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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约稿的通知发出去快两周了，可收到的稿件却寥寥无几，真让我着急。于是便在截止日那天又发了
一个通知，告知大家截稿日期往后延长一周。这下不少新老朋友大概体会到了我不言而喻的苦衷，
陆续给我投来了不少精彩的文章，使我稍稍松了口气。感谢你们的支持，这期《彩虹》才得以按时
出版。
近几周工作很忙，几个项目都需赶日期交差，周日还需加班，到了周末往往觉得疲惫不堪，故收到
稿件后没能马上好好地整理、编辑这期《彩虹》，一直到两周前的周末去滑雪，才得以有些时间来
阅读和输入一些文章，此后还得经常利用坐火车上下班的时间来过目所有的稿件。如在编辑过程中
有任何的疏忽大意之处，敬请大家原谅。
此次《彩虹》，除了典型的基本栏目外，增添了《俱乐部短讯》，希望这个栏目也能成为我们的
基本栏目。如果各位会员有任何信息愿意让大家分享，可随时随地告知我，我会保存着到下一期的
《彩虹》上刊登。上期《彩虹》出版后，收到了不少会员的来信，让我深受感动，一切的辛劳都随
之而消，现选录几封在《读者信箱》里，衷心欢迎大家对办好《彩虹》继续提出建议和批评。
《结婚二十周年庆典》栏目刊登了我们五对会员夫妻共同庆祝结婚二十周年的盛况，相信读了以后
会引起我们不少会员的同感，以及对往事的回味。
《投资点滴》刊登了三篇文章，均有我们的会员撰稿或提供的。希望能进一步提高大家对投资的了
解并对不断地致富有一定的帮助。《读者文摘》则选登了两篇另外刊物的文章，大家如看到好的或
有趣的文章，欢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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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很多，我不想在此浪费大家的时间，一一道来。请大家自己欣赏，并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自
己的刊物《彩虹》。
为了充分利用电子刊物的优势，这期刊物有不少文章都附有照片，为刊物增色不少。本来歌唱小组
的文章还附有他们练唱时的录像，因光线不太好，只能割爱了，但是，所有歌唱小组的成员可都各
有一份了。

新会员介绍
陈春林 Chunlin Chen
My name is Chunlin Chen(陈春林), born in Jiangxi. I received both my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s in metallurgy a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formerly North East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Shengyang, China, in
1992 and 1995, respectively.
After that, I was awarded of my PhD in metallurgy a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in 1999. I am currently working at CSIRO
Minerals in the area of pyro-metallurgy.

张立中，张月琴
我们非常高兴最近加入了 CPCA。我们夫妇俩的名字分别为：张立中，张月琴。在 CPCA 夫妇会员中，
同姓的可能不多，这可算是我们俩的一个特色吧。还有一个特色，我们俩自小是街坊和同学，虽说
不上是青梅竹马，但也算是两小无猜。我们来自湖北，在武汉上完大学后，于 1984 年到英国伦敦大
学读硕士学位， 1986 年至 1990 年在悉尼大学读博士学位，并从 1991 年起在悉尼相继创办了《学汉
语杂志》和《英汉双语文摘》，以及大同中文学校。自 1994 年，我们全家从悉尼移迁到本迪戈
(Bendigo) 市，在 LaTrobe 大学本迪戈校园任教。
光阴似箭，来到本迪戈转眼就是九年过去了。由于本迪戈与墨尔本相隔 150 公里，以前很难有便利
的机会参加 CPCA 的活动。两年前，我们的儿子考入墨尔本大学，这样周末全家就在墨尔本相聚，因
此增加了参加 CPCA 活动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参加 CPCA 的来由。不过，最直接的起因是上个月到刘
乾初、王丽娟夫妇家玩儿，他们夫妇俩向我们声情并茂地介绍了 CPCA 组织的各种活动，还观看一些
活动的录像片段。他们的介绍触发了我们对 CPCA 的兴趣，随即申请加入了 CPCA。7 月 26 日晚，我
们第一次参加了 CPCA 合唱团的练习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刘贵民和詹隽旎夫妇的热情招待，李菁音
乐教练的敬业精神，合唱团全体成员营造的欢乐气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期待着参
与 CPCA 更多的活动，结识更多的朋友！

陈容 Rebecca Chen
My name is Rebecca Chen. It is my third year in Australia after
emigration. I really enjoy Melbourne life.
Working full time while completing my Graduate Certifica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Deakin University is not easy but definitely very
fulfilling.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ies to join the CPCA and being part
of the "big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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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洋 Susan (Xiaoyang) Sun
I came to Australia in Sep 1997 from Harbin, Heilongjiang, PRC. I
graduated with MBA from Victoria University in 1999. I enjoy staying in
Australia and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more new friends within CPCA.

刘威 Wei Liu
在东北工业重镇沈阳渡过了幼儿和少年时代。1981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工程系，在闻名古都寒
窗4年。1986年由国家教育部派遣到日本深造。主攻方向是运筹学，特别是对其中的数理规划和博弈
论进行学习和研究。分别于1989年和1992年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获得工学修士和工学博士学位。
1992年春进入日本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供职，从事Educational Simulation Learning 应用软件的开
发。1997年举家移民澳洲。现在就职于Adacel Technologies Limited，从事 e-simulation
learning 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与太太是“同姓恋”，并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大学期间曾是校排球队主力主
攻。来澳后，经常打网球，但有时苦于找不到一起玩的朋友，希望在CPCA里能找到“志同道合”
的。
很高兴能加入CPCA，希望在CPCA里能认识更多的朋友。也希望CPCA越办越好，多举办一些有意义的
活动。

沈志奇 Zhiqi Shen
My name is Shen Zhiqi, who has been actually participating CPCA's 爱
activities for many years without being a member. I am really impressed
by CPCA as an organisation and have been helped by many CPCA members.
It’s a pleasure to finally become a member.
I am currently working on polymer nanocomposites in CMIT, CSIRO with Dr.
Dong Yang Wu, formal president of CPCA. My PhD thesis is "Nanocomposites
of Polymers and layered Silicates". I obtained my PhD degree from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t Monash University in 2000. My
supervisors were Dr. Yi-Bing Cheng, another formal president of CPCA, and
Dr. George Simon. Now you know why I am so close to CPCA.
I like to play badminton, table tennis and other sports. I also like
reading, cooking and gardening. At the moment, I particularly like to
learn and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scholarship for my 10-year-old son (in
grade 5).
The last and very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I'd like to contribute more to
CPCA and make more friends in CPCA.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n C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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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短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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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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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明、李爱武；孙守义、张玲；潘仁积、黄静霞；骆明飞、王荣生；曾一、庞加研等五对夫
妇于四月二十日举行了结婚二十周年庆典。（请看本期《结婚二十周年庆典》）
程一兵、李念慈于五月三十一日喜结良缘。（请看李念慈的《蜜月之旅点滴》）
朱建华被 BHP Billiton 聘请为上海的技术部经理，已离澳赴沪就职。离澳前，部分 CPCA 成
员（主要是歌唱小组成员）为他举办了欢送午餐。
刘贵民、曾一获 BHP Billiton 乒乓球比赛第一名,各获奖金一百澳元。
CPCA 在坎培拉的会员李复新、马小梅又喜添一子。
张晓清、王葵花也喜添第二个儿子。
何冀闽被 Australia Marine College 聘请为研究经理。
张克非提升为RMIT的副教授。
伍东扬提升为 CSIRO Senior Principal Research Scientist。
在8月17日CPCA举办的BBQParty上,又有五名新成员“火线入党”，他们是:张彦春、曹金丽、
黄惟、徐洁和陈菲。
烟台市政府代表团于7月9日访问了墨尔本并于下午 4: 30 在中国驻墨总领馆（75-77 Irving
Rd,Toorak)召开了科技交流座谈会。CPCA的高大超、丁光健、陈维、郑智捷、赵明、张克非
、孙守义、李秉智、余龙、张玲、杨耘、庞加研、骆明飞、李跃进、张铁梅、许大康、李生
和姜(羽中)等二十名科技人员参加了座谈会。会上，烟台市副市长给大家介绍了烟台市经济
开发区的情况和科技开发合作事宜，与会人员同代表团探讨了可能的合作项目等问题。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于 2003 年 7 月 9 日下午在墨尔本市政厅举行了天津―海河工商网
络研讨会。来自中国天津市的几十位高级官员及企业家代表与澳洲的相关人士参加了会议。
部分 CPCA 成员应邀参加了研讨。他们是：CPCA 前主席，维省政府产业部市场开发部主任，
吕滨博士；CPCA 前成员,澳洲 NATTI5 级翻译,赵蕾女士；澳星集团总裁，CPCA 新成员，侯伟
先生；澳星咨询中心董事，CPCA 新成员，王岭梅女士。赵蕾女士为中澳双方代表生动准确的
翻译，令与会代表渍渍称叹。CPCA 新老成员巧遇在澳中经贸合作活动中，为本次研讨会锦上
添花，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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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活动

【中秋晚会通知】
Dear CPCA Members,
One of our most famous and important traditional events the “MOON
FESTIVAL” is fast approaching. The CPCA Committee invites all of our
members to attend the annual CPCA MOON FESTIVAL Party. Please write down
this special day - Saturday 13th of September 2003 on your diary for the
Party.
Date:
Time:
Venue:

Saturday 13th of September 2003
5:00pm – 11:00pm
Main Dining Room, Union Building, Monash University

Lots of activities have been planned:
Children programs (details to be released soon)
Food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the CPCA special Food Group (details
to be released soon)
Dance and Karaoke organised by CPCA Committee
Singing from CPCA Singing Group
Card Competition (released by Mingfei Luo)
CPCA will provide soft drinks, special sweet porridge and moon cakes. For
the party dinner, the CPCA Committee have decided to order Chinese Fast
Food from a Chinese restaura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members’ burden.
Everyone will be required to pay the dinner cost ($6/per person).
Food Competition will be held at this Festival. CPCA Committee welcomes
all of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CPCA will prepare a lot of
prizes or awards to the Food Competition, Card Competition and children’s
activities.
The timetable for the activities is shown below:
10:00am - 4:00pm:
5:30pm - 6:20pm:
6:20pm:
5.30pm - 8:30pm:
7:30pm:
8:00pm:
8:15pm:
8.30pm - 11:00pm:
11pm:

Card Competition (Please see the next announcement)
Food Competition
Dinner
Children and adult’s programs
Announcement of the winners of the Food and Card
Competition
Singing Group performance.
Moon Cakes
Dance and karaoke.
End of Party

The safety for the members is always our foremost priori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for all of us, the CPCA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set up a special safety group in charge of safety issue at the party
and the First Aids will also be available.
As many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volunteers are warmly welcome and most
appreciated. If you are willing to provide any help, please contact:
Qianchu Liu:

9626 7526 (w) 9543 8989 (h) qianchu.liu@dsto.defence.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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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Zeng:

9609 4481 (w) 9807 7998 (h) Yi.L.Zeng@bhpbilliton.com

If you have any queries and sugg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Qianchu Liu or Yi Zeng or other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 dance and karaoke, the CPCA Committee encourages you to bring
your own VCDs or CDs for Chinese songs.
The “MOON FESTIVAL” is
all of our members and
celebrate this special
However, keep in mind,
$3 will be applied for

a traditional family day. The CPCA Committee hopes
families as well as friends can come together to
event and share the happiness with others.
the entrance is free of charge for the member and
a non-member including children over 16 years old.

For the catering purpose, PLEASE indicate your participation by replying
to qianchu.liu@dsto.defence.gov.au by 11 September 2003.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there. DON’T MISS this most
important DAY.
Regards,
Qianchu Liu & Yi Zeng
On behalf of CPCA Committee
#########################

【纸牌比赛通知】
Dear CPCA Members,
CPCA is organizing a Card Playing Competitions in Mid-Autumn Festival
Party Day - 13th September 2003.
There are three groups.
1.
2.
3.

