蘭奧運於一九五二年在赫爾辛基
舉行時，我國曾遴選出代表隊準備參加的，可是芬
蘭稍後又同時邀請了中國大陸、經抗議未果、乃中
止此行。這一屆的代表隊只有十人，計為賈志軍、廖
滌航、霍劍平、蔡文華、遊健行、淩鏡寰、于瑞章. 賴
連光、李世僑、林珠德等。以上十人，賈、蔡、于、李均
二次出任奧運國手，餘皆首次膺選，其中游健行於
奉命飛大陸擔任偵測任務時不幸傳言墜機、但後來
又有消息，遊並未殉職，而且不久還隨中共代表隊
遠征印度。最可惜的是廖滌航，一生馳騁球場、隨輜
汽十六團與七虎隊東征西討、這一次總算是當選了
國手，卻落得個有名無實，而且再也不曾有過第二
次機會，真是時運不濟。反觀霍、賴、淩諸人、無不從
此青雲直上，國手生命輝煌綿長。
兩年後的一九五四年，中華隊的活躍又恢復正
常，先後出現在第二屆馬尼拉亞運、和在巴西舉行
的第二屆世界盃，而且戰績傲人，備受國際籃壇側
目。亞運在是年五月舉行、有八國派隊參加籃球一
項，我國與?國、印尼、日本列在第二組，結果中華隊
以七十三比四十六敗泰國，以九十六比五十四大勝
印尼、以六十二比四十五擒日本而以分組第一名晉
入決賽。在決賽中首遇韓國、以五十六比五十三力
戰取勝、次戰再逢日本、曰隊為雪前恥，一直遙遙領
先我隊，尚餘五分鐘時仍以五十比卅八超前，不少
觀眾認定我隊必敗、已紛紛離席，不料林應年連罰
八分、投進兩球、扭轉了敗局，終場反以五十七比五
十三挫走日本。可惜最後對菲律賓一役，在菲隊以
卅四比廿七領先之後改用搓麻將戰術整整搓掉了
十二分鐘，我隊的美國?練郝聖格竟亦讓我隊按兵
不動、全場看著菲隊搓麻將一直搓到終場，最後的
比數仍是卅四比廿七。這次代表隊陣容是隊長蔡文
華、隊員淩鏡寰、王毅軍、霍劍平、唐雪舫、賴連光、
吳乙安、潘克?、楊比福、葉克強、李世僑、林應年、姚
華瑾。
第二屆世界盃的國手陣容及第五名戰績、我在
克難隊的成軍經過一文中已有介紹，不再重複。但
值得強調的是、本屆與賽的十二隊中、美國、巴西、
加拿大、南斯拉夫、智利、菲律賓、法國、烏拉圭、秘
魯、巴拉圭及以色列，無一弱者。比賽採分組單循環
制、我隊前後在初賽與複賽中跟美國等七隊交鋒，
雖然我隊僅勝了加拿大和以色列，可是與烏拉圭、
加拿大同為二勝五負積分九分、最後美國冠軍、巴
西亞軍、菲律賓第三、法國第四、我隊在與加、烏兩
隊勝負分相抵計算下、以正八分名列第五、烏拉圭

節，左鄰右舍都
那兒享受大團
圓，我跑出去喊
人家，討厭不？”
“也是。”
“那你就在地上
幹躺著？”
“我的身子骨兒......還行。”
“有沒有摔壞了哪兒？”
“腦門子......和鼻子尖兒有點兒火......火
辣，別的地方沒.......感覺。”田農花邊打
噴嚏邊說跟老伴說：
“你把椅子上......上
的那件藍絨衣......塞在我的身底下，你
就睡......覺去吧。”
“塞棉被不比塞絨衣暖和？”
“別別，我舍......不得！”
“遭罪的命！”張大彪抓過絨衣往腳下一
鋪，蹲下身子，一手抓著老伴兒的膀子，
一手抓著老伴的胯骨，用力一掰，老伴側
身了，卯足了勁地再一掰，老伴正臉了。
一輪方升起，炭紅炭紅的。上半身躺
在涼地上，下半身撂在絨衣上的田農花
忘乎一切地等待著，等待著......
