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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的看法。幾天後，胡先生再度廣播，題目是《我們必須選擇
我們的方向》
，答覆了陳先生上次給他的疑問與難題。陳先生去
近來，我在家翻翻《古文觀止》
，重讀初中時代（1946 –
信向他這次廣播道賀
，他回函邀請陳先生到北平（今北京）胡府
1948）在故鄉溫州，老師教過的幾篇文章：
《桃花源記》
、
《五柳
先生傳》
、
《陋室銘》
、
《醉翁亭記》
、
《岳陽樓記》
、
《歸去來辭》
、
《滕 會晤。從此兩人關係日趨密切，陳先生終身視胡先生亦師亦友，
王閣序》
、
《蘭亭集序》
、
《諸葛亮前出師表》
、
《馮暖客孟嘗君》
、 如沐春風。環顧臺灣地區當前所謂政壇要人，他們均係留美之
《祭十二郎文》
、
《李陵答蘇武書》
、
《前赤壁賦》
、
《諫院題名記》
、 士，如收到像國是建言之類函件，均視若無睹，置之不理，石沉
《祭妹文》等。當年在故鄉，大家都不會說普通話，講的全是溫 大海，連最普通“來函收悉，謝謝”的禮貌信，都不回一封；這類
州本地話，包括教書與唸書。記得這幾篇古文，老師幾乎都要同 見聞，不勝枚舉。彼等逆時代潮流的官僚習氣與胡先生君子之
學們背的。這已經是六十六多年前的事，但如今我一翻到它，很 風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在胡先生去世後，陳先生重讀一些胡先生的舊信件，寫了
自然地會以溫州土話，朗朗發音，唸起來了；這令我想起初中住
九篇紀念的散文
，收集於《在春風裡》
。他們之間的信件往來，不
校時，在晚間自習與同學一起背誦古文的情景。回憶雖樂，但對
是世俗的問候或彼此的關懷
，
而是談學問與論事
，都令我印象
歲月感嘆之情，亦油然而生！
很深刻，其中有:
不可諱言，因年代已久，現今記憶力已衰退，我不但背
不出來那幾篇古文，甚至連有些自己常用，或常讀到的名
言與名句，原來就是出自其中，都想不起來了。例如:‘苟全
性命於亂世’是出自諸葛亮（181 - 234）的《前出師表》
‘不
知老之將至’是出自王羲之(303 - 361)的《蘭亭集序》
；
‘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與
‘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
之可追’是分別出自陶淵明(365 - 427)的《五柳先生傳》
與《歸去來辭》
；
‘物換星移’是出自王勃（649 – 676）的
《滕王閣序》
；
‘視茫茫，髮蒼蒼，齒牙動搖’
與
‘天之涯，地之
角’是出自韓愈（768 – 824）的《祭十二郎文》
；
‘先生之
風，山高水長’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
分別出自范仲淹（989 – 1052）的《嚴先生祠堂記》與《岳
陽樓記》
；
‘汲汲於名，汲汲於利’是出自司馬光(1019 1086)的《諫院題名記》
；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是出自蘇軾
（1036 - 1101）的《前赤壁賦》
。對少年熟讀的古文記憶模
糊，雖感嘆萬分，但無情的歲月，實有以致之！
我亦重溫了高中時（1949 - 1951）讀過的古文，其中
一篇是韓愈的《爭臣論》
。當我讀到那句「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就很自然會想到目前
(一) 有一次胡先生回到臺灣，陳先生去看他，他說: 「你幾
臺灣地區，在政治舞台上的那批所謂達官與民代，能盡職與善 時回來的? 」陳先生說：「我從哪兒回來? 」胡先生說從美國。陳
進言者幾希。怎不令人浩嘆！
先生回答：「我作夢也沒有做到那兒去。」胡先生回美後，就寄來

《古文觀止》

《陳之藩散文集》
陳之藩先生（1925 – 2012）生前是一位電機工程名教授，
亦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散文作家，遐爾聞名。他的《散文集》有三
個部分：
《旅美小簡》
、
《在春風裡》與《劍河倒影》
。七年來，我瀏
覽這本散文集無數次，每看一次，都有不同的領悟，是我百看不
厭的好書之一。
胡適先生（1891–1962)比陳先生年長卅四歲。他們相識
很傳奇：陳先生在天津上大學三年級時，聽了北大名教授胡先
生一段廣播，當晚寫了一封信給胡先生，對胡先生廣播內容提