"GONG3 ZHU1" – a pair Competition
"ZHAO3 PENG1 YOU3"
CARD PLAYING or “MA2 JIANG4” for elder people group

Time:
• Group 1(GONG3 ZHU1): 10:30AM to 4:00PM ($1 penalty per 1 minute late)
• Group 2 (ZHAO3 PENG1 YOU3): Flexible (depends on players)
• Group 3(Elder people group): 2:00 PM to 5:00PM

Venue: Main Dining room in First Floor of Union Building, Monash
University, Clayton Campus (Melway P70F10).
Lunch: Pizza delivery, cost will be shared.
Fee:
Free of charge for CPCA members and family members. $1 per head
for non-CPCA members.
If you want to join us, please email to mingfeil@vipac.com.au or let me
know.
Mingfei Luo
Ph:
Mobile:

9647 9752
0412 244 221

Email: mingfeil@vipac.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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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A 2003 年玩牌比赛将于9月13日举行
CPCA 2003 年玩牌比赛将于 9 月 13 日举行
地点：
Main Dining Room, Union Building 二楼，Monash 大学 (CLAYTON CAMPUS)。 Melway p70F10
午饭:
Pizza，费用均摊。
玩牌比赛分成三组：
一组：“拱猪”大赛 - 这一次比赛，采用“猪牌桥打”的方式
二组：“找朋友 - 绑大款”或称“升级”
三组： 老人组打牌或麻将
第一组：“拱猪”大赛-双人赛 ：
时间： 于 9 月 13 日，10：30 AM 正式开始， 大约 4：00PM 结束。中午休息 30 分钟。
为了使比赛准时开始，组委会制定了晚到一分钟罚款$1 的法规。不可迟到早退！
想参加“拱猪”大赛的人，可找好对家一起报名，如果暂时找不到对家，也可个人报名，
组织人帮助安排对家。
前 3 对获奖，发奖仪式将在当天 CPCA 2003 年中秋晚会上举行
总裁判长：张 悦。
费用：CPCA 会员免费，非会员，收费$1 元
第二组：“找朋友-绑大款”或称“升级” - 单人赛
时间：于 9 月 13 日，开始时间 - 取决于参加者，中午休息 30 分钟。
想参加“找朋友-绑大款”或称“升级”比赛的人，请及时报名，以便组织人安排。
前 3 名获奖，发奖仪式将在当天 CPCA 2003 年中秋晚会上举行
规则：协商制定。
第三组：老人组打牌或麻将
时间和规则：自定
欢迎各位踊跃参加，也欢迎观战和学习。如要参赛请速报名。
组织人：骆明飞

【投资讲座总结】
Dear CPCA Members,
On 17th May, we held two very successful seminars about wealth creation in Mt. Waverley Secondary
College (Junior Campus). About 70 members attended the activity. The topics covered how you can get
more benefit through financial planning and legal tax return, which indicate that you need not only to prepare
for your future, but also to consider protecting your current income. Both speakers are our new members.
The seminar "Financial planning" by Mr. ZHANG Junzhen covered: basic concepts of financial planning,
successful investment methods, and special CPCA home loan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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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minar "Tax Return" by Mr. REN Hua covered: What type of income are assessable income, what type
of work relative expenses are deductible and some tips for preparing your tax return specially for our
professional members.
The "wealth cre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welcomed activities in each year. In order to develop
more interesting and successful seminar, we hope you can submit your proposal and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our new members to join or hold similar seminars in their fields in the future. We'd like to specially
thank Ms YUAN Ling for providing the great venue and thank our members’ active support.
CHEN Wei
on behalf of 2003 CPCA committee

***********************************************************************************

群星灿烂，竞相晖映
－CPCA 兴趣小组活动近况
高大超
作为 CPCA 元老兴趣小组之一的股票、投资兴趣小组，在前领导景剑锋和现领导吴震家的带领下，
前仆后继，多年来一直坚持活动。特别是近来，随着股市的回升，房地产的增值，他们也都更活跃
了。“复活”后的 他 们，特别是赵明、刘贵民、景剑锋和吴震家等人每日在网上交流信息、推荐股
票，当然也少不了争论和论证。加上，张均震每日提供的股票简报，更为股票小组的活跃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祝股票、投资兴趣小组的成员人人走运、个个发财。
(CPCA 股票、投资兴趣小组组长吴震家：zhenjia_wu@hotmail.com )
烹调兴趣小组是今年新成立的小组，在组长庞加研的精心策划下，已经成功地开展了两次活动。第
一次活动在庞加研家举办。史兵做的冰糖肘子，是色、香、味俱全；曾一做的四川回锅肉和蒜泥白
肉，让人垂涎三尺；庞加研滚制的 南汤圆，更让人回味无穷。一次成功的活动，自然吸引了更多人
的兴趣。以至於第二次在刘乾初家举办的烹调活动时，报名人数仅在半天之内就迅速爆满（因空间
有限，只能容纳 20 人)，留下数人无奈的遗憾！ 这次活动中，张玲用心制做了无师自通的夹层发
糕；刘乾初精心烹饪了香菇茄片和蒜蓉蒸虾；庞加研细心演示了方便实用的微波烤鸡；刘桂琴耐心
揭示了制做晶莹透亮的“水晶玫瑰”（获 2002 年 CPCA 食品大赛最佳花色奖）的真谛；王丽娟精心
细作了美味可口的皮蛋粥。厨师们制做的美味佳肴，欣赏过后，当然是众多“看官”们的口中福。
人们品尝的同时，还不时地念叨着，下次活动何时再来？
(CPCA 烹调兴趣小组组长庞加研：jiayan.pang@csiro.au )。
新会员张克非自我推荐重新组织了篮球活动小组，老领导夏克农积极支持他的工作并甘居“二
线”。篮球兴趣小组的活动地点在 Monash 大学体育活动中心， 小组计划每两周活动一次，今年他
们已经成功地活动了三次。组长张克非和篮球活动小组的全体成员诚心诚意地邀请广大会员参加他
们的活动。希望有兴趣的会员和张克非联系。
(CPCA 篮球兴趣小组组长张克非：kefei.zhang@rmit.edu.au)
自从赵老先生（赵明的父亲）2000 年三月教授 24 式太极拳以来，CPCA 太极小组数年如一日，坚持
活动至今。组长李爱武工作兢兢业业，并且为小组活动无偿地、长期地奉献出自己的录放机。众拳
友们在“教头”孙守义的带领下，打拳认真、到位，不说烈日当头，就是“数九寒天”，他们也常
常打得汗流夹背。值得一提的是，三岁的珊珊（孙治安之女）有时也一招一式地跟着打，嘴里还不
停叨咕着：“I SHOW YOU”。太极活动小组每星期日上午 9：00－10：00 在 JELLS PARK 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会员参加。 (CPCA 太极兴趣小组组长李爱武：ali@westan.com.au )
走路兴趣小组是太极兴趣小组的姊妹组。每星期日上午 9：00－10：00 太极小组活动之后，10：00
－11：00 太极小组的成员汇合了其他走路小组成员便开始了走路活动。自两年前，程一兵倡导走路
兴趣小组并荣升“走导”之后，走路兴趣小组，两年来风雨不误，一直坚持活动。他们每次都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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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绕湖畔，行程大约 4 公里。走路小组的乐趣不仅仅在于走路，还在于人们古今中外、天
南海北的“神聊”。但值得警惕的是，程一兵的“走导”地位时时刻刻受到骆明飞的觊觎，鹿死谁
手？我们将拭目以待。 (CPCA 走路兴趣小组组长程一兵：yibing.cheng@spme.monash.edu.au )
CPCA 歌咏兴趣小组在组长刘贵民的“英明”领导下，今年以来已经成功地活动了三次。随着 CPCA
组织不断地壮大，CPCA 歌咏小组也广纳贤才。新会员李菁以她渊源的音乐背景和雄厚的指挥天
赋，勇夺歌咏兴趣小组指挥的第一把交椅，而我们的老指挥孙守义也甘心地屈居了“二线”。据内
部可靠消息透漏，歌咏兴趣小组的成员们，正“秣马厉兵”准备为 CPCA 中秋节 Party 献上几曲。因
歌咏小组的活动另有专文报道，此不赘述。
(CPCA 歌咏小组组长刘贵民：guimin.liu@bhpbilliton.com )
CPCA 花园兴趣小组是成立了多年的小组。在组长张玲和刘桂琴的领导下，今年已经活动了两次。
第一次活动是制定今年的活动计划，准备每个月活动一次。第二次活动是参加 HOLMESGLEN
NURSERY 专家做的玫瑰剪枝讲座，参加者个个感到受益菲浅，人人跃跃欲试准备在家实践。以下
是八月份以后的活动计划：八月份，参观刘燕薇家新竣工的、颇具风格的美丽花园；九月份，CPCA
花园兴趣小组的“专家”们为“中标”（从报名的花园中挑选，欲报名者，务必从速！）的花园进
行设计并准备贡献部分花苗；十月份，参观刘桂琴家花园并讨论花园排水等问题；十一月份，参观
VICTORIA 玫瑰园。
(CPCA 花园兴趣小组组长张玲：ling.zhang@csiro.au 刘桂琴：dachao.gao@csiro.au )
CPCA Non-Family Oriented （注意：是 NFO， 不是 UFO！ ）兴趣小组也是今年新成立的小组之一。
NFO 小组在组长黄宇、杨晓英和陈容的策划下，成立以来已经愉快地进行了三次活动。第一次是在
Melbourne 植物园聚会；第二次在黄宇家吃火锅，外加卡拉 OK，欢歌笑语；第三次是众哥儿们姐儿
们欢聚在 Melbourne 艺术中心，鉴赏艺术，游玩。NFO 小组的活动今后势必十分活跃，有意加入的
CPCA 成员请和黄宇联系：yu.huang@au.bosch.com 。
CPCA 拱猪兴趣小组在“猪头小队长”骆明飞的领导下，战果累累，“久负盛名”。今年以来，大
赛虽然还没有举行，但是他们抓住各种时机小赛从来没断过。最近，他们正筹划在 CPCA 中秋节白
天活动中大赛一场，有意参赛者请和骆明飞联系：mingfeil@vipac.com.au 。
CPCA 足球兴趣小组在新会员缪岳龙的组织下，已经进行了两次活动。第一次活动在 Wattle Park。
那一天，尽管有七、八个人因雨而退却，但是仍有十几个人冒雨奋战在球场，这种“欲与天公誓比
高”的气概实在令人佩服！第二次活动选在 Doncaster 中学足球场，因时间是上午十点，许多人因故
无法到场，只能留下了无奈的遗憾。因气候 较冷的 缘 故，CPCA 足球兴趣小组现 处暂停状态， 何
时“重开鼓、另开战”，请注意通知。
(CPCA 足球兴趣小组组长缪岳龙：y.miao@bom.gov.au )

