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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 巴 西 的 承 傳         廖仁煌 

生命是很奇妙的，我們的父母給了我們生命，我們又給了我們的孩子生命；綿延不斷、生生不
息。當然，我們也延續了上一代人傳給我們的文明與文化，並不斷創新生活在現代世界所需的「科
技」產物。現在的小孩，接受的資訊因此又快又多，顯得特別聰明，如果父母不能跟著成長，親
子的代溝就會愈來愈嚴重；對於在巴西僑居的華僑而言，情況亦然。 

六十年代，移民熱潮將我的父母推到了巴西。那時，他們一句葡文也不會，而許多鄉親也是這
樣，一個牽一個…。過海到一個完全陌生，不會說、不會聽、也不會看的地方。為的是甚麼？ 

早期移民者的心態，雖然有的是為政治因素，
但是，大部分都是想要為後代子孫尋找一個更好
的環境。不可否認，這些先鋒們的選擇是正確
的。地大物博的巴西，有容納百川的胸懷，氣候
宜人、生活費用低廉、人民安居樂業、熱情、不
排斥華人，接納了一批又一批的鄉親……。直到
七四年中巴斷交，才開始降溫；可是還是阻擋不
住嚮往美景的人，想盡辦法偷渡進來。 

第一代的移民是很苦的，少部分帶錢進來的就
可以買油站，或買店鋪。年輕的，可以去老廣的
「角仔店」或雞店打工。做父母的也想辦法，做
農的到鄉間開墾。我們客家鄉親投入「提包」這
個行業的很多，因為本輕利重，大家都放下身
段，教育程度擺一邊，沒日沒夜的打拚，比手畫
腳推銷貨物。每個人說葡語的笑話一籮筐；遇到
好客戶感激涕零，有時遇到奧客難免自憐，何苦
受這等氣；被倒帳時哭訴無門……。總之，大家
都是賺辛苦錢。之後，升級買車子、房子、開店，
生活漸入佳境。 

父母輩的辛勞，讓我們做子女的也學習到要認
真工作。語文的障礙，更是刺激學習的動力。所
以，十幾歲來的孩子大部分都努力向學，學有專
精，不想步父母的後塵開店而已。許多人，今天
已是有名氣的醫生、工程師、律師、或專業人才，
領著高薪；但他們對身為華人有羞恥感，因為，
大部份華人葡文都不好，又不注重打扮、儀態；
所以就疏遠自己的華人，自己也排斥說華語。但
是老一輩華僑心繫家鄉，大部分仍都堅持兒孫輩
要學中文，特別是我們客家人。 

風水輪流轉，今日中國強盛起來，開放改革，
世界各國爭相建交、貿易，互利互惠，形成一股
中國熱。巴西物產豐富舉世聞名，外銷許多農產
品到中國，因此各行各業都在招聘會華語的人
才，華人子弟在任何環境都受人重視，這時才感
念當初父母逼迫學中文的好處。已做父親的兒
子，很嚴肅的對我說：「爸爸、媽媽，你們一定
要教我的孩子說華語，我都後悔以前沒有好好學

中文呢！」 
生活在故鄉的人，難以體會家鄉的好，常常人

云亦云的聽、看負面的事物。遠離家鄉的人，所
想的都是故鄉的好。不可否認，巴西已成為我們
的第二故鄉，現在我們打拚過了，生活安定了，
想到老一輩的漸漸凋零，我們的客家母語漸漸不
受重視，心裡也為此擔憂。還好巴西的客家人向
心力特別強，前輩先賢也有遠見，早就計畫建自
己的會館，並且排除萬難、竭盡心力，終於在兩
千零五年將會館落成啟用起來。會館設在我們集
資募款興建的客家大樓裡面，大樓的其他兩個單
位卻發生產權持分比之爭議，我們覺得很不平。 

我希望我們傳給子孫後代的是明辨是非、恪守
正義公平的經驗與智慧。我們是源遠流長的中原
後裔，我們更是硬頸的客家人！我們客家鄉親在
沒有邦交的巴西，國民外交向來沒少做。客家大
樓是客家人的驕傲，也是我們在巴西華人的驕
傲！我們會因此憂患打擊而更加團結合作，藉著
這個大樓的平台凝聚共識和力量，延續我們的文
化。 

印象中，我們在臺灣的時候，客家人都不敢讓
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但是現在客家人在巴西，
卻都喜歡說自己是客家人。一方面是因為客家人
團結，願意出錢出力，為自己的鄉親服務；另一
方面客家人敬老尊賢、提攜後進，又勤勞節儉、
做事認真。許多朋友都說要和客家人結親呢！可
惜的是：大家已習慣說華語，我輩自己也不堅持
教兒女說客家話，客語只是對長輩說的，實在很
慚愧。亡羊補牢未嘗太晚，我輩現在當效法先賢
們，發揚客家文化，共同努力激發腦力，讓後輩
們會有興趣說客語，讓公共領域的生活中有說客
語的需要，就像會說華語一樣。 

生活在巴西的客家鄉親有自己的會館，是很有
福氣的──我們每年有年度大會、春節聯歡，鄉
親相聚「打嘴鼓」；「我愛媽媽」的母親節親子活
動，十五年來，在同一個專題下，年年翻新內容，
瀰漫溫馨感動；我們每年都會舉辦僑社最盛大的

千年榕樹一條根，天下客人一家親；團結和諧崇正會，心手相連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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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大儕家扶老攜幼，共下出去遊山玩水。今
年五月三十日開始，在會館為七十以上的長者辦
「愛心園」活動，每個月一次讓他們能有更多的
相聚時光，一起學唱客家歌、跳跳舞動動筋骨，
吸取養生之道；讓我們後輩也有更多機會，傳承
他們的經驗，並學習如何敬老尊賢；中午，又有
由婦女組負責安排的健康可口中餐，可以一邊吃
一邊話家常……。身為巴西的客家人，同甘共
苦，真是快樂幸福啊！ 

我今年六十歲，還是壯年，本來可以享受我過
去勞碌所得，清閒度日了。誰知被選上會長，雖
非我所願，但想到先賢前輩們為鄉親的福祉戮力
的付出，也想到身上湧動的客家血液，我就只有
毅然接任會長，因為這是無可選擇的承傳使命和
責任。 

回想巴西客屬崇正總會從一九九六年三月辛
苦轉型為自由民主的社團後，十五年來，經過十
五到十九屆理監事的團結合作、煞猛打拚，除了
服務鄉親的績效有口皆碑外，融入主流僑社的貢
獻也是不可抹煞的。我接任了第二十屆會長，不
但要跑好這棒棒相傳的接力賽，將來還要更好的
傳出手中這一棒。這就是我無可選擇的承傳使命
和責任。 

對於在巴西承傳客家、發揚客家、綿延客家的
家業，這是棒棒相接的世代使命；對於在巴西的
多元社會中，團結鄉親一同熱心關懷、努力服
務，並厚植客家的實力，拓展客家快樂生活的空
間，則是互相砥礪的時代責任。雖然崇正會已逐
漸成長為經得起風雨考驗的大樹，我當然感謝前

面數屆會長、副會長以及理監事們的辛苦灌溉，
但是我不能只在他們種好的大樹下乘涼而已。我
知道自己還有許多不足，卻正好可以藉這三年的
會長職責，作為人生重要的功課，我希望能在學
習中有所成長。比如，我要學習愛我過去所不愛
的人，我要學習做好過去所做不好的事情，我要
學習改正我過去一直改不好的壞脾氣，我要學習
以身作則來替代僵硬的領導，我要學習傾聽鄉親
的意見和心聲，……。我要學習的地方很多，這
人生的功課我一定要盡心盡力去修習；但是個人
的能力有限、時間也有限，所以希望我們第二十
屆的理監事團隊和顧問大老以及鄉親，能夠把我
當作子侄兄弟一樣指導鼓勵。 

「敬老尊賢」和「培植後進」，不但是我們傳
統客家文化的精粹，更是本會承傳的核心價值所
在。崇正會是一個大家庭，以後要盡量以快樂的
「聚會」交流來代替嚴肅的「開會」討論，盡量
提升家庭參與的功能。在同心圓的崇正會大家庭
裡，大家努力延長半徑，拓寬圓滿的天地、提升
鄉親滿意的指數，並創新巴西的客家精神，注入
可長可久的巴西客家新生命！ 

我珍惜這傳承的使命和責任，我珍惜這修習人
生功課的大好機會，我珍惜大家的鼓勵和指導。
因為這些珍惜，我將以更謙卑感恩的真誠期待大
家與我心手相連的一同承前傳後，一同發揮伸縮
自如的韌度、感動交融的熱度、理性思考的冷
度，展現巴西客家的「新硬頸」精神。更以創新
的巴西客家精神，一同服務鄉親、回饋僑社！ 

(轉載自海外客家網 http://global.ihakka.net/taiwan/hakka/index.php 感謝網站翻譯為英文，一併轉載於下，

以分享不懂中文的鄉親。) 

Continuing the Heritage in Brazil 
Liau Ren-huang 

Life is wonderful. Our parents gave us life, and 
we gave it to our children; life thus goes on. From our 
previous generations, we inherited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and have continued to create 
‘technologies’ needed in the modern world. 
Younger generations, nowadays, appear particularly 
clever thanks to the huge amount of exposure to 
information. If parents fail to grow with children, the 
generation gap widens accordingly. This experience is 
shared by many overseas Chinese in Brazil.  

In the Sixties, my parents came to Brazil 
following the immigration rush. Like many of their 
countrymen, they crossed the ocean to a strange place, 
unable to speak or read a single Portuguese word at 
all. For what purpose? 

Although some of them left their homelands due 
to political reasons, many early immigrants were in 
search of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their offspring. 
There was no denying that these pioneers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Brazil opened its arms to Chinese 
expatriates with its vast lands, open-mindedness, 
agreeable climate, low cost of living, and passionate 

citizens. The immigration rush gradually died down 
after Taiwan and Brazil broke off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4. Still, people looking for better lives 
continued to enter the country illegall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lived a hard 
life. The few people who had brought some money 
with them could buy petrol stations or stores. Young 
people would work in the Cantonese snack 
‘Jiaozai’ shops or chicken stores. Their parents 
tried their best to make a living; some of them worked 
to start farms in the countryside. Many Hakka 
expatriate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handbag’ 
business, as it required only a small amount of 
start-up money. They worked hard to sell the goods 
using all of the body language they could possibly 
think of; all of them had their own funny stories of 
speaking the Portuguese language, their happy stories 
of doing business with great customers and their sad 
stories of being cheated by certain clients. In short, 
every person had endeavored to make a living. 
Gradually, life turned better, and many people could 
afford cars, houses and 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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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dships experienced by our parents made 
most of us realize the necessity of working hard. The 
language barrier also motivated us to study harder. 
Many teenagers studied hard simply because they 
hoped to make a better living, rather than keeping 
shops, like their parents did. As a result, there were 
many famous and highly-paid doctors, engineers, 
lawyers or other professionals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owever, some of them were not proud to 
be Chinese, distancing themselve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refusing to speak Chinese, as many 
Chinese expatriates spoke poor Portuguese and often 
fail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appearances and 
manners. The older generation, in particular in the 
Hakka community, however, insisted that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should learn Chinese. 

Now with China becoming stronger and more 
prosperous, China fever has become the latest trend. 
China has also become a popular market for Brazil, 
which produces and other resources are important 
export goods. As a result, Chinese-speaking people 
are much sought-after in all fields. Many people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ame to realize the 
merits of learning Chinese. My son, who is also a 
father now, said to me seriously, ‘Dad, please teach 
my children to speak Chinese. I wish I had studied 
harder when learning the language!’ 

People tend to ignore the good parts when living 
in the homelands, easi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side of things, while expatriates tend to do 
the opposite. Undeniably, Brazil has become our 
second homeland.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we could 
finally start to enjoy an easier life. But when thinking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gradually passing away and 
the declining use of Hakka language, I worry. 
Fortunately, with the solidarity of the Hakka 
community in Brazil as well as the vision of previous 
expatriates, Hakka Hall was completed against all 
odds in 2005. Hakka Hall was located in Hakka 
Building, which was built from the funds we raised; 
therefore, the dispute over the possession ratio of the 
property with other two organizations was most 
unfortunate. I hope we would pass on to our offspring 
the experiences and wisdoms which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fairness. We are the descendants of people with a 
long history; we are the hard-necked Hakka! Despite 
the lack of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wo 
countries, Hakka expatriate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strengthening the in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local people. Hakka Building 
is not only a source of pride for the Hakka community, 
but also a source of pride for all Chinese expatriates 
in Brazil. The setback only strengthens the binding in 
the community. We will continue to use Hakka 
Building as the platform to promote our own culture.  

Once in Taiwan, Hakka people had been 
unwilling to let other people know about their Hakka 
identities. Now, Hakka people in Brazil are happy to 
admit their Hakka origins. Reasons for the change 
include the solidarity shown by the Hakka community 
with many people willing to help others by offering 
money or service and the Hakka characteristics of 
respecting the elderly, helping young people and 
being industriousness. Many people said they would 
be happy to become the in-laws of Hakka people! It 
was a pity that most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were 
used to speaking Chinese rather than Hakka, and 
people of my generation did not particularly ask their 
children to speak the Hakka language. It is hoped that 
it is not be too late to change the condition. From now 
on, we really need to endeavor to promote the Hakka 
culture and raise the awareness of using the Hakka 
language in the public sector where Chinese is much 
used.  

Hakka expatriates in Brazil are very fortunate to 
be able to have a community hall where annual 
meetings and Chinese New Year parties are held, and 
people get together to chat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 something new and fun has been 
added to the annual event celebrating Mother’s Day. 
Each year, a group trip is organized to allow members 
to enjoy great fun. A monthly event, ‘Love Park’, 
specially dedicated for the elderly, over 70 years of 
age, was launched on May 30 this year, allowing 
elderly people to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o sing Hakka 
songs, dance and exchange health tip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also given the chance to learn from their 
experiences and show them deserved respect. Healthy 
and delicious lunches were prepared by the volunteer 
ladies; people could share the meals and talk. Able to 
share each other’s happiness and sorrows, the 
Hakka people in Brazil are truly happy!  

I am sixty years old now. Though not exactly 
entering old age, I had planned to live a life of leisure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However, being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I feel I am unable to evade the 
responsibility, thinking of the effort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to promote the welfare of the Hakka 
community as well as my Hakka identity. 

Formally established as a society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in March 1996, 
the Brazil Hakka Tsung Tsin Association has 
endeavored to serve the Hakka community and 
pro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in the mainstream 
expatriate sector fo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Serving as 
the twentieth president, I thus take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to continue the challenging work and to 
pass on even better result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it is 
an unavoidable mission.  

Continuing and promoting Hakka culture is the 
mission of generations of Hakka people liv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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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zil. Improving the community consolid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visibility of the Hakka community 
is our responsibility. Although the Associ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more established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previous presidents, vice presidents and 
directors, I have still expected that I could achieve 
more goals in promoting the affairs of the Association. 
I know there is much for me to learn, which I believe 
would be a great life lesson for me. I hope I can see 
more personal growth during my three-year term as 
the president. For example, I will learn to love people 
who I could not love in the past. I will learn to 
complete the things I failed before, to get rid of my 
bad temper, to lead by setting examples personally 
and to listen to the comments and opinions of the 
community. There are many things for me to learn, 
and I will dedicate myself to learning life’s lessons. 
Still, given the limits of personal capabilities and time, 
I hope all the directors, consultants and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can offer me suggestions any time as 

they do to their brothers. 
‘Respecting the elderly’ and ‘helping the 

young’ are not only the essences of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e but also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e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 is a big family. In the 
future, I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fewer serious 
meetings and more fun gatherings for family 
members. In this big family, each member will try to 
reach out further to better serve the community and 
add new life to the Hakka culture in Brazil! 

I cherish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continuing the heritage. I cherish the great chance of 
learning life’s lessons. I cherish the encouragement 
and guidance from the community. Therefore, I hope 
to work with the community with humble gratitude 
and sincerity, to move forward, expressing the 
warmth, rational thinking and the ‘new 
hard-necked’ spirit of the Hakka people in Brazil 
and serving the community with an innovative, 
unique Hakka attitude. 

               沙   漠   哲   學         南陽子 
以下是在巴西南部聽到的一個故事。如有雷

同，純屬巧合。 
有一位參加南美越野比賽的阿根廷人在智利

阿卡達瑪沙漠高原迷了路，最後只好棄車下來走
路，尋找綠洲。 

步行一整天後，他又累又渴，終於看到一位巴
西人擺了個小攤子在賣領帶。 

阿根廷人哀求道：「拜託、拜託，您有賣水嗎？」 
巴西人搖頭回答：「沒有，先生。如您所見，

我賣的是領帶。」 
阿根廷人怒不可遏：「我要領帶幹嘛？我需要

的是水！水和食物！」 
巴西人於是慢條斯理的說：「好的，我的朋友。

過了對面的沙丘，再往南走，就有一家餐廳……」 
阿根廷人眼睛一亮，二話不說，轉身就跑向沙

丘。 
5 個小時後，只見他面如死灰的折回小攤子，

沒好氣地對巴西人說：「拜託，請給我一條領帶。」 
「怎麼了？」巴西人笑嘻嘻地問阿根廷人。 
「餐廳說要繫上領帶才能進去。」 
……… 
其實，這個故事說明了阿根廷人與巴西人之間

的差別。 

阿根廷人脾氣火爆急性且自以為是，往往事情
還沒弄清楚就自己下結論。 

巴西人則生性懶散，什麼都無關緊要，你不問
他事情，他也不會主動告訴你。 

要在沙漠中生存，應該需要另一種生活哲學：
巴西人的核心價值――幸福與穩定。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最新報告顯示，
巴西人非常關心他人的幸福及社會穩定的問題。 

報告指出，巴西人認為他人和人類的幸福以及
社會穩定，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在巴西約 300 個城市調查
訪問了 4000 人，最令調查員驚訝的是，社會穩
定竟然是巴西人第 3 重視的核心價值，甚至超越
自主權和個人成就。 

據調查，女性和較年長者最重視他人的幸福、
傳統和治安問題。另一方面，年輕男性最重視權
力、個人成就和享樂。 

這項命名為「巴西人價值調查」的資料將列入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8 月推出之 2009/2010 年人
類發展報告。這也是第 1 次，巴西人的價值觀將
做為巴西發展公共政策的參考指標。 

多數巴西人之所以樂天知命，或許和他們的價
值觀有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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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水寨     呂錦明 
( 八月來聖保羅教授客家語文的古國順老師和教授

歌謠的呂錦明老師，先後致語問候大家！呂老師更

mail 來一首山歌，他說：「春去秋來人生幾度？能到

地球的另一端，且有緣徜徉於名山勝水之間，更是福

氣！旅途中探訪伊瓜蘇瀑布有感，特寫下一首七言客

語詩，願提供鄉親傳唱。」水沖，就是瀑布；大水寨，

就是大瀑布。宇光 謹誌 ) 

伊 瓜 蘇 河 介 水 沖  
千 軍 萬 馬 放 勢 衝  
人 間 奇 景 大 水 寨  
蒼 天 鬼 斧 顯 神 功  

 

   頌 愛心園     林羅貴珍 

僑居異地數十載， 
坎坷歲月已雲煙； 
難得大家來相聚， 
風雲際會樂流連。 
珍惜青山綠水長， 
愛心園裡享晚年； 
客家鄉情堪取暖， 
千秋萬代薪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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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山歌的文學價值                   鄧幸光 

        有閒時節唱山歌，客家民謠用弦和；好韻能興千百業，好歌能解一身勞； 
        千年榕樹一條根，天下客人一家親；共皮共葉共露水，隔山隔水難隔心。 

前  言 
客家人原是中原漢族，自公元第四世紀東晉時期五胡亂華後南遷，其後每經變亂就會南移。史

冊上較大規模的遷徙有五次，小遷徙則不計其數。客家人足跡遍及兩廣、福建、江西、四川、台
灣、海南島，甚至世界有華僑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根據客家人的族譜來探源，大部份的客家祖先
居住中原時，都是在朝為官的貴族或忠貞之士，遷徙的原因主要是逃難和不願臣服，因此所經之
地常常選擇荒山僻野。為了開山闢地，養成了勤勞刻苦的個性和團結友愛的群性，「硬頸堅持，勤
儉拼奮」成就了客家人的優點與缺點。等到落腳定居以後，為了避禍遠害，殊少與外界來往，所
以語言和生活習慣都未被同化，當地人視其為客人，所使用的話被稱為客家話。大英百科全書甚
至稱客家人為「中國的山地人」， 而日本學者高木桂藏教授推崇客家人為「東方的猶太人」。 

根據推算，客家人總數尚不及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五，而海外的客家人則佔華僑的四分之一左右。
至於客家話，與國語(北京話)、粵語、滬語、閩語併為中國的五種主要語言，也是世界排名第三十
二位的主要語言，現行使用人口卻不及百分之三。客家人逐漸在工商社會中隱去「山地人」的身
分和個性，卻突顯了「猶太人」精明謀生的鬥志與特色；而客家話在時代的洪流中載浮載沈，在
許多地方已趨向式微了。 

山歌形成的背景 
語言和音樂都是人類心裡的聲音，只是語言更講究邏輯，音樂更講究旋律。在發展上，旋律的

聲音出於自然，直抒胸臆，本不在乎別人懂不懂，成之在先；而語言則是營社會生活所必需，是
溝通的要件，要彼此認同，所以發展在後。 

我們觀察嬰兒吸足奶水、換過尿片以後，常常會滿足的發出「咿咿啊啊」的「歌聲」自得其樂。
我們也常會在浴室外聽到一些純真自然或荒腔走板的歌聲，等浴後出來，詢問他(她)的時候，大部
份回答是：「我剛才唱什麼連自己都忘記了」。我們無聊的時候，會不自覺的吹起口哨或哼著不成
調的歌。我幼時住在鄉下，晚上獨行經過修竹遮天的小徑，或步經墳墓旁邊的泥土路，眼睛只敢
盯緊前方，哼著無調的歌(還不敢吹口哨，因為客家人認為晚上的口哨會把鬼引來)，以驅除心中的
恐懼。所有這些現象，無非是傳達心裡的聲音。 

客家人離鄉背井，滿懷愁緒。一旦落腳山野，工作於天地之間，以日出日落計晨昏，內心受大
自然的感發，喜怒哀樂愛恨……之情就用歌聲表達出來。為了讓隔山隔水的人能夠聽到，所以聲
音很高、餘韻很長。有客家人工作的農村或茶園，空氣中就常有山歌迴盪。於是這種深具特色的
「中國的山地人」之歌，就被稱為「山歌」。 

客家山歌源出自然，從口唱出，所以俚俗純真，充滿鄉土色彩。晚清詩人，《人境盧詩草》作者
黃遵憲(公度)是嘉應的客家人，深受山歌影響，他主張「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他說山歌是
「天籟」，兩個字就指出了山歌的形成背景和價值。 