Friday, July 25, 2014

一張美金四百元支票給陳先生，協助他來美深造。陳先生來美
後，很快就還了這項借款，胡先生的回信說：「其實你不應該這
樣急於還此四百元。我借出去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
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
，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這個故
事令我想起當年抗日初期「高陶事件」的主角高宗武伯伯
（1906 – 1994，先父小學同班同學）與高伯母從香港來華府定
居，那時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是胡先生，高伯伯與胡先生兩人是
老友。為謀生，高伯伯與高伯母決定從事毫無經驗的股票經紀
人的行業；一開始時，胡先生就拿了一筆錢給高伯伯，委託他投
資買賣股票。胡先生就成為當年他的第一個客戶。後來高伯伯

季蕉森

的股票行業很成功。胡先生過世後，高伯伯將胡先生的投資戶
頭的全部盈餘，面交胡夫人。很意外，她居然不知有此事，因胡
先生從未將此事告訴過她。當年胡先生是假投資之名，實際上
是協助高伯伯在華府謀生。這亦就是像前面所提到的「一本萬
利」與「永遠有利息在人間」。胡先生雖已作古，但他高尚的品
德，有如他學術的成就，永遠遺留在人間，讓後人讚賞敬仰。
(二) 在陳先生紀念的散文裡，有一段是這麼寫的：「胡先生
每信全有年份，不難考證。我給他寫信時，如果忘了寫年份，他
回信必定是“不要忘了寫年。”」 胡先生生前在考證方面亦有很
大的成就，著有《中國章回小說考證》
。他重視年月日的加註，是
為了便利後人考證。我自從練習寫文章，每篇的末尾必加上年
月日，若剛巧遇上特別節日，如新年、端午、母親、父親、中秋等，
也一起加註；這是為了日後自己記憶力發生問題時，讓我知道
這篇文章是何時完稿的。我這個習慣不是學別人的，
也是我性格的一部分。從陳先生的散文集中，我發現
自己與這位近代偉人胡先生，有這樣一個相同的習
慣，真是意外；我在此一提，絕對沒有絲毫“高攀”大人
物的意圖。

《南懷瑾談歷史與人生》
1951 年底，我畢業於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現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高中（高五班）
。我們有本小
小、薄薄的畢業通訊錄，這麼多年來我還一直保留著
它。有時會拿出來看看，裡面印有導師姚谷良（即名書
畫家姚夢谷）先生的親筆贈言：「非靜無以成學，非學
無以廣才；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說實
話，對姚老師的贈言，每次我都是過目了事，如同耳邊
風，從來就沒有好好的靜下來，仔細想一想它的涵義，
當然更不知道它出自何處？
我有一本練性乾先生 1955 年編，在臺灣出版的
《南懷瑾談歷史與人生》
，亦是我時常翻閱的良書之
一。南懷瑾先生（1918 – 2012）係溫州人，生前是一位海內外
聞名的哲學家、國學大師；據說，從達官貴人至販夫走卒，都尊
稱他南老師。
日前我重溫《南懷瑾談歷史與人生》一書時，才想起六十三
年前，姚老師給我們同學的那幾句畢業贈言，原來是出自諸葛
亮告誡他兒子應如何作學問的一封信裡。於是，我再三細讀書
中第 298 頁的“諸葛亮的誡子篇”
。默想自己一生，才疏學淺，一
事無成。現年逾八十，已到了【雖知
“澹泊”
，但無
“志”
可明；雖能
“寧靜”
，亦無
“遠”
可致】的地步。時不我與，悔之晚矣！真是愧對
姚老師的教誨！
2014 年 7 月 21 日 於馬州