唱歌小组活动简记
刘贵民
7 月 26 日晚上 7 点半左右，唱歌小组的成员们陆续来到我家。这天，共有二十多位会员参加活动，
其中包括几位新成员。张立中、张月琴夫妻还专程从 Bendigo 赶来参加我们的合唱，精神可嘉。为
了增加气氛，我点燃了壁炉，红红的炉火使大家在寒冷的冬天里倍感温馨。
喔-喔-喔-喔，在李菁的指挥下，唱歌小组的成员们专心地练起声来。从低音练到高音, 再从高音练
到低音。李菁一边弹着钢琴，一边指挥着我们练唱。在匀速练声后， 我们又练跳音。你看，大家在
练跳音时，肚子一鼓一鼓的。 有的成员经不住诱惑， 竟想去摸别人的肚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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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声之后，我们开始练习用两个声部合唱英文歌曲 Edelweiss(雪绒花)。低音部由男声主唱，外加两
位女士， 以防我们男士走调。经过李老师精心的指导和学员们的多次练习后，这个两声部的歌唱得
越来越动听。随后我们练习合唱《北国之春》，男士们的雄风在歌声中得到充分表现。
唱完歌后， 女主人詹隽旎为大家准备了酒酿圆子汤，大家边喝汤边聊天。有些人还打起了牌。唱歌
晚会大约在十点半钟结束。 对了，这次唱歌活动，我拍了很多照片和录像。一部分照已经电传给唱
歌小组，下面附其中的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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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之旅点滴
李念慈
戒备森严的美国
6 月 12 日， 我们搭乘 United Airline 从墨尔本出发，开始了蜜月旅行。第一站是纽约， 但我们必须
在洛杉矶转机。一下飞机，顿时感到气氛紧张，尽管我们是刚从飞机上下来，但所有旅客仍须排队
挨个检查。旅客不仅要脱下外衣，有的甚至被要求脱下皮鞋，卸下皮带。幸亏我们长着中国人的面
孔，脸上也没长胡子，大概不象“老恐”，才幸免被要求站到另一边，用电棍作全身的测试检查。
如此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景象，与 9.11 之前自由，洒脱的美国大相径庭。
我们是 12 日晚上到达纽约的，我们的旅馆就在时代广场边上。纽约晚间的灯红酒绿和大街上穿梭般
来往的汽车，立刻显示了其繁华大都市的气派。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原世贸大楼的旧址，那雄伟
壮丽，象征着美国繁荣富强的南、北大楼再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建筑工地，工地外用铁
栅栏围住，竖立在前面的两块很大的砖墙上，记载着 2001 年 9 月 11 日纽约世贸大楼和华盛顿五角
大楼被恐怖袭击的经过。所有遇难者的名字都记录在此。前来参观的旅游者无不低头默哀，并拍下
照片留念。我们沿着百老汇大街一路行走观望，在一座漂亮的大楼前停下正准备拍照，一个美国警
察前来阻拦，当我们问为什么不能拍照时，被告知这是属于 CIA 的大楼！哇，我们竟然撞到了美国
中央情报局的门口，不行， 赶紧走人。自从 9.11 后，纽约的股票市场，自由女神像内部，联合国总
部的有些大厅，都禁止旅游者参观。一兵不无感叹地说：“老美真是被‘老恐’吓得够呛。”
昼长梦短的瑞典
15 日下午， 我们坐飞机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到达瑞典哥德堡。一下飞机就感到与美国不同。我们手持
护照走出机场以备检查，却看不到海关警察，后来才知从德国飞来的旅客不用检查护照。哥德堡城
市不大，我们住的旅馆离一兵开会的地方不远，步行大约十五分钟。这里的住房大多数是五，六层
的公寓式大楼，周围环境不错，绿化很好。街上到处都是小公园, 供过路行人停留观赏。瑞典人很有
礼貌，文化程度较高，在街上问路，几乎人人都可随口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你的问题。
16 日晚，哥德堡市政府设宴招待参加会议的成员。晚餐之后我们去了 Fun Park, 与墨尔本的 Luna
Park 差不多，但是里面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美妙的交响乐曲伴随着电动水柱的喷射，为公园增色
不少。因瑞典是北半球纬度较高的国家，现在这段时间是瑞典白天最长的时候，早上三点左右天就
亮了，晚上十一点还没有完全黑。本可利用这长长的白天多玩一些景点，可惜我在离开墨尔本的前
一天得了感冒，因旅途劳累而日异加重，再加上十个小时的时差，到了哥德堡后整日脑袋昏昏沉
沉，鼻涕不住地流，喉咙又痛得难以下咽。一兵去开会，我只能在宾馆大睡，失去了许多好景点的
采掠。
6 月 19 日，我们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20 日是瑞典的中夏节，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全民
休假，举国欢庆。但今年的中夏节出奇的冷，白天只有十二度，而且又不断地下雨，更觉得寒气逼
人，简直就象墨尔本的冬天。当晚朋友请我们在一家餐馆吃饭，这家餐馆居高临下，地处海湾边，
临窗一坐，波罗的海的美景尽收眼底。顺便提一下，瑞典的物价贵得惊人，这一餐吃去了两千五百
多瑞典克朗，合澳元五百多。我们吃饭时下了一场大暴雨，接着马上又出了太阳，在海陆交界之处
的天边出现了两条大彩虹，这些奇景即被我们的相机摘录了下来。
古老传统的伦敦
21 日，我们飞往伦敦，一兵的朋友来机场接我们，当晚在他家留宿。吃完晚饭， 我们即去温莎城堡
（Windsor Castle，英女王的居住地）。那天正是 William 王子的 21 岁生日，皇家在这里为王子举行
21 岁生日晚会，城堡外许多人等候看皇家亲友的车队从这里经过。其中有一人竞混进了城堡，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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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报纸、电台的头条新闻，而他在大街上表演本－拉登的丑态， 也正巧被一兵的相机给捕捉住
了。
伦敦不愧为世界大都市之一，许多建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去了白金汉宫，目睹了皇家卫队的
换岗仪式。又在 St. James Park 散步，坐在帆布椅上聆听老年交响乐队演奏，享受青草地上自然、清
新、美好的气息，真是别有一番风味。此后，我们参观了议会大厦，大英博物馆，国家艺术馆，并
买了几幅画留作纪念。在伦敦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位于泰唔士河伦敦塔桥边的伦敦塔城。这是英
国十四世纪时的建筑，这里曾经是英皇家居住、活动的场所，也是关押、处置皇家犯人的地方。亨
利八世的两个皇后都因不贞在这里被砍了头。亨利姐姐的孙女 Jane Gray 被促拥篡位九天，最后也被
砍头在此。我们头一天在国家艺术馆参观时，正好买了一幅描绘她赴断头台时悲壮场面的画，所以
对她的故事也特别感兴趣。如有朋友对此段史事有兴致的话，可到舍下观赏此画，再请一兵把这故
事慢慢道来。在伦敦城内的这些天，我们每晚都在唐人街吃饭。伦敦的唐人街几乎布满饭店，一家
挨着一家，竞争很利害，这也说明来伦敦旅游的人之多。即使不是周末，生意也照样红火。
典雅浪漫的巴黎
25 日下午，我们到了巴黎。放下行李，稍加休息，我们即去了巴黎圣母院。我第一眼看到这一建筑
时，就突发奇想，这是否上帝的杰作？几百年前的教堂竞会建造得如此雄伟、精制，前门外墙上的
雕塑，其实就是一个个的圣经故事。可见在几百年前的欧洲，教会势力和影响是非常大的。出了巴
黎圣母院，经过巴黎大法院，步行到了卢浮宫。这个世界闻名的文化、古物博物馆真是名不虚传。
里面展览的油画、雕塑，大多受十四、五世纪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里面有意大利、英、
法、埃及、中国、印度等许多国家的展品，宫中的展廊长达三十二公里。我们也有幸在此购买了几
幅复制品。卢浮宫的建筑奇异壮丽，外墙的雕塑更是维妙维肖，充分表现了几百年前人类所具有的
惊人的聪慧。出了卢浮宫，一路绿草丛荫，两旁尽是各种形状各异、精美的雕塑和喷泉。两眼真是
来不及使唤，照相机更是“咔嚓”、“咔嚓”地忙个不停。再往前走，就是著名的香舍丽榭大街－
巴黎最繁华、最幽雅的大街，我从小幻想的天堂。巴黎有卖各种版本的香舍丽榭大街的油画，看了
后使人觉得如能在香舍丽榭大街上散步，真是浪漫。香舍丽榭大街的尽头，就是凯旋门，从凯旋门
的顶端向下望去，十二条笔直的大街以凯旋门为中心，由东、西、南、北呈放射状地向外延伸，一
片车水马龙繁忙的景象。
Eiffel Tower 是巴黎的象征，世界上可能无人不知艾菲尔铁塔。它的高度大约三百二十多米，电梯是
两节制的，先从底部的一个脚斜着坐到中层，然后换乘另一部电梯垂直上到顶部。从铁塔的顶端向
下看巴黎和塞纳河，一片壮观景象。铁塔顶端有一间小屋, 从窗外向屋里望去，只见两个绅士坐着谈
天，一位女士站候在旁。看了牌上的说明才知这些人是蜡像，记录了一百多年前老艾在铁塔上会见
从美国来的电灯发明师爱迪生的场景，站立在旁的是艾菲尔的女儿，蜡像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程
度。一兵好像对此铁塔情有独钟，从正面、反面、侧面、远处、近处各个角度把它照摄下来，似乎
这还不够，后来又买了一张绘有铁塔的油画，以备将来仔细研究。看了最近的报道，前几天铁塔顶
端电缆失火，三千多人从上面撤下，没有一人伤亡，可见保险措施相当周全。
在巴黎的最后一天，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参观了凡尔赛宫－法国皇家贵族居住的宫殿。凡尔赛宫
建于十七世纪，它的前身是法国路易十三的狩猎城堡，后由路易十四改建为王宫并将政府移到这里
办公。今天的凡尔赛宫被列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保护遗产之一，每日有许多的人从世界各地来此参
观，服务设施非常完善。宫内有八种语言的翻译录音设备，人们只要戴上耳机，就可以按照参观的
顺序收听配乐说明。路易十四的卧室位于整个凡尔赛宫的中央，窗面向东方。路易十四把自己比做
东方的太阳，每天清晨与太阳同起。然后是皇后套房，皇太子和妃子套房，镜廊，国王接见大臣的
大厅。每间房的配色不同，但都金碧辉煌，连屋顶上都是各种油画、雕像，体现了皇家富丽奢侈的
生活。宫中的园林风景更胜一筹，有法式花园和英式花园，步行约需一个半小时。美不胜收的园林
景致，沿途雕塑艺术的登峰造级，不同造型的喷水柱随着音乐的起伏而跳跃，向人们展示了凡尔赛
宫迷人的风采和法国十七世纪最完美、最卓越的艺术成果。人人都说巴黎是个浪漫的地方，此话真
是不假。

13

宗教色浓的土耳其
29 日，到了我们此次旅行的最后一站，伊斯坦布尔。一进海关，一兵即去换钱，顿时我们成了亿万
富翁（一澳元约相当于一百万土耳其里拉）。土耳其位于欧、亚两洲的交界处，世界上两大河流
Tigris（泰格里斯河）和 Euphrates（幼发拉底河）都是从这里起源的。Bosphorus 是一条非常窄、而
且深的海峡，把土耳其分割成欧洲和亚洲两部分。它百分之九十七的土地是在亚洲，只有百分之三
是在欧洲，而伊斯坦布尔正是在这百分之三中。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绝大部分人是穆斯林信
徒。全国有三千多个清真寺，称为 Mosque。我们去的 Blue Mosque 是土耳其最大、最著名的清真
寺，有四百年的历史。前去参观的人必须脱鞋，以保持清真寺地毯的整洁（因为信徒是跪下头碰地
的磕拜）。那天一兵穿的是短裤，在寺前被门卫拦住，硬是要他用一条大毛巾把双腿给包住，理由
是：“Because you have sexy legs”。
Bosphorus Bridge（连接欧、亚两洲的大桥）建于 1973 年，长度只有 500 米，可见 Bosphorus 河在此
部分的狭窄。它将地中海和黑海连接起来，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也是欧、亚两大洲的分界
线。我们坐汽车穿越大桥，一块牌子醒目地矗立在桥岸上“Welcome to Asia”，我意识到我们是在
亚洲的土地上了。我们在桥岸边山腰上的咖啡馆小息，这里有最好的角度可俯瞰欧、亚两岸及大
桥。
7 月 3 日晚上，我们参加了欧洲陶瓷协会举办的晚宴，地点在 Galaza，位于 Bosphorus 河边。左边是
Bosphorus Bridge, 右边是一个很大的皇室旧居遗址。餐厅在露天，所有桌椅都用很贵重的白纱扎花包
裹住，每桌中央一大盆鲜花，四周挂满了蜡烛，地上燃着火盆，据说这是古时土耳其人开宴会的风
格。伴随着晚餐，土耳其艺人表演了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肚皮舞，黑海集体舞。由于参加晚宴的朋
友来自世界上二十多个不同的国家，土耳其歌手又演唱了各国不同民族风格的歌，把全场人的情绪
都调高到了顶点，许多人随着欢乐的乐曲情不自禁地舞了起来，直到十二点的钟声才提醒大家还要
参加第二天的会议…。
三个多星期的旅行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俩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愿这些美好的景色永远留在我
们的记忆里，愿我俩的情谊地久天长……

巴黎圣母院
伊斯坦布尔大清真寺

14

回国记事
潘仁积，2003 年 8 月 1 日
前言
今年母亲大人九十寿辰，全家四代五十多人欢聚一堂，好生热闹了一番。虽然已时过半年，现在想
来，仍然难以平定激动的心情，感慨之余，写下这篇文章以作纪念。
根据中国人的习俗，老人做寿都是做九的。母亲的生日是在正月。原本，家人已将寿典定在去年春
节，不巧的是，女儿去年正是 VCE 关键时刻，我们无法请了长假回去祝寿。所以家人只能将庆典推
迟到女儿考完 VCE 后的今年春节。让我感到后怕的是，我们刚回澳不久，国内就爆发 SARS，如疫
情早发生一个月，母亲大人的大寿就庆不成了，那我们岂不是成了潘家的历史罪人？真是老天有
眼！