山歌的分類 
山歌與客家人的生活密切關聯，是客家文化的一環，甚至有人認為是客家文化的精髓。山歌曲

調，有所謂「九腔十八調」之稱，就傳統歌曲來看，可大別為「即興曲牌」和「固定小曲」兩種： 
即興曲牌──可歸納為三類，每類都只是曲牌名稱。唱時曲調不變，而歌詞可以任意變更。 
﹝二﹞山歌子──或稱「山歌仔」、「山歌指」，是由老山歌變化而來。 
﹝三﹞平板山歌──或稱「平板」、「改良調」，是山歌由山野走向茶園、戲院、家庭的產物，由前述

二類曲牌演變而成，比較現代化。 
二、固定小曲──又稱「小調」，一曲一詞，固定不變。根據楊兆禎教授的研究，可大別為「病子

歌、挑擔歌、桃花開、初一朝、十二月古人、撐渡船、十八摸、苦力娘、送金釵、思戀歌、賣酒、
陳仕雲、瓜子仁、五更歌、補缸、春牛調、馬燈調、落水天、唱歌人、香包調」等二十種。 

因為山歌是生活化的，所以從歌詞的內容上來分類是很難取準的。楊教授概分為「愛情、勞動、
消遣、家庭、勸善、故事、相罵、嗟嘆、盼望、飲酒、愛國、祭祀、催眠、戲謔、安慰、歌頌自
然、生活」等十七類，是相當週延的見解。 

老山歌和山歌子只有「1、3、6」三個音的變化，平板也不過再加「2、5、7」三個音，曲調固定。
雖然號稱「九腔十八調」，但是現代人批評「聽來聽去仍是同樣的老調子」，以致於接受得有限。這種
批評論調，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客家山歌的曲調如果要承傳發揚，我認為要從創新求變入手。 

至於山歌歌詞，因為與七言絕句相仿而又不受平仄之拘限，所以可以脫離曲調而作文學上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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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我這樣主張，當然要受到客家人的撻伐。但是與其聽任美好的歌詞隨同逐漸式微的山歌曲調
湮沒，還不如先把易被認同的歌詞有系統的整理研究，介紹推廣起來，也算是對客家文學與文化
的發揚盡一點心力。 

文學上的價值 
從文學的角度來為山歌的價值定位，曲調就不在研究之列。分析客家山歌的內容，我認為給中

國文學提供了下述三個方面的價值： 
一、 保留中古音韻 
創作老山歌、山歌子的人，大部份都是隨口唱出。口就是他們的筆，藍天白雲、青山綠水就是

他們的稿紙，作者是牧童、樵夫、農夫、農婦。即興唱出時但求叶韻好聽，並不在乎合於韻書規
律；就算是有韻書，他們很多不識之無，也未必懂得檢校。客家人素有「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
言」的古訓，所以南遷後堅持使用祖先的聲音。當故鄉中原的正統文學，已發展到宋詞元曲，韻
書亦隨語言文化的融合而演進變更時，在野的客家山歌卻仍直承唐詩緒餘，把中古的中原音韻相
當完整的保留下來。由於客家人的一念固執，卻成就了不幸中的大幸。 

依據專家的研究，現在流行的客家語音，無論聲母或韻母，都是宋代的遺音，沒有很大的改變。 
黃公度在《人境盧詩草》錄有一首<分梨>的山歌說： 
        買梨莫買蜂叨梨，心中有病無人知；莫話分梨正親切，誰知親切更傷梨。 
「梨、知」二字在現行國語中不同韻，而在客家話中卻是叶韻的。又如文首所引山歌，是現代

人所作，第一首中之「歌、和」與「勞」字，在客家話中是叶韻的。現行客家話中叶韻的字，在
「中原音韻」時期也是同韻或通韻的。無意中保留了中古的音韻，是客家山歌在文學的研究領域
裡，提供的第一種價值。 

二、保留古代文言 
客家話保有很多文言文中的雅言，這些「文雅」之言，說起來文謅謅的，在日常的白話口語中

也幾乎不用了。客家山歌既是隨口即興，所以這些文雅之言也就很自然被使用上了。比如山歌中
的人稱代名詞，就與文言文相同，茲將常用者歸列如下表： 

人  稱 代 名 詞 所 有 格 
第一人稱  吾 
第二人稱 汝、爾 汝介、爾介、若介 
第三人稱 其、渠、佢 厥、佢介 

國語通用的「我、你、他」，幾乎未見於山歌之中。其他如太陽為「日」、吃飯為「食」飯、稀
飯為「粥」或「糜」、走路為「行」、跑步為「走」、眼睛為「目」珠……等等，都是古代較文的雅
言。也許幾十年或幾百年以後，客家話會消失或改變，客家山歌會絕響或隨語言改變，但是已留
傳的山歌之詞，仍將繼續保留古代的文言。 

三、提供文學創作的技巧 
根據《鄧氏族譜》記載，大約西元前 1264 年，中興商朝的第二十二代皇帝武丁，分封他的叔父

曼於鄧(在河南)；遂以「南陽為郡，鄧國為姓」。曼公就是我們南陽(堂)鄧氏的始祖，後代輾轉南
遷到福建、廣東等地，清初再從蕉嶺來台。作為客家人的後裔，我始終很偏心的把山歌認為是直
承詩經十五國風的民間歌謠，所以也就很自然的拿詩經的「賦比興」來解析山歌的創作技巧。 

其實山歌與七言絕句相仿，即興唱出，求其自然叶韻而不講究平仄，用比詩詞更自由自在的方
式追求旋律美，是唱出來的，而不是寫出來的。我們不必在文法修辭上挑剔，而要從表達技巧和
表現的境界方面，來欣賞山歌所提供給文學的創作技巧。 

(一)、平舖直敘見真情――賦 
歌為心聲。直接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平舖直敘的唱出來。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不經舉譬

渲染，表情達意了無窒礙。這樣的山歌最多，例如： 
● 思想阿妹千百番，一日難得一日完；上晝難得下晝過，下晝難得日落山。 

 ● 送郎送到五里亭，再送五里難捨情；再送五里情捨難，十分難捨有情人。 
 ● 同妹尞到兩三更，聽到雞啼就著驚；打開窗門看星斗，樣般閏月冇閏更？ 
山歌「賦」體的可貴是情真意切，直扣聽者心絃；自然而沒有矯作，純潔而沒有污染。 

(二)、彼此相喻意更達――比 
中國人講面子，裡子(心中)的話要說出來，雖然隔山隔水也會不好意思啟齒，所以就利用比喻、

比擬。有時以物比物，有時以人比人，有時人物互比，有時以景喻情……，拿抽象與具象的事物
互比，使隱者愈顯，遠者愈近，聽者可以具體領會歌詞外的真意。例如： 

 ● 目珠澀澀真想睡，上眉跌到下眉來；上眉好比梁山伯，下眉好比祝英台。 
        ── 一、二句是「賦」，三、四句則為明顯的正面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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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滿山樹木條條長，唔知那條好做樑？恁多阿妹情恁好，唔知那個情較長？ 
        ── 樹木比小姐，是具體的物人相比；樹長喻情長，則以具體的物象比擬抽象的感情。 
 ● 日頭落山會轉東，八角紙鷂掛響弓；阿妹可比紙鷂樣；紙鷂斷線會無蹤。 
        ── 以紙鷂(風箏)比小姐，「斷線」是以具體比抽象，喻男女情斷緣絕。 
山歌的比喻，除了表情外，更常為敘事傳達一個道理。怕對方不明白道理，所以拐彎抹角的以

淺喻深、以顯喻隱、以具體喻抽象。如果「賦」體是直線的表情，那麼「比」體就是曲線的達意
了。當距離被曲線拉長，就可以有更多的空間蘊藉含蓄的美感。而且拿具體存在的事物作比，也
可以強化說服力使人相信。山歌中「比體」的應用普遍，道理盡在於此。 

(三)、觸景生情拓一層――興 
睹物可以思人，觸景可以生情，並藉此拓展出另一層感懷來。這種技巧，也就是聯想。聯想要

透過主觀的意識，不必計較邏輯和理性，所以有時所觸之景和所生之情會風馬牛不相干。要緊的
是表達的感情要真切，否則就變成無病呻吟，拓不出境界，也感人不深。例如： 

 ● 河邊石頭生溜苔，思想阿妹還沒來；七寸枕頭眠三寸，留開四寸等妹來。 
        ── 以河邊石頭上的蘚苔起興，聯想起約會的小姐遲來，晚上孤枕獨眠的相思，說得活

靈活現、可愛之至，真有點「意識流」了。其實「溜苔」和「相思」根本是八竿子打不著的(當然
也可以聯想成等太久，連硬石頭都長蘚苔了！)。但是作為聯想的起興，就如引爆一腔火熱感情的
信管，反有不可或缺的重要。 

 ● 新做眠床四四方，一片眠來一片荒；睡到三更思想起，少個阿妹來商量。 
         ──上半首直敘獨眠，是賦體；下半首聯想起自己的孤單，是興體。從形式上看，是「賦

而兼興」。從內容上看，上半寫景，是因；下半寫情，是果。 
 ● 芹菜結子連打連，同妹相識兩三年；百樣話語都講盡，只剩風流在嘴邊。 
        ──首句芹菜結子是起興，後三句是聯想敘事。 
觸景生情，以物興辭的聯想技巧，在現代文學的創作中被使用很多，但多半循著因果的線索來

相生相成。山歌中拿毫不相關的事物來起興，推敲原意，大概是要先引起山那邊的對方注意，就
像巴西人常用的 chamar atenção (引起注意)一樣，要緊的是起興以後的歌詞。現代人寫作，如果
硬是介入不相干的事物，就會成為牽強的敗筆，我們不可不察。 

山歌的體裁(也就是所表現的創作技巧)一如詩經，常常一首之中兼含數體，有賦而兼興、賦而兼
比、興而兼比…，交錯使用，以強化效果。只要能表情達意，就是好的山歌。例如： 

 ● 十七十八青春期，今日不玩等幾時；等加幾年年紀老，等到月圓日又西。﹝賦而兼比﹞ 
 ● 麻雀細細屋頂企，又想來食又想飛；燈心拿來織細布，上機不得枉心機。﹝以賦起興，興而兼比﹞ 
 ● 郎係有心妹有意，鐵尺磨成繡花針；郎似針來妹似線，針行三步妹來尋。﹝明比﹞ 
 ● 入山看到藤纏樹，出山看到樹纏藤；藤生樹死纏到死，樹生藤死死也纏。﹝賦含隱比﹞ 
 ● 柑仔跌落古井心，一片浮來一片沈；你係愛沈沈到底，莫要漂起弄吾心。﹝興而兼比﹞ 
 ● 臨江楊柳嫩嬌嬌，拿起槳來等東潮；阿哥係船妹係水，船漂水面任哥搖。﹝興而兼比﹞ 
 ● 想起連妹實在難，要有閒空要有緣；阿妹想哥隔張紙，阿哥想妹隔重山。﹝賦而兼比﹞ 

(四)、雙關妙語見含蓄 
在客家山歌中，同音異義的字，常被拿來影射其他事物，因為山歌是唱出來的，所以聽者可以

在同音中輕易的聯想(甚至直接認為)異義的解釋。有時一字數義，則可把本意隱藏而作他解，聽者
藉此體會歌詞的言外之意。這類山歌含蓄有味，提升到美學的境界，是靈感的創作。 

傳說梅縣松口村的劉三妹是才女，號稱「歌仙」，有唱不完的山歌。她很自負的宣佈說：「唱山
歌，有人贏得過我，我就嫁他。」 

有個秀才羅隱(晚唐人，公元 833─909﹞，很會作詩，像「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只
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等，都是他的名句。有
一天他載了九船的山歌書去找劉三妹比唱。船到河邊，就向一個挑水的阿妹問路，並言明來意。 

阿妹問他有多少山歌？他回答說：「共有九船山歌：三船在省城，三船在韶州，三船已撐到河邊。」 
阿妹聽後，很正經的勸他：「你還是回去吧！你不是三妹的對手！」 
羅隱正莫名其妙的時候，阿妹的山歌卻出口了：「石上劉三妹，路上羅秀才。人人山歌肚裡出，

那有山歌船撐來！」 
羅隱一聽，方知阿妹就是劉三妹。他翻遍山歌書卻答對不出來，氣得把書盡棄河中，知難而退。 
由於劉三妹名揚遠近，所以又傳說有一個叫陳慧根的人顧船去比對，向河邊的洗衣女詢問劉三

妹的住處。洗衣女照樣問他：「你有幾多山歌？」 
「船載來！」陳慧根簡單的回答。於是洗衣女便唱道： 河邊洗衫劉三妹，借問阿叔那裡來？人

家山歌從口出，你個山歌船載來。」  
陳慧根聽罷，很是佩服，就只好棄船步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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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這首山歌的「人家山歌從口出」，「從口」二字在客家話的發音與「松口」相同，是雙關語，
影射只有松口的山歌才是真正的山歌。劉三妹藉此把自誇和嘲諷都含蓄的點到，一語決出勝負，
無怪乎梅縣客家人把這首山歌作為絕妙好唱來傳頌。 

前舉黃公度的「分梨」歌，「梨」和「離」是雙關語。所以客家人忌諱分吃梨子，特別是在喜宴
的時候。又如： 

新打茶壺錫較多，十人看到九人摸；人人都講係好錫，就係唔知有鉛冇？ 
  ──「錫和惜」、「鉛和緣」都是客家語的雙關語。熔打茶壺時，工匠常會把鉛混熔雜摻進去以

省費用。全首把新茶壺比作新歡，又以存疑作結，隱有勸諫詰責之意。含蓄敦厚，是一首意境很
好的山歌。 

(五)、歇後幽默又機智 
歇後語又叫藏尾語，是把熟悉的語句隱縮下半句或末尾的字，它的意思和趣味，全在隱去的字

眼裡，機智幽默，意在言外，是真正含蓄的詞語。各種方言語彙中都有歇後語，客家話也不例外。
譬如： 

  吊頸鬼搽粉──死愛面子；棺材邊唸經──吵死人；麥田裡出秧──雜種。 
因為歇後語是客家諺語中常常出現在生活上的，所以唱起山歌來，也就自然的會脫口用上。特

別是不好明說的責備、勸告等作用的山歌，適當的使用歇後語，聽之者足誡而不怪，唱之者亦無
得罪之咎，真正達到詩經溫柔敦厚之旨。有一首做舅舅的勸誡外甥的山歌說： 

爺娘想子長江水，子想爺娘擔竿長；十月芥菜看清楚，屋簷滴水好思量。 
  ── 一、二句對比，「長江水」有「源遠流長」的歇後意；「擔竿長」與長江水對比其短，有「兩

頭空空」的歇後意。「十月芥菜」的歇後意是「有心」；「屋簷滴水」的歇後意是「點點對(準)」。三、
四句的意思就是要他的外甥用心看清楚屋簷的滴水點點都準確不爽的事實，好好思量一番(你今天
怎樣對待父母，他日你的子女也怎樣對待你，就像屋簷滴水分毫不爽)。 

記得小時在鄉下放牛，夕陽西下時，大家就趕牛回家。經過茶園，較大的牧童看到採茶女還未
收工，常會引吭高歌： 

日頭落山一點紅，恁靚阿妹好收工；共騎牛背聽我唱，幾時正愛嫁老公？ 
採茶女聽後也不示弱，就答以山歌： 
日頭落山一點紅，看牛阿哥恁懵懂；戇狗係有豬肝骨，隨你喊我作阿公。 
  ── 「豬肝骨」的歇後意是「無中生有」，「係」作不定詞「如果」解。「戇」是笨拙率直之意，

全句「笨狗如果有豬肝骨好吃」的歇後意就是「妄想」、「作夢」。茶女這樣回答牧童的取笑挑撥，
既不傷人尊嚴，又表現了自己的機智幽默。有歇後語的山歌，是不是有值得借鑑的文學創作技巧
呢？ 

結  語 
從使用客家話的比率低於客家人口的情形來看，客家話的自然式微是不爭的事實。而脫離了時

空的客家山歌，更已成為現代客家人的古典音樂，需要分析解說才能領會欣賞。 
客家山歌是中國民謠的一種，保有系統的發展歷史和豐富的鄉土文化，是中外歷史和文化學者

研究的重要資產。它的特色不只在音調的高亢明亮上，更表現在歌詞的自然樸拙上。如果能靜下
心來欣賞，無論是否客家人，都會感受到那份既清又雅的天籟呼喚。 

本文偏從文學的角度來為客家山歌的價值定位，是從歌詞的美感取向，所以偏見必定難免。我
們僑居巴西，都是漂泊異鄉的客人。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雖立身異國卻心懷故國。山歌體的
《黃氏祖訓》說： 

駿馬匆匆出外方，任從勝地立綱常；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 
我們都是廣義的客家人，巴西已成了我們的第二故鄉。但是對於我們的第一故鄉，鄉愁憂思卻

無時無地不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上、夢境中，在這樣類似的背景所產生的客家山歌，就很容易引發
我們的共鳴。本文的解析，只是一種拋磚引玉的心意，希望有助於欣賞山歌歌詞和瞭解客家文化。
如果能給愛好寫作的朋友，提供一點參考的價值，則更是傳薪海外的意外收穫。 
 
【後記】 

一、我雖是客家子孫，卻首度嘗試研究客家山歌。心雖有餘，力卻不逮，加以資料有限，查證
困難，所以文中舛誤必多。深望方家雅士不吝教正，以補不足與錯漏。 

二、本文主要參考陳運棟著《客家人》第五版版本。初稿完成後，始見台北《客家風雲》雜誌
第二十二期(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出版)載有我的同學古國順(時任台北師範學院語文系主任，2011
年 8 月曾來聖保羅講授客家語文)所作《山歌的賦比興》一文，著眼相同，取材則更豐，析論則更
詳。有興趣之讀者，可進一步參閱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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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山歌原係直接從口唱出的民謠，難免有音無字或不通用的罕見字。在巴西中文打字印
刷均極困難，所以本文所舉各例均配合現行國語酌予修改，相信對讀者解讀也有助益。 

四、文中所引山歌，除有資料可以查證者外，其餘多憑記憶中之一、二句歌詞聯想補贅，含有
作者的創意。請讀者不必與原山歌歌詞逐句比對，以免費時。 

五、本文初稿發表於 1992 年 10 月 16 日《南美文藝》第 2 期，偏從文學的角度來為客家山歌的
價值定位。19 年後轉載於此，幾乎未作修訂。 

六、本文係針對一般人而寫的淺易介紹；對於客家人而言，只能當作入門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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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精選】               吳 玲 瑤 的 精 采 語 
( 編按：好久沒有轉載旅美文友吳玲瑤的文章了！她應邀到處演講，越說越幽默，書也越出越多，已是美國

暢銷幽默作家了。本期請大家分享<精采語>和兩篇幽默大作。)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青春不在，青春痘卻還在。 

想當年：身材就是身材，體格就是體格：正面山明水秀，側面懸崖峭壁，背面則是柳暗花明。現

在是：從後面看想犯罪，從旁邊看想撤退，從正面看想防備。 

有道是：「紅顏多薄命」，我說「熟女不認命」；認真做熟女，要把幸福進行到底。 

女人一定要對自己好一點。一旦累死了， 就會有別的女人花你的錢，住你的房，愛你的老公，打

你的娃！ 

「過一會美一會，不能對自己有愧。過一天樂一天，不把難過留心間。」帶著風霜也要漂亮，魚

尾紋能夾死五隻蚊子，也不見得不吸引人。 

減肥，天哪！我的衣服又瘦了！不吃飽哪有力量減肥啊！ 

好強的：做不完的家務事，唸不完的女兒經，操不完的事業心，罵不完的狐狸精。 

所以，不要活得太累，不要忙得太疲憊。想吃了不要嫌貴，想穿了不要嫌浪費。 

心煩了找知己約會，瞌睡了倒頭就睡。心態平和永遠最美，快樂才是大富貴。  

            善  於  比  擬       吳玲瑤 
以前每次和住在東岸的琦君(註)阿姨講電話，

最後她總是鼓勵後輩親切地說：「多寫一點，我

們報上見。」所謂的「報上見」，指的是希望多

讀一點對方寫的文章。後來她因為身體不好寫得

少，我們總不免問：「怎麼沒能在報上見您？」

「唉，我是茶壺裡煮湯圓，心裡是有東西，就是

倒不出來。」她巧妙的比喻引得我大笑。 

好的比喻能把事情解釋得更清楚傳神，有時還

相當有趣幽默，寫《紅高梁》的大陸名作家莫言，

曾經自嘲中年以後的頭髮，頂上有點稀薄需要往

中間梳，如果照大陸的慣用語，這種髮型叫做「地

方支持中央」型，令聽者忍噤不住。 

有感嘆有領悟的時候，總喜歡好有一比。莎士

比亞說人生如舞台，京戲裡的「我好比籠中鳥，

我好比淺水龍」，人人聽得耳熟能詳。有人把學

問比成內褲，說外表看不出來，卻又不可以少。

把養育兒女比喻成種樹，無論再如何呵護，他們

還是要自己面對風雨。說「樂觀像什麼」？有說

像煮水用的茶壺，屁股都燒紅了，還在吹口哨。

也有說旅行像談戀愛，還沒有開始一直想望，過

程中會有不愉快的經驗；但是越困難的遭遇，日

後回憶起來越甜蜜。 

聽過一位想找對象的女士說過，以她的經驗看

來男人像停車位，因為她遇到的，好的都被佔走

了，剩下的不是很遠，就是有缺陷的。男人喜歡

把女人比電腦，說剛剛決定擁有某一個，就有更

好的出現，往後所賺的錢都用來買她們的配件。

她們說話的口氣和 Dos 的錯誤提示差不多，說什

麼：「如果你不知道我為什麼生氣，我也不會告

訴你為什麼。」而順口溜之所以有趣許多在於妙

喻，光是握著手的感覺就有多多種：「握著小秘

的手，我的心頭在顫抖，好像小鹿在奔走。握著

情人的手雲裡來霧裡走，今夜不想走。握著小姐

的手，好像回到十八九，酸甜苦辣全都有。握著

老婆的手，什麼感覺都沒有，好像左手牽右手。

握著上司的手，點頭哈腰不鬆手，彷彿像條狗。」 

白居易的《琵琶行》用珠玉比擬音樂，許多人

覺得再切貼不過了，「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

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那音調呼之欲出。《世說新語》裡寫謝安與家人

談文論藝時，突然間雪下大了，他問孩子們說：

「白雪紛紛何所似？」謝朗回答：「撒鹽空中差

可擬」，而才女謝道蘊的：「未若柳絮因風起」被

認為更勝一籌；但據說有更糟的，硬說是像「好

多頭皮屑」，把所有的詩意都破壞了。 

【註】琦君，本名潘希珍，又名潘希真，（1917

年 7 月 24 日－2006 年 6 月 7 日），著名女作家。

2004 年，與夫婿自美返台定居於台北淡水。2006

年病逝，享壽 89 歲。 

                 永 懷 赤 子 情        吳玲瑤 
琦君阿姨是愛護晚輩、提攜後進的文壇前輩，

她八十幾歲時，還耳聰目明皮膚白皙，聲音像十

八歲的小姑娘清脆甜美。我最喜歡聽她說話，不

只是聽覺上的享受，更有與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

的感嘆。雖然分住在美國的東西兩岸，卻常常和

她煲電話粥，永遠有說不完的話。她喜歡在電話

裡講笑話給我聽，而她的每個笑話都是有詩為

證，好聽得很。 

「中國文字真是妙，我舉個笑話的例子給你

聽。」她就說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故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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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畫個圈兒替」的傳說。「快寫出來分享更