月上樹梢，透過大扇的玻璃窗，一方
銀白色的寒光射進了農花家。明月下，頭
髮灰白的她，正吃力地抬起了右胳膊，砂
紙般的手掌，緩緩地由腮邊上搓，枯枝樣
的手指沿著清瘦的面頰漸進眼角。她用
那彎弓的指節一下一下地蘸著眶內的
淚，想兒子了，遠在紐約的張振寶啊......
再有十幾個鐘頭，那輪皎潔的明月就轉
到兒子的所在地了。振寶，娘的兒啊！出
國五年，年年的中秋節你都和娘說句話，
今年怎麼聽不到你的聲兒呢？娘啥都不
求，就求你安安生生，娘什麼也不怕，就
怕你......。陰存的恐懼攪拌著熱切的期
盼，在老人那尚未枯竭的心海裡加大力
度地翻騰著，翻騰著......

等電話 宋曉亮
62 歲的田農花剛要伸手到桌上去
夠電話，就?當一聲,從硬板床上跌在了
深秋過後的水泥地上。比她早出生三年
的丈夫蜷在隔壁的熱炕頭上，側著耳朵
聽了一小會兒，沒往心裡去。
“張......大彪......快......來.......”嘴啃
涼地的田農花有氣無力地呼喚著。
張大彪沒好氣兒地嚷：
“不睡覺，瞎
整啥動靜！”
“我.....我......”
“你怎麼了？”
“我摔......摔地上......”
“爬起來不就得了。”
“我爬......爬不起.....來。”
張大彪急忙拉亮電燈，披上夾克，慌
裡慌張地把兩隻肉腳捅進了的賊硬的塑
膠拖鞋裡：
“老讓你小心點兒，你偏不
聽。”他沖到了老伴跟前：
“咋就摔地上了
呢？”
“等不來兒子的電話，我一著急就探
著身子去摸......"
“你腦袋讓門擠了!他不來電話，你
一摸那裡面就能出聲兒啊？”張大彪邊叨
嘮邊抄起老伴的雙臂：
“哎媽呀，你咋跟
個大鉛砣子似的，我死活拽不動啊！”
“ 別 拽...... 拽 了，再 拽...... 就 把 我
拽......散了。”
張大彪喘著粗氣：
“獨生兒子遠在美
國，我不拽你，誰拽你！”
“求鄰......鄰居幫......幫一把......”
張大彪把腰直了起來：
“今天是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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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四分列第六、加拿大負十二分第七、以色列第
八。此外、這批國手因奉命轉去中美、北美慰問僑
胞，還傳來兩段佳話，潘克廉在美國得美女垂青，藉
機留美求學成家，姚華瑾在巴拿馬喜逢佳人，也留
在巴拿馬樂不思蜀。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去巴拿馬
訪問時、曾在馬星野大使的歡迎餐會上遇到姚，他
已在隨岳父做生意。
一九五六年、有澳洲墨爾缽第十六屆奧運會的
盛事，我代表隊仍然由台、港、菲三地產生。十二人
中台灣八人、淩鏡寰被選為隊長、餘七人是霍劍平、
盧荷渠、唐雪舫、王毅軍、朱聲漪、賴連光與陳祖烈、
香港有吳乙安、楊比福與錢國楨，菲律賓只葉國強
一人，教練由美國歸主隊教練許彼得出任。初賽時
我隊與韓國、烏拉圭、保加利亞三隊列第三組，結果
我隊僅以八十三比七十六敗韓國、但以六十二比八
十五負於烏拉圭、及以七十一比八十八不敵保加利
亞而遭淘汰。稍後在落選賽中、我隊再與同在初賽
中遭淘汰的澳大利亞、新加坡、泰國同組、三戰皆
勝，與澳大利亞晉入九至十二名的名次賽，但不幸
首戰就以六十一比八十二慘敗於日本、失去了爭奪
第九名的機會、最後一戰再以八十七比七十二擒服
澳大利亞而列名第十一。
越兩年、第三屆亞運在日本東京舉行，代表隊
還是由台、港、菲三地遴選，港區老國手吳乙安、楊
比福、錢國楨均歛跡、菲區葉國強因籌辦婚事棄選、
乃分別以新人黃國揚、李國泰、施徫念接班。國內則