顺道香港
我们三人是 1 月 25 日离开墨尔本的。最初的想法是顺道“新，马，泰”一游，让女儿刚考完 VCE
的紧张状态放松一下。静霞对旅游没兴趣，她只想到香港 Shopping，但碍于我们家三人中有两人想
去“新，马，泰”，她只能放下领导的架子，少数服从多数了。正当我在兴致勃勃地收集此三国的
旅游资料时，她得知张玲，守义一家今年回国要从香港走，就又坚持要往香港走，并请出张玲做我
的思想工作。那么，“新，马，泰”只能留待以后了。
上一次去香港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感受是，除了一栋栋的摩天大楼，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
以及商店里琳琅满目但并不如人们传说中那么便宜的商品外，香港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也
许是感情倾向所致吧，反正觉得香港在好些方面不如上海。这次在香港的几天中，我特意对各个方
面作了仔细的观察，回到上海后一比较，我们三人一致认为，虽然上海已在许多硬件方面将香港抛
在了后面，但在软件方面和香港还存在着不少的差距，特别是在政府的 Public Service 及商家对顾客
的服务质量方面。举个很小的例子：香港新机场和浦东机场都是新近启用，规模相当的国际机场。
到了香港后，只要凭着在墨尔本机场 Check in 时就在登机牌上贴上的在哪个出口取行李的条子，一
下子就取到了自己的行李；反观上海，下了飞机后，诺大一个机场，为了提取行李，就要东找西寻
地花费许多时间。至于在 Public Service 方面的差距，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这儿不一一叙说。
这一次去香港感到比较遗憾的是天气不帮忙。几天时间都是阴沉沉地，无论是在尖沙咀看对岸的摩
天大楼群，还是在山顶公园看香港全景，都是“云里来，雾里去”，直到离开时，都没看清“香港
真面目”。还好，糟糕的天气没影响领导的购物欲，和女儿一起，该买的都买了，不该买的也买
了。
虽然天公不作美影响了游玩的兴致，却也有个好处，那就是打牌的时间多了。这次我们两家同行，
从墨尔本机场侯机开始，到香港机场分道扬镳，一有空就打牌，包括在难熬的飞行途中。不知是由
谁提议的，为避免夫妻间的争执，这次由我和张玲搭档，静霞和守义搭档。可能是巧合也许是水平
相当，经过几天的连续大战，双方结果不分上下，皆大欢喜。不过，为了决出胜负，回到墨尔本
后，两家又找机会接着打了一回，结果还是分不出高低，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后话。

回家
1 月 28 日上午，我们回到了阔别三年的上海。机场外，阳光明媚，但气温特别低，周围一切都是陌
生的。与前来接机的家人见上面后，很快就叫了一辆车直奔家中。六，七十公里的路，个把小时就
到了。一路上，看到上海的变化之大，设施之现代化，摩天大楼之多，让我从心底里不得不承认，
自己已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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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往常一样，这次回去我们还是住在岳母家。为了我们的到来，岳母已忙里忙外地准备了好长时
间。在她老人家心目中，我们在外面一直都在吃苦，而只有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才算享福。真是“儿
行千里母担忧”啊。
从踏进门槛的那一刻起，家里的电话铃就没断过。来自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的问候让我们深受
感动，那是时间、地域、金钱根本无法割断的人间真情！使我颇感意外的是，晚上，二哥在电话中
告诉我，上海电视台正在播放采访我们家的节目，让我赶快观看。我一下子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儿，后来才知道：家人在筹备庆典的过程中发现，上海现已找不到一家能拍五十人“全家福”的照
相馆，遂打电话向上海电视台求援。没想到，电视台听了我们家的 Story 后，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很
有价值的题材。因为我们家的情况几乎是完美的传统道德典范，对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有一定的正
面意义。在征得我们家同意后，电视台决定跟踪报道寿庆的全过程，并委派了一位《社会广角》栏
目的著名主持人担当此任。当我打开电视机时，正看到我的三姐在声情并茂地讲述我们家的故事，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三姐六十年代早期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工作，先在
江西省歌舞团担任钢琴演奏，文革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吃了许多的苦。自 89 年春节在上海一叙
后，姐弟俩就再也没见过面。每次回去，她不是要给学生上课就是要辅导孩子弹琴考大学抽不开
身，再不然就是照顾生病的姐夫走不开而无法回上海相聚。想不到，十四年来第一次见到三姐竟然
是在电视镜头里。
自我们一家移民澳洲后，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国过年。喜逢母亲九十大寿，见到了许多久未谋面的亲
戚。除了上述的姐姐姐夫外，还见到了也有十多年没见面的舅舅，舅妈，大嫂，侄子，侄女等。二
十多年没见过面的堂兄依然神采奕奕，侃侃而谈，可边上的堂嫂却一时认不出来，颇为尴尬；从小
抱着，带着长大的外甥女，自 87 年到美国后，16 年来第一次见面。当初青春活力的小女孩，现已是
雍容华丽的少妇了，见面时的一个美国式拥抱，把我这个当年最喜欢她的小舅舅都搞得有些不好意
思了，不过这样一来又将我们甥舅间的亲密拉回到了从前；还有我的小姐姐，上次回国时，她还在
美国，屈指算来，也有六，七年没见面了。这次回国的第二天，为了迎候我们，在寒风凛冽的马路
边等了一个多小时，让我这个当弟弟的感动不已。还有好多好多…。

庆寿
母亲大人九十大寿的庆典安排在正月初三。那天天气出奇地好，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我们三人一
早起床后，匆匆吃了早餐就赶往母亲的住处。只见老人家精神抖擞，红光满面，一楼到四楼走上走
下连扶手都不用，对一个九十岁的老人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个奇迹。整整一个上午，老人家除了接
受几十个儿辈、孙辈、重孙辈后代的拜寿、合影外，还要应付电视台的现场采访、摄影和拍照，完
了以后又走到几百米开外的餐馆吃寿面。我真为我的母亲感到自豪。
庆典的重头戏安排在晚上。一百多位亲朋好友聚集在最负盛名的“上海老饭店”为老人家祝寿。庆
典的主持人由我一位当中学老师的外甥女担任。整个典礼隆重，热烈，欢声笑语不断，并出现了许
多感人至深的场面，充分展现了她聪明的才华和很高的文化素养。受这位外甥女的钦点，大姐作为
在上海的第二代代表，我作为所有生活在上海以外的第二代代表在典礼上作贺词。实际上，最后大
姐的讲话更多的都是代表我们所有兄弟姐妹向母亲大人贺寿，而我的讲话除了祝寿外，主要谈了一
些个人的感想。作为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儿子，我为没能在母亲身边尽孝感到愧疚，也真心感谢两位
姐姐多年来对母亲大人无微不至的照料。几句发自内心的话，让我的几位姐姐，外甥女及一些亲戚
都掉了眼泪，我自己也挺感动。
典礼结束后，我们兄弟姐妹都约好：等老人家百岁时再搞一次更加隆重的庆典。
母亲大人九十大寿过后不久，我就在一位姐姐的陪同下，又去了一次父亲的墓地，以告慰他老人家
的在天之灵。回来后，女儿曾很天真地问我：“爸爸，你这次给爷爷上坟有没有哭啊？”我说：
“我哭了”。父亲离开我们时已八十五岁高龄，生前所有子女都对他挺孝敬，本也没什么好哭的，
可人的感情就是无法用理智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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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里偷闲
每次回去总是从头忙到尾，许多无法推托的额外事情轻易地就将原先计划打乱。这次学乖了，回去
后，先宣布我们的计划，让别人按照我们的计划行动，果然有效。给母亲大人祝寿的事情办完后，
按照计划，三人忙里偷闲地到其它一些城市转了一下以增加女儿对祖国的了解。对此，女儿表现出
了极大的兴趣，对所到之处充满了好奇，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本来准备让她到北京或西安一游，
朋友处已打好招呼，可临去之时，气温突降，计划只能取消，留待下次。

结束语
这次回国待了四个星期。如同前几次一样，静霞因顶不住风寒，离开上海前几天又生了一场病，回
到墨尔本后，花了好长时间才恢复健康，由此感慨，以后不在冬天回国了。三年中，我们在墨尔本
除了感受到物价上涨以外，其它似乎没什么变化，而在中国，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
还是城市的建设面貌，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和以前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不是回澳前发生在浦东机场的
一段插曲，我对这次回国的印象几乎是完美的。

附记：发生在浦东机场的一段插曲
我们回程的飞机应在 2 月 22 日晚上 10 点 30 分起飞。那天，为了不至于太匆忙地登机，我们提前三
个小时就到达浦东机场，候乘东航飞往悉尼的班机。机场里人山人海，排了一小时的队轮到我们
Check in， 但被告知：因没有按照东航的规定在 72 小时前再确认，座位已被取消，要我们到服务台
重新定位（我们的机票都是 Confirmed OK 票，机票上从头至尾都没有需在 72 小时前 Reconfirm 的条
款，东航是通过何种途径让境外的乘客知道这一规定的？）。而服务台的电脑显示，最早的空位要
到 3 月 9 日。
第一次回国时坐的是“国泰”航班，返澳前，我曾打电话到航空公司 Reconfirm，但对方说，我的位
子已 Confirm 了，无需 Reconfirm。以后几次回去坐过国航也坐过澳航，从来没 Reconfirm 过。第一
次坐东航不放心，取票时特意问了一下，回澳时，我的位子是否需要 Reconfirm，回答是：“No”。
对于东航的这种做法我感到非常愤怒。当时上海飞往悉尼的机票是国内到世界各地中最为紧俏的，
很明显，我们的位子被东航的人开后门弄走了。经初步交涉，东航工作人员让我们在那儿等到 10 点
钟时再安排。但是，我们对东航的信任又一次受到愚弄。在那儿老老实实地等了两个小时后（事后
证明，这是我们犯下的最大错误），东航开始为我们办理登机手续。当天，和我们情况一样的乘客
有好多个。按照到达机场的先后，我们排在第二位。可刚叫到我的名字时，经办人突然被一个电话
叫走，两分钟后回来说：“对不起，今天的座位已满，你们都不能走了”。顿时，机场里便像炸了
锅一样。在场的所有滞留乘客都没想到，东航会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些“澳戆”。事先
已明明说好会安排我们坐公务舱走，一会儿位子又不知哪去了。任凭你怎么说，东航就是一句话，
你们没在 72 小前再确认。对乘客为此受到的经济损失，精神打击全然不顾，态度之冷漠，恶劣，世
上少有。
经过二十分钟的折腾，飞机已起飞了，再闹也无济于事，必须要解决怎样尽快回澳的问题。看来，
东航浦东机场的现场主管是干这种事的老手了。他先是说最早的空位要到 3 月 9 日，让我们到服务
台订，见没人愿意，就说大家先回去，等东航通知，我们会尽快安排你们走。果然，有些人就先回
家了（无法知道那些人最后何时，通过何种途径返澳的）。我们当然不愿再上当，坚持要他给个明
确答复。可此人话锋一转，又说现在东航的订票系统有故障，让我们再等，或者先回家明天给我们
答复。此时，我已将他说话的可信度降为零了。我说：“不管怎样，你今天不把我们的机位定好，
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回家的”。
这样，又在那儿等了一个小时。在此期间，静霞的弟弟曾打了个电话给在上海旅游局工作的朋友，
这人说，东航的做法是错误的，你们如在 8 点时就同他闹，现在已走了。后悔也没用，老实人总是
容易轻信别人。眼看双方僵持着。这时，我姐姐对那位主管说：“给你讲两件我旅美期间发生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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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小故事，也许你会有兴趣”。姐姐说的第一件事是，外甥女有一次去旧金山出差，回芝加哥前
因临时改行程，故委托宾馆通知丈夫更改接机时间，但宾馆却忘了此事，结果让他俩虚惊了一场。
后外甥女婿打电话到宾馆质问，宾馆除了道歉外，主动提出赔偿一千美元以作补偿；第二件事是姐
姐前年从美国回上海时，在芝加哥机场受大雪影响，飞机延迟六个小时起飞。为此，除了将旅客临
时安排到宾馆休息外，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还给每位滞留旅客奉送环游美国的免费机票一张。姐姐
说：“你们每天都叫着喊着要和国际接轨，可人家对顾客的服务态度你们是否能悟出点什么呢？”
这家伙听了以后愣了好长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说：“你们都跟我过来”。在没有电脑订票系统提示
的情况下，这位东航浦东机场现场主管凭借手中的权利，给我们留下的 8 位乘客当场签妥了第二天
同一航班的返澳机票。不知是他听了故事后有所触动还是突然良心发现。庆幸的同时，我也在为第
二天将要受害的 8 位乘客担心，不知浦东机场又会发生怎样的一幕。回到家时，已是零晨 1 点半
了。
第二天一早因计算机网络堵塞，赶快打电话向一兵求援，更改悉尼飞墨尔本的航班。因我是在网上
订的便宜机票，按规定不能更改航班，不能退票（这才是经我认可的规定）。经解释，澳航当时就
破例给我们退了票同时很热心地为我们订好了新的航班。把澳航这种近乎完美的服务和东航一比
较，在场的家人免不了又是一番感慨。
回澳后，静霞的弟弟代我们向东航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诉。很快就收到了东航寄给我们的书面道歉，
但绝口不谈赔偿一事。静霞的弟弟咨询了一下当律师的好朋友，回答是，如状告东航，将有绝对把
握赢得官司；在墨尔本开了一家旅行社的俄罗斯朋友，查询了有关资料后说：“东航的做法违反了
国际航空协议，你可以去告他们”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权衡利弊，我们放弃了追究东航责任的进
一步行动。所受经济损失权当花钱买了个平安（阿 Q？）。
￥￥￥￥￥￥￥￥￥￥￥￥￥￥￥￥￥￥￥￥￥￥￥￥￥￥￥￥￥￥