多人。」我把這種感覺告訴她，平常都是她鼓勵

我們多寫，好「報上見」，自從她膝蓋痛之後寫

得少，倒是我們每次和她打電話的時候，頻頻要

她寫下來，我們都是從小讀她文章長大的。 

每次她出一本新書都會特別寄贈給我一本，像

她以前的散文那樣充滿了愛心，永遠懷有赤子之

情。舊文學根柢好，隨口吟出一首詩順手一篇好

文章，讀來讓人覺得世間多溫情。她以真情寫出

的文章特別能感動人，用敦厚仁愛的心看待每件

事，日子過得格外快樂。 

而我更喜歡她文章裡的豁達和幽默，〈忘掉了

也好〉一文中的「要能修煉得忘掉，而不是記得，

才能保持心境的澄明。」因為先生迷上電腦，她

對電腦的觀感是：「電腦電腦，何必自尋煩惱。」

說到牙齒的真假，她的笑語頻頻「老太太打哈

欠，一望無涯（牙）」，「當年不知保養，如今是

無齒之恥，是恥也」。 

她更用四句有趣的順口溜來保持好心情：「不

氣不氣不要氣，氣壞身子沒人替。你要生氣我不

氣，我如生氣中你計。」 

琦君阿姨曾經對我說過她之所以有一顆愛

心，最受大媽媽的感召，才對人性又充滿希望。

「對人要愛，不要恨，就會快樂。」是她常說的

話。而她的菩薩心腸是人人稱道的，記得有一次

和文友坐在她紐澤西州家的客廳，她忙著招呼我

們，到廚房倒飲料卻半天沒出來，原來是洗碗槽

上有幾個螞蟻，只見她用一張紙在那兒耐心地引

導牠們出去，不想傷害一個小生命，「來來，從

這兒走。」 

那幾隻螞蟻還真聽話地走了。她事後說：「螞

蟻是無辜的，牠們也是兢兢業業地工作，不知道

自己妨礙了我們人類，我們不一定要馬上置牠們

於死地。」她的愛心惠及小小生命令人感動。 

琦君阿姨的記憶力特別好，父親與好友相聚，

她在一旁竟然記得他們吟詩作對的句子，而且一

記七十年，「雪梅已是十分春，卻笑晨翁詩未成。」

接口道：「高格孤芳難著墨，無如詩酒兩忘情。」

還包括前人的詩：「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無詩

俗了人。日暮詩成天又雪，與梅添作十分春。」

她能改大人的詩，別人稱她才女的時候，她又幽

默地說是幫媽媽在廚房煮飯添柴的「柴女」。 

永遠保持愉快的心境，和許多年輕朋友成為忘

年之交，我想是琦君阿姨的養生之道。她有一篇

文章說的和老朋友是：「一回相見一回老」，我倒

是覺得和她打電話，覺得她：「一回談話一回

小」，天真爛漫。她總帶著我回她鄉間的童年，

愛小動物愛小玩意的興致沒變，而她隨時都快樂

的心情是在享受二度童年。 

【走在山海之間的風景】 唐雅陵   

江        湖 
 ( 選自作者「走在山海之間」的部落格，網址是 http://tw.myblog.yahoo.com/serra-mar/ ) 

過去 15 年，因為自己喜歡，以及研究巴西殖

民時期巴洛克藝術的緣故，去了很多趟米納斯吉

拉斯州（Minas Gerais），走訪了多座歷史古城，

其中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封為「人類歷史文化資

產」的黑金城（Ouro Preto）是我的最愛，更去

了約莫 10次。  

7 月底因為參加米納斯聯邦大學（UFMG）冬季

藝術節的緣故，去了一趟首府美景市（Belo 

Horizonte），順道又走訪了一次黑金城。  

每次去已有 300 年歷史的黑金城，都會在那裡

住上幾天，但這次因為行程緊湊的緣故，只待了

一天，回味回味過去自己那種雖說不上餐風宿

露，卻有幾次踏月而行的浪漫江湖遊……  

每次去古城，我都住在同一家旅社，同一個房

間。 

從第一次起，我就被從客房窗戶看出去的景致

深深的吸引。  

旅社在一條小巷內，清晨霧氣還未散的時候，

對面民舍屋簷下昏黃的燈光還亮著，四周安靜得

很。  

我喜歡這樣的倚窗看著外面，看著前面不遠處

的卡摩聖母院，那像侍衛頭盔的鐘樓頂，等候著

6點鐘一到，教堂的鐘聲響起。  

黑金城有 20 幾座教堂，每座教堂都有自己的

信徒，所以望彌撒的時間也都不一樣，6 點、7

點、8點，都可以陸陸續續聽到不同的鐘聲從或

近或遠的地方傳來。  

我喜歡聽鐘聲，因為它有著一種驚（警）世的

象徵作用，暮鼓晨鐘敲在心中，更讓人陷入一種

內觀自省的思悟中。  

走出旅社的小巷，穿過行人熙來攘往的「右街」

就有另一條小巷，可以通往卡摩教堂。  

這條小巷更窄，兩邊房舍的屋簷形成一種屏

障，抬眼只見得到天空的一條隙縫。  

小巷很短，只有 20 公尺左右，盡頭是幾級石

階，拾級而上有一扇小鐵門，弧形鐵架上掛著一

盞燈。  

我也喜歡這條小巷，因為有一股滄桑的味道。  

更喜歡的是從卡摩教堂石牆上望下去的景色。  

黑金城位在海拔平均 1000 公尺的伊達格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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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下雨天的時候，山城的街道像被刷上一層

紫藍色的油彩，不是水彩，因為水彩詮釋不出山

城濃厚的歷史風霜，表達不出那承受了幾百年馬

蹄聲的石板路的沉重心情……  

不過，雨霉的味道還是輕盈的。  

在這樣的地方，我是一條濕氣足夠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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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生活．提升生命       宇 光 

( 這是我參加「讓自己有光：讀心經，好生命」入選獲獎的徵文，已於 2 月 19 日在台北頒獎；主題是閱讀

星雲大師的《般若心經的生活觀》的感想、心得或體悟。我未曾好好閱讀，卻把去年的人生苦旅，透過對

《心經》的粗淺了解表達出來。其實，「寫了出來」就是「解開了結」，也就是給了自己一個「安慰獎」。我

遲遲延到現在才發表，就是覺得都過去了。) 

一月到七月，大姊、二哥、二姊、大哥先後往
生。雖說他們都是從八、九十歲的老病痛苦中解
脫，但是想到我們十個兄弟姊妹竟從此缺席了四
個，心中仍然傷慟難捨。在國際電話中，已經是
曾祖母的四姊叮囑我：「能見面就要見面，因為
每次見面都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能打電話就要
打電話，因為每一次電話都可能是最後一次講
話。」么妹也近古稀了，她哽咽告訴我：「接連
的喪事，使心裡的悲傷沒有治療的時間；我們要
更認真的好好活下去，把哥哥姊姊還沒有活出來
的生命意義活出來！」 

我沒有回台奔喪，我為兄姊撰寫輓聯和祭文，
並持誦《心經》――迴向給他們，也給自己，因
為我一直無明、罣礙、不能自在。 

我的左手肘和右膝蓋疼痛到難以入睡，連續作
了兩個月的復健才轉好；攝護腺肥大影響排尿，
也在做一連串的檢驗和治療；兩個視茫茫的眼
睛，最近先後開刀摘除白內障；還有拔牙、植
牙……許多老來的身體病痛，都在傷慟的日子中
修補，真正體會老、病、死的人生無常。最無奈
的是半夜常從顛倒夢想中醒來，明明是去世的哥
哥姊姊入夢來，卻看不清他們的臉孔，聽不清他
們的講話；只有大哥去世前，交代我要照顧好子
孫，然後慢慢走入一扇黑暗的門中，叫我不要再
送他，因為那不是我該去的地方。 

摘除白內障躺在手術檯上時，我默誦《心經》
以收攝心神，到「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無眼耳鼻舌身意…」我悚然一驚，眼睛老化、視
覺模糊，本來就是色身的自然現象，能改善多少
就多少，順其自然而不必患得患失的恐懼才得自
在啊！而且這雙眼睛我已使用過度，也該藉機會
休息休息了。「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
夢想…」於是，我毫無恐懼的進出兩次手術室，
擦亮了眼睛，心靈迎來了老來的光明。 

我偶而為親朋或長者主持告別式下葬後，常有
「紙灰化作白蝴蝶，一寸哀思一寸灰」的空洞虛
無感。俯視公墓到處欣欣向榮的青草，還有祭奠
後的鮮花把根伸向墓地成長出依偎廝守的姿
勢，這些原被死亡所挑中、置之死地的小小生
命，卻頑強的堅持選擇了生。我常常覺得很疑
惑，長眠土中的人，已經停格在不再怕老怕病的
「宛在音容」裡，而我們卻要隨著歲月逐漸衰老
凋零。他日有緣相見，你塵滿面，我鬢如霜，還
能依稀識得幾分憔悴滄桑啊！ 

有一首順口溜說：「金也空，銀也空，死時不曾
握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田也
空，地也空，換過多少主人翁。名也空，利也空，
轉眼荒郊土一封。」人生一場，赤裸裸的來，赤裸

裸的去；來也空空，去也空空，還真是這樣呢！ 
星雲大師闡發《空的真理》說： 
「空」， 是世間最奧妙而神奇的東西，一般人

以為「空」就是沒有，其實如果沒有「虛空」，
萬物放在那裡呢？由此可知，「空」不是沒有，
「空」是成就宇宙萬有的條件。就如茶杯空了，
就能裝水；房子空了，就能住人；口袋空了，就
能放錢；眼耳鼻舌身和腸胃都有空間，如果阻塞
不通，人就很難活下去了；所以「空」之偉大，
「空」與 吾人的關係之密切，由此可見。《心經》
講：「空即是色」，就是說明「空」才是「有」。
但是「有」也是「因緣」所成，緣散則滅，所以
「色即是空」，空有是一如的。 

佛門常講「四大皆空」，一切事物的本質為「空
性」，我們必須觀照力行。觀照，就是認明真假
的看破，是真本領；力行，就是大徹大悟的放下，
是真功夫。看破了才能真放下，放下了才是真看
破。看破，幫助放下；放下，幫助看破。放下一
分，明心見性就相應一分，般若智慧就顯現一
分；智慧現前，又幫助看破…。如此互為因果、
交相輔助，才能將自己不斷向上提升超越。《菜
根譚》說：「軀殼的我要看得破，則萬有皆空而
其心常虛，虛則義理來居；性命的我要認得真，
則萬理皆備而其心常實，實則物欲不入。」如此
虛空軀殼(的我)，真實性命(的我)，就能看破放
下而自在隨緣了。 

生、老、病、死，就是人生最典型的無常，其
他如夢幻、光影、煙雲、微風、聲響、火焰…等
等受想行識、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無
一不是易變的無常。正因為世事無常，才有創新
改變和進步；正因為認識無常的人生真相，才能
理解佛教所說的「苦」、「空」真義。瞭解諸行無
常的義理，修行才有進境，人生才有希望，所有
的努力才能落實到位。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們常在生活
遭逢不如意，生命發生意外變故時，才有人生無
常的消極感慨。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事實
上，美好的、快樂的事物也是無常的現象呀！無
常就是常，在無常的人生中，無論是苦是樂，我
們都要以平常心來看待。花開花落、春去秋來、
日夜更迭、生死輪迴…都是無常之常。若非諸行
如夢幻泡影之無常，夏天的永遠夏天、黑夜的永
遠黑夜、生病的永遠生病、開花的永遠開花…那
簡直是無趣得叫人忍受不了啊！ 

星雲大師在《般若心經的生活觀》開宗明義闡
述，為了認識自己，要把每一個人自己的本源探
究出來；佛法應該和我們的生活、人生結合在一
起。透過這一段痛苦的生活歷練，我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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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是一本講「每個人自己」的經，可以幸 福我的生活，提升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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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保衛釣魚台談起                赤珠子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日，參加建國九十九年國
慶；巴西華僑一行卅幾人，頂著艷麗的陽光，坐
在總統府前，同慶雙十國慶。 
廣場萬頭騷動，旗正飄飄。去過多年，參加這

種大型的慶典活動，算是頭一回。看看每人胸前
的識別證，這些人都是來自世界不同的國度；卻
抱著同樣的想法――大家都認同這塊曾經孕育
我們成長的土地。說實在的，我在國外的時間，
比在台灣的時間還要長，但是對祖國的向心力和
熱忱，卻從未稍減。 
頑固的個性，不易改變，有一個念頭在我腦中

掠過，那是四十年前的舊事···· 
自一八四〇年起，中華民族便屢受列強的侵略，

叫人不恥的鴉片戰爭便發生在我們的身上。第一次
大戰被列強出賣了山東；第二次大戰，被雅爾達出
賣。中華民族的命運將掌握在誰的手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美日聯合公報中，美

國擅自違反波茨坦宣言，承諾一九七二年將琉球
「歸還」日本。由於這個緣起，位於琉球海溝西南
的釣魚台列嶼，日本便片面宣稱是日本的領土。 
一九七一年三月我結束學生生涯，準備接受人

生的另一挑戰。接到國防部的兵役令，七月將到
鳳山步兵學校做為期六個月的軍事訓練。 
在等待兵役的期間，只好賦閒在家，那時釣魚

台便鬧得風起雲湧。前面提過，中華民族的命運
掌握在誰的手中？這個是每一個中國人所極欲
知道的答案，而這個答案卻被那個年代的年輕人
找到了！那就是，歷史證明一個不能為自身的獨
立和尊嚴奮鬥至死的民族，根本不配合生存在這
個世界上。萬一我們的主權受到侵略時，唯一能
保證自己的保證就是滿腔的熱血。 
基於這份熱忱，我和一位同學相約到台北日本

駐華大使館舉牌抗議。參加抗議的都是青年學
子；我們高呼：釣魚台是我們的領土！那時有壯
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壯烈感受。 
我做這種事，在保守的家庭是得不到贊同的，

因此我參與保釣的事一直沒敢張揚。 
那時蔣經國先生任職行政院副院長，他在電視

上說：這二十多年來的台北，首次發生學生自動
的愛國示威遊行，我們要相信自己的子弟。 
對自己的行動，好像得到別人的首肯，感到格

外的興奮，這個可以與五四運動並輝的保釣運
動，我在歷史上沒有缺席。如同五四運動的宣
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
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我的滿腔
熱血，就是想為歷史留下一點見證。 
台上的相聲，「笑」果十足，把我從思緒中抽

回。台灣這些年來是進步了！生活水平也提高
了！全民健保更是傲視全球，最低的保費，可以

擁有最先進的醫保！衣食方面也比其他國家便
宜。但是，總覺得缺少些什麼？ 
四十年前的往事歷歷在目，佇立在總統府前，

我做了一個決定。高高舉起四十年前曾經舉過的
牌子：保衛釣魚台。 
當我高舉示威的牌子時，來了兩位穿黑色西裝

的帥哥，我想應該是保安人員，他們請我不要舉
牌。我不慍不火地問他們：「你們知道我在做什
麽嗎？我是在捍衛我們的國土呀！」 
他們說：「我知道，但是這種場合不適合。」 
我有點倚老賣老地說：「兒子，四十年前，也

是你們這般年紀，我早已舉過牌，但是當時卻沒
人說不適合，我想愛國是不分時間和地點的。」 
好像說不過這個頑固的老頭，他們沒趣的走

了。我再度舉起「保衛釣魚台」的牌子，而且拍
照留証。 
在身邊的老伴叨絮不停，她說：「我們返國參

加國慶，高高興興的來，快快樂樂的回去，別生
枝節。」我心裡卻犯嘀咕，怕什麼，不會殺頭的。 
舉牌完畢，剛坐回原位，一家有線電視的記者

找上我，他對我舉牌的舉動感到興趣，想對我做
些採訪。其實我早知道他想問的問題，我還是等
著他開口。他看我胸前的識別證，手拿迷你麥克
風說：「請問你們巴西的僑胞對祖國有什麼看法
和期待？」 
我說：「我們海外的僑胞，萬里關山，心繫祖

國，祖國和我們是心手相連。祖國的喜和憂也是
和我們相繫的。十幾年前九二一大地震、年前八
八水災，綠化台灣的植樹運動，巴西僑胞都不落
人後，前後募款近百萬美金。為了台灣能加入世
衛組織，巴西僑胞在每個重大僑界的聚會，都會
聯名為台灣爭取，這個簽名活動，數十年來一直
不曾間斷。我們的心情可以說是：身在楚營，心
在漢，對祖國的思念是永無止境的。台灣島國容
易受到傷害，風災水患自然災害年年不斷，在每
次的重創、跌倒之後，都能重新爬起來。經過幾
番風雨，我們深信的鐵律：人定勝天，卻處處受
制。地震、水災、海嘯，土石流、走山，在在都
證明人不能勝天。相反的，人必敬天，要懂得和
大自然和平相處，懂得和大地一起脈動，懂得和
森林一起呼吸。就像一位朋友說的：溪河要走
的，就讓它還給水路；天然坍塌的沖積，就讓它
還給土地轉圜，讓山水土石有喘氣的時間。 
 我們並不因位食物鏈的最上層和因能改變生

活的環境而顯得偉大，其實環境終究會以其深不
可測的力量，和不屈不撓的能力，比我們生存更
久。面對受傷的山河家園，我們要懂得更謙卑地
面對自己的土地，這是我對故鄉的期許。」 

．後    記． 
近年來，台灣脫離白色恐怖，民主、人權抬頭了，人民生活富裕，懂得爭取自己的權利，往往

卻忘了應盡的義務。忙著自力救濟，要求國賠，動輒興起訴訟；連受人尊重的醫生都人人自危，
一個醫診失誤便能讓醫生一輩子傾家蕩產。名主持人陳文茜說過，這種醫療的訴訟，將會造成日
後重症無醫生的後果；大家寧願當獸醫也不願當醫生，最起碼，狗不會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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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無朋友，國不能無邦交。如果在能力範圍內，用經濟援助的方式來換取邦交，這是無可
厚非的，也是每個執政者心照不宣的政策。經援外交動輒上億美元，但是誰都不敢保證金錢能換
取永久的朋友。 

最近僑界讓我目睹了五百年來的怪現象。一個僑社的社團，和國家的文化機構居然卯上了。自
詡是禮儀之邦，且處事一向都以情、理、法為依歸的民族，讓我們看到令人失望的結局。因為產
權的問題，其實說穿了就是為了區區一點錢，居然強勢的國家向弱勢的社團興起官告民的千古奇
譚。對一再訴求僑社和諧與團結的理念，確實做了不良的示範。 

在解決問題上，如果不講情，不講理，一切以法為先的話，當然可以，只是會令人感到冷酷和
無情。若此失去一個社團對國家的向心力，這便不是那區區一點錢可以彌補所造成的悲劇。 

抗糧哭廟、維新變法，皆盡斷頭事，然而卻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反觀我們這一代，不管是職場
上或是官場上，皆太注重個人本位，漸漸失去對國際宏觀的視野。 

到底缺少些什麼？我終於明白，那就是缺少對國家的認知，和愛鄉愛土的熱忱。爭的是個人名
利，圖的是黨的席位；至於百姓的福祉、民族的意識，卻漸漸被人淡忘了，這個不幸並不是我們
樂意見到的。 

                口  誅  筆  伐               曹林盛 

在巴西聖保羅有一個作家協會，成員除了喜愛
寫作外，好大部份都當過、或者現在是僑校的老
師、校長或中文刊物的編輯。 

無容置疑，作協會員除糟老外，個個文才橫
溢。糟老以向學的精神，熱衷出席作協隔月由各
成員主持的座談會。會前主持人通常電郵大家主
題，以資準備。 

有一次，由我們鄉親葉某尊夫人夏佐華主持，
她的題目是「Garota de Ipanema 」。收到通知
後，糟老立即上網下載了一大堆美女在里約
Ipanema 沙灘的照片，屁股有圓有翹的；到會
上才知道人家要討論的是﹕同名歌曲對那個時代
的影響，歌詞的境界和作曲者的內涵等等。 

又有－次，區少玲前會長認為﹕「《傲慢與偏見》
有濃厚的桃花源味道。」糟老想半天還不敢肯
定：《傲慢與偏見》是不是《齊瓦哥醫生》這部
電影在新加坡的譯名，為了不露餡只有直點頭附
和，還瞎說去年在「桃花源」影城附近旅遊時，
買了不少價廉物美的皮大衣。 

更有意思的是，我們的鄧老師幸光要討論「對
聯」，糟老那有文才對出那門子的聯；情急之下
建議以四言新詩代醜。那麼糟老不會作對，卻會
吟詩﹖非也﹗原來在糟老的理解中﹕新詩跟抽象畫
一樣，作品的水平，完全由欣賞者自由心証地去
評估。他的新詩大作，只要有高手如鄧老師、夏
佐華等背書，其他文友可能不會再非議甚麼。新
詩曰︰ 

青雲藍天， 

候鳥西飛； 

  隊作人狀， 

  後鳥噴屁； 

屁噴速增， 

出人頭地。 

笑煞人也！ 

 

「笑煞人也」，是我寫的。 
虧他那個時候還在那裹眯起雙眼、搖頭擺腦，

一副自我陶醉、洋洋自得的樣子，在座各人都想
走過去，往他光禿禿的腦袋就一巴掌把他敲醒
（或敲昏）。 

糟老的糗事在《客家親》跟自己人聊聊就算
了，鄉親們可不要去作協揭他的底。因為糟老熱

衷參與座談會的另一個原因，是想提昇自己演講
的能力。 

雖然除了是喉嚨有問題外，誰都會說話﹔但是
有些人天生木訥，口舌遲頓，枉有完美的構想卻
不能即席表達，回家寫個報導再電郵各人，肯定
會失去時間上的關鍵性。 

口才好的人能夠即時把自己的思維，流利地表
達出來。當然有口才不一定代表談吐雋永﹔因為
雖然有些話題是可以自由詮釋，（如：對死刑的
看法）。但是如果在作協不知名句：「有錢的單身
漢，都需要老婆。」出自何書（註一），還在那
裡廢話如懸河，可不是自暴其短﹖在這種搞不清
主題的情形下，就算有口才，沉默依然是金。 

當然有口才不代表「健談」，健談的人也不一
定滿腹經倫，不過健談的人肯定對人情世故觀察
入微，隨機應變能力強，面對達官貴人或者凡夫
走卒，都能應答如流﹔巴西前總統「魯拉」即是
一例。 