由克難隊七人與國光隊四人膺選、計為霍劍平、唐
雪舫、淩鏡寰、賴連光、陳祖烈、鄭德源、王毅軍、羅
繼然、盧義信、舒耀煌、傅達仁等。以上國光隊羅、
盧、舒、傅四人與海外三人均屬首次當選，舒、傅與
施偉念更僅此一次。
參加三屆亞運籃球項目的只有十國，我隊在初
賽中以一 0 二比六十四勝印尼、以九十五比七十二
勝高棉、以七十三比六十九勝韓國，以分組第一名
晉入決賽。嗣在決賽中先以九十二比八十敗新加
坡??新隊中的主將黃天鍚曾是我國倫敦奧運國手
之一、繼以七十六比六十七挫泰國、更以九十三比
八十八力擒菲律賓、唯最後與日本一戰、被日本佔
人和地利之優、於延長賽後以八十五比八十七兩分
之微引恨、屈居亞軍。
第三屆世界盃較預期時間?遲，我隊到一九六 0
年元月才出發前赴智利。角逐本屆世界盃的球隊有
十三隊，初賽分三組，我國和美國、阿根廷、阿聯同
列第一組、蘇聯、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為第二組、菲
律賓、烏拉圭、波多黎各、保加利亞屬第三組、主辦
國可免?加初賽。照此分組形勢，美國是世界冠軍、
阿根廷是首屇世界盃冠軍、阿聯是中東冠軍、沒有
人看好我國，詎料我在首戰以七十一比六十九力克
阿聯、第二戰雖敗給美國、但第三戰郤以六十三比
五十九擊退阿根廷、而與美國同步晉級。
不過、在決賽中除蘇聯與保加利亞面對我國時
均棄權掛零外、我隊連戰皆北。先後以八十五對八
十六不敵智利、以七十六對九十四受挫巴西、以六
十九對八十五輸給美國、並以八十一對八十五失手
波多黎各，可是在勝負計分下、我國仍蟬聯第五、亞
洲冠軍菲律賓因未晉級決賽而降列第八。這屆我隊
國手是教練蔡文華、隊長唐雪舫、隊員陳袓烈、黃國
揚、丘俊賢、李國泰、霍劍平、李南輝、羅繼然、盧義
信、賴連光、其中丘俊賢、李南輝兩人為初選。
一九六 0 年初，還有第一屆亞洲盃籃賽在馬尼
拉舉行，我代表隊先由選拔委員會選出廿八人、交
由美國教練史賓塞全權集訓後淘汰產生，結果教練
留下來十四人、即陳祖烈、唐雪舫、賴連光、謝恆夫、
謝天性、羅繼然、盧義信、黃國揚、李伯??、楊鵬傑、
蕭辰雄、馬雲飛、劉金龍、卲世玉。被淘汰的包括了
李南輝、陳金郎、張鈞、孫孝增等。前國手丘俊賢本
屆轉投香港隊，菲僑葉克強、李國泰這次未回國參
選。
只有七國參加首屆亞洲盃，中、菲、曰、韓、港、
印尼與馬來西亞，我國以六戰五勝一負的成績和

八月十六日下午，在大連郊區的一
家醫院裡，主治醫師面色凝重地看著張
大彪：
“經檢查，你老伴有腦出血現象。”
“啥？”張大彪把兩個大圓眼瞪到了
扁平的腦門兒上：
“她腦溢血了？！”張大
彪咕咚咕咚地咽了兩口吐沫：
“剛抬她上
木板車時，她半邊身子就沒有知覺。我還
以為是在地上躺久......”
“整不好就半身不遂了！”年輕的女護士
直視著張大彪：
“你親口說的，她用涼水
洗的澡，又在涼地上躺了一夜一上午，你
怎麼不早點......”
“一開始，她就說不用上醫院。她說在地
上躺會兒自己就起來了。”張大彪倆眼發
濕：
“說胡話時，她都叨嘮著要在家裡等
兒子從美國打電話來。”
“等吧，等出個好歹來就踏實了。”
男醫生一抬手：
“別說了！”他轉過臉
來：
“大爺，護士的心情，你應該理解，她
是為大娘著急呀！”
“我不著急嗎？她要是真的半身不遂
了，誰給我做飯哪！”張大彪自知說漏了
嘴，忙改口言道： “都怪她二窮摳，中秋
節要洗個澡，還捨不得用熱水，老想省錢
給兒子。”
“大娘若在剛摔著的時候就來醫院，
情況會比現在好很多。”
醫生歎息。
“來晚了，後悔也沒用。”張大彪耷拉腦袋
了。
“我們還是有辦法救治大娘的。”醫生拍
著張大彪的肩。
“那得花多少錢吧？”
。
“你先交上一萬元的押金，我們邊治邊
看。”
“啊？一萬元？！”張大彪搓著白白的胖手：
“我是個出納員，退休後一月才領 990 元.