Buddhist Retreat 随 想
张庆原
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虽然不能说是完美，但也可称之为知足长乐。只是难免会象所有现代
人一样，我也不时会被莫名其妙的烦燥和疲倦包围着。工作和家务都很繁忙，有点时间还想着和朋
友们聚聚，很少有自己独处的机会。偶尔能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人躺在沙发上，脚翘到天上， 手
捧一本好看的书，耳边不时传来鸟儿的欢鸣和远处锄草机的声音...心想，生活应该是这样惬意的
啊！ 可我们为什么总觉得时间越来越少呢?
有一天，和一个印度同事谈起生活的疲倦，她建议我去试试 Viapassanan Buddhist Retreat。我立
即被这个主意吸引了。简单地说，Buddhist Retreat是一种Meditation的技巧，它并不是宗教。它
意在教导人们如何在纷乱的世界里保持心平气和。第一次去那里要住10天。这10天里不能和外人说
话，和外界不能有任何联系。我想那里一定是一个世外桃园，在那里所有的时间将属於我自己!
我兴冲冲地和先生提起此事，没想到一向温和的他却变得很激烈。他生怕我去了那里后，会变得不
食人间烟火，回来后终日打座，心平气和地看着大把的时光从眼前流过。和几个朋友也谈起此事，
他们都认为我有点crazy，有人说我可能会变得太清高、太纯洁，而不愿再和他们来往了。我想大家
也太抬举我了。受了二十多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又经历了十几年的资本主义奋斗，我是一个彻头彻
尾通俗的现代人。再轻心寡欲、纯洁是不可能了。我只是想从生活的潮流中退出去几天，给生命放
几天假。
其实，我对自己能否静坐十天也深感怀疑。曾几何时，我热衷于Disco舞厅，对蹦迪特感兴趣，喜欢
那种热闹，那种忘我。一天见不到人，我就会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也许现在生命的步伐赶上了我
的脚步. 更觉得是一家的“领导”，我如十天不在家，他们的吃喝拉撒谁来负责？！小女儿至今还
从未离开身边一天呢！ 想想只有将这打算从长计议，无论如何我要去试试Buddhist Retreat，那一
定是人生的另一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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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Bendigo Training
曹 华
我每年有相当于工资一定百分比的经费用于开会或受训。今年因为SARS 流行，恐怖活动无常，我选
择了就近受训。
这是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开车疾驰在去 Bendigo 的路上，一边开我一边想，这次 Training 可别象
上次一样一无所获。
我迟到了几分钟，坐定后，刚好赶上最后一个自我介绍，而后便开始了三天的Training。这次
Training 是维省精神康复机构总部组织的，全班共有22人，来自不同的精神康复组织。我和一位菲
律宾社工，还有一位黑人算是少数民族了。我们围坐成一个U字形，面对着讲台。Training 的第一
项内容是4，5人一组，在一张大纸上按个人CV的结构写出本组人所有的学历，技能，工作经验和工
作年限等。然后每组依次上去介绍自己。这样，大家嘻嘻哈哈地，在短时间内便把全班人的底细摸
了个一清二楚。正当组织人John 要继续下一项内容时，不知谁问了一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
吗？”John 稍顿了一下说：“当然，你们也应该知道我是谁。”於是，便从农村到城市，从英国到
澳洲，从油漆工到打击乐手，从英语老师到培训员，说得津津有味，他做过的事情真得很多，他也
为有这么多经历而自豪。
听着John 的介绍，不由得让我想起在北大校友会上我介绍自己时的情景。当我介绍完自己曾经开过
幼儿园后，马上加了一句：“我当时年青，要是现在，我就不会去开了。”因为在大学时，我们经
常听见老师表扬某某做事很踏实，很认真(可以留校)，批评某某不踏实，整天东一档西一档，干了
半天，什么也没干成。不知是否只有医学院这样，反正我怕受别人批评，所以才加上了那一句。可
是John 却对自己繁多的经历毫无愧意，反而极力炫耀。旁人似也乐在其中。这又让我想到了一件有
趣的事，在家里，我先生经常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有点自以为是？这不好。”而在
单位，老板却经常对我说：“你要自信！”在我每月与精神康复总部CEO的例会上，他也常对我说，
“你要自信。”我说：“我感到自信的事，我会自信，但我不感到自信的事怎么能装自信呢？”他
说：“That certainly will help you with your job.” 生活在澳洲这个社会，我常常感到自己
要在不同的场合拿出自己不同的侧面。太自信，会让自己人反感，太谦虚，又会让洋人觉得你不够
能干。一天可能要出好几个侧面，如果哪天出错了侧面，不知结果会怎样？
紧接着的Taining 是精神健康法和精神健康的伦理和价值观。精神健康的伦理和价值观是以行军棋
的方式学的。每人发一套讲义，四人一组，轮着撒骰子，然后按上面的点数移动棋子。走到某些地
方，棋要求你停下来念一段伦理方面的短文或案例，然后再走。这样，等棋玩完时，讲义也学完
了。一点儿也不枯燥。
第二天的Training 要数Team Building 一项最有意思。我们每人发到一份Team Building 的讲义和
8张有关Bendigo 名胜的问卷。要求我们三人一队在三小时内完成。我们身在市中心，老师不管我们
如何找到和完成问卷中有关的典故、历史、建造年月等等问题。他只要求每一队有一个Team Leader
，并能按时交回答卷。我和Kevin 还有Stacey 分在一队，并被选为Team Leader。我们马不停蹄地
在市中心的教堂，邮局，法庭，花园甚至小学里寻找答案，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才答出了三篇纸
。我一看，不行，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剩下的一小时，我们分头行动，才算很勉强地完成了任
务。下一次，如果再做此类工作，我会与其他队合作，一队做一半，然后坐下来共同完成全部作
业。这样，我们不会很紧张，而且能借机好好欣赏一下名胜古迹。其实，Team Work 无处不在。记
得十几年前，我和老公干什么事儿都一起。后来，任务多了，只好各自为战，但愿最后我们能够良
好地完成任务。
当晚的晚宴是在一个中餐馆进行的。Kevin 在大家快吃完时，拿出他带来的吉他，开始为大家唱
歌。大家马上热烈地迎合他一起唱起来。我在想，如果是我们中国人聚餐，会不会有人拿出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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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请自来地歌唱呢？如果他做了，大家的反应将是怎样的呢？原谅我这个搞跨文化精神健康工作
的，常常不自觉地比较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行为，并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
在我唱完了一首中国歌之后，John 站起来开始自己填词，唱起了一首乡间小调。他的歌词大义是：
我虽然已年过五十，但是，我还是挺不错的，我们来到Bendigo 进行Training，我看到一位美丽的
女人，我想和她的丈夫分享她，我想搬进她的房间...... 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尽管
我常在朋友聚餐时，大谈什么理论上讲人类不是单配偶的动物，可是真碰到有人表现他“人类”的
一面时，我却觉得不太对劲。我看看大家，别人也有点不知所措，拿不定该如何做出反应。估计，
谁也不知道“他的女人”是谁。我觉得，最好不要在酒后唱歌或讲话什么的，酒精能减弱大脑皮层
的抑制作用，说了太多的真话，事后会后悔的。
十一点了，我和几个人先撤了。并不是因为我太老了，而是我不想扰乱自己的生物钟。剩下一些
人，好几个都比我老，仍然兴致勃勃地在唱：
Sometimes in our lives,
We all have pain,
We all have sorrow,
But if we are wise,
We know that there's always tomorrow.
Lean on me, when you're not strong and I'll be your friend.
I'll help you carry on, for it won't be long till I'm gonna need somebody to lean
on.
听说他们后来去了Pub, 直到在Bendigo 市内再也找不到开门的Pub时才回来(约早上3点40分)。奇怪
的是，第三天的Training 居然没有一个人缺席或迟到。
在回家的路上，我微笑着在心里说：“并不是所有的 Training 都是一无所获”
***********************************************************

温

暖
孙晓洋

从悉尼回来，一直未与老友 catch up。原因吗，由于回来后因合家团聚而发胖许多，总想减肥之后
再请老友一聚 - “一显风采”。（无奈体重高居不下，心一横，还是算了）。于是便给老友之一
Michael 打电话一聚，这下才知他在中国的甥儿三天前被确诊为白血病 – 是 AML – 就是与骨髓有
关的那一种，正在寻找国外较好的治疗方案。闻知，我也如当头一棒，随即便想到了组织：CPCA，
也许当中会有人知晓。果真从“入党介绍人”（雪燕）那儿得知了李健民儿子牛牛及其全家人与白
血病斗争的故事。拨通了健民的工作电话，得到的是热情而真挚的应答。当晚，我和由于焦急而眼
圈都深陷了的 Michael 就来到了健民的家。
进门便见到了牛牛，他一头浓密的头发，长得白白胖胖，活蹦乱跳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从问健
民的计算机问题上拉回到了我们的正题上。谈话中牛牛还不时地加入各种各样的评论。健民和夫人
王姐非常耐心而专业地回答我们的每个问题，还拿出照片、书籍和服用的药物给我们看。他们对白
血病知识的专业了解和对血液各类指标的精确记忆，不由得让人深深地体验到这个家曾经历过的考
验以及可贵的“父母心”。
我来澳洲快 6 年了，很少动笔。真正触动我写上这小段的还是临出门前，王姐说的：“我们远在他
乡，衷心祝福你的甥儿而早日康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这样被拉得很近……。
回到家，吃着丈夫烧的晚饭，心里仍被刚才的那一幕所感动。默默地为那两个与白血病斗争的孩
子，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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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二十周年庆典
今