當然如果博學廣識又健談，那麼引經據典，肯
定能夠滿座生風。鄧老師幸光在崇正會主辦的
「母親節一日遊」中被邀發言，場中有「我愛媽
媽」橫條，即時指出反過來唸是「媽媽愛我」從
而抑揚頓挫，娓娓而言，博得鄉親們真心的掌聲
回應。 

相對巴西的「魯拉」，中國前毛主席澤東，更
是世界公認的有學識、幽默和有說服力的演講
者。 

不太清楚糟老算不算少言寡語，也許他覺得大
多數場合的談話都沒有甚麼意思，而不願插嘴﹔
又或許他認為自己的口才有待改進，所以熱衷參
與座談會。因為不管任何形式的座談會，輪流發
言就會強迫你成為主角，強迫你訓練自己的口
才。畢竟有謂「口誅筆伐」，口才應該比文才更
為重要﹗（註二） 

註一﹕出自《傲慢與偏見》的開場白。此書乃

英國文學小說，寫於《紅樓夢》面世後的數十年

間。目前是糟老用來墊熱水瓶的床頭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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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你們同意「口才」比「文才」重要嗎？

何不電郵和糟老討論﹖電郵嘛……似乎已經以

「文」為先，「口」無用武之地﹔是否「文」已

經暫領風騷？？ 

電郵為﹕useless12@ig.co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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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李冠憬博士演講 

在巴西的學習成長和簡介台灣的雲端科技 
國際知名的電腦工程及雲端科技學者李冠憬博士，應崇正會與客家活動中心之邀請，於八月二日(星期二)

晚上七時三十分在客家活動中心合群廳講述他在巴西學習成長的心路，並簡介他在雲端運算的研究經驗，

出席分享的家長和青年朋友一百多人。 

七點不到，就有人直接從工作處下班或學校放學過來；主辦單位準備的茶點很是豐盛，大家邊吃邊聊。

七點半，主持人崇正會祕書長鍾建仁宣布演講暨座談會正式開始；他引言說明主辦單位的用心，是希望分

享李冠憬博士在巴西學習成長的心路，並從李博士雲端科技的成功經驗獲得借鑑啟發。崇正會廖仁煌會長

致詞表達主辦這場演講會的榮耀，所以特別感謝李冠憬博士和他的家人；對於短短幾天就籌備好演講會的

工作績效和大家光臨會場的熱忱，廖仁煌覺得很感動。 

鄧老師介紹了李冠憬博士在巴西的父母、來自
台灣的岳母和夫人陳美蘭後，簡述一九七七年他
六歲時隨同父母移民巴西後的求學線索――從
許多挫折中站起來，突破了很多困難，累積了很
多經驗。李冠憬博士的人生大書雖然還在繼續書
寫，卻已經很精采。到底要怎樣閱聽他今晚翻開
的篇章呢？鄧老師指出幾個方向來「導讀」： 
一、好命的孩子應該比別人付出更多，這樣好

命才會繼續；苦命的孩子應該比別人努力更多，
這樣苦命才能轉好。有全力支持鼓勵的家庭，是
好命；求學與事業的困境是第「一代半」移民的
苦命，但這苦命卻是人生的轉機。 
二、網壇的「金童玉女」――天王阿格西（Andre 

Agassi）和天后葛拉芙（Steffi Graf），都曾締
造難能可貴的金滿貫（囊括四大賽冠軍及奧運金
牌）。阿格西二○○六年在退休當天的感言，充
滿了感恩；回憶在父親嚴厲的督責下，七歲開始
就每天必須發兩千五百次球，他也孺慕依依！至
於網壇紀錄比他更輝煌的第三任妻子葛拉芙，專
心做好賢妻良母，不眷戀過去的燦爛成就，她
說：「我並不懷念溫布頓或法網的日子，這些只
是過去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更滿意現在的生
活。」阿格西的感恩、葛拉芙的知足，我們也可
以從李博士的「大書」中讀到。 
三、引述最近代表美國參加在土耳其舉行的國

際化學奧林匹克大賽獲得金牌的董冠亨，九歲從
台灣去美國，不認識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小朋友
嘲笑他說的英語，上課也聽不懂。於是媽媽把他
的英文和歷史課先讀一遍，然後翻譯給他聽；過
了兩個月，董冠亨才適應環境，並交了很多朋
友。我們的「一代半」移民，也經歷這種眼淚往
肚裡吞的學習挫折，誰能戰勝挫折就生智慧。 
四、引述朱熹《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鑒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
水來。」每人都有生命的源頭活水，希望青年朋
友從今晚的聽講和討論中找到自己的源頭活水。 
李冠憬博士用流暢的國語感謝崇正會和客家

活動中心安排了這場演講座談，但是由自己講自
己，他很不好意思，覺得有點緊張。他演講的內
容分成兩大部分，一是在巴西學習成長的心路，
二是現階段雲端運算的簡介。 
關於在巴西學習成長的心路，他從小學、旗士

中學、聖保羅大學數學系、電機與計算機工程的
碩士和博士研究所，以至於留學美國，先後在加

州州立大學爾灣分校(UCI)電機工程與計算機科
學系和南加州大學(USC)電機工程系計算機系統
作博士後研究，然後應徵回台灣就業，順著線索
很有條理的敘述；回憶到動情處，則感性十足，
全場都受到感動共鳴。比如：帶著弟妹擠公車上
學、放學後幫忙看店、排隊三個小時去買便宜的
學生票、假日同學朋友相邀度假卻不敢跟父母開
口要求；參加崇正會青年組，交了許多好朋友，
一同辦理活動、分享心事；很喜歡聖保羅大學餐
廳的飯菜，又便宜又比家裡的好；唸大學和研究
所時，常被指派到機場接送來自國外的學者教
授，開始認為是苦差事，後來卻樂在其中，更沒
想到的是這樣廣結善緣竟讓自己到美國時受到
特別照顧，影響往後一生；在冬天的紐約吃冰冷
的早餐，在爾灣留學時每天凌晨三點半必須起床
趕火車，爲的是要省錢(不能再向父母伸手要
錢)；在台灣就業初期，因為服兵役的問題，每
三個月必須出境一次，所以坐了很多飛機；在大
學第一次上課，用英語開講(因為中文不行)，結
果學生一個一個從後門溜走，於是下決心要學好
中文；每到星期六，就把太太和子女送到岳母
家，自己回家苦學中文和撰寫升等論文，如此睡
眠不到四小時…。走過這些平凡的心路，雖然有
苦有樂，但是李冠憬回憶起來，認為都是值得而
有意義的。他因此叮囑青年朋友，只要立定志
向，看準方向目標，雖然不免碰到困難挫折，但
是千萬不要輕易放棄。 
講到專業的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李

冠憬博士神情更加煥發；他利用電腦投射，深入
淺出、條理分明的講解。他說，「雲端運算」就
是「網路運算」，是利用網路使電腦能夠彼此合
作，使服務更遠更廣更多，是一種「概念」；為
了實現這「概念」，就必須產生出相應的「技術」，
這就是「雲端科技」了。他認為整合更多電腦的
資源而通力合作以完成更龐大的作業，是資訊發
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李冠憬博士歸結經驗，獻
給青年朋友四個珍貴的心得： 
一、要修雙學位(或輔系、副修)以增加投入職

場的實力。 
二、多瀏覽學校的公告，不要錯過專家學者的

演講。 
三、要儘早參加團隊的研究計畫，培養獨立作

業和合作助人的能力。 
四、要熟悉母語華文、國際語言英文，才能自



． 客家親 46 期 ． 

四海之內皆兄弟    天下客人一家親 
 

20

我推銷，增強職場競爭能力。 
因應家長的要求，李冠憬又把「雲端運算」的

簡介，用葡語再講述了一遍。 
討論時，聽眾請教李冠憬博士，像他這樣當初

只會說國語而不懂中文的孩子很多，回台灣要怎
樣學好中文？李冠憬感慨的回憶當初在天主堂
中文學校沒有用功，辜負父母的一片苦心；現在
雖然學好了，但是用中文寫作還有困難。他認為
台灣有很多大學提供海外學子學習中文的良好
環境，只要肯下工夫，一定可以學得比他還好。 
客家中心主委張永西，隨後致詞感謝李冠憬博

士真誠坦率而又熱情的分享，張永西特別提到李
冠憬「多做事、廣結緣」的好結果，鼓勵青年朋
友要多多學習。外貿協會裘主任應邀講評，也推
崇李冠憬不以到機場接送來自國外的學者教授
為苦，是「吃虧就是占便宜」的最好說明。裘主

任特別推薦台灣的「種子計劃」，這是開放給青
年學子回台實習就業的很好選項，只要具有專業
知能，就可以把資訊放在外貿協會的網路平台
上，台灣求才徵才的相關企業、公司或研究機構
看到，就可以直接聯繫而在網路約談，如果談妥
要應聘回台，外貿協會將支付來回機票。裘主任
稱讚李冠憬博士的成就，他說，台灣正在推動「雲
端產業」，有興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好好把握。 
崇正會和客家活動中心特別贈送一個鏤刻「冠

群學術揚天下，憬悟人生耀客家」的獎牌以答謝
李冠憬博士。主持人鍾建仁幽默的說：「今晚沒
有青年朋友偷偷從後門溜走，這是李冠憬博士講
演的成功！」在大家熱烈掌聲的共鳴回應下，接
著繼續進行會後茶敘，許多青年朋友圍著李冠憬
請教；直到晚上十點半，才結束這場難得的演講
和座談。 

【專題報導】       2011 我愛媽媽懇親一日遊 
崇正會主辦、客家活動中心協辦的「二○一一

年我愛媽媽懇親一日遊」，於六月五日到聖保羅
附近的 RINCÃO 俱樂部；除了部分自行開車前
往外，其餘乘坐四部遊覽車分兩個梯次從客家活
動中心出發，共計有兩百三十位鄉親參加。 

第一梯次的兩部車於上午七時出發，第二梯次
則於八時出發。在車上享用由葉莉煒提供的西式
早點後，就到了行程第一站的 GURAPIRANGA
湖，每一梯次的人員分別搭乘大船兩艘、小船兩
艘遊湖。早晨低溫下探攝氏 12 度，湖上空氣清
涼冷冽，大家更加抖擻精神，盡情飽覽了湖光樹
色和天光雲影。 

抵達 RINCÃO 俱樂部後，有熱咖啡牛奶、麵
包、水果等可以享用。自由活動的時間，大家隨
興遊玩，或參觀迷你動物園、或在四個游泳池邊
曬太陽聊天、或在遊樂場坐飛車、馬車、迷你車；
小朋友則在遊戲場溜滑梯、彈跳、盪鞦韆…；排
隊較久的是高空滑索(TIROLESA)，因為要通過
水塘而顯得驚險刺激，兒童們玩得非常興奮。 

十二點三十五分，主持活動的副秘書長翁宗煥
宣佈慶祝儀式開始。首先介紹並感謝策劃本次活
動的常務理事陳宗沐，而後是會長廖仁煌帶領服
務的志工身著顯眼的橙橘色背心進場，大家報以
熱烈的掌聲以示感謝。廖會長致詞說，這是進入
第十五個年頭的｢我愛媽媽」懇親活動，由承傳
的第二十屆團隊主辦；他謙稱自己沒有經驗，所
以要透過每一次的活動來學習，就已經完成的交
接典禮、愛心園開園等兩項來看，還算差強人
意。至於今天的活動，就是要表達感謝母親、讓

母親快樂！希望媽媽們能夠感覺滿意。名譽會長
黃政修致詞感謝所有的志工，他說自己做了祖父
以後，更體會母愛的偉大；他引述「有媽的孩子
是個寶，沒有媽的孩子是根草」，勉勵大家行孝
要及時，不要「子欲養而親不在」才後悔莫及。
鄧幸光老師應邀講話，他請穿著志工背心的副會
長李榮居和溫政仁上舞臺，互相大聲唸出胸前印
著的大字，從左唸起是「我愛媽媽」，從右唸起
是「媽媽愛我」；他說「我愛媽媽，媽媽愛我」，
這種親子的互愛互動，就是他所要講的全部。代
表媽媽講話的是來自巴西利亞的李瑞香，她除了
表達感動和感謝以外，並從兩年來和病魔搏鬥的
經驗，鼓勵媽媽要從好好愛自己開始做起。 

廖會長的媽媽鄧廖桃妹代表母親領取禮品，是
非常精緻實用的不鏽鋼室內晾衣架；其餘的媽
媽，則留到回程的車上再行個別發贈。 

午餐後，玩賓果遊戲。然後由俱樂部的青年朋
友在花園的廣場主持 festa junina 的活動，每個
人都戴著草帽、畫了臉參加「鄉村」的結婚慶祝。
羅小蘭換上「新娘」的白紗，在冷風中瑟瑟發抖
的騎著一頭懶驢進場，「新郎」竟是喝得醉醺醺
的酒鬼；來道賀的來賓觀眾，就配合搞笑的劇情
跳起「鄉村舞」慶祝。全場歡笑不停，冷空氣被
擠出場外，大家玩得出汗，紛紛寬衣解帶… 

下午四點，回到大沙龍喝下午茶，竟有特別驅
寒的薑汁酒，大家很感激準備的周到和體貼。離
去前，每個人都獲贈一個由會長的媽媽鄧廖桃妹
帶著婦女組惠右玲、簡謹、范玉英等負責製作的
大粽子，以慶祝翌日的端午節。 

(感謝海外客家網 http://global.ihakka.net/taiwan/hakka/index.php 翻譯為英文：) 

2011 day trip of loving my mother 
The “2011 day trip of loving my mother” 

organized by the Brazil Hakka Tsung Tsin Association, 
and co-organized by the Centro Social Hakka Do 
Brazil travelled to the RINCÃO Club near Sao Paulo 
on June 5th. In addition to some participants driving 
there by themselves, the rest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2 tours and respectively departed by 4 

buses from the Centro Social Hakka Do Brazil. There 
were a total of 230 participants. 

The first two buses departed at 7:00 am, and 
the second two buses departed at 8:00 am. After 
everyone had enjoyed the western-style breakfast 
prepared by Ye, Li-wei, they arrived at the first 
stop, Lake GURAPIRANGA. Each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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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took two big boats and two small 
boats to view the lake. The temperature was low in 
the morning, and the air on the lake was cool and 
cold. Everyone was excited to enjoy the scenery. 

After arriving at the RINCÃO Club, there was 
hot coffee, milk, bread and fruits prepared for 
everyone. During the free time, everyone could hang 
around, visit the mini-zoo, sunbath by the pools and 
chat, or play in the playground; children could play 
on the slides, bouncy toy or swings in the playground. 
You needed to line up for a longer time for 
TIROLESA. It was exciting because it had to go 
through the pond, and children had a lot of fun.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Wong, Zong-huan, 
who held this activity, announced the opening of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at 12:35 pm. First, he 
introduced and thanked the Executive Director, 
Chen, Zong-mu, who planned this activity, and then 
President Liao, Ren-huang led the volunteers in 
orange vests to enter the event, and everyone 
responded with warm applause. President Liao, 
Ren-huang said that this was the 15th “Loving my 
mother” activity, and was held by the team with 20 
years of experience. He said that he was 
inexperienced, and therefore, he has to learn 
through each a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ted position transfer ceremony, and the 
opening of Love Park, it was still far from 
satisfactory. As for that day’s activity, it was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to mothers, and make the 
mothers happy! Hopefully, the mothers are satisfied. 
Honorary President Huang, Jheng-siou gave a 
speech to thank all the volunteers. He said that he 
has experienced the great maternal love more after 
being a grandfather. He cited, “A child with a 
mother is a treasure, a child without a mother is a 
straw of grass,” and encouraged everyone to show 
their filial piety in time, and “regret in the later days 
not being able to return their parents’ familial love 
before they pass away.” Teacher, Deng, Sing-guang 

was invited to talk. He invited Vice-President Li, 
Rong-Jyu and Wun, Jheng-ren, who wore the 
volunteer vests on the stage, and read the words 
printed on the vest out loudly. On the left, it said, “I 
love Mother,” and on the right, it said, “Mother 
loves me.” He said, “I love Mother, Mother loves 
me.” This kind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s all he 
wanted to say. The one who represented all mothers 
to make a speech was Li, Ruei-siang, from Brasilia. 
In addition to expressing her gratitude and 
movement, she used her experience from fighting 
illness for two years to encourage all mothers to 
start by loving themselves. 

Deng Liao, Tao-Mei, President Liao, 
Ren-huang’s mother, represented the mothers to 
accept the gift, which was a very sophisticated and 
practical stainless steel indoor drying rack, and all 
the gifts would be given to all the attending 
mothers on the bus on the way home. 

After lunch, everyone played BINGO. Then, 
the young friends of the Club held the festa junina 
activity at the garden plaza; everyone wore a straw 
hat and had their faces pain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untry” wedding celebration. Luo, Siao-lan 
wore the “bride’s” wedding dress, and rode a lazy 
donkey into the plaza in the cold wind, the 
“groom” was a drunken alcoholic, and the guests 
who came to congratulate the couple were met 
with the funny story and danced the “country 
dance”. There was laughter everywhere and 
everyone had so much fun that they started to take 
off their clothes due to the rising heat. 

At 16:00, everyone returned to the large salon 
for afternoon tea, and there was ginger wine to 
warm everybody up, everyone appreciated the 
thoughtful and considerate preparation. Before 
leaving, everyone was given a big rice dumpling, 
made by Deng Liao, Tao-Mei, Huei, You-ling, Jian 
Jin, and Fan, Yu-Ying, etc. to celebrate Dragon 
Boat Festival the next day. 

【專題報導】惠右玲 

2011 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之旅 
( 巴西客家鄉親，由崇正會廖仁煌會長帶團參加「2011 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團員惠右玲、鄭俊青、彭文
絲、鍾金安、鍾葉金鳳、張永西、鄭盛超、林陳鳳嬌等八人。本刊特約會長夫人惠右玲執筆報導。全文平
實流暢，臨場感十足。 宇光謹誌 ) 

外子廖仁煌，第一次以會長之名，帶團參加客家懇親會。以前參加時什麼責任也沒有擔，心情
輕鬆又愉快；又有好的旅遊活動配合，讓我們很期待參加懇親會。這回不一樣了，人還未走，他
就有一堆事需要和常務理事商討，把工作丟給他們，自己背負一個和美洲客家鄉親結緣的責任。
還好有前會長張永西同行和教導，增長了不少對客家事務的知識，也體驗到為什麼海外的客家人
特別親，是「鄉音」讓人有回到家的感覺，因為我們是遊子，對家有一份濃濃的情感。 

八月四日，我們一行八人，乘聯合航空班機飛往美國休士頓。到達時是八月五日當地時間清晨
4：55，比原先預定的時間還早到一些。但是單單過移民局的關卡就花了一個半小時，(難怪大部分
的人都閃掉路經美國)團裡有被刁難的，行李被打開檢查，直到快八點我們才離開機場。 

接機的蔡先生，帶我們去吃一頓豐富的中式早餐。團員中，先到美國的林陳鳳嬌女士，在姪女
的陪同下與我們會合。這次的大會主席管光明先生也特別過來和我們打招呼後，又匆匆走了，會
場一堆事等著他去處理呢！出了餐廳，我們才體驗到德州的「氣焰」――快 40 度呢！我們先將行
李寄放，蔡先生帶我們遊市區，一路上看不到一個行人，也難怪，熱氣逼人又無風。參觀太空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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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時，眼前上百人排隊買票，參觀的人很多，不知打那兒冒出來的。 
中午在華人開的自助餐廳吃飯，東西多、好吃、又便宜；鍾親家母搶先付了帳。之後我們去取

了行李，入住這次辦活動的希爾頓旅館。早有此地的鄉親和來報到者寒暄，並分發紫色大會制服、
雙帶布製手提袋――裡面放了識別證、原子筆、記事本、水，相當貼心；並告知晚宴六點開始，
我們才各自回房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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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六點，我們穿著大會制服到會場，早已有一
半的桌子坐了人，張會長留了一桌給巴西鄉親。
自助式的餐桌上有生菜、肉丸子、炒飯…等簡單
幾樣。整個大廳鋪著地毯，還有燈飾、桌巾、餐
具、酒杯、大杯帶冰塊的紅果汁，僕役穿梭，氣
氛不錯。此地華人大概已融入美國，吃飯時間很
準時，對冷氣似乎很麻木，很多人都冷到受不
了，反映了也沒效。 
歡迎晚會免不了許多重量級的人物上台講話 

(快要選舉了吧！) ，之後才開始表演節目。大會
準備了六個節目，雖然不多，但都有特色。再下
來就是各區代表上台表演，真正國外來的有台
灣、加拿大、巴拉圭、巴西，而我們人數僅次於
加拿大。他們有備而來，巴西團也共襄盛舉，廖
會長只好自告奮勇唱了首《掌牛郎》；後面就變成
卡拉OK了。十點結束晚宴，工作人員還要開會呢！ 
重頭戲是八月六日的開幕典禮，首先舞獅隊在

鑼鼓喧天中拉開序幕。接著大會主席管光明先生
致歡迎詞，范泌文會長、數位貴賓致詞。之後客
委會鍾萬梅副主委用投影片解說：政府是如何積
極在宣導客家政策；隨行的客委會長官還有黃崇
烈處長和黃綠琬科長，都很親切隨和。再來專題
演講「字謎揣令之生活情趣與樸素文學之緣起探
析」，張秋臺校長和客家鄉親一同分享客家語言
和客家民間趣話，說到欲罷不能，還一邊抗議時
間太短，預定一小時的時間硬是說了一個半小
時；其實聽他說話很有悥思，而且聽說他本身就
有很多傳奇的故事。 
午飯後分組座談，有兩個時段，分成三組各有專

題，大家在早晨看到刊登的海報時，都已選好要參
加的組別。中間休息時間提供艾草糕、菜包、茶、
咖啡、點心…。有人說三十年沒吃過菜包，參加懇
親會太好了，還有機會與各地鄉親話家常。 
我們這一團裡面林陳鳳嬌女士人面最廣，只要

是見過面的，幾乎都能攀得上點關係，真佩服她
的好記性。張會長因常參加懇親會，人面亦熟，
多次引薦我們團員，有些鄉親對我們兩千零五年
所舉辦的客家大樓落成典禮，各樣活動讚不絕
口；特別是去里約時，警車開道夠拉風。並要求
巴西再辦一次懇親會，很多人遺憾上回沒參加
到。張會長盛情難卻地答應，慶祝客家大樓十周
年時，再邀請鄉親來參加。 
分組座談後，會場入口禁止閒雜人進入，工作

人員要佈置「客家之夜」場地。我們也各自回房
間梳洗。當會場大門再度打開時，讓眾人眼前一
亮；多了一倍的桌子上，鮮花高雅的插在透明的
玻璃瓶裡，西式的餐具、酒杯、餐巾、紅豔豔的
果汁，僕役端著葡萄酒服務，另外加添了舞台佈
景，燈光…。不到一小時的工作效率，可敬可佩！ 
可惜晚宴服務人員上菜像趕場，沙拉還沒吃