親愛的讀者：為了讓這份社區報紙內容更好更豐富,請您告訴商家,您的資訊來自亞特蘭大新聞,謝謝您!
華府人物

千里馬與伯樂

千里馬是能日行千里難得一見的駿馬。伯樂則是一位能夠
一眼就認出馬優劣的奇人。不識千里馬的人，把千里馬當普通馬
看待，以之拉車負重，非但不能把工作做好，反而浪費了牠的特
殊才能。這猶如叫一個有學識的人去耕田挑大糞一樣，浪費了人
才。
千里馬如果能遇上獨具慧眼的伯樂，就能一躍而上，發揮牠
的特殊能量。有學識才幹能力的人，如得不到識人的有力人士欣
賞擢拔，他可能埋沒一世，默默以終。也許靠自己的努力，也能名
揚四海，攀上高山，但一定要花很多的時間與努力。這個世界是
互相效力，以求前進發展成功的，如果單打獨鬥，花許多的時間
與人力，成功還可能是一個不定詞。
2014 年 1 月 19 日，世界周刊上，陶銘先生寫的悼夏志清教授
一文，我讀後有很多感慨。從這篇文章，我知道：

吳崇蘭

（一）夏志清是美國長春藤盟校的名教授。
（二）夏志清曾撰寫英文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並有中譯本。這是一
部在文壇上有份量，有一定影響到書。作者的身價也自然隨書而
漲。
（三）夏志清曾說：
“我捧誰，誰就紅”
（四）潘琦君的一本散文集正暢銷。夏志清曾為此書寫序文。她聽
了夏志清說他捧誰誰就紅的話，即說她的書不紅，也不黑。她不
需要別人捧。
(五) 大英百科全書每年出版一個分冊，其中有一條請介紹這年
他為最出色的作家。執筆人向夏志清請教時，夏志清立即告訴他
“潘琦君”
這五點組合起來，我們可以知道：
夏志清是一位有坦蕩蕩胸懷的君子。只是他當時說“我捧

誰，誰就紅”那股志得意滿的驕氣，顯得不夠君子，不夠謙虛。固
然這是事實，因為中國人對於成了名有了權的人，一向都是唯命
是從，放個屁都是香的。這也算中國的特殊文化吧！潘琦君的文
筆不錯，但有了夏志清作的序，更是錦上添花，不能說沒有一點
作用，畢竟夏志清那時在文壇上已有一定的地位。她要否決夏志
清的捧，一定也是受不了那句捧誰誰就紅的話。儘管那也是一句
實在的話。但話中有小小的語病。因為那個“誰”決不是“隨便那
個人”
。而是寫作的人。甚至有一定成就的人。記得於今人人都熟
悉的張愛玲，就是夏志清點名提拔的。總而言之，千里馬能夠遇
到伯樂，就是幸運。如果遇不到呢，切切不可以在家中坐等。也可
以自己去尋，去找。譬如說，你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書）贈送給你
認為的伯樂…只是我好像說得頭頭是道，實際上我就是一個小
家中等的失敗者。我自認為我也是一匹千里馬呢！哈哈，可笑。不
過，我今年九十歲，從開始寫作到今天，也足足寫了七十多年了
呢！
啊！千里馬，千里馬，願你們都能遇上能夠欣賞你的伯樂。也
但願那些伯樂，也能眼觀四方，耳聽八方，注意一下那些千里馬！