天
家 宴

2003年4月20日，对许多人来说都意味着年复一年的复活节星期天。可对於墨尔本东南区CPCA的5个
中国家庭来说，却另有一番特殊的意义。5对来自中国辽宁，安徽，北京，上海和四川的夫妻在这一
天共庆结婚20周年。他们是王荣生、骆明飞；李爱武、赵明；张玲、孙守义；黄静霞、潘仁积；庞
加研、曾一。
这次庆典在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划了。由於各种因素，二十年前，这五对新娘新郎的婚礼或简单或隐
蔽。二十年过去了，五家都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也从贫穷达到了“小康”。五家都
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结婚20周年要庆祝一番，重温旧梦，弥补二十年前的遗憾。於是选定4月20日为
五家结婚20周年庆典日。
喜日定下以后，五家人天天盼日日谈，终於倒记时数到了今天。一大早各位夫人们就分别开始行动
和准备了。张玲趁着清晨的安宁，静坐窗前，赶写当晚庆典的发言稿；静霞、爱武去了特约的理发
店梳妆打扮；荣生和加研各自在家里由女儿帮忙或自己动手梳理化妆。先生们也一式五份的穿上了
上等的西装，戴上了喜庆的领结，胸前插上了一枝象征爱情的红玫瑰。五家的孩子们也特别地穿上
了他们最时髦的衣服。
下午二时，穿戴漂亮的五对夫妻和孩子们聚集在张玲、守义家，由化妆师刘燕薇、李雁鸿巧手点
缀，合影留下了“光辉形像”。3点30分，预定的白色豪华大轿车准时到达，五对伉俪恭请入坐轿
车，孩子们由摄像师兼司机李跃进带领，驾车尾随。大家一起在公园、海边，由摄影师高大超为大
家拍下了无数张珍贵的“庆婚照”。
5点40分左右，在庆典主持人程一兵、刘桂琴的精心安排下，五对伉俪的轿车在一片贵宾们的掌声和
赞誉声中到达了庆典晚宴的汉宫。当这5对“新旧人”步出轿车时，特邀的24位贵宾无不为主人们今
天的装扮感到惊讶：荣生那套飘洒庄重的黑礼服，仿佛让我们看到了20年前身着白色婚纱服的窈窕
淑女；张玲、爱武、静霞那紫红、浅蓝和银里透红的夜礼服，婆娑轻纱、温情似水，使人感受到贤
妻良母的爱；加研那墨绿色的中式旗袍，使我们在这遥远的西方体会到东方女性的特殊美。也许是
因为妻子们今天太美了，“新娘老郎”就成了这5对夫妻今晚的代名词。
“新娘新郎，老娘老狼，新娘老郎，女士们，先生们，孩子们，晚上好！”主持人程一兵终於绕着
口令宣布庆典晚宴正式开始。一道道色香味美俱全的菜肴陆续上桌，满汉大拼盘，乳鸽，肉排，烤
鸭，鲜鱼，螃蟹，烧鸡，带子，虾球，粟羹，豆苗，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树上结的，
土里长的，山珍海味，着实让人品尝不遐。然而，参加庆典的所有主人宾客真正品尝到的却是今晚
的人生五味，这是世界上任何美味佳肴绝不能及的。在长达五个小时的庆典晚宴中，人们所体会和
领略到的，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
聆听五对“新旧人”对过去二十年往事娓娓动听的自述和回忆，他们鲜为人知的恋爱史和相亲相爱
的婚后生活宛如一段情歌，如诗如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平日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王荣生以一曲
“东方红”，揭开了五对伉俪对过去二十年的回忆和对对方的感谢。“大救星”骆明飞灵活运用毛
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在荣生的全力配合与扶持下,经过二十年的持久战,实现了明飞“大学
时代电影院里一起坐,现在一块儿过”的奋斗目标，建立起了一个城乡结合富裕充实的“革命”家
庭。爱武和赵明的恋爱史，让人感受到他们23年前萌发的爱情是如此的珍贵，那份真诚的爱，使一
个悲伤忧虑的少女一扫愁云，重新绽露出鲜花般的笑脸，养育了维省2002年的高考状元长子，‘超
生’了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女，四口之家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守义张玲二十年的蹉跎岁月，情真意
切地融入了动人的诗、词、赋、‘感’、‘谢’、‘信’中。这艘双博士的帆船在烟波浩渺的大海
中，几经颠簸，如今行驶得更加从容，更加平稳。静霞仁积如歌似诉的悠悠乐曲‘匆匆岁月’，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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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了二十年伉俪的困难曲折和相扶相依，‘长工副帮主’对岳父大人的孝敬和照料，使在场的女士
先生们不自由主地树起了标兵，找到了学习的榜样。加研曾一这对由长辈点下的鸳鸯，被出国的浪
潮冲到了南北两极，一家三口三国，远隔千山万水三年有余，骨肉分离，肝肠寸断，一家人的情和
爱也因此而更加珍贵，更加坚实。能文善歌的5对夫妻“篡改”了6首“革命”歌曲，‘东方红’，
‘匆匆岁月’，‘说句心里话’，‘岁月代表我的心’，‘难忘今霄’，‘亲爱的朋友来相会’。
每一首歌唱在今晚都是那样的贴切，那样的情真。这些歌，表达了他们二十年的阴晴圆缺、酸甜苦
辣，唱出了他们二十年的相亲相爱、相辅相成。
宾客朋友们对庆典的参与和衷心祝福，是庆典热闹喜庆的关键。热心的张罗兼主持人刘桂琴，程一
兵，还有高大超，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联络宾客们，为庆典作准备。他们和张晓清，王葵花，为挑
选最好最合适的庆典蛋糕和礼品，动了不少脑筋，跑了不少腿。高大超、张悦、余华刚、张晓清为
庆典晚宴拍下了许多难忘的镜头。李跃进，刘燕薇、李雁鸿用摄像机如实地纪录下了庆典的每一个
细节。宾客们特订的20年庆典双层大蛋糕，精美而又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礼品以及以诗歌、喜逗、
讲话为形式的节目，使庆典晚宴热闹非凡，笑声掌声不断。五对“新旧人”的回忆，也引起了所有
宾客的共鸣。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当时为了节约，寄往海外的信纸薄了又薄，字小了又小；打一
次国际长途可是件了不起的大开销。十多年前，为了理想与开拓，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过妻儿分离与
合家团圆的感伤和欢乐。大家共同的体会和祝福正如王玲激动的总结：‘如果说我们过去的二十年
是艰苦的二十年，奋斗的二十年，那么今后的二十年将是充实的二十年，幸福的二十年’！
还有我们的下一代孩子们，他们为庆典画龙点睛。闻闻代表所有的下一代祝爸爸妈妈们白头偕老，
永远幸福。曾鸣宽慰妈妈说“您没有亏待我，您们不在我身边的那些年，我仍然感受到爸爸妈妈对
我的爱”。盼盼借这个机会对爸爸妈妈说“我爱您们。很对不起，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有时
候我很不好，请您们原谅”。聪明伶俐、心灵手巧而腼腆的骆迎悄悄跑到门外，在心里默默地祝福
爸爸妈妈永远幸福美满。在场的孩子中唯有元捷有一‘特权’，他谢谢妈妈给他生了一个妹妹。6岁
的Emily用她那甜蜜而带几分羞涩的童音，祝爸爸妈妈今天过得愉快。孩子们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深深
地打动了父母的心。好几位主人宾客触景生情，为他们简短的讲话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孩子们对
父母的爱，对父母的支持和理解！
晚上11点，庆典晚宴在歌声中结束。人们的心情却不能平静，又相聚在张玲、守义家直到深夜。这
一晚，参加庆典的主人和宾客中有不少人久久不能入眠，感动，感慨，感想，感受，回味无穷，
回味永远... ...
我们祝福，愿天下伉俪永远相亲相爱，每一个家庭永远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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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庆典嘉宾
张玲、孙守义(代表五对夫妇)
人间之情尤重亲情，爱情与友情。对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人来说亲情多化为无限的思念与好几年一
次的短暂相聚。好在现代通讯使我们能在电话上叙叙家常，品品乡音。爱情对我们来说已从二十年
前花前月下，海誓山盟过渡到由固定乐章：上班，家务，育子教女谱成的交响曲，日复一日不断地
演奏下去。如今孩子们长大成人，留给我们这些“老俩口们”的则是恩恩爱爱相依到永远。而保持
和体现我们青春活力的要数朋友间的友情，尤其是我们这伙有着相似经历的CPCA朋友们之间的珍贵
友情。
我们能在一起回忆我们充满梦想的童年时代，中学毕业下乡进工厂，恢复高考入大学同唱《年轻的
朋友来相会》，... ...如今又都在澳洲工作生活, 大家在一起共鸣多多。我们在CPCA里互助同乐，
这才有了我们五家结婚二十年庆典上人才聚集的嘉宾阵容。没有你们，我们的庆典就会像春节晚会
只有演员没有主持人与观众一样不可想象。没有你们当中的摄影师我们不可能家家拥有一大厚本记
录庆典不同时刻的照片，没有你们当中的录像师录制的影碟我们怎能记住那激动感人的场面与不断
的欢声笑语。正是我们的嘉宾，为我们精心挑选了纪念结婚的礼物，准备好了导演的剧目与道具，
起草了份份“考(拷)题”，献上了美好祝福的话语。
嘉宾朋友们，请接受我们深深的谢意。你们的光临，使我们结婚二十年的庆典如此难忘；你们的帮
助，让庆典进行的如此成功与顺利；你们的参与，为庆典增添了无尽的乐趣。
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举杯同庆，我们的友情象陈酿美酒一样越老越醇。
李爱武 王荣生 黄静霞 张玲 庞加研
赵明 骆明飞 潘仁积 孙守义 曾一
共谢
2003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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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点滴
贷款市埸洋洋大观
任华会计师事务所
地产的借贷市场中，基本上能符合这些要求。
因为每一幢用来抵押的房产都要求买贷款保险
(贷款额若超过 80%以上由借款人负担，80%以
下则由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承担)和房屋保
险(防火灾等意外情况)。

综观目前的贷款市场的产品，可谓琳琅满目。
各银行和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称贷款公司)
各出奇招，宣传和推广自己的产品。市埸竞争
的结果，给广大消费者带了更多的选择和优质
的服务。回想十多年前刚来澳洲的时候。银行
大门八字开，银行经理们个个朝南坐的那种架
势已不可同日而语。

由此可见银行也好非银行金融机构也罢，他们
的钱都是从投资者那里来的。任何投资者都希
望他们的钱是安全的，并且有一定的回报。衡
量一个基金的信心指标，一般用标准普尔来评
定，最高级为 AAA 级。

这主要归功于澳洲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
放了非银行金融机构来参与贷款市埸。从而一
举改变了贷款市埸由银行垄断的局面。经过十
多年来的发展，形成了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
构二分天下的局面。下面让我们从二大机构的
资金来源、经营模式、抵押安全、产品结构等
来分析和讨论。

*经营模式*
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他们的资金来源不
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是他们的经营方式
不同。上面说了银行因要吸收存款必需要建立
众多的分行和储蓄所，这样无疑要增加许多经
营成本。而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吸收散户的存
款，他就无须各处设点。这样经营成本降低
了，提高了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使顾客得
到了实惠。

*资金来源*
大家都知道银行作为传统的金融服务机构。它
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从储蓄中来，然后再将钱贷
出去，获得存贷利率之差。加上对各项账户的
收费。构成了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银行要吸
收储户，必须要在各地各区建立各分行或储蓄
所。这样无疑会增加银行的经营成本来维持分
行人员和房租等开支。

银行每天开门营业，采取等客上门的办法。８
小时以外很难得到他们的服务。银行雇的是拿
工资的职员(staff)。非银行金融机构聘请的
人员称为贷款顾问(Loan consultant)。他们
通常没有底薪。做成一笔生意，公司就发给佣
金。他们的工作一般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可上门服务。他们各为其主只销售他们所代表
公司的产品，有自己的品牌和一定的规模。如
Aussie，Rams，Wizard，AIMS 等，也较为稳
定。其中 Rams 和 AIMS 他们自己直接发行贷款
债券。相当于一个资金批发商，故资金成本较
低.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钱是从那里来的呢? 它一般
不吸收散户的存款，它的资金主要来源是从资
本市埸通过发行贷款债券的形式筹得。也就是
从九十年代初，政府实行了雇主强制性地为雇
员支付养老金的制度。当时是工资额的 3% 后
逐年上升至目前的９%了，今后将达到 15%。澳
洲约有八百多万工作人口，年复一年积累构成
了一个庞大的养老金基金。这部分基金是资本
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还有其他众多的基
金。政府对养老基金的监管有着严格的法律法
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纳税人对退休人
员的负担也会加重，解决问题之道只能是增加
对养老金投入力度，以备今后退休之用从而减
轻社会负担。养老金公司所管理的基金并不是
存在银行里的，更不会放在保险箱里。他们要
作为投资来获得一定的回报。但这种投资管理
又受到政府法律法规的严格监管。通俗地讲它
要符合长期、安稳和增长的原则。而投入到房

另一种经营形式是称为贷款纪经人(Broker)。
这种模式近几年较为流行，他们通常挂靠在某
一较大的经纪公司，以个体户的形式经营。代
理十几甚至几十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产
品。规模较小，只需有一二个人就可以开张，
流动性很强。很多只是在家里办公。他们通常
通过上门服务的方法来为顾客服务。然后获得
由所代理银行或贷款公司所发给的中介费或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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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关系。管账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账互不
隶属。两者之间的互动必须按照金融法规来
办。管钱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公司)不可能
在客人不签字、不知情的情况下，从管‘账’
的信托机构拿到地契，将你的房子去拍卖。即
便是倒闭了也无法做到。结果是同银行倒闭一
样，你的贷款连同你的地契就转到了其他银行
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去了。再举一例，一年前
One Tel 不是倒闭了吗? 我们使用手机是先用
后付款。当你使用电话服务时，就开始欠话费
了然后每月一结。当它一担倒闭，你的服务终
断了，但欠的电话费还是要交的。你的电话服
务就转到了其它公司。损失的不是你欠钱的
人，而是投资者和买它股票的人.