完，服務人員就問你主食要雞肉，還是魚肉？(我
們在巴西參加婚宴一道菜一小時的等候，要是能
中和一下就皆大歡喜)，大約一小時後桌上碗盤
都收拾乾淨；又等到八點多特別來賓到了，說了
祝賀的話後，正式開始「客家之夜」。 
晚會由兩位美麗的姊妹主持，一人說英文，一人

說中文，也說幾句客家話。首先介紹的是休士頓婦
女排演的迎賓舞，只見個個打扮得很俏皮，勁裝、
勁舞。誰也看不出這十幾位舞者，平均年齡在六十
歲以上呢！再來就是休士頓的客家合唱團，幾乎都
是工作人員，主持人特別說；有位賴太太在化療中
還參與合唱團，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於是在魏明
亮老師認真的指揮下唱客家歌謠。他們為保存客家
文化，犧牲小我的精神令人感動！ 
第二階段是很專業的「紅瓦民族舞蹈團」表演

的節目，它是由一群對民族舞蹈有共同興趣的青
少年所組成。已連續七年獲得台北縣傑出演藝團
隊的殊榮，他們帶來八個有客家風味的舞蹈，三
首客家歌。每個表演都獲得滿堂彩，也為客家之
夜畫下一個句點。美中不足的是舞台，乃臨時搭
建；不夠大、不夠高…。不由得想到我們有遠見
的前輩，早就為鄉親設想周到，咬薑啜醋、排除
萬難，蓋了多元使用價值的客家大樓，真是我們
巴西鄉親的福氣啊！ 
八月七日吃過早餐，等待九點的閉幕式；有些

鄉親已經溜了，大會主席謝謝大家的參與。之
後，各地區代表簡介鄉情。廖會長用客家話報
告：巴西的鄉親團結、是僑社的最大社團，有自
己的會館，合唱團、婦女組、每月一次聚會的愛
心園……；說完了，他才發覺自己說的理直氣壯
(沒有虛報呀！)，很多鄉親也都很羨慕我們呢！ 
其實每次辦懇親活動，主辦單位都要投入很多

時間、精力、人力、物力，咱們鄉親一半的人卻
趕著回房打包行李，忽略了大會主席一個個提
名；感謝工作人員的辛勞，只有一部分的人一直
陪著為他們鼓掌。也只有這時候能讓我們認識這
些幕後工作者，他們竟也急著要離開。因為參加
旅遊的大巴還有人沒上去，直到大家都上車了，
他們才高興的揮手祝我們旅途愉快。 
這次德州之旅，大會安排海上、陸上兩個旅遊

路線。巴西團選擇陸上旅遊，領隊徐正雄先生本
身就是旅行社老闆，經驗豐富。先說明德州很多
人認為沒看頭，但是出了布希父子兩位總統，德
州人紀念他們蓋了一間圖書館，裡面可以說是布
希父子的博物館，參觀的人很多。還有德州的歷
史；它曾是邊界各國覬覦之地，本土原住民只能
任人改朝換代，如何從獨立的國家，變成美國的
一個州，喜歡研究歷史的人會覺得很有價值。 
我們一行四十一人，幾乎全是LKK，領隊一路上

解說，又說笑話為大家解悶，也有人忍不住搶著
說黃笑話、冷笑話。第二天我們參觀巖洞，它被
保護得很好，我們分兩隊，由解說人員帶下去。
這個巖洞很特別，起初看到的鐘乳石並不起眼，
但是隨著地勢陡峭往地下層走時，才看到千變萬
化的鐘乳石，忍不住驚嘆連連。解說員再三提醒
不可照相，這個巖洞已被開發一百年，還在小心
開發中。走了約一小時才從另一個出口走出地
面，估計有十八層那麼深……，令人回味無窮。 
傍晚下塌旅館，領隊要我們準時集合，吃過晚

餐要帶我們遊街。原來我們住的地方 San 
Antonio 水路四通八達，有點兒像威尼斯。我們
乘坐一條船順著景點觀賞，沿途有一些巨木，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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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花草點綴在人行道旁；然後才是各式各樣的
商店、吃店、 Bar、舞廳、餐廳，各有特色的旅
館林立，看得人眼花撩亂。晚上回到房間還可欣
賞風景，真是個熱門旅遊點。 
其他時間看歷史古蹟，但好像引不起共鳴。四

天三夜很快就結束了，再回去原先住的旅館，大
部分的人就互相道別趕去機場。我們一些翌日一
早才要走的，受邀去參觀當地李姓富商仿白宮建
築，本地鄉親說託我們的福，才有機會欣賞這棟
出名的房子。紅瓦的青年朋友，本地一些客家鄉

親都受到他好意的招待。 
次日清晨，加拿大的鄉親和我們在機場互道珍

重再見。臨行還說 2015 要來巴西，幾天來和他
們相熟了，相信到那時可能變成老朋友，因為他
們是一群愛客家、願意為客家文化付出的鄉親。 
這次美洲懇親之旅收穫很多，傳承客家文化方

面，政府已在積極配合，我們也應該鼓勵鄉親，
從自己開始做，多聽多說。巴西客家鄉親有自己
的大樓，實為不易，更當莊敬自強，發揚我們的
文化，並吸引人來認識學習客家文化。 

             一支金釵換一車穀               林羅貴珍 

人們在歷史的洪流裡世代相傳，從古早民情純樸的社會，不論士農工商，一般家庭子女婚後都與長輩群

居生活，有四代或五代同堂的。筆者就是在客家族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裡長大的。 

我們家位於新竹縣新埔鎮新北里，然而物換星移，不知不覺中我已走過半個世紀以上的人生歲月。如果

時光能夠倒流，我真想回到那令我懷念的大家庭。在上(45)期《客家親》筆者寫了一篇《回首來時路》，就

是輕描淡寫我娘家羅姓的大家庭，但並沒有細述大家庭的生活作息。有關這家族經歷的往事，前段我是從

長輩的口述得來的，後段是我親身體驗經歷過的。 

話說我的曾祖父羅慶成生有七個兒子、二個女
兒，我的祖父羅吉元排行老二；大兒子於十七歲
英年早逝，於是祖父等於是老大了。祖父早年當
過學堂老師，五個叔公也各有奇才，都很和藹可
親，且每個人都各守崗位，從不紛爭。四叔公和
六叔公是管田園農事，他肩架鋤頭，滿腹文章。
祖母告訴我，再難的漢字或文言文問他，他幾乎
都會為你解釋，所以被稱為羅家的字典。 

四叔公就是已故童崇鎮先生的姑丈；三叔公就
是楊梅街上住的李淡元先生的姊夫。三叔公有經
商的才華，很幽默隨緣，口頭常說：「知識才是
力量，如果一個團體，眾多人沒有知識，那就是
烏合之眾，無濟於事。」他鼓勵年輕人要看《三
國誌》，他說：「有一位日本人，寫了一本名叫《從
中國的三國誌看向全世界》的書，如果後世有人
會把《三國誌》改寫成漫畫，那定能增長青少年
的智慧。」祖父、叔公們都對文學有嗜好，他們
閒時喜看史書和小說，如《東周列國誌》、《三國
誌》、《唐太宗貞觀之治》，以及古名人詩集。他
還說：「孫中山先生及許多革命先烈是我們客家
人，中華民國是客家人領導創始的。」他常說得
洋洋得意。還有五叔公當家，是裡裡外外都做得
井然有序，他當家沒有鐵的紀律，只有愛的誘
導。他常和三叔公說：「若要做大頭路屋下个福
神愛先拜，也就是說若要做大事業，要先尊重家
中的婦人的意見！」叔公們是我們羅家的伯樂，
真幸運！ 

走筆至此，話要轉回來。我的曾祖母是陳姓平
地人、客家人和原住民的混血兒，是邵族的。她
做事很有計劃性，善知節氣、天候，她很尊重丈
夫及男士們，有好吃的東西一定男人先吃，然後
婦幼。她說：「男人要在外面衝鋒陷陣，要有強
壯的身體；我們婦人要顧家，保護幼小。」她不
會罵人也不嘮叨，有看不順眼的事，她會當面直
言，很隨緣而忠厚。她是位高權重的長者，每晚
飯後，要丈夫及子女們席地而坐，圍著她，大家
都要把今天的作息一一向她報告，她主張婦女在
家中凡事有參與表決的權利。 

我的祖母嫁給祖父到羅家後，妯娌中她是大

嫂。她生有五個兒子、二個女兒。我的父親排行
第三，因有一個哥哥過房給三叔公。我的父親名
叫羅字標，善於琴棋書畫；羅家長輩的畫像都是
他一手畫的，長輩們都很欣賞。他和屘叔公可以
說是我們羅家的外交人員，幽默健談又隨緣，他
是我最崇敬的人生導師。我在十一歲就開始看
《東周列國誌》和《三國誌》，不明白的地方就
有父親得天獨厚的指導。他善於中日兩國的文言
文詩詞，像日本的「侯文」，而我小小的認知範
圍就是從父親、祖母和其他長輩得來的。我感恩
榮幸的出生在羅家，娘家是我的人生學府；雖然
我生不逢時，沒有機會升學，但我每天晚上都會
在父親的身邊，花點時間伏案勤讀。 

祖母的娘家是醫生世家，三位舅公和外曾祖父
都行醫，其他三位舅公是經商。祖母排行第七，
最小又是只有她是女兒。由於在這樣的環境下生
長，她有見識、謙和及有涵養，且對商機頗有遠
見。她嫁到羅家，常常心裡嘖嘖稱奇，住在這樣
的山居農莊，有各種才華的弟兄們，卻只有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未免大才小用，真可惜――誠
如客家人說的「絲木當柴燒」。於是祖母就挺身
出來向曾祖父母建議：「這山居有很多商機，而
我們家人力資源很豐富，要向外發展做生意！」
祖父認為，一則我們沒做過生意，二則做大小生
意起步都要一把本錢，這也是問題。祖母說：「可
以把我的金釵拿一支去換一車穀，做起步的本
錢。」一車穀就是一千台斤的穀物。就這樣開始，
四叔父和六叔公負責去各村莊收購茶青，回來婦
女炒茶，男士們就揉茶烘乾。因人多群策群力，
雖是靠手工但工作績效極佳。而製成的乾茶由三
叔公與屘叔公親自拿到台北推銷。但到秋冬沒有
茶賣，祖母又再拿出一支金釵換一車谷穀做本
錢，叫三叔公去購買椪柑。在那年代只有椪柑才
有人買賣交易，其他水果都乏人問津。所以春夏
賣茶葉，入冬做水果生意。 

過了多年後，曾祖父心想人手又多又有點積蓄
了，就想自己開工廠。正好屘叔公去日本回來，
帶了一位三菱商會的有茶葉專長的人來我們農
莊，這樣以後才正式開始和三菱合資建廠，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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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行。後來在農莊有買一台電影機，每個月
都會放映電影，遠近村里的人都會來看電影。家
中婦女和青少年子弟們工作都有發工錢，全家過

得其樂融融。後來躲避二戰空襲，我從台北回到
農莊。祖父那代分家後，那幾年我曾在照門國小
就讀，那段童年往事也是依稀如在目前。 



． 客家親 46 期 ． 

四海之內皆兄弟    天下客人一家親 
 

26

                              簡化的漢字趣談                 鍾啟文  

海峽兩岸因政治立場因素，隔閡對立了幾十年至今，由於大陸方面大力推展簡體字，使得公文
書以及民間文字書寫，皆較普及且習慣。依照《中華新字典》的記載，高達二二九四個簡體字。
寶島則不然，政府並不鼓勵使用簡體字，而民間對於「漢字」 的書寫則並未禁止。因此之故，一
直以來在文字學的領域中，難免會有中華文化傳承之正統或優劣之爭議.。尤其，現今華語文已是
世界主要強勢語文之一，加上大陸在國際上大力籌建孔孟學院和推行華語文教學，益加使得「正
體字」和「簡化字」的探討不斷地浮上媒體及學術界。 
在巴西這南美洲華僑人數最多的國家裡，有些僑校或華語文學園，是以簡體漢字作為主流教學。

而筆者所從事華語文教學的聖儒華文學校，迄今仍然堅持正體字及ㄅㄆㄇㄈ的注音發音教學。《客
家親》雜誌亦是自創刊至今，依然秉持正體字印刷和出版.。最近美洲華報也轉載了一篇學者的論
述，其大意是指簡體字在文字方面閹割了中華文化的傳承。以「閹割」一詞形容，難免令人覺得
好奇，極欲了解其所要表達的見解及邏輯。值得吾人再省思！ 
馬英九總統近期也再次重申確認，以「用正識簡」定調，政府公文書一律以正體字為主，寶島

的中文字的政策有了更明確的方向。因為有些簡體字與原創之漢字的「形」、「音」、「義」合一的
特色相去甚遠，實耐人尋味啊！ 
最近看了一篇總統府參事夏進興先生所寫的短文，頗有意思的，茲介紹如次： 
筆者兩度赴中國大陸旅遊，對簡體字頗不習慣，也

深覺不以為然，例如：一個「干」字，既可以作「乾」，

也可以作「幹」，實在教人困惑！返台時，便以簡體

字的缺陷，略帶詼諧語調，作對聯一則： 

上聯曰：『麵無麥、愛無心、單翅能飛。』  

下聯曰：『餘不食、親不見、無門可開。』 

「麵無麥」，中國大陸的「麵」字，就用「面」字

來代替，沒有左邊的「麥」字；「愛無心」，大陸的「愛」

字當中沒有「心」字(爱)；「單翅能飛」，中國大陸的

「飛」字(飞)，只有一個翅膀，且底下沒有「升」字，

戲稱為「單翅能飛」。 

「餘不食」，中國大陸的「餘」字，就是一個「余」

字，沒有左邊的「食」字，若銜接上聯，就是沒有「麥」

的「麵」，我不吃；「親不見」，中國大陸的「親」字，

右邊沒有「見」字(亲)，若銜接上聯，就是沒有心的

「愛」，親情不見了；「無門可開」，中國大陸的「開」

字，沒有上頭的「門」字，既然單翅都能飛翔，無門

可以開啟，也就不足為奇了！  

退休後，每周擇一日擔任導覽志工，常為中國大陸

人士介紹總統府的歷史文物，也特別引用上述對聯，

來說明正體字的優越性。有時觀眾興致之餘，提問「那

橫批呢？」我說：有人給我「不生而產」的橫批，因

為中國的「產」字，下頭沒有「生」字；又有人給我

「死無全屍」為橫批，因為中國的「屍」字，就用「尸」

字來代替。  

筆者認為最好的橫批，就是「郎不歸鄉」，因為大

陸的「鄉」字，右邊沒有一個「郎」字。有位中國女

性觀眾聽我講述之後，說：「不行！我們的情郎要歸

鄉。」我說：「若要情郎歸鄉，就請你們改用正體字 

吧！」 

夏先生不愧是參事，就以上述對聯趣解，無麥之面，食之何味？無心之愛,豈非空口？加上單翅
難飛，那麼！郎不歸鄉也就不足為奇唄！ 
再則，餘之無食，米炊不繼；親人不見，綱常難續。加上欲開無門，如此！郎不留鄉自是不令

人詫異啊！ 

      步入中老年的生活，您有目標嗎 ?     鍾啟文 
光陰為百代的過客，時間分分秒秒地過去，也

讓人不斷地探討什麼是時間？有生就有死，有來
就有去，令一般人總是有「好死不如賴活」、「趨
吉而避凶」的心態。尤其，從小到大歷經不知多
少的學習培養、困境失敗、順利成功、健康生病。
總是令人難以理解，如何生活才有意義？生命的
價值又是什麼？ 
驀然回首，人生已過了大半，有人步入中年；

有人已趨老年，兒女已長大成人，甚至也成家立
業了。有人幾代同堂，有人與老伴攜手共走餘
生；也有的是鳏寡孤獨。既然在人世間為人，如
何做人較為踏實有意義，是重要的人生課題。 
身心醫學雜誌發布的研究報告說，能為自己設

定目標的老人，會覺得生活充滿了意義，他們通
常也比態度消極的同齡人長壽。 
這項為期五年的研究，曾經調查 1200 多名平

均年齡 78 歲的老人。研究發現，具有較高目標

的老人，無論是養育孫兒孫女、到一心嚮往的地
方去旅行、或者到醫院當義工，他們在五年中的
死亡率比那些漫無目標的老人低了一半。態度消
極的老人，通常會覺得人生已經沒有什麼值得做
的事，日常生活只不過是一堆微不足道的瑣事。 
Mount Sinai 醫學院精神分析醫師茱蒂絲．紐

格魯琪(Judith Neugroschl)說，這項研究沒有
說明樂觀積極的老人為什麼會長壽的原因。但她
指出，沮喪抑鬱或者體能狀態低落的人，通常連
帶會覺得生活缺乏目的，他們對未來毫不關心，
沒有希望和憧憬。在這種情形下，他們比較容易
選擇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飲食品質低劣、缺乏運
動、服用藥物不正常、經常違反醫師的囑咐，這
些消極的態度都會影響健康。 
紐格魯琪說，為自己設定一些可以達到的目

標，這對老人非常重要；為了達到這些目標，他
們通常會比較注意照顧自己。這些目標不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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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冕堂皇，你可以每天完成填字遊戲、閱讀詩
集、為孫兒孫女織毛衣、或者學習新的語言。你
也可參加濟貧組織，或打掃附近的公園。 
她說，如果藉由社交生活來履行你的目標，還

有助於你的記憶力和認知能力。許多科學研究已
經證實，老人如果擁有雄厚的社會支持網絡，可
以延緩記憶力的喪失。 
紐格魯琪強調，老人不可妄自菲薄，不要認為

自己年事過高，沒有必要為自己設定目標。其
實，建立較高的生活目的永遠不嫌晚。重要的
是，你要找到一些管道，讓自己覺得有用，被人
所需要，例如到附近學校教學童唸書。同時，貢
獻時間和禮物可以幫助你覺得生命充滿意義。參
加宗教活動，以發展自己的靈性，也是建立意義
和目標的捷徑；它可以使你藉由宗教的力量，對
自己的生命有更寬廣的看法。 
另外，有一項研究結論，題為「當志工老人更

長壽。」美國健康新聞網登載的一項最新研究結
果顯示，經常參加志願者活動的老人不僅身體更
健康，而且也更長壽。 
為了解樂於幫助他人與長壽之間的關係，加州

大學舊金山分校和老年人醫療中心的研究人員
對 6360 名 65 歲以上的老人進行了調查，他們的
平均年齡為 78 歲，其中 60％為女性。 
在調查中，研究人員通過問詢方式，了解老人

平時是否經常參加幫助他人的志願者活動，這些
活動涉及宗教、教育或衛生等方面。 
研究人員還考慮了能影響老人長壽的其他因

素，如認知能力和行動能力是否受損、是否患有
憂鬱症、衰老症以及各種慢性疾病等。結果顯
示：研究期間，1766 名經常參加志願者活動的
老年人中只有 12％的人死亡；而那些不參加這
些活動的老年人中有 26％的人死亡。  
研究人員解釋說，經常參加志願者活動的老人

之所以更健康和更長壽，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1)、老人和社會進行更多的接觸可避免孤獨

和寂寞。 
(2)、因幫助別人而樂。 
(3)、參加有意義的活動有助於老人減輕或戒

掉一些壞毛病，如吸菸、久坐不動等。 
這就印證了，施比受更有福、助人為快樂之本

的哲理名言了。 

【留一盞燈系列選摘】 宇 光

● 眸中的燈 
夜色初臨，我似乎嗅到了伴隨黑暗而來的恐懼

與罪惡。於是，我習慣地走到店門口張望。 
有一位年輕的母親抱著她的孩子，散步到店前

停下，懷裡的孩子突然叫嚷、掙扎著要下來。她
微笑著把孩子放到櫥窗前面。孩子則像企鵝一
樣，兩隻胖胖的小手興奮地拍打著玻璃，嘴巴咿
哩哇啦地說個不停，被包著的尿片撐得開開的小
腿，有節奏地跳躍著。她像數寶一樣訴說著這個
孩子的可愛和聰明。我看孩子在她眼眸中點亮慈
愛又驕傲的光芒。而當她抱起孩子要離開時，我
從孩子大而明亮的眼中，讀到玩具給她的喜悅和
母親給她的安全，竟然沒有一絲黑夜的恐懼。 
  是了，當黑暗來臨，有人的眼眸就點起一盞盞
的燈火。 

● 經得起誘惑 
  已婚的人要經得起誘惑，家庭的問題就可以減
少很多。 
  這裡的「誘惑」，泛指不當的名利和男女關係，
而特別是不正常的男女關係，最會挑起家庭的風
波。 
  和諧的人際關係，恒常要保持翹翹板的平衡；

人際關係的失衡，常是痛苦與煩惱的根源。而第
三者的感情介入或分享，就是對平衡的不耐或挑
戰。結了婚的人，一定要洗盡做「大眾情人」的
心態，只把魅力現給你相守家庭平衡和諧的另一
半。 
  要經得起誘惑不容易，不去誘惑別人也不容
易。只有經得起這不容易的考驗，幸福才會常叩
家門。 

● 文章與做人 
  文章要經得起修改，做人要經得起批評。 
  因為經得起修改，改掉不理想的，改了又改以
後才能更好。等到再也不能改了，那才是真正的
經得起讀者閱讀的好文章。 
  做人也是一樣，因為有經得起批評的雅量，才
有內省改過的勇氣。經得一次批評，改掉一些缺
點。「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到了
無缺點可損之時，就是經得起批評的做人境界。 

● 花和蝴蝶 
  林煥彰有一首《花和蝴蝶》的童詩： 

花是不會飛的蝴蝶 
蝴蝶是會飛的花 
蝴蝶是會飛的花 



． 客家親 46 期 ． 

四海之內皆兄弟    天下客人一家親 
 

28

花是不會飛的蝴蝶 
 
花是蝴蝶 
蝴蝶也是花。 

  這是從兒童眼中的世界來反覆比喻的七行六
句短詩，意象本極為單純而明朗。不過，蘊涵的
哲思，卻是「莊子之夢為蝴蝶，蝴蝶之夢為莊子」
的分辨與物化，恐怕就不是童心所能理解了。而
對於成人，還不如直接參悟「莊子的蝴蝶」要透
徹些。所以我初讀此詩，也只是留下一個印象而
已。 
  最近，有位文友拿李義山詩集壓卷之作《錦瑟》
來討論：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認為人生恰似莊子的一場蝶夢或夢蝶而已，能
成為可待的追憶就是一份惘然的淒美了。人生，
原不必太過認真的。 
  這倒是「齊天大聖到此一遊」的瀟灑人生，該
比較接近李義山《錦瑟》詩的心境吧！於是，我
又找回林煥彰的《花和蝴蝶》來看，才發現這是
從第三者的角度旁觀比喻的，與莊子陷入蝶夢的
混淆是有所不同的。林煥彰是從兒童的感覺與想
像來取材比喻，也許想過莊子的夢蝶，但未必有
意把童心引向莊子齊物論的高深領域去。 
  就美感的意象而言，花和蝴蝶是二合為一的，
分別只在動感和靜感而已。至於莊子夢為蝴蝶
呢？或蝴蝶夢為莊子呢？就夢中的物化而言，也
是二合為一的，分別只在醒的時候。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美感
的情趣要從物我兩忘的平等觀去尋。「古今多少
事，都付笑談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人生的意義，雖要清醒而積極地追求，卻要瀟灑
自在地享受。 
  「莊生曉夢迷蝴蝶。」我們不要迷於曉夢的人
生。《菜根譚》說：「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