我的腿美不美? 郵輪上的風笛聲
倪倩
有一位心直口快的朋友, 在許多人面前指著我, 大剌剌的說: "妳們
看,她的腿好難看". 我略為一驚. 乾脆提起裙子, 露出我的兩條腿說: "難
看嗎? 我覺得我的腿美極了". 朋友們開始議論紛紛, 討論我的兩條腿. 有
的說: "右腿還行, 左腿太細, 不直". 有的說: "的確不太好看"。
我忍不住提起幾十年前的往事。那時我還年輕, 有一個兩歲的兒子。
過年了，我由華府帶著他，回臺北看外公外婆。外公外婆看著從未謀面的
外孫, 自是疼愛有加. 一家人都沈浸在久別重逢的喜悅中。我忽然想起左
腿膝蓋關節處，長了一個一公分大小的硬塊。在華府時也看過醫生.醫生
說無妨. 並為我打了一針. 爸爸知道此事，對我說 : "凡不屬於身體的腫
瘤, 都應當拿掉"。並績極安排我去醫院動手術. 由骨科主治醫師親自為
我動刀。
幾天後,我聽見媽媽手拿著電話筒, 聲音空空洞洞的問: "有沒有冰凍
切除!"。她放下電話, 匆匆忙忙的要出門. 我向她追問. 她含含糊糊的說要
我待在家裡. 我心覺得有異, 對媽媽說: "我要一起去, 我自已的事, 我應
當知道." 兩人匆忙趕到醫院. 院長,骨科主任已在等候. 我聽到了晴天霹
靂的消息 --我得了癌症. 要從根處切除我的左大腿。不知道是如何回
到家, 只覺得天昏地暗,淚流滿面,整個人無法思考。
有位朋友說, 妳既從美國回來, 應回美國找名醫. 一語驚醒夢中人.
由骨科主任的介紹, 並預約. 我帶著醫生給我所有的資料,一人來到紐
約. 家人及朋友們在機場為我送行, 媽媽抱著我, 不肯放手. 爸爸吩咐我,
必要時,在美國裝了義肢再回來. 感覺有如生離死別。
由紐約名醫開刀, 縫了十八針. 清除左關節內所有的肌肉組織. 那年
紐約的冬天，大雪紛紛。手術後的我，每天拖著病痛的腿,踏著冰雪,坐地
鐵去作化療。心中戚苦. 我原本應在臺北和家人一起過年的呀! 二個多月
以後,我回到臺北。機場內，兒子摟著保姆的脖子,，偷偷地打量著我。多麼
健忘的兒子呀!
朋友說我的腿醜! 我說我的腿美! 您說呢？

孟悟

一提起風笛和格子裙，就會聯想起蘇格蘭的傳統文化。加拿大的哈裏發克斯因為是“新蘇格蘭省”的省會，移民
們繼承了 這份傳統文化，同時也要把文化發揚光大。當郵輪停泊在哈裏發克斯的時候，當地的一個民間藝術團，上郵
輪為眾人演出，演出前，主持人介紹了風笛的功能和種 類，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
風笛的英文是 Bagpipes，如果直譯，那就是“袋子管弦”
。
“風笛”這個中文單詞，真是翻譯得雅趣盎然，你 想想看，
風笛，風笛，風中的笛聲，穿林渡水，虛檐轉月，轉過月下的梅花，留下縹緲的余韻。如果要較起真來，風笛真不是那?有
詩意，風笛有個袋子，袋子是用 什?做的？豬啊，牛啊，羊之類的動物皮制作的，袋子裏裝滿了空氣，吹奏者要吹出音
樂，就得對著那動物袋子一直吹氣。
郵輪上的風笛吹響了，聲音很洪亮，亮到高處，突然變得尖銳起來，耳朵開始招架不住。朋友克娜後來告訴我，她
不喜歡風笛，那音樂聽起來像千百只蜜蜂在她的腦門裏打群架，同時又像 指甲殼慢慢劃過粗糙的毛玻璃，各種難以
忍受的噪音，都被她用來形容風笛。不過她也承認，在郵輪上有個機會了解風笛的知識，也算是一種經驗。若是有風
笛的音 樂演奏會，她說請她去她都不會去。
風笛演奏雖然不是那?賞心悅耳，但是演
奏者的服飾倒是頗有易趣，值得品味。仔細看
看，能看出之間的差 別，有的格子裙前面掛著
小包，有的拴著一對馬尾毛，馬尾毛也好，小
包也好，都是服裝的傳統裝飾品。克娜說，她
曾去過蘇格蘭，看過格子裙前面懸掛過劍和
匕 首，那可能是真正的戰士，或許跟舞臺上的
表演者有區別。
在郵輪的咖啡館裏，偶遇一位蘇格蘭人，
克娜心直口快，說風笛難刺耳極了。蘇格蘭人
一點也沒生氣，他說風笛最初是用在戰爭中，
鼓舞士氣，激勵官兵奮勇擊敵，跟戰鼓的作用
一樣，怎?可能期待風笛的聲音悠揚悅耳，抒
情動聽？漫漫的歷史長河裏，英國與法國歷史
上不知打了多少戰，英國士兵只要一聽見熟
悉的風笛聲，縱然在夾擊圍攻中，也能拼殺出
一條血路。而當風笛高昂奏響時，法國 士兵心
散魂飛，部隊在無形中遭到分割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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