金。由于他们代理多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的产品，每个产品的佣金因不同的银行或贷款
公司而不同。故可能会造成一些贷款经纪人热
衷于推销那些较高佣金的产品给顾客，使得顾
客的利益受损。
*抵押安全*
房屋贷款是一种抵押文化。顾客拿了代表产权
的法律文件即地契，抵押出去获得贷款，来拥
有房子的使用权和支配权。真正的全部产权，
要到房贷还清那一天才真正拥有。经常有顾客
问房产抵押给银行，特别是抵押给非银行金融
机构(贷款公司)安全吗? 万一这些银行或贷款
公司倒闭了，我的房子会被迫拿去拍卖吗? 要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弄清它的抵押程序中的法
律法规。

*产品结构*
几乎每家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有十几甚至
二十几种产品。而每个产品都有各自的利率和
条件。顾客面对种类繁多的利率产品不知选那
个好。往往第一句话先问你们的利率是多少?
觉得利率越低就一定最好，而忽视了该低利率
后面的各项条件和今后可能的费用情况。各银
行和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抓住了顾客的这种心
理，将他们最低的利率用在他们的广告之中。
当然这种市埸策略也无可非议。

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发展到今天已有近百年的
历史了。政府对抵押贷款的各项法律法规也相
当健全了，并且还在不断地完善之中。从理论
上讲每个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有倒闭的可
能性。例如英国老牌的巴林银行，不是倒闭了
吗? 但是他的贷款客户并没有被迫拍卖他们的
房产。任何一家银行的经营，都要按它资产的
一定比例作为储备金交到央行。一旦出现资不
抵债时，政府会依法按照破产程序，来处理各
类有抵押的贷款。通常的做法是让其他的银行
来‘买断’这些贷款。这样你的贷款连同你的
地契就转到了其他银行去了。你还钱的银行由
东家变成西家了。

从本人５年的贷款工作经验来看。平心而论市
埸上不存在最好的产品! 只有最适合你的产
品。每个人的贷款目的不同，有自住、有投
资、有转贷、有利用房子的增值来套现买生意
等等。还款的能力也各异，赚钱的本事更是各
有千秋。每家银行和每家贷款公司都是以营利
为目的的，并不是慈善机构。所以根据你的目
的，按你的还款能力和打算还款的周期。才能
找到最适合你的产品。

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倒闭的可能性。你的地契
是否象在银行一样的安全呢? 回答是肯定的!
如果你是在 94 年前来澳洲的话，可能你会记
得维省有个叫金字塔的建筑合作社(Pyramid
building society)非银行金融机构倒闭的情
形吗? 当时该社提供的存款利率高达到 17%。
许多打工仔、领养老金者、包括许多留学生也
将所挣的辛苦钱存入该社，以谋得到较高的利
息。它的倒闭引发了成千上万人在洲议会门前
示威，表达了对政府‘见死不救’的不满，使
得他们遭受很大损失。当时的工党政府表示同
情但无能为力，并认为任何投资都会有风险。
众多的示咸人群中却没有一个是向它借钱的，
也没有发生货款人的房子被拍买而‘流入街
头’。非银行金融机构按照金融体制，它并不
像银行那样直接拿着你的地契。你的地契是在
一家受政府监管的信托机构(Trust) 来管理。
那贷款公司和管理地契的信托机构又是什么样
的关系呢? 通俗点来比喻，就有点像出纳和会

不论有多少种产品，归纳起来可分为三大类:
一是蜜月期利率。它的其本特点是，在一固定
的期间内享有较低的利率，这个期间通常为一
个月到一年不等。过了此甜蜜的日期，利率会
上升至标准浮动利率或其它浮动利率。由于这
些特性，这一类的贷款比较适合那些还款周期
较短的人，最好能在５-7 年左右还清。特别是
那些蜜月期只有一至三个月的，利率非常低，
有的只有 2.99%，这种只适合那些短期‘调
头’的人。因一个月后利率就为会升得较高。
另一类是固定利率。它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固
定的期间内利率不会随着市埸利率变化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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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这个固定的期限通常是 1 到 5 年，也有个
别达 10 年的。其实是将你的利率变化的风险
固定在一个选定的期间内。此类产品往往不能
多还。如果在固定期间想退出，可能会按那时
的市埸利率水平受到罚款(Break interest
cost)。这种产品比较适合想用来退税
(Negative gearing) 的投资房。这些人往往
收入较高而又想避免利率的波动。

另外有一种是专为某些专业人士，如医生、律
师、会计师、教师等提供的称为专业人士利率
(professional rate)。这种产品通常会比标
准浮动利率低一个固定的百分比。但往往有一
个$200 至$300 年费(package fee)。当贷款余
额较大的时侯，省下的利息远大于年费，合
算。但当贷款余额只剩下几万元时，这个年费
就显得是个负担了。

产品最多的一类是浮动利率。衡量一个银行或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利率水平，主要可以看它的
标准浮动利率高低。标准浮动利率的特点是，
它的利率的变化通常是随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
变化而同时同幅地改变。所谓同时同幅，是指
它的利率变化的时间是和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
变化是同步的，升降的幅度也是相等的，如都
是升或降 0.25%。而其它的一些优惠浮动利
率，就不一定能保证做到同时同幅。这得由各
家自己来根据各自的经营情况来定。目前四大
银行的标准浮动利率基本都在 6.56% - 6.57%
左右。浮动利率的产品较为齐全，利率、条件
和产品的各项功能也有很大的不同.

以上所述的是较有代表性的产品。顾客在选择
贷款产品时，还应了解该产品的运作费用及对
多还或提前还清是否有罚款条款，Discharge
的费用是多少等等。通常来讲，银行对大多数
贷款账户是要收取月费或年费的，而非银行金
融机构则较少有这项收费的。这主要是和他们
的经营成本有关。
*房贷行业的改革*
贷款市场的竞争激烈。对贷款人员的业务素质
和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对贷款行
业的规范和整顿。从今年七月一日起实施新的
法律法规。首先各种广告宣传中刊登的实际利
率时同时必须公布它的‘对照利率’
(Comparison Rate)。所谓的‘对照利率’是
指，将该产品中的各项收费加回到还款中，从
新计算出的利率来对照他的实际利率。如某一
产品的实际利率是 6%，贷款额是十万元，30
年，但它有$12 月费，每次取款有$50 手续费
或其他的费用。如纯粹以十万元的贷款按 6%利
率来计算你每年的还款连本带息应是$7195。
而你一年实际付出还款额的是$7389 ($7195 +
$12 x 12 月 + $50 取一次款的费用)。那么你
的‘对照利率’经过计算实为 6. 2519%。可以
看出将那些费用加回到你的实际还款额中，那
么你所付出的利率已不再是原来广告中宣称的
6%利率了。所以许多产品看似利率很底，一经
计算他的‘对照利率’就显原形了。政府这一
招确实对广大消费者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另有一种叫 Line of credit 的产品。它可以
集信用卡，支票本联结在一起。较适合那些做
生意的人选用。运作费用较低，但利率稍高于
的 6.57%标准浮动利率。
还有一种称为 Low doc 的产品。利率较高，是
专门为不想或不能提供收入证明的人士而设
的。
每家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都会提供一些优惠
浮动利率。如某一产品的利率是 5.99%。利率
看似是低了，但条条框框和收费却很多。首先
它有$10 左右的月费。它可以多还，但没有
100%的 offset，也就是说它不是抵冲本金而只
是抵冲利息的计算方法。每次取款要收$50 手
续费。取款有手续费，这样就限制了将手中暂
时不用的闲钱先还进去以减少利息，待要用时
再取出的机会。比如你手上有 2 千元闲钱，放
在活期账户确实也‘无利可图’，但还进贷款
账户却可以降低些利息。几个月后你想用的
话，取款的手续费可能比你省下的利息还多。
小数怕长计，如果这个贷款是化了十几二十年
来完成的话。那么这个 5.99%的利率，也不一
定是一盏省息的‘灯’了。

房款市埸的改革和整顿，特别是对经纪人
(Broker)的整顿势在必行。这里摘录一段刊登
在悉尼晨锋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7/05/2003) ，署名 Stephen Bartholomeusz
的文章颇可以听出一点大浪淘沙的前奏曲，并
以此结束本文。

“对于银行来讲，房屋贷款量是增加了，但赢
利在下降，也就是说借出的房屋贷款越多，越
不赚钱。 今年三月中旬的报告显示，三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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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客户转介他处的做法。实际上很多银行已
经采取措施，如 Call-back Commission 的办
法限制短期转贷。银行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必
将制定更加严格的行规制约，并降低经纪人所
得的佣金。

要银行 ANZ，WESTPAC 和 NAB 在房贷业务方面
呈现稳定局面，并没有大量赢利。究其原团是
同大量房贷经纪人(Broker) 的涌现有关。
对于这种情况，银行感到非常不安。经纪人工
作越有效，银行利润越少，甚至亏损。经纪人
同时也破坏了中央银行和零售银行的关系，客
户搞不清借款人是银行还是经纪人。

贷款市埸的改革和振荡，将大浪淘沙，只有那
些信誉卓著的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才会保留下
来。银行，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顾客将因此
受益。”

有迹象显示，银行正采取措施防止由经纪人带
来的顾客流失。严格限制经纪人在收取佣金后

Budget 2003 - Saving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now a real priority
Pam Roberts
Technical Services, IOOF Limited
While we were all very pleased to receive a tax cut in the May Budget, for many clients the Budget
announcements on reforms to university education are more important because of what they will
mean for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n the future.
From 2005 universities will be able to “deregulate” HECS fees and charge up to 30% more than
the applicable HECS fee (excluding nursing and teaching). This means that HECS fees for a law
degree in 2005 could jump from $6427 to $8355. For a 5-year law degree and paying HECS up
front (with a 20% discount) this means that in total a full time law degree could cost over $35,000.
Also the Universities will be able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full fee paying places for most courses
from the current maximum of 25% of places to 50% of places. This could mean greater competition
for HECS places and many applicants may miss out unless they can pay full fees.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may need to consider saving more to ensure that their child/grandchild gets into the
course that they want.

What Does a University Degree Cost?
The current full fees for Australians at Melbourne University range from:
$39,000 for a 3 year Arts Degree
$56,265 for a 3 year Computing degree
$100,000 for a 5 year Law degree
$129,575 for a 5 year Dentistry degree
Melbourne University has suggested* recently that under deregulation fees for Medicine could be
more than $150,000.
Full fee paying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access the new HELP loans, but these fixed at a maximum
of $50,000. So for longer and more expensive courses this can leave a big gap. A gap that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may have to fill.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Getting a savings plan ready for your children’s education when they are young is the best answer.
The best start is to see your financial planner about how to start your savings plan. And stick to it.
Your financial planner can help you with a range of investment products that give you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regular contributions by direct debit from your bank account. These can
include managed investments and investment (insurance)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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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managed investments
Using managed investments has advantages in that many such investments will allow you to make
regular contributions from your bank account. Also you can increase your investments through
borrowings. The interest on borrowings to invest in managed investments is tax deductible. Income
generated from the managed investment is distributed to you and you can choose to reinvestment
these distributions back in the managed investment.