人身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不可不知
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知有生之樂，
懷虛生之憂，是很正確的人生觀吧！ 

● 財富與朋友 
  財富未必是永久的朋友，而朋友卻是永久的
「財富」。 
  最近，我對好幾位言可及義的朋友談到這個看
法，推銷這個理念。在工商社會中，財富是必然
努力的結果。獲得財富、擁有財富，幾乎是「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嚮往。賺得了你的財富世
界，也賺得了你美好的人生，這樣的財富是你享
有的朋友。如果只賺得你的財富，卻虧損你的人
生，這樣的財富就成了剋你的負擔。「擁有」未
必「享有」。只有真正享有財富，讓財富在你生
活的社會中，發揮積極的大用，這樣的財富才是
真正的朋友。 
  君子愛才，除了要取之有道以外，更要用之有
道。這樣，現代的工商文化才能綻放出光芒。 
  至於真正的好朋友，卻是我們永久不渝的財
富。如果你還沒有這層體會，那是因為還沒有這
種朋友的緣故；應該敞開包容的大門，讓友誼的
溫馨源源造訪。 

● 編自己的字典 
  梁啟超說：「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 
  戲文因為扮演角色的不同，會有雅俗、高下、
深淺不一樣的詮釋，觀眾但覺多采多姿而甚少苛
求。 
  我們常要翻閱好幾本字典後，才能找到正確的
答案，我們不免埋怨那些簡略粗陋的字典，浪費
我們不少時間。 
  我們正在編纂自己的字典，我們該知道要怎樣
提供完美的解答。 

● 還我一個人來 
  「大」是「人」的象形，象人正面頂天立地之
形。所以我常告訴學生說，把人做得頂天立地、
堂堂正正，就可以成其為「大」了。陸象山說：
「我雖不識一個『大』字，也應堂堂正正還我一
個『人』來。」其實也是這個意思。   



． 客家親 46 期 ． 

四海之內皆兄弟    天下客人一家親 
 

29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小島，之所以被看得大，不是
指土地人口的大，而是台灣社會生命力的大、經
濟實力的大、奮鬥意志的大、包容力的大，以及

發展潛力的大。但是，這個「大」的力量，必須
靠大家團結合作，才能發揮展現出來。如果人人
都想獨大，團體就會被淘空而小而弱了。

                人  定  敬  天           黃偉祐 
瑪雅預言 2012 世界末日降臨，真是怵目驚

心！回顧二十世紀，自私、自利、自大、冷漠、
無情的人類，把自己的家(地球)，弄得天翻地
覆，烏煙漳氣；東邊打戰，西邊搶劫，水深火熱、
民不聊生；為了自己的利益，山河變形，千瘡百
洞、面目全非，地球正面臨嚴峻危機。百年發生
了二次世界大戰，發明了核子燬滅性的武器，獨
裁者擁武自豪？不知按鈕一扣，人類、動物剎那
消失，山林、河川無蹤無影。無知的人類，更變
本加利，追求高消耗的物資享受，開採石油、天
然氣，破壞大自然的定律，連最後一片深海淨
地，也不放過，大肆污染。開山鑿洞，深入地層，
阻河淤沙改道，砍伐古木，只為那僅有的礦物與
寶石。為了貪吃的口慾，殘殺了稀有的動物、海
洋的鯨魚，連天上的飛鳥也不放過。記得前有位
當政的獨裁者，完成了一條破壞山林的崎嶇路，
竟大肆喧嘩人定勝天。真是天下蠢才，可恨可
悲！山河依舊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啊！ 
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千禧年帶來了歡樂與繁

榮，全世界經濟成長超高，歐洲貨幣統一，亞洲
中國的崛起，南美巴西經濟的復甦，中東阿拉伯
填海造島，世界各國都在過嘉年華，比賽豪華奢

侈，極力破壞大自然。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搞的
我們已不認識這個星球。但沒多久，上天翻臉大
地翻身，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颶風、龍捲風，
所有的天災，有名無名都降臨；南極高溫，北極
冰融，海洋水位增高，土地下沈；地球的磁場也
位移，可耕耘的土地愈來愈少，人口增加，飢饉
荒年愈頻繁。為了生存，人類愈來愈兇惡，已到
了山窮水盡，自相殘殺的地步，地球也將毀滅在
我們的手中。今天老天對我們作出嚴厲的警告，
對人類不合理資源開發，造成了大氣的污染、水
質的污染、食品的污染，無情的吞噬人類的生
命，威協著生態的平衡；使我們一步步走進無底
的困境，最終將毁滅結束。。 
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人定敬天！大自然的定

律，山川水流，春、夏、秋、冬，各有所規。有
心人士大力奔走，分析危在旦夕的近況。我們應
有法冶、理性的環境意識，使我們的地球，成為
美好的。碧藍的天空，清澈的水，綠草滿地樹成
蔭，大家都可盡情享受大自然賦予我們的幸福。
但我們必須敬天，携手保護我們的家園。瑪雅預
言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世界末日，相信我們人
類天助、自助，定能平安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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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分享．有讀必應】       每天做一件好事 
昨天去山地服務，坐我旁邊的是一位電子公司的副總裁。我認得她很久，卻不曾跟她聊過私事。我知道

她是白手起家，但過程並不清楚。昨天因為山路很長，她就告訴我她的故事。 

 她高商畢業以後，考進一個公家機關做會

計。她母親過世時，她回鄉奔喪，因為辦喪事要

用錢，所以下了火車便去提款。沒想到因為太過

疲累，精神恍惚，她領完錢，抽出提款卡後，卻

忘了拿錢，便匆忙回家了。等到要用錢時，她才

猛然想起錢還留在提款機上。 

 她飛奔去車站，一邊跑一邊哭，心想凶多吉

少，火車站旁的提款機是最繁忙的，無主的錢誰

不要呢？ 

 她跑到提款機時，看到一位老農夫，褲腳是

捲起來的，腳上還有泥巴，手上拿著她的三萬

元。她感激得幾乎要跟他下跪。她問老農夫，如

果她沒有來，他會在那兒站多久？老農夫說，三

萬元不是個小數目，它的主人一定會回來找的。

她說，老農夫看到她出現，好像比她找到錢還要

高興。她了解原來這就是做好事的快樂。於是她

立下心願，每天一定要做一件讓別人快樂的事。 

 她銷假回去上班後，便主動幫助人，看到事

情就做，而且是心甘情願的做。公文開始電子化

後，勞委會開辦了電腦職訓班，她的主管替她爭

取到名額，告訴她，這是新興的領域，學會了電

腦，不怕沒飯吃。她知道比她有資格的人多的

是，是主管力荐她，給了她這個機會，所以她非

常珍惜，努力的學，因而得到教課老師的青睞。

這位老師叫她晚上去上課，鼓勵她拿到正式文

憑。後來，她嫁給了這位老師。當時男方家長很

反對，但她先生很堅持，對父母說：「我在她身

上看到為妻的一切美德。」她深受這句話的感

動，所以兩人剛出來創業時，雖然很辛苦，但是

她一句話都沒有抱怨。 

 其實，人不必管美醜，潔身自愛、努力上進

是最吸引人的條件。她到現在還是每天要做一件

讓別人快樂的事。她說，她深深感受到施比受更

有福。 

 她最讓我感動的是她富而不驕、誠樸勤儉。

有一次，我們下山時肚子很餓，那時還沒有高

鐵，回到臺北至少得花三、四個小時，所以我想

在埔里先吃點東西再走。我看到一家飯館，正要

進去，她拉著我，眼睛四處搜尋，看到對街有個

麵攤，就叫我過街去吃麵。她說，兩人吃飯，兩

菜一湯，三百元跑不掉；吃麵，一碗才五十元，

我們可以省下兩罐奶粉的錢。因為有位善心人士

介紹我們去買罐奶粉，給山上的孩子添營養，一

罐才一百元，奶粉並未過期，只是罐子不好看而

已。我沒有想到一個家財萬貫的人會這麼節省，

心中真是感動。 

我父親常說：「廣廈千間，夜眠八尺。」住再

大的房子，晚上也是只能睡一張床。人不要做守

財奴，錢花出去是「財產」，不花叫「遺產」。父

親說，錢不可以浪費，要花在刀口上；但不可以

小氣，該花的就要花。我父親活得很快樂，我看

我旁邊的這位副總裁也活得很快樂。孔子說：「三

人行必有我師。」我又學到一課。 

每天做一件好事並不難，而且又會使自己快

樂。做好事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因為從幫助別

人，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 
( 傳此篇文章給各位好友，今天便做一件好事了。特別是您有看且看的懂，有心且身體力行，服務為快樂之

本，您一定心存喜悅，進而善有善報。) 

深 夜 的 養 老 院  

大衛•伯迪其實付得起飛機票的錢，但他喜歡
自己開車，每個月由蒙特利爾到紐約一趟。尤其
是有個朋友死在一次小型飛機失事後，他就更不
想搭飛機旅行了。因為生意的關係，他經常需要
到紐約去。他幾乎閉著眼睛就能從蒙特利爾開到
紐約。他酷愛開車旅行，經常是一口氣連開七小
時到達紐約，中途經過休息站，連帶吃晚餐。 
他喜歡在夜晚上路，那時高速公路車子很少，

他可以一路通行無阻地抵達目的地。他這段行程
已經持續了十年之久，從來也沒有發生過任何問
題。通常他在臨走前都會先睡一下，等上路時就
精神百倍，一點也不會打瞌睡了。他對自己的這
種旅行方式信心十足，有時還和朋友開玩笑說他
開車到紐約已經「自動化」了。 
那是一九九六年五月的晚上，他依照往例開車

由蒙特利爾到紐約。但是他才開了一個小時，不

知為什麼就覺得十分吃力，而且想睡得不得了。
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都覺得不對勁，眼睛也幾乎
要闔上了。他把車窗打開，希望夜晚的冷空氣能
讓他清醒一下，又拿出一大罐咖啡灌下去，想保
持清醒。但所有的努力都失效了，他就是覺得全
身無力，昏昏欲睡。 
他覺得非常驚恐，因為這是他長程開車旅行以

來第一次碰到這樣的情形。他不過才開了一個小
時，而且在這之前他才睡過四個小時的覺，根本
不應該會發生這樣的現象。會不會是他病了？ 
大衛已不能再開下去了。他在下一個出口離開

了高速公路，朝一個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加油站開
去。然後他發現自己來到他從來沒有聽過、離紐
約還很遠的小村莊。 
「嗨，你好，」加油站員迎上前來，「需要加

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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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附近有汽車旅館或是飯店嗎？」他問。 
「有，我手邊有一大串名單，需不需要我幫你

訂房？」加油站員非常熱心地說。 
「真的太謝謝你了，」大衛很高興地說。但是

當他們打到每個飯店旅館去詢問時，卻發現每一
家都客滿了。 
「哼，這可就怪了，」加油站員奇怪地說，「旅

遊旺季還要兩個禮拜才開始呀。」 
「還有沒有比較遠一點的呢？」大衛幾乎快睡

著了。 
「這裏有一些小旅館，大約離這兒五十哩路

遠，我相信你一定會找到一個房間的。」 
但打去的結果也一樣，所有的店都客滿了。

「咦，這可蹊蹺，」加油站員低聲說，「從來沒
有發生過這種怪事呀。」 
「拜託，」大衛已經累得快不行了，「我真的

撐不下去了。這附近會不會有什麼高中或大專學
校有宿舍可以租個床位給我？」 
「沒有，」加油站員說，「這附近沒有這種學

校。」 
「那…」大衛已經覺得就算是睡在草棚裏也無

所謂了，「有沒有什麼養老院？」 
「那倒有，」加油站員快樂地說，「在前面路

口的右邊就有個養老院，院長派崔克•瑞尼是個
好心人，我幫你打電話給他。我會告訴他整個事
情的來龍去脈，我相信他會願意讓一個房間給
你。」果然沒錯，那兒確實有一個房間，而且租
金便宜得不得了。 
第二天早晨，睡了一場好覺的大衛，神清氣爽

地付了租金，準備離去了。就在他要走出大門
時，不知道為什麼又轉身回到櫃檯，問瑞尼說：
「我突然有個想法。反正我已經在這裏了，不妨
順便做點好事。我不只是個生意人，也是個猶太
教的牧師，這裏會不會剛好有什麼人需要我服務
的？」 
「真的？」瑞尼有點疑惑地望著他，「你真是

好心。我們剛好有個猶太病患，昨晚去世了。差
不多就在你來的同一時間。」 
「哦，你打算怎麼處理他的喪禮？」大衛問。 
「嗯，西蒙•溫斯敦差不多一百歲了，親戚也

都死了。在他的資料上也沒有任何親屬的名單。
這附近也沒有猶太人的墓地，最近的一個也要在
一百哩之外的安柏尼。所以我們正想將他葬在附
近的基督教墓園裏，葬在那裏的都是些無依無靠

的貧民。」 
「這樣吧，」大衛立刻說，「你設想得很周到，

不過既然他是個猶太人，我相信他一定想葬在猶
太墓園裏。這次我剛好開一輛大型旅行車，通常
我是開可樂娜上路的。車子後面還有很多空間，
或許你可以把他的棺材交給我，我可以把他葬在
紐約的某個猶太墓園裏。」 
那天稍晚，大衛抵達紐約的辦公室之後，立刻

和在布魯克林區的一些猶太墓園聯繫。 
「非常抱歉，」每個地方的回答都一樣，「我

們很願意免費安葬他，但是墓園都滿了，實在騰
不出空間，你不妨試試看皇后區有沒有空缺。」
但是在另一個人口擁擠的紐約區，他還是碰到同
樣的問題。那人回答：「這樣的事情並沒有前例，
我們也沒有任何準備。我可以向慈善機構申請一
筆款項為他買墓地，但那需要很多時間。我也很
希望能幫得上忙。」大衛失望地要準備離開時，
那個人突然又對他說：「等一等，我剛好想起來
在上曼哈頓的華盛頓高地那兒，有一個這樣的組
織提供贊助經費，你不妨去那兒試試看。」 
在華盛頓高地，大衛終於完成任務。「有，我

們有這樣的基金，」那滿是灰塵的辦公室中，一
個年近古稀的老人答應著，「我們確實有一筆基
金用來為無依無靠的老人提供墓地與葬禮。大概
在五十年前，一個猶太裔的慈善家來到我們社
區，他提到有些老人死後無力安葬自己，因此想
提供一筆基金來為窮人服務。我們確實在墓園中
保留了幾個地點為這些人做準備。我會處理所有
事情，」他告訴大衛，「不過，我想還是需要先
填一些表格，」他說著拿出一些文件來。 
「請問一下死者的名字？」他邊問著，一枝筆

在空中比劃著。 
「西蒙•溫斯敦。」 
「嗯，」老人答道，「這名字聽起來很熟悉。

不介意我先看一下屍體吧？」 
他說著朝旅行車走去。 
當老人再回到大衛身邊時，兩頰都帶著淚。 
「親愛的朋友，」他對大衛說，「我們不只要

給西蒙•溫斯敦一塊墓地，我們還以他為榮。上
天真的在展現奇蹟，這個由你老遠帶來的老人正
是提供基金的大善人西蒙•溫斯敦。他將埋在當
年自己選定的地點……。伯迪先生，謝謝你千辛
萬苦地把西蒙•溫斯敦的遺體帶回來，這裏就是
他最希望的安息之所。」 

拿 煙 斗 的 男 孩 
― 名畫背後的淒美故事 ― 

(世界上最貴名畫畢加索的油畫《拿煙斗的男孩》， 2004 年 5 月 5 日在倫敦舉行的蘇富比拍賣會上，以 1.04

億美元的天價成交。而在這幅天價名作背後卻隱藏著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 

● 「手拿煙斗的男孩」相戀鄰家女 

這幅畫是畢加索 1905 年創作的，當時他只有

24 歲，剛剛在巴黎著名的蒙瑪特高地――青年

藝術家聚集的地方安頓下來。畫中是一位正值青

春期的男孩，表情略帶憂鬱，身穿藍色服裝，頭

戴花冠，手裡拿著一支煙斗，畫面的背景是兩大

束色彩艷麗的鮮花。專家評價說，這一作品色彩

清新明快，筆法細膩，人物和景致都刻畫得非常

生動逼真，是畢加索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經典作

品之一。這個作品，被評論家譽為「具有達文西

《蒙娜麗莎》似的神秘，梵谷《加德醫生》似的

憂鬱的唯美之作。」隨著畢加索聲名鵲起，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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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在巴黎幾經轉手，最後被德國的猶太富商格奧

爾格先生收藏。 

格奧爾格家族以經營瓷器、鐘錶起家，19 世

紀初又涉及金融、股票和運輸業，擁有萊茵河沿

岸大量肥沃的土地。小斯帝夫．格奧爾格是這個

家族的第四代單傳，從小就受到了父親精心栽

培，才華過人。格奧爾格先生有一世交好友，名

叫理查．霍夫曼，是一位來自美國的瓷器貿易

商。他們兩家在柏林斯岡艾弗德大街的住所緊挨

在一起，霍夫曼先生的愛女貝蒂比斯帝夫小一

歲，兩人從小青梅竹馬。 

那時，斯帝夫一直把美麗又有些怯弱的美麗女

孩當做親妹妹看待。從懂事以來，貝蒂一直以為

斯帝夫就是這幅《手拿煙斗的男孩》的模特兒，

因為畫中的少年與斯帝夫無論是相貌還是神態

氣質上太像了。直到貝蒂 12 歲才從父親的口中

失望地得知，這畫中少年與斯帝夫沒有絲毫的關

係。 

每當貝蒂有難言的請求時，她總會寫一個留給

斯帝夫的小紙條，把它貼在《手拿煙斗的男孩》

的背後。貝蒂所畫的第一幅素描就是斯帝夫手拿

父親的煙斗站在這幅畫前的肖像。18 歲，貝蒂

把自己的素描稿作為聖誕禮物

送給了斯帝夫，斯帝夫第一次

親吻了他心儀的女孩。 

1935 年年初，戰爭的烏雲已

經籠罩著德國上空，格奧爾格

先生開始把家族的大量藝術藏

品和財產轉移到瑞士，同時力

勸好友早日帶家屬到美國避

難。但他們一家由於斯帝夫的

母親不願離開故土而錯過了逃

離德國的機會。 

● 大使夫人淚沾傳奇名畫 

戰後，霍夫曼與女兒馬上奔

赴德國，開始了尋找格奧爾格

一家的艱難旅程。父女倆幾乎

走遍了德國境內所有猶太人安置點，最後，他們

在德國政府的公文中正式獲知，格奧爾格家族中

除了少數幾個逃到非洲的零散成員外，其他成員

無一逃脫魔掌。 

貝蒂於 1949 年嫁給了長她 6 歲的約克．格魯

尼，一個來自波士頓的優秀青年。1950 年，貝

蒂跟隨新婚的丈夫，以美國駐英國大使夫人的身

分來到了倫敦。再次回到歐洲，貝蒂感慨萬千，

她無法忘記自己曾經在倫敦火車站為了等待斯

帝夫的到來，不吃不喝地站了幾天幾夜。而今，

自己與初戀情人已是陰陽相隔。 

深知妻子心事的丈夫告訴她一個消息，最近蘇

富比拍賣行正在舉行拍賣，有許多猶太人為了籌

備戰後重整旗鼓的資金，正把家族祖傳的藝術藏

品奉出拍賣。格奧爾格家族藝術藏品甚豐，貝蒂

也許能在那裡碰上格奧爾格家族的成員呢。得知

這個消息後，貝蒂馬上到了拍賣會現場，可是她

並沒有任何斯帝夫的消息。正當貝蒂準備離開的

時候，她驚異地聽到了一幅畫的名字：「畢加索

《手拿煙斗的男孩》，曾經的所屬人不詳，是盟

軍從德國繳獲的戰利品，一萬美金起價，所籌款

額將交給世界猶太人基金會」。 

貝蒂的頭「轟」的一聲如雷灌頂，透過朦朧的

淚眼望去，那幅畫雖然經歷過戰爭的創傷，卻依

舊完好無缺。畫中的男孩依舊那麼憂鬱，那麼秀

美；頭上的花冠依舊鮮艷，背景花束依舊芬芳；

兒時記憶依舊鮮明，可是，只有她還獨自活著，

而另一個少年在哪裡？ 

貝蒂舉起了牌子。競拍的最後，價位被提到了

2萬 8千美金，就當時的世界名畫拍賣來說，這

個價位已經到了無人問津的高價了。第三聲詢問

過後，木槌落下，這幅畫終於落到了貝蒂的手

中。貝蒂捧著畫回到家中。一路上，她的眼淚沒

有斷過，她很清楚這幅畫的遭遇正是斯帝夫一家

遭遇的縮影，自己捧著的，正是那少年的心。 

從此，這幅畫一直被珍藏在格魯尼家族的私人

書房，直到 5 年後，格魯尼

先生結束了任期回到波士頓

老家時，這幅畫才跟隨著格

魯尼夫婦回到了美國。十年

之內，貝蒂的三個孩子相繼

問世。她成了一個快樂的母

親，同時她活躍於美國上流

社會的社交界，用自己和丈

夫家族的聲望來影響更多的

美國人關心猶太人的命運和

他們戰後的重建事業。貝蒂

自己親自擔任了「流亡美國

猶太人委員會」的顧問。貝

蒂的人生開始變得充實而快

樂，戰爭的陰影正一點一點

地從她的心裡驅散。雖然在夢裡她依舊會見到她

兒時的戀人，但是，已經成為母親的貝蒂更希望

斯帝夫在天國裡能幸福快樂。 

1965 年 10 月裡的一天，正在花園中修剪花草

的貝蒂看見僕人帶著一位陌生客人到了自己的

面前。貝蒂一下子就被他憂鬱的氣質和深邃的棕

色眼睛吸引了。客人穿了一套考究的黑色西服，

穩健又優雅。貝蒂瞇起了眼睛，極力在記憶中搜

尋著對方似曾相識的影子。他用大海一樣深情的

眼睛看著貝蒂，然後緩緩地摘下了帽子，微微地

向貝蒂鞠了一個躬。他輕聲地對貝蒂說道：「你

好嗎？我的小貝蒂」。 

聽到他說的德語，貝蒂的臉失去了血色，手中

的花剪掉到了地上。那聲音雖然已經不是她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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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少年的嗓音，但是那種稱呼她的方式，只屬於