她 是 農 村 婦 女，沒 有 醫 療 保 險，沒
有......”

菲、日、韓三隊晉
入決賽。初賽中之
一負、就是負給菲
律賓。決賽時連敗
日、韓，還是負於菲律賓，故僅得亞軍。不過，這次能
兩敗宿敵日本與韓國，國手們也深覺慶幸。首戰韓
國是以七十八比七十一得勝、次戰再以九十五比八
十五臣服韓國。對日兩戰、一為七十一比五十九、一
為八十四比六十九，但我隊就是難敵人高馬大、完
全美式打法的菲律賓隊。
一九六 0 年八月，十七屆奧運在羅馬召開，我
代表隊分五期慎重選拔，首期多達一百二十人候
選，第二期留下克難、國光、虎風、陸光、中興五隊。
而後淘汰陸光、中興，至第三期剩下克難、國光、虎
風三隊，少數陸光優秀球員則分別配進所留三隊，
然後易名為民有、民治、民享三隊、進入第四期，至
此已僅剩下廿八人，包括香港的黃國揚、菲律賓的
葉國強、李國泰、呂??光、由美返國的潘克?等。香港
的丘俊賢與馬鴻堯二人因曾代表過港隊，未允參加
決選。
到第五期時、廿八人分為中華藍、中華白兩隊
作五場對抗賽，然後由十五名選拔委員票選出正選
十二人與候補兩人。這十四人是隊長陳祖烈、隊員
唐雪舫、賴連光、黃國揚、葉克強、羅繼然、李國泰、
盧義信、邵世玉、李南輝、謝天性、鄭錦和、與候補謝
恆夫、孫孝增。教練仍聘美國佬歸主隊教練歐德里
出任。
中華隊離台前往羅馬時、我也離開了中華日
報、不再過問體育新聞。??過，時而仍有這些老友的
消息。有一次回國、去臺北南勢角掃墓中途碰到淩
鏡寰，他已是一家供應煤氣公司的老闆。一九六四
年年底去紐約、見陳祖烈的太太沈斐文擔任我駐聯
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王叔銘的秘書，陳本人則在聯
合國通譯部門中文組?職，我國退出聯合國後、他旋
即返台、先後出任過國光隊、台銀隊教練，最後好像
從事建築一行。
唐雪舫宦途最暢，球鞋高掛之後、曾任臺北市
交通大隊隊長、臺北特別巿政府交通科長、臺北市
公車管理處處長等要職。王毅軍以後任飛駝隊以及
中華隊教練，完全退休後、開餐館做起老闆來了。賴
連光由高雄來、不打球之後又回去高雄，在私立道
明中學任體育教員。謝天性留師大任教、升任副教
授後不久去了南美洲為外邦培訓人才，謝是個全才
運動員、曾當選過田徑賽跳高國手、排球隊國手及
籃球國手，一度還朝十項全能運動發展過。羅繼然
擔任過一陣台銀隊教練後、說也下海從商了。
盧義信很早就來了美國、由餐廳打工而成為兩
家餐廳的老闆，一九七 0 年我在餐廳碰到他，還邀
我跟他們的美僑籃球隊一起回臺北作懷舊之，他
說；那時的美僑隊將有陳祖烈、劉忠宏、盧義信、顏
憲舜、沈大川、郭力、李東陽、馬立凡、馬玉文等，實
力?對可與國內甲組隊一拼。霍劍平與同輩人相較、
籃球壽命最長，而且他還有個漂亮女兒霍世澄克紹
箕裘、在華航女籃隊打中鋒。李南輝因為迷戀艷星
葉楓而幾成星公、葉楓小名玖齡、比南輝大好幾?、
而且葉楓曾嫁過給印度人、所以南輝的父親李萬居
與家人都不贊成兩人結合、為此兩人曾私奔夏威
夷、足見南輝對他玖?姐愛戀之深。不過最後南輝的
另一半則是同在夏威夷唸書的香港女籃代表隊之
花諸素荷、且夫妻二人神仙雙修、以後均取得博士
學位。
除以上諸國手、邵世玉退休後曾任大同水上樂
園的經理、最後去了紐約發展。蕭辰雄也去做生意
了，謝恆夫由國手而臺北巿銀隊教練、又回他毌校
淡江大學任副教授、最後也和卲、蕭、盧等一樣下了
海。鄭德源是政工幹校二期畢業、故曾回幹校任?，
稍後跑去螢橋國中出任總務組長。舒耀煌在國光隊
時期就歸宗回姓王、他是我國籃球國手中唯一的
“星爸”
，女兒王祖賢在影藝界已甚有名氣。

續伯雄

“給你兒子打個電話，把他母親的情況告 來，搶回來！”
訴他。”
“鈴......”