一個人的！只有斯帝夫才會這樣叫，這是只屬於

他們兩人之間的秘密。 

他還活著！貝蒂覺得 28 年前沒能從柏林火車

站駛出的命運火車，今天開出來了。 

● 神秘遺囑見證跨世紀傳奇 

他就是斯帝夫•格奧爾格，一個本該死在納粹

集中營裡的少年。在波蘭的納粹集中營裡，他目

睹了父親死在納粹的毒氣室裡，母親死在了納粹

的機關槍下。最後關頭，他居然在死人堆裡被美

國士兵解救了出來。斯帝夫當時染上了肺病，生

命垂危，馬上被美軍送往波蘭一家地方醫院治

療，一年後他用頑強的毅力戰勝死神，並返回德

國。斯帝夫用了兩年時間同德國政府交涉，試圖

挽救家族在戰爭中失去的巨大財產。同時，他開

始自學經濟和法律，以早日完成父母親的遺願。 

1955 年，他在倫敦出差時無意中在《泰晤士

報》上看到了美國駐英國大使夫婦為愛因斯坦舉

行追悼會的照片，他敏銳地從照片上感到大使夫

人就是他的小貝蒂。他馬上來到美國大使館，求

見大使夫人，但遭到了工作人員的拒絕。斯帝夫

不死心，想通過倫敦的朋友關係聯繫上大使夫

婦；不巧第二天，德國有急事發生，他只好匆匆

返回了柏林。兩個月後，為了尋找美國小妹，斯

帝夫再次來到倫敦。等他見到美國大使夫婦時，

他失望地得知上任大使夫婦已於一個月前結束

了任期，回到美國了。他從新大使那裡聽說了貝

蒂的情況，知道她已經成為了母親，丈夫是一個

非常優秀的紳士，斯帝夫心中既歡喜又悵然。他

知道他們已經分別了近 18 年，雖然對於自己來

說戰爭是永遠無法癒合的創痛；但是對於貝蒂來

說，也許她更想忘記那一段歷史。 

斯帝夫忍痛沒有再去美國尋找貝蒂，把全部的

精力都放在了家族事業的振興上來。他把父親轉

移到瑞士的財產收了回來，同時開始在金融和建

築業尋求發展。為了安慰父母的在天之靈，從

50 年代末開始，他聯合其他與自己有同等遭遇

的人們同德國政府交涉，以獲得政府的戰爭賠

償。但是，訴訟之路漫長而坎坷，就在他幾乎絕

望之時，他從一個朋友那裡聽說了在美國有一對

曾經做過英國大使的格魯尼夫婦，正致力於幫助

流亡美國的猶太人的重組事業。同時，那位朋友

在閑聊中透露了格魯尼夫人曾經收藏了一幅畢

加索的名畫《手拿煙斗的男孩》。 

可以想像斯帝夫在聽說這個消息時內心的震

撼！他萬萬沒有想到，凝聚著自己所有珍貴的初

戀記憶的那幅畫竟然被貝蒂珍藏著，這說明在貝

蒂的心中一直珍藏著有關自己的記憶。他再也忍

不住了，第二天，他就辦理了去美國的簽證。當

他開始走近貝蒂的時候，他的心幾乎都要跳出

來。斯帝夫覺得從客廳至花園的路漫長而艱辛，

他幾乎走了 28 年的時光…… 

當淚水把他們兩人的衣襟打濕之後，貝蒂挽著

斯帝夫的手臂來到了書房，給他看那幅畫。他在

那幅畫前站了許久，眼淚一直沒有乾過。最後，

他習慣性地走到那幅畫前，試圖翻看那幅畫的背

面，看看他的小姑娘是否給他留了什麼紙條。最

後他們都笑了。 

他見到了格魯尼先生，兩個男人雖然第一次見

面，卻有一種老友重逢的感覺。他們只遲疑了一

秒鐘，然後就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格魯尼先生

對斯帝夫說的第一句話是：「那是一場可恥的戰

爭，是人類的恥辱」。 

而斯帝夫對格魯尼所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從

懂事起就有一個心願，那就是希望貝蒂一生幸

福，而你做到了，我也許沒有資格說這句話，但

是我很想說謝謝你」。 

格魯尼夫婦試圖挽留斯帝夫在家裡多住幾

天，但斯帝夫執意早日返回柏林。臨行前，貝蒂

堅持把那幅畫還給斯帝夫，斯帝夫這樣說道：「你

有兩個理由必須擁有這幅畫：一，你替我的父母

保全了這幅畫，使它避免落入他人手中，他們在

天之靈一定非常欣慰；二，對於我來說，這幅畫

裡有太多的記憶，它在你的手裡，意味著你沒有

把我忘記，至少這是我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氣」。 

貝蒂答應了斯帝夫的請求，永遠保留這幅畫。

斯帝夫回到了柏林，繼續著他家族的事業。直到

他快 50 歲的時候，他才娶了奧地利姑娘愛得嘉

為妻，並生下了四個孩子。 

在隨後的歲月裡，格魯尼夫婦不遺餘力地投入

戰後猶太受害者賠償等問題。從 70 年代起，《華

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週刊》等著名媒

體紛紛開始大幅報道這方面新聞，為斯帝夫取得

最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不久，德國萊茵河沿岸

開始修建大壩，政府同斯帝夫交涉過後，開始大

量購買他的土地。就這樣，在戰後幾十年的時間

裡，斯帝夫使家族的財產翻了幾番。80 年代中

期，斯帝夫把企業委託給信賴的經營者，自己則

隱居在家族的古堡中，深居簡出。 

1996 年，格魯尼先生辭世。2年後，貝蒂的健

康嚴重惡化，她再次致電斯帝夫，希望他能在她

活著的時候，收回他家族的畫。斯帝夫親自到美

國看望了貝蒂，並且說服她打消了這個想法。由

此，貝蒂留下遺囑：如果在她死後，斯帝夫先生

依舊拒絕接受這幅畫，那麼她的兒子們可以將這

幅畫拍賣。拍賣收入三分之一留給她的子女，三

分之一捐給世界殘疾兒童基金會，三分之一捐給

以斯帝夫．格奧爾格先生命名的任何慈善機構。 

2003 年年底，貝蒂辭世一年半後，她的後人

決定拍賣此畫。此消息一經傳出，就引來了世界

媒體的強烈關注。2004 年 4 月，在倫敦的蘇富

比拍賣會上，《手拿煙斗的男孩》以一億四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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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天價成交。由於此畫打破了 14 年前梵谷

名畫 7800 萬美金的記錄創造了奇蹟，這位神秘

的收藏者一直成了世人關注的對象。 

但是，收藏者卻長久地緘默著。直到 2004 年

年 11 月斯帝夫辭世，斯帝夫的後人奉他的遺囑

將一封有斯帝夫親筆簽名的信轉給貝蒂的後人

時，真相才終於大白――那神秘的購買者正是斯

帝夫本人。據說，這幅畫一直陪伴他走到生命的

盡頭，他是凝視著這幅畫，走向人生的盡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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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懷笑一下！ 哈―哈― 冷靜想一下！ 
女浴室起火，裡面人亂作一團，赤身往外跑，只

見大街上白花花一大群。一老者大喊「快摀住！」

眾裸女突然醒悟，但身上要緊部位有三處，手忙

腳亂捂不過來，不知所措。這時老者又大喊：「捂

臉就行，下面都一樣！」 

* 

七年前他為了出國拋棄了未婚妻；現在事業有

成，他開始愧疚，聽說她過的不好，他想去彌補。 

他找到了她的魚攤。她在刮鱗，邊上蹲著一個男

娃，模樣有幾分像他。他心裡一震。 

她突然停下，指著隔壁攤的男人：「你咋還不給

孩子做飯呢？」 

他鬆了口氣，轉身走了。 

她遞根煙給隔壁攤男人：「剛才不好意思。」 

* 

父親在洗車，兒子拿起小石頭在車門上劃起來。

父親見此大怒，拿起扳手就打了下去。後來兒子

被送到醫院，證實手指骨折。面對父親，兒子輕

聲說道:「爸爸！手指會好的，不要擔心了。」

父親內心無比自責，一怒之下，衝回去要把自己

的汽車給砸了，他突然看見兒子劃的痕跡:「爸

爸！我愛你。」 

* 

草原上有對獅子母子。小獅子問母獅子：「媽！

幸福在哪裡？」母獅子說：「幸福就在你的尾巴

上。」 

於是小獅子不斷追著尾巴跑，但始終咬不到。母

獅子笑道：「傻瓜！幸福不是這樣得到的！只要

你昂首向前走，幸福就會一直跟隨著你。」 

* 

有一個盲了的女孩，她一無所有，只剩下她男朋

友。男朋友問她：「如果你眼睛好了，能和我結

婚嗎？」女孩答應了。 

後來女孩可以移植新眼角膜，也很快恢復視力，

但她發現她男朋友也是盲的。男朋友向她求婚，

女孩拒絕了。最後男孩只說了一句話: 

「Take care of my eyes.」(照顧好我的眼睛) 

* 

夫妻約定把「做愛」叫「上課」。 

一日老婆發簡訊給老公：「今晚上課。」 

老公回信：「有應酬，改自習。」老婆不悅。 

次日老公說要補課。老婆回：「不必了，昨晚已

請家教。」 

* 

男子想跟妻子離婚，但又害怕傷害到三歲的女

兒。於是哄著女兒說：「媽媽老了，不漂亮了，

給你換一個媽媽好不好？」 

女兒想了想，說：「才不呢！你媽那麼老，為什

麼不換你媽？」 

* 

甲：老同學，好久不見了，你的女朋友還好嗎？ 

乙：哈哈，她早就不是我的女朋友了！ 

甲：早該這樣，大學時我就聽說她跟咱班好多男

生有染！ 

乙: 臉色鐵青，半晌才低聲吐出幾個字：「她現

在是我的老婆！」 

* 

公司裡，一群同事正在猜謎語。男同事問：「十

個男人偷看五個女人洗澡，打一成語。」 

很多人都知道是「五光十色」，但一女同事卻紅

著臉問道：「是雙管齊下嗎？」 

* 

漂亮的女傭不小心摔碎了一個碗。女傭因害怕罰

工錢，於是便色誘男主人。男主人一時性起，事

後便原諒了女傭。 

第二天，女傭叫醒男主人，紅著臉說：「主人，

我又摔碎了一個碗。」於是男主人再次和女傭發

生了關係。 

第三天，女傭又摔碎一個碗，準備去向男主人認

錯。主人見狀，搶著說：「我求你了，妳三天摔

一個行嗎？」 

* 

男孩對女孩說：「第一眼看到妳，我就喜歡上妳

了！」女孩奇怪的問：「你第一眼看到我是什麼

時候？」男孩連忙解釋：「就是開學那天啊，我

看妳和家人一起來學校，妳穿的裙子特漂亮！」

女孩大怒：「那天我沒穿裙子，穿裙子的那個是

我媽！」 

* 

小李要移民到美國，領導問他：「你對你的工資

不滿意嗎？」小李說：「滿意。」「對你的住房不

滿意？」「滿意。」「那是上網環境不滿意？」「也

滿意。」「對醫療，孩子上學都不滿意？」「都滿

意！」「既然你都滿意為什麼還要移民？」 

小李頓了一下，回說：「因為那裡允許有不滿

意！」 

* 

局長剛進辦公室。辦公室主任的老婆闖了進來，

揮著一條女式三角褲對局長說：「我老公晚上回

家竟然穿了女人的內褲，您一定要管管。」局長

連連點頭稱是，順手把三角褲塞進口袋裡。晚上

回家，局長老婆洗衣服時發現了局長口袋裡的三

角褲，對局長說：「以後不許開這樣玩笑了，害

人家找了一整天。」 

* 

某人問醫生：「請問醫生，我怎樣才能活到 100

歲？」醫生：「第一，戒酒。」某人：「我從不喝

酒。」醫生：「第二，戒色。」某人：「我一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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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女人喜歡。」醫生：「第三，少吃肉。」某人： 「我是個素食者。」醫生：「那您活那麼久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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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廣場】     古 諺 今 用 師 父 話      徐翠真 

■ 塘涵背塞水 — 做事不從根本，只會徒勞無功；無濟於事。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

以記者職涯好發易感與小說家敘事神來之筆，集

結 108 篇尋找生命真相悟出人生真理的親身體

驗，寫成《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作者敘述

自我出走的發現之旅，從義大利美食的感官享

受，印度瑜珈觀想洗滌思緒，到峇里島看似「無

所事事」的步調，才得以內外平衡完成身心安頓

的過程。 

生活需要學習，尋找人生定位要懂得「體驗」

以形成一種態度，對生命的覺醒要適度「放下」，

並保有堅持的動機。尊重包容以維持「平衡」並

散發關懷，即使「為愛情種種所失去的平衡，何

嘗不正是讓生活平衡的一部份」。何必「塘涵背

塞水」曠日費時 ? 與其處心積慮安排「休閒娛

樂」而疲於奔命，不如越是閒暇舒適「無所事事」

輕盈的心志，才是值得喝采的生活藝術。  

■ 強人有三頭 — 允文允武，能屈能伸。 

畢業前參加海外客家研習營前往大陸廣東地

區田野調查，為期五天的踩踏活動，從文獻探討

的歷史回顧到跨縣市次方言的訪察，與會論文發

表需就梅縣客家為研討主軸。所幸落地接待食

宿、交通、導覽得宜，全程以梅州市為中心，向

外走訪丙村鎮圍龍屋、松口鎮梅江碼頭、興寧市

學宮到五華縣城民居，順利落腳河源市陀城留宿

龍川市區。 

各地吃住歇息，莫若嘉應學院就近「食得樂」

飯館饒有趣味。雖無入聲字「鴨食穀」具足一組

完整的塞音韻尾「-p –t –k」，僅以家常飯香

知足常樂的「食得落」，對應尋常人家樂天知命

的「食得樂」，平添茶餘飯後「強人有三頭」，脫

口而出化做「筆頭尖、拳頭硬、舌嫲軟」的隨遇

而安，展現客家族群詩書傳家「寫得、做得、講

得」勤耕雨讀的精神。 

■ 賣茶講茶香，賣花說花紅— 自賣自誇。 

警察廣播電臺敦親睦鄰，在南門國中辦理「我

們都是一家人」聽友會。從頻道募集「光陰的故

事」展開活動，聽眾朋友紛紛將難忘的人、事、

物，透過有聲的電話留言、現場 Call in、錄製 

MP3 以及寫信投稿，總共 3 百多個溫馨感人的

故事陸續在節目中呈現。老中青家族們透過溫馨

親切的相見歡，一起談天說地分享歡笑及辛勤耕

耘的成果。 

人不會沒有故事，各自「賣茶講茶香，賣花說

花紅」把埋藏的回憶串聯了起來，有人懷念父母

親或親朋好友、有人因為一首歌對人生產生了莫

大影響、有人在記憶中搜尋曾經吃過的美食、有

人記下童年難以忘懷的生活點滴。夏日午後與電

臺有約的家聚活動，共同延續「光陰的故事」的

生命力，感受大家都是一家人的當下，更值得珍

惜現在所擁有的幸福。 

■ 頭那毛都惜光 — 比喻非常的疼愛。 

隨著生活型態和價值觀的衝擊，以往用「草莓

族」形容七年級生的特質，由於這個世代擁有被

照護(cared)、追求自由(free)的特性，踏入職

場因而也被冠上「凱飛族」(Cared-free)的稱

號。「凱飛族」自我意識強，高達 66％在意薪資、

福利是否滿意，其次是工作、生活間的平衡及工

作環境良好，顛覆權力、地位與財富，認為成功

的定義是「快樂」。 

從世代就業與生活態度調查分析，東海大學社

工系教授彭懷真建議，職場是有組織、框架，年

輕人追求自由應該是下班後的事；進入職場應把

追求自由的意念轉化成自尊、自我實現，進而追

求更多工作實戰經驗。凱飛族依賴家庭被家人

「頭那毛都惜光」，無微不至的呵護，少了當前

負擔家計的現實磨難，一旦必須承擔責任時，難

免面臨心態轉換和壓力調適。 

■ 千家富，難顧一家窮 — 照顧貧窮人家不是容易的事。 

過去幾經內心掙扎難以啟齒的困頓，不甘被打敗

也不願不處理而拖垮信用。輾轉反側浮現許多親

朋好友的臉面，不敢厚顏為難或聽到勉強的答

覆，以至「上夜想介千條路，天光本本磨豆腐」。

不好打電話也開不了口，而「借上借下莫斷外家

頭」，更無從向親人言說；寧可向銀行探詢正常

的借貸，或儘可能拖欠時日不惜多付利息。 

求救不是弱者，轉身不是退縮，感謝都有溫暖的

援手即時消災解厄。畢竟有求於人，卻也歷經「當

我們陷入生活最低谷的時候，有時會招致一些無

端的蔑視；當我們在為生存苦苦掙扎的關頭，有

時會遭遇肆意踐踏你尊嚴的人。」何以至此 ? 原

本「千家富難顧一家窮」，以平常心接受和保留

自尊，卻也考驗「彎下腰才是智慧，放下身段才

是成熟」的態度和勇氣。 

■ 春天介竹筍 — 節節高。比喻事物快速成長。 

初來乍到的陌生人，聽似認真而近乎仰慕的神

話：「妳好面熟，我們前世一定見過。」就怕錯

失而急急說出非說不可的肺腑之言。當年差了 

24 歲真情盡如「春天介竹筍」一夕攀升，如今

慶祝結婚 21 年的忘年夫妻，淚光閃閃竟在眼中

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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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過半百仍追求拍攝知名舞團而執著，在遇

見學舞的樊潔兮之後得以實現；她年輕帶著對舞

蹈的憧憬，走進柯錫杰的世界裡才完成美學的夢

想。原來「他們前半生的經歷，都是為了後來與

對方相遇而準備」，終於互補完成藝術的夢想。

若再問，這段關係是因為愛情或是藝術呢？試聽

「我非常珍惜，他是我的導師，又是我的

大  Baby，是情人，也是丈夫。」柯錫杰的影像

與樊潔兮的舞姿天衣無縫，成為彼此藝術創作的

重要養分，更化為生命成長茁壯的動力。 

■ 巴掌嫲生毛 — 老手；經驗老道而豐富的人。 

純文學必然是小眾文化，精緻也是一種勁道，力

透紙背的文字才能看到深思熟慮的態度。小眾而

保守的忠誠度是純文學的精神，帶出人性更為真

誠的感動，逐漸勾勒清晰的輪廓求得一眼觀天的

豁然開朗。儘管我手寫我口寫自己愛寫的東西抒

發感懷，有朝一日得以「巴掌嫲生毛」完成自我

既渺小又偉大的紀錄，即是真情流露與眾不同的

成就。 

生活不容辯解，細細品味屬於曾經走過的種種情

懷，以文字還原濃郁美麗的心靈視野，悠遊天地

間重現山河的沈鬱與壯闊，用歷史記憶或印象建

構自我的新故土，做為全新的立足點或出發點。

時間飛逝，收集零碎片斷的成長經驗堆疊心中的

角落，累積成一定程度的內心轉折，期待觸發生

活的初衷串連記憶的深處，著手刻劃綿密的生命

故事。 

■ 人愛面樹愛皮—人要自愛保留自尊與情面。 

如果出世的輪迴可以情長緣深「乘願再來」，

乾坤再造化為入世演繹的空間。陳樹菊揚名國際

的善行義舉，走出自身乖舛的命運，一心不亂的

做到「大概我來人世走這一遭，既是為了『還

債』，也是為了『開悟』吧 !」生命沒有價格，

卻能無限提升價值，她慈悲為懷以生命拯救生命

的尊嚴。 

她就像鄰家的女兒、姊姊、姑姑般的女性長

者，以照顧家中的老小還為多生以前結緣如同隔

世的親人盡心盡力。人就這麼一輩子，此身不向

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感同身受「人愛面樹

愛皮」的困頓而慷慨解囊，難能可貴還說「錢，

要給需要的人才有用 !」錢，賺多賺少積少成多

總是進帳，重要還要學會個人理財，有錢才真正

有能力保護全家，不再苦於「人苦罕苦」的貧窮

而擔心受怕或受辱 ! 

■ 六月介牛眼 — 「白核」，取其和「白吃」同音，還有「白費力氣」的意思。 

仲夏火傘高漲，因公前往南投受訓，難得外
宿。打早微涼就近健行，沿著研習中心後山的坡
道安步當車並不難走。兩旁為數不少結實累累的
龍眼樹，可惜「六月介牛眼」還不到成熟期，剝
開如玻璃珠放入口中滾來滾去吃不到果肉也沒
半點甜味，果真名符其實的「白核」。到達土地
公廟，居高臨下在此稍事休息，極目眺望景觀遼
闊，好生舒適暢快。 

隔天起早，腳踏車代步騎往中興新村的牌樓再
折返，穿梭在綠樹成蔭的省府員工宿舍，造訪屋
前屋後花木扶疏令人稱羡的世外桃源，撿拾掉落
在地「趴趴跌」的土芒果，同桌用餐的學員稱奇，
隨興享用又小又綠原汁原味的樹頭鮮，別有一番
滋味在心頭。可知 ? 世代交替的省政府遺跡就
要被拆除而走入歷史，慶幸此行增添一段不可多
得的時代顯影。 

■ 嘴硬屎朏胖 — 嘴上說得很堅持，做起事情又失立場。 

普遍牛車上路的年代，二姨丈可相當拉風，不
但會開車還是當時不可多得的大型車職業駕
駛。東家好度量，任憑司機順道搭載抽取油水視
而不見，他手頭寬鬆花名在外，後因酒駕意外出
了事故，賠錢難免還羅致牢獄之災。阿姨從小苦
命當養女，純樸又賢慧撐起女人所有的三從四
德，嗷嗷待哺的女兒取名「惠賢」，期許女子無
才便是德的典型。 

阿姨不念舊惡也或許是認命，夫妻同心以載運
建材(尤其就近鄉里的磚瓦)而日夜勞頓，也穩穩
地攢下一棟連大卡車都可以開進屋內的大宅
院。我有印象姨丈就是「嘴硬屎朏胖」，只會頤
指氣使的「老爺子」。有一次兒子牙疼，他意然
不耐地說「牙齒恁硬仰會痛 ?」是呀，牙齒雖硬
還是會掉光，反倒是「忍辱柔和是妙方」，有柔
軟的心就會令浪子回頭啊 ! 

【重要紀事】 
敬老尊賢．崇正會長春愛心園正式開園 

巴西客屬崇正總會長春組愛心園，於 5 月 30
日上午 9 時 30 分在客家活動中心合群廳正式開
園，參加研習的學員六十人，加上服務人員及貴
賓，共有一百多人出席。 

開園活動由副會長溫政仁主持，他引言說，世
俗的愛像江水往下流，係「惜江下」；但是傳統
的客家文化卻代代承傳「敬老尊賢」的美德，這
是向上流的愛，係「惜江上」；今天開幕的長春
組愛心園，就是「惜江上」之愛的實踐。 

會長廖仁煌致詞感謝客家活動中心贊助場
地；也感謝婦女組的精心籌劃，所以特別表揚了
組長惠右玲、副組長陳月齡和羅志泓。他說，長
春愛心園是客家文化的美德承傳和後生青年敬
老尊賢的生活實踐，特色是要講客家母語、要放
下身段和壓力，大家輕鬆快樂在一起；研習課程
是：1.習唱客家歌；2.韻律活動；3.生活講座及
經驗分享。雖然有 70 歲以上的年齡和名額限
制，但是很抱歉仍然有部分鄉親排隊候補，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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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大家珍惜這快樂時光而不要無故缺席。名
譽會長張永西和黃政修，先後致詞感謝婦女組，
認為今後像摸著石頭過河一樣，要步步踏穩、互
相扶持；他們籲請大家多多支持鼓勵，讓愛心園
能夠永遠快樂長春！ 

廖仁煌會長用點名的方式介紹了六十位學員
後，大家互推謝新振和楊清福為男生的正副班
長、江美惠和涂宋如平為女生的正副班長。 

接著，鄧幸光老師應邀講話，他詮釋孔子自述
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希望大家無論
做人做事，都能達到這種「隨心所欲而行，而且
所作所為都能中規中矩」的境界，這樣才能心想

事成、愛心園歡樂長春！ 
休息之後，由宋永樑老師在崇正會會館教唱客

家歌《油桐花》，師生互動良好，大家認真學習，
到下課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會哼唱了。 

午餐席開十桌，菜餚是婦女組和熱心鄉親精心
準備的。服務的志工一律身著顯眼的橙橘色圍裙
穿梭桌間，如同愛心的汩汩流動。 

《客家親》第 45 期，也適時於當天出版發贈。 
接著於 6 月 27 日、7 月 25 日、9 月 1 日、9

月 26 日又繼續按計畫舉行。下次是 10 月 31
日，老時間、老地點，請愛心園園友和志工不要
忘記這溫馨的約會。 

葉倫群鄉親主持的中巴醫院 新廈落成啟用 
  來自桃園新屋的鄉親葉倫群醫師及岳父柯楓
源先生興建的中巴醫院第二棟新建九層大樓，於
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在八樓會議中心舉
行落成啟用開幕酒會，有三百多位中巴醫學界、
貴賓、僑界領袖、社會名流參加，場面相當盛大。 
  嶄新的九層大樓在歐沙斯可市中心(Centro 
Osasco)，與原有的大樓互相輝映。這是柯楓源
董事長夫婦和葉倫群院長夫婦共同創建的。一進
大樓的大廳，寬敞明亮，大廳門口擺滿了社會各
界的祝賀花籃。三時過後，賀客紛紛抵達參觀，
葉院長夫婦一一和來賓打招呼致意。這次出席的
貴賓有台北經文處陳宗賢處長伉儷，文化中心柯
慶 榮 主 任 伉 儷 ， 歐 沙 斯 可 市 長 Eminio de 
Souza，衛生局長 Gelso de Lima 和市議會議長
Aluisio  Pilheiro，以及僑界的巴西客屬崇正會
會長廖仁煌、名譽會長張永西和黃政修、顧問鄧
幸光、張宏昌、曾安任…等。 

首先觀看大樓現代化檢驗儀器和病床設備影
片，了解這所現代化醫院的功能。現場有薩克斯
風演奏。開幕儀式，首先由葉院長夫人行政總監
柯家玲醫師歡迎來賓撥空參加，讓今天的場面增
添光彩；中巴醫院有今天的成果，要感謝父母柯
楓源夫婦的無怨無悔支持和鼓勵，還有葉倫群院
長和所有醫護人員的共同努力，更要感謝歐市的
政府官員和市民的支持，今後將秉持一貫的愛心
來擴大服務。 
  葉倫群院長分別獻花感恩他的岳父、夫人、姊
姊…等幫助他的親友，致詞謝謝大家的光臨，然
後簡略介紹中巴醫院的院史，他說中巴醫院至今
有 9 年歷史，目前有四百多位員工；由於原有大
樓不敷使用，才擴建第二棟大樓，病床增加到
150 床，一切設備採用最新、最現代化的醫療器
材。他接着表示，能夠獲得台灣馬英九總統的賀

電，深深覺得政府對我們的關懷厚意，我們一定
會很珍惜的保存他的電文並努力以赴；這個新大
樓的落成啟用，不但可以增加對巴西歐市的廣眾
人民服務，也一定不會忘記替我們貧困僑胞提供
義診。他也以中文成語「飲水思源」和「蓬蓽生
輝」來說明此刻的感動心懷，並以一塊刻有柯楓
源名字的牌匾贈送給他的岳父柯楓源，感謝他長
期的支持 
   台北經文處陳宗賢處長表示，柯楓源董事長
和葉倫群院長為了造福巴西病患，創建了中巴醫
院，叫 Hospital Sino Brasileiro，他們服務病患，
得到當地民眾肯定；相信第二棟大樓落成啟用
後，能夠服務更多當地民眾。這棟美侖美奐的大
樓，還有先進醫療設備，是台灣鄉親的光榮，更
是歐市民眾與華僑友誼進步的象徵。陳處長致詞
後，以華語、葡語宣讀馬英九總統賀電，然後把
賀電頒給葉倫群院長；這份賀電贏得熱烈的掌聲
和榮耀！ 
  接著歐沙斯可市長 Eminio de Souza，衛生局
長 Gelso de Lima 和 市 議 會 議 長 Aluisio  
Pilheiro 相繼致詞，分別推崇葉倫群院長所創建
的中巴醫院對歐市健康醫療的貢獻，提昇歐市醫
療水準，而且增加歐市就業機會。第二棟新建大
樓的落成啟用，加上現代化的醫療設備，結合更
多的資源，提升對歐市的民眾更大更好的服務，
將是歐市病患的一大福音，相信中巴醫院將成為
歐市第一大醫院。 
  最後全体貴賓在大家的鼓掌下，共同揭開紅布
條，醒目的中巴醫院的 LOGO 呈現在大家眼
前，見證了這歷史性的一刻。開幕儀式就在大家
祝福中圓滿落幕。(取材自宏觀特派員廖世秉報導資

料) 

■ 6 月 5 日舉辦「2011 我愛媽媽懇親一日遊」，先遊 Gurapiranga 湖，然後再到 RINCÃO 俱樂部。(詳
見第 15 頁) 

■ 7 月 16 日，客委會《中南美洲客家人物》專書出版計畫文字採編陳婉箐小姐、攝影記者吳毅平
先生抵達聖保羅，翌日開始先後採訪翁美娥、葉倫群、鄧幸光、張永西、劉學琳等鄉親；21 日赴
里約參訪後回台。 

■ 8 月 2 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國際知名的電腦工程及計算機系統學者李冠憬博士，應崇正會與客
家活動中心之邀請，在客家活動中心合群廳分享他在巴西學習成長的心路，並簡介他在雲端科技
的研究經驗，以供家長輔導子女和青年朋友抉擇志向的參考。(詳見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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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團參加 8 月 5-7 日在美國休士頓(Houston)舉行的「2011 年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會後旅遊。
(詳見第 16 頁) 

2011 年海外客家語文及歌謠 巴西研習會圓滿完成 

二○一一年海外客家語文及歌謠巡迴教學巴
西研習會，於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一日在客家活動
中心合群廳舉行。參加學員超過一百人，已經依
照既定計畫圓滿完成。 

本研習會係由行政院客委會主辦輔導，遴聘古
國順和呂錦明兩位老師前來授課；並由崇正會和
客家活動中心聯合成立工作小組執行辦理。 

八月三十日上午十時報到完畢後，即進行始業
式。工作小組的總幹事溫政仁副會長擔任主持
人，他引言簡述研習的主要目的是為加強對客家
語文及歌謠的認識和肯定，從而更凝聚情誼和力
量以弘揚客家文化。崇正會會長廖仁煌致詞感謝
客委會的全力支援和兩位老師的辛勞，對於工作
小組的努力籌劃執行和鄉親的踴躍報名參加，也
很感激。鄧幸光老師介紹兩位老師都是師範學校
的校友，而古國順則更加是同鄉和台北女子師專
的同事，是目前客家語文的權威學者專家；呂錦
明老師不但推廣客家歌謠不遺餘力，更致力編曲
作曲、指揮合唱團，是客家歌謠的當代大師；能
邀請他們來巴西傳薪，是客家鄉親的福氣；至於
其他的部份，則由兩位老師自我介紹。溫政仁最
後說明作息時間和課堂的遊戲規則，簡單隆重的
始業式就告結束。 

兩天半的研習課程，主要的是古國順的客家語
文、呂錦明的客家歌謠互相穿插安排；全天的茶
水供應、上下午各一次的茶敘聯誼、前兩天的午
餐便當和最後一天的謝師宴，都由婦女組負責。 

「綜合討論」的主題是「以客家話和歌謠傳承
世代」，由鄧幸光主持，他說：「語言是生活的反
映，音樂是生活的需求；客家話和歌謠是文化傳
承的最重要載體。綜合討論就是要驗收這兩天半
的教學成果。」他引導大家朗誦了十幾首客家諺
語和山歌，認為可以給認真學習的學員 95 分，
而老師的授課則一致推崇稱讚應該給 110 分。
限於時間，他把預擬的討論題綱：1.客家母語在
巴西流通有障礙嗎？何以逐漸流失？2.如何讓
客家青少年樂於講客家母語？3.客家文化的承
傳要如何因應母語流失的現實？4.「九腔十八
調」的客話，有無統一的可能？如何統一以收「團
結發聲」的力量？宣讀了一遍，請大家會後給他
意見，以便撰寫論文。他引述客家先賢國父孫中
山先生當年在舊金山街頭宣講民主革命，周圍好

奇的觀眾，逐漸走散，最後只剩下一個半大不小
的楞小伙子在聽的故事，歸結要效法國父，用「三
度」的精神承傳客家文化於巴西――雖千萬人阻
擋在前，為了正義，仍然勇往直前的「熱度」；
雖剩一人支持於後，為了客家，仍然堅持成功的
「韌度」；雖四面八方都有七嘴八舌的人礙手礙
腳，為了和諧，仍然冷靜客觀面對的「冷度」。
他說，客家話和歌謠，過去兩三千年，是文化載
體的兩輪，現在必須進步成為兩翼，才能更加海
闊天空！兩位老師應邀講評時，都稱讚本次教學
研習會的圓滿成功，是他們巡迴全球各地所僅
見，應該給予滿分；至於如何把客家文化傳承世
代，古國順勉以「堅持到底」、呂錦明勉以「疊
高愛心」，都是學員感動於心的叮嚀。 

結業式時，張永西主委代表大家感謝兩位老師
的辛勤授課，學員都受益良多！學員代表黃政修
名譽會長表達了充滿感性的謝詞，崇正會和客家
活動中心分別贈禮致謝，部分鄉親也搶著贈送巴
西特產，結業式才欲罷不能的溫馨畫下句號。 

謝師宴席開十二桌，都是婦女組志工親手烹調
的客家美食。爲九月生日的鄉親慶生後，結束盛
宴；大家交換鄉情的時候，呂錦明老師應邀把崇
正會會歌用山歌唱出來，詮釋的韻味感動了全
場，於是陸續有一些鄉親先後唱了卡拉 OK 的客
家歌謠以助興。 

兩位老師白天的課程緊湊有序，晚上的節目也
是滿檔：八月二十九日晚上下機後，就直奔客家
大樓的會場參觀，而後即席指導正在練唱的客家
合唱團；三十日晚上，參加崇正會的邀宴(中式
料理)；三十一日晚上，參加客家活動中心的邀
宴(西式和日式料理)；九月一日晚上，才輪由鄧
幸光請同學吃巴西烤肉，而後又趕赴會館再度指
導客家合唱團；九月二日送兩位老師到機場，會
長廖仁煌請吃自助的午餐。他們感動又感激的表
示，巴西客家鄉親親情溫馨、鄉誼濃郁，工作團
隊和諧合作而有效率，從頭到尾都用客家母語溝
通交流，這是非常值得珍惜與稱讚的借鏡，希望
大家堅持傳承使命，繼續團結合作，則客家文化
在巴西的推廣弘揚必然大有可為。 

據工作小組表示，簽到參加的學員，最後一天
多達一百一十人(超過三十人)，所以講義補充不
及，許多夫婦只好合用一本，至感抱歉！ 

翁美娥在州議會舉行「亞馬遜探幽」畫展 
9 月 19 日上午十一時，畫家翁美娥鄉親在聖保羅州議會文化展示中心舉行個人巡迴畫展。展出

主題是「亞馬遜探幽」，係由州議會歷史文化廳長 Dr Massarani 邀請促成的。他在開幕茶會時致
辭，稱讚翁美娥的畫藝成就和展出的主題意義，很高興因此促進了文化的交流；經文處許組長和
文教中心柯主任也先後致詞祝賀，並特別強調欣逢建國百年之慶，畫展對於台灣和巴西的交流特
別具有意義。翁老師這次展出 26 幅畫，都是亞馬遜河流域原生的飛禽、動物。崇正會廖仁煌會長、
黃政修、鄧幸光…等觀賞栩栩如生的金鋼鸚鵡、普通鸚鵡、金絲雀、老鷹等，除了讚不絕口，更
深以為榮。展出時間到 10 月 7 日為止。 
■ 10 月 12 日，華僑慈善基金會暨網球協會，在網協會所舉辦慈善義賣園遊會；崇正會設攤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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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ZAR 的禮品，感謝熱心贊助和出錢出力的鄉親！ 
■ 10 月 19 日，「客家青年文化團」一行 21 人，將抵聖保羅。21 日晚上在客家活動中心集賢廳公
演，歡迎踴躍觀賞。(詳見第 31 頁) 

■ 原訂 9 月 7 日舉行的全僑第 8 屆運動大會，延到 11 月 2 日(星期三、巴西掃墓節)舉行，仍在原
來的聖保羅市立體育場 Centro Olimpico de Treinamento e Pesquisa (Av. Ibirapuera, 1315 - Vila 
Clementino )。除請選手準時報到、爭取榮耀外；屆時並請鄉親熱心前往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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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活力 100！ 精采 100！ 客＋100！ 

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 向僑胞致敬！ 
■ 活力 100――「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的組成與簡介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歷史時刻，行政院客委會首次籌畫「2011 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由副主任委員
鍾萬梅擔任首任團長，率團至中南美洲的巴拿馬、巴西、巴拉圭及阿根廷四國巡迴演出，要把精采的客家
文化展現出來，並宣慰中南美洲僑胞、向僑胞致敬。 

「2011 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團員共計 15 名，平均 20 歲，係從 158 位報名者中，公開甄選出來。這
15 位客家青年原本就具有歌唱、舞蹈、特技、音樂演奏、武術、說唱藝術…等不同才藝；客委會又特別聘
請十餘位老師，經過 30 天集訓，排練 10 項演出節目，展現臺灣客家多元、豐富、活力的世代薪傳氣象。 

‧團長：鍾萬梅，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隨團人員：蔡明吟，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參事。 
‧主持人：謝小玲，臺北曲藝團團員，客家電視主持人。     ‧領隊：林坤佑，廣宣揚有限公司。 
‧團員： 

古盛傑，17 歲，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系高中部學生。專長歌唱、民俗技藝及舞蹈。 
吳錤宗：19 歲，臺灣戲曲學院客家戲學系學生。專長二胡、戲劇及說唱藝術。 
李穎珍：16 歲，華岡藝校戲劇科肄業。專長戲劇、說唱藝術。 
林珊琪：23 歲，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學生。專長古箏、豎琴及三弦。 
唐佩君：19 歲，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學生。專長舞蹈。 
張霈淳：19 歲，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系學生。專長軟功、民俗技藝。 
陳亭宇：16 歲，臺灣戲曲學校民俗技藝學系高中部學生。專長軟功、民俗技藝。 
陳佾玄：17 歲，三重商工板金科學生。專長說唱藝術、戲劇。 
曾思潔：24 歲，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畢業。專長芭蕾、現代舞及民俗舞蹈。 
湯承翰：25 歲，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學生。專長國術、獅藝。 
葉欣宜：16 歲，臺灣戲曲學校民俗技藝學系高中部學生。專長武術、民俗技藝。 
劉惠茹：19 歲，臺灣戲曲學院客家戲學系。專長客家傳統戲曲、舞蹈。 
劉嘉伶：19 歲，臺灣戲曲學院客家戲學系學生。專長客家傳統戲曲。 
謝孟均：20 歲，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學生。專長舞蹈。 
羅茵茵：31 歲，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音樂組畢業。專長客家傳統山歌。 

 ‧工作人員：周斯羣、劉易真，廣宣揚有限公司。 

■ 精采 100――10 月 21 日晚上 8 點在巴西客家活動中心公演節目簡介 

1. 原鄉之歌―《紅梅》《福爾摩沙》舞蹈，12 舞者。  古箏演奏：林珊琪 
在「紅梅」客家歌曲中，客家女孩以優雅舞姿，陳述客家婦女撐起半邊天的堅毅精神。隨後十二位青年舞
者，以活力、輕快的舞蹈步伐歌頌臺灣寶島「福爾摩沙」。 
2. 山歌唱出客家音―《老山歌》《老腔山歌》《平板調》《大埔調》，羅茵茵 演唱 
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在耕田種地、放牧山野生活中衍生的娛樂，歌詞、旋律及意涵反映早期客家人精神及
生活態度，是客家文化的精髓之一。 
3. 客獅獻瑞‧金玉滿堂―客家獅 (4 人)，南拳、棍術 (6 人) 
客家獅涵蓋戲劇、舞蹈、武術及音樂的綜合藝術，本次以靈獅、大面、小面，以及中華南拳、棍術的多元
演出，展現祥瑞驅邪、金玉滿堂的祝福。 
4. 到底好不好―對口相聲，陳佾玄、李穎珍 
對口相聲在客家又稱為搭啜鼓(打喙鼓)，是中華文化的傳統藝術，編劇及演員運用豐富的客家俚語及生活對
話，逗趣詼諧，博君一笑。 
5. 掌牛郎娶媳婦―《掌牛郎》《摘茶細妹》《天空落水》《廟口》《迎親》舞蹈 ，13 人。 
以舞蹈陳述客庄牧童於雨天巧遇採茶女，心生愛慕、終至娶親的喜慶故事，闡述客家兒女在平凡單純生活
中的喜樂甜蜜。 
6. 桃花過渡―三腳採茶戲，劉惠茹、劉嘉伶、吳錤宗 
三腳採茶戲是臺灣客家農村閒餘的重要休閒娛樂，桃花過渡是客家傳統「十大齣」名著之一，二旦一丑逗
趣互動中，展現客家傳統戲劇文化。 
7. 百年富貴慶團圓―民俗技藝，12 人 
臺灣傳統民俗技藝種類繁多，本次特別精選高翹、扇杯、耍旗、頂碗、口阡子、擰腰、轉碟、水流星…等
多種民俗技藝，邀請僑胞及巴西友人共賞。 
8. 現代客家―《十八姑娘》、《 係客家人》客家創作組曲，羅茵茵、古盛傑 
男女聲以「十八姑娘」及「 係客家人」二首現代客家創作歌曲，期讓海外人士更認識客家、了解客家。 
9. 小調隨想―古箏獨奏，林珊琪 
古箏音域寬廣、表現力豐富，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絃樂樂器。本節目以獨奏闡述現代客家音樂創作。 
10. I Am Here―《I Am Here 熱門舞蹈》、《打竹板》、《客家本色大合唱》，全體團員 
年輕客家團員在客家搖滾樂曲中以舞蹈宣示理想，以跳躍律動顯現活力，以團隊竹板、大合唱表達對所有
觀眾的誠摯謝意。 

■ 客＋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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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後生青年的參與，客家生命注入了新血，生活也有創新的樣貌。這樣＋100、＋100…的不
斷發展過程，就是日新又新的成長心路。客＋100，就是客家 100！也就是客家永續承傳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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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2011 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蒞臨巴西公演 

―從刻板的客家印象到創新的印象客家，我們看到了希望 

巴西客屬崇正總會和巴西客家活動中心，為了迎接「2011 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蒞臨，早在八
月就成立了「執行工作小組」，策劃該團在巴西的訪問公演等交流活動，公推崇正會會長廖仁煌為
召集人、副會長李榮居擔任總幹事。截至發稿為止，已召開過五次會報，充分研討如何像家人一
樣親切接待，並成功圓滿的順利辦好交流和公演活動。 

以「精采 100」的節目，慶祝「建國 100」、宣慰僑胞、向巴西僑胞致敬；並透過新一代客家文
化的活潑展現與交流互動，讓巴西友人認識中華民國、了解台灣，進而與我們親善結緣。――這
是我們「實施計劃」的明確目標。我們每準備好一項工作，就感覺接近目標一步；我們每解決一
項困難，就感覺成就目標的信心又增加一分。 

感謝主辦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和承辦的社團法人廣宣揚行銷公關有限公司，為了同樣的目標，
日夜不停(時差)的在「雲端」與我們呼應配合，才把遙距天涯的台北，縮成同甘共苦的咫尺近鄰。 

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的來訪，是見證「從刻板的客家印象到創新的印象客家」，我們將從這些後
生的活力展現看到了希望。客委會主任委員黃玉振在節目演出前的<序>說： 

「客家後生在那裡？ 
這是 2008 年 5 月我接掌客委會，全臺走訪了一圈之後，最深的感觸。 
我們都知道，族群的發展是永續不斷的工程，沒有年輕人進來，是沒有希望的。三年多來，我

念茲在茲的就是：要讓年輕人進來、讓年輕人參與。很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現
在，已有越來越多的客家後生投入客家，客家也因後生而年輕化了，從刻板的客家印象到創新的
印象客家，我們看到了希望。 

客家，唯有青年朋友的不斷參與投入，才能開創新的可能，再造新的希望。我們自當奮發圖強，
向未來著眼，致力於青年人才的培育，為我客家積蓄更多的新生力量。 

『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就是這樣的創舉，開本會成立十年來之先河。我們期許今日所種下的
根苗，明日能結出豐美的花果，讓代代有俊秀，永續傳承客家的不盡使命。謹與海內外所有客家
青年共勉。」 

除了要共識共勉，我們更以巴西的熱情擁抱，歡迎來自台灣的客家青年文化訪問團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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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明年 2012 年 1 月 31 日截稿，請 e-mail：yk919@hot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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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冠憬在巴西的學習成長……… 編 輯 室 30 翁美娥「亞馬遜探幽」畫展…編 輯 室

15 2011 我愛媽媽懇親一日遊……… 編 輯 室 30 第 8 屆運動大會延期舉行……編 輯 室

15 2011 day trip of loving my mother… 編 輯 室 31 客家青年訪問團向僑胞致敬…編 輯 室

16 2011 美洲台灣客家懇親會之旅… 惠 右 玲 32 歡迎客家青年訪問團蒞臨公演…編 輯 室

18 一支金釵換一車穀……………… 林羅貴 珍 32 目錄……………………………編 輯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