“不，不，我老伴肯定不同意。錢的事 “ 響 了，響 了......”田 農 花 滾 著 淚 滴 喊：
我會想辦法整，你們就動手治療吧！”張 “快把話機子拿過來，快！”
大彪拱手懇求。
“好，給你，給你......”
心剛命不隨，是田農花給自己算的 “兒子嗎？”
田農花淚如雨下。
命。在醫院裡躺了 18 天，掏空了家裡的 “媽，是我。媽，這些天您和我爸都去哪兒
老底兒，所換回的___神智清醒能說話。 了？我從八月十八就往家裡打電話，可就
至於起身下地，用兩條腿走路，但憑運氣 是沒人接，我快嚇死了！”
了。躺在自家的小床上，她自言自語地叨 “我......我和你爹去，去咱老家旅遊了半
咕著：
“振寶，娘都這樣了，你咋還不來個 個月。”田農花用右手攥著話筒：
“兒子，
電話呢？”
你，你出啥事吧？”
張大彪兩眼瞪著電話機：
“瞎等個啥 “我.....我沒啥事。”
呀，振寶哪知道你半邊身子動不了啦！” “不對，你有事瞞著媽。”
張大彪語帶埋怨： “說給他打個電話， “ 沒......”振 寶 咽 了 口 吐 沫：
“我沒騙您
你又不讓。寫封信你也不讓。”
呀，媽！”
“往美國打電話，你會嗎？你知道先撥哪 “就你這一咽吐沫，媽就知道你在說謊。”
個號碼？寫信，你會用那英國碼子寫信封 “您別這樣呀，媽。”
嗎？”
“照實說，媽急著聽。”
“老不打，老不寫，就老也不會。”
“前，前些日子，我，我發熱，咽痛，流涕，
“我這就讓你打，這就讓你寫，你行嗎？” 咳嗽，頭痛，到醫院一檢查，我被傳上了
“信封寫不了，打電話可以到電話公司去 ‘豬流感’
，經住院治療，現在全好了。媽，
找業務員幫忙啊！”
您就放心吧，您兒子壯著哪！”
“頭些年，聽人說自己往美國打電話一分 “啥，你‘豬流感’了？
！”
鐘就得花 1 塊 2，這要是找人幫忙......” “媽，別擔心，我沒事了，真的！”
“我就說一句，
‘振寶，往家裡打個電話’
， “兒子，回來吧，這美國咱不呆了，回來
就趕緊撂下。”
吧！”
“要是找不著兒子，聽不到他的聲兒，那 “媽，您別操心，您和我爸都沒事我就踏
可就糟啦！”
實了.”
“你的意思是，就這麼乾等心裡倒有個念 “只要能按時聽到你的聲兒，我和你爸就
想？”
啥事都沒有。”
田農花哭了：
“人生在世就這麼有數的幾 “媽，那我掛電話了。”
十年，日子過得再富裕，可一家人老這麼 “掛電話？掛電話......對，對，掛了吧！媽
天南地北地分著，多好吃的東西，多高興 忘了，這是跨國長途電話呀。”
的事，都變苦了，苦得打哆嗦呀！”
田農花把臉貼在發熱的話筒上，貼著，貼
“好男兒志在四方。這可是振寶離家時， 著......
你親口說的。”
“現在我改口了，我想去美國把兒子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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