Using Investment Bonds
These are simple products provided by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They can be very useful for
education savings, particularly is you are saving for your children’s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have
a savings period of at least 10 years). The advantages of these products are that earnings are
credited to the investment after the life office pays tax (at the rate of 30%). Any withdrawals after
10 years are not taxed and regular contributions can be made without affecting this 10 year period.
For high-income earners the 30% tax rate is very attractive. Also as the life office pays the tax on
investment earnings, you don’t have to declare any earnings in your tax return each year or record
any amounts for capital gains reasons. This can suit clients who wish to “set and forget” their
savings plan until they need to cash the investment.
#

Projected HECS rates.
•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on 28/5/2003 by Vice Chancellor Alan Gilbert

The magic about investment:
Compound interest
When we invest we simply put something we own into an investment vehicle that will help
grow what we own into something greater. When you’re investing money, you usually put it
into an asset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you’ll eventually get back much more money tha
you put in.
The reason you get back more than you put in is compound interest. Here’s how it works.
If you made a one-off investment of $100 today, here’s how much it would be worth in a
few years, at different rates of return.
Year
1
2
10
15
25

4%
$104
$108
$148
$180
$266

6%
$106
$112
$179
$239
$429

8%
$108
$116
$215
$317
$684

10%
$110
$121
$259
$417
$1083

The reason it grows so much is that your initial investment of $100 earns interest and then
that interest keeps earning interest and so it keeps growing– like a snowball. The longer
you leave your money invested, the more it earns – especially in the later years. The
higher the rate of interest you earn, the larger the return.
Moral of the story: The earlier you start, the more you’ll have. Start saving at 15, and by
the time you’re 60, you’ll have more than if you only start saving at 40. Time was not the
only issue that made a difference in the example. The other factor was the rate of return.
How much you earn on your investment depends on what you invest in. Different asset
classes have different rates of return.
Case Study: Compound your 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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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ine is a conscientious saver who squirrels away $2000 each year from the age of
20. The money earns 7% after tax. By the time she’s 35 she stops saving and simply lets
her accumulated savings sit in the account earning the same rate of interest.
Ben, who is the same age as Josephine, starts saving just as Josephine stops. He knows
he’s a long way behind Josephine so he doubles his annual contribution to $4000. His
money also earns 7% after tax. The results are summarised below.
After 15 years, Josephine’s annual $2000 has turned into a little over $50,000. Without
contributing another cent, this will grow to some $409,357 by retirement age. Ben,
however, contributes twice as much for almost twice as long and still has less than
Josephine at retirement. In other words, for a total outlay of $30,000 Josephine will receive
$409, 357 while Ben outlays $120,000 to receive $404,292.
So don’t wait, start saving now!
Age 20
Starts at age 20.
Josephine
Contributes $2,000
pa for 15 years.
Total contribution:
$30,000
Ben

Age 35
Money
compounds
Investment value
at

Age 65
Investment value at
age 65: $409,357.

Starts at age 35.
Contributes
$4,000 pa for 30
years.

Investment value at
age 65: $404,292

Disclaimer: This information was prepared by Zurich Financial Services.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flyer has
been derived from sources believed to be reliable and accurate and is not de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legal
advice or recommendation. Examples used in this document are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as investment
recommendation. Subject to law, none of the companies of Zurich Financial only and are not intended
Services Australia Limited Group, nor the directors or employees, gives any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as to
the reliability,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nor accepts any responsibility arising in any way
for errors in, or omissions from, the information, or owe any duty of care, to any person acting as a result of
material in this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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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苑

童 话
张铁梅
冬雪描绘出
窗镜上的冰凌
春风舞动了
草丛中的蜻蜓
夏日燃烧着
脚底滚滚的尘
秋雨浇落下
屋顶闪闪的星

思想的皱纹爬满了你的眼神
血液的喘息嘈杂了你的信念
我不愿看到你如同那颗流星
我不想承认你不过是个传说
我在想
有一条路
有一叶帆
有一首歌
有一片天

外婆的衣襟
已遮不住我的羞涩
老师的故事
再不能引起我好奇

有那盏灯
有那阵风
有那杯酒
有那帘梦

当我的手臂还不能撑起梦想的双桨
当我的歌声还只能在自己耳边回响
我渴望你，我的天堂

待到
黄昏的凝望，子夜的遐想
少年的痴迷，青春的彷徨

冰凌雕塑成蜻蜓的翅膀
尘埃镶嵌住星辰的光芒
清晨不再忘却晚霞的辉煌
云天相伴为黑发飘满雪霜

一滴滴洒落天的伤感
一声声撩过风的迷乱
一片片撕碎树的伟岸
一层层掀起海的浩瀚

我怀念你，我的天堂

游

记

南美之行 - 智利及巴西游记
自从本人在《彩虹》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游记后，现以感觉良好到了自诩为专栏作家。既然上了架，
就准备坚持下去。
往年本人每岁总有1至2个月在外旅行。自2002年喜添千金以来，基本改邪归正为‘家里蹲’。2002
年唯一一次出境是10月的短期造访从未涉足的南美。一站为智利首都圣地亚哥(Santiago)，另一站
为巴西旅游圣地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
[语言障碍]
总得来说，除巴西操葡萄牙语外，其余南美国家均讲西班牙语。可惜本人两种语言均不知分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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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本人带来诸多在非英语国家常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南美各类服务员基本不通英语。
[圣地亚哥印象]
智利圣地亚哥是Qantas (Lan Chile)通往南美的唯一捷径。Lan Chile服务优良。据说属於第三世界
的智利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本人作为观光客，圣地亚哥给本人印象最深的是：(1) 超市里大众
化的东西 - 中国制造；(2) 在市中心附近的制高点可俯瞰以近在咫尺的雪山为背景的市区 - 甚为
壮观；(3) 飞越大雪山以横穿南美大陆 - 景色瑰丽。
[Christ The tedeemer]
Rio的景点较多。704米高的山顶上矗立的高达37米的耶稣石像可能名声最响。可惜空气污染，很难
拍到清晰的远景。从遥相对应的Sugar Loaf坐缆车登山顶公园也不例外。
[Rio海滩]
Rio以每年2月的Carnival著称。众多的海滩更赋予Rio浓郁的罗漫蒂克情调。女士的泳装算是一绝。
可惜最流行的Capacabana宽阔的海滩脏得本人不敢涉足。但海滨夜市还是让不爱购物的敝人划拉了
不少衣物赠给家人。
[足球场]
Rio足球场为世界之最，可容纳11.7万观众 - 球王贝利当年曾在此踢进其足球生涯的第1000个球。
每周三，日必有赛事。门票约30澳元。在Rio常可见9,10,11号(注：2002世界杯巴西队三主力)球衣
出售。
[Barra Shopping Centre]
号称南美头号。依本人看和 Chadstone 不相上下。尽管有三千余店家，幅原辽阔，但所有出入口统
一编号，井然有序，这点远比 Chadstone 强。
[桑巴舞]
人人皆称球王贝利踢球似跳桑巴。敝人亦存念一睹桑巴表演，遗憾的是Rio仅有一处哄骗游客的且收
费昂贵，只好悻悻而去。
[公共交通]
本人市区旅游喜欢使用地铁，因它不易迷路。可惜Rio地铁不发达，只能以公共汽车代步。实际上只
要在旅馆问清坐哪路，凭借地图上表识的景点，就可以和汽车售票员以手势交流了。汽车票通一价
格标于车上，一般仅0.4-0.6澳元 - 不计距离。
[货币]
由於南美近几年来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相对便宜。可惜澳元不吃香，故出访最好携带当地货币或
美金。
OK。敝人豆腐乾游记就此打住。若诸位对美国壮丽的大峡谷心有余悸的话，听本人下期给您娓娓道
来。
杨耘
2003.7.

31

儿童天地
ZAP

By Silver Dragon (figure it out, mate)
“Did you hear what I said?!” Mrs. Bier screamed at me from her seat.
I looked up at her porky pimply face and grimaced.
“Uh…. Was it something to do with maths?” I asked innocently, the class laughed and hid
their smirks.
“Detention today Zack Stat!” She yelled, “I was saying if-” Suddenly her phone rang for the
5th time this class. As she trampled her way to her phone the ground almost cracked under her
weight.
When she got to her phone it had already stopped ringing. She stared at me accusingly, I
swear she would blame global warming on me if she could, but to everyone’s disbelief, there was a
way I could have interrupted that phone call.
At lunch one of my friends, Cap, sat beside me.
“You zap away that phone call, Zap?” Cap asked me with a grin on his face. Cap always
wore a cap, hence the nickname, which covered his messy brown hair. He was a tall kid, kind of
lanky and was always cheerful.
“Yeah right.” Cap replied. “Zacky.”
“Don’t call me that!” I pretended to be offended, “I’m the one and only Zap!”
The next day, during Mrs. Bier’s detention period, I almost fell asleep. I was so bored I
started using the static on my fingers to zap my rubber.
“GET WORKING!!” Mrs. Bier roared. “OR ANOTHER DETENTION TOMMOROW!!!!”
“Let’s make it a date.” I retorted with a snort.
“That’s it! DETENTION TOMMOROW!” Mrs. Bier shouted at the top of her lungs. Her
retched breath almost killed my spiked blonde hair. I had an average build and some would say I
overdo it with the gel and on some days I wouldn’t blame them.
I started working on some work sheets when Mrs. Bier picked up her walkman and started
listening to it, then she picked up her phone and dialled a number, She scowled when she couldn’t
hear the person she called.
‘What a stupid…(AUTHOR’S NOTE: hehe..) cow,’ I thought as she redialled the number
and tried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hile her walkman was still on. I really wanted to teach her a
lesson.
‘That’s it!’ I thought, ‘Time for a little zap.’ I pulled out my special custom-made comb. It
was made of statically charged materials and flicked out like a switchblade. It was my pride and
today it was time to use it.
I started to comb my hair with long strokes, purposely moving it through as much hair as
possible. I felt my hair charge and then my fingers and soon my whole body.
“This is no time for cosmetics!” Mrs. Bier angrily yelled at me. I brushed faster and soon I
could feel sparks flying from my hair.
“What’s going on?!” Mrs. Bier cried as she dropped her phone. It was wrapped in blue
sparks and was going crazy. Suddenly her walkman started smoking and soon the whole walkman
had just melted.
“Stupid boy! I don’t know how you did it, but you are expelled!” She blasted at me. “I knew
I shouldn’t have worked at this school, its full of hooligans and even the blasted principal is
moronic.”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were you.” I said and pointed behind her. I had started up a
recording device.
“I’m going to kill you!” She exploded and came running, if waddling is counted, at me. I
stood back and faced my hand at her, with a stunning zap she fell to a stunned heap at the ground.
The ground cracked this time and soon the whole school was there. I showed the principal the t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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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d him that she went crazy, when she woke up she couldn’t remember anything, so I got away
with the whole thing. The best thing was, I didn’t have to go on that date….
AUTHOR’S NOTE:
I had to write this story so that it fitted on one A4 piece of paper。 That’s the reason why
it’s so short. It was actually a piece of English homework from school, which I got an A+ for (no
bragging intended). Most of you will probably figure out who I am, and if you’re accused of being
the author of this, well then good for you. Some other clues on who I am: I’m 13 (most of the time),
I am a guy (most of the time) and I have a habit of doing uhh… stuff.
If you found this story excruciatingly boring and crap well thanks for the support.
All rights reserved. Silver Dragon’s crazy stories and co.

================================================
BE HAPPY
李传澳
(李健民按: 某日在车上，五岁儿小牛一路上高兴地哼着一支歌。我听着好象没听过，问他是否学校
老师教的。他说不是，是他自个编的。觉得歌词挺有道理的，兹寄往 RAINBOW 与诸位共享。)

Happy, Happy, Happy everyday.
Happy, Happy, Happy is good for you.
…(重复多遍)
2003-07-23 墨尔本

与众分享
CPCA2003 趣味小统计
李健民
某天偶得小空,，对 CPCA2003 年会员通讯录做了个小统计。兹录于此，聊作谈资耳。

1. CPCA 成员五大聚居地:
排名

邮政编码

数目

1

3150 (Glen Waverley etc)

31

2

3149 (Mount Waverley etc)

25

3

3168 (Clayton etc)

8

4

3109 (Doncaster East etc)

7

5

3178 (Rowville etc)

7

2. CPCA 成员五大姓氏:
排名

姓氏

数目

1

ZHANG 张

17

2

WANG 王

16

3

LI 李

15

4

LIU 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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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陈

5

8

3. CPCA 成员常用 domains:
排名

Domain in e-mail address

数目

1

Com (excluding hotmail and yahoo)

66

2

Edu

39

3

Hotmail.com

26

4

Yahoo.com

19

5

Csiro

19

6

Gov

12

7

Net

5

8

Org

2

9

Biz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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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几个小技巧
刘乾初
在本期的”与众共享”栏目中，继续介绍一些所收集到的生活小技巧。相信很多会员中也有，甚至
更好的技巧。希望能收集和整理，寄给 Rainbow 编辑部，使更多的会员能分享这些生活中的经验和
技巧。
1. 牛奶的其它用途
这里介绍一些牛奶的其它妙用:
(a) 用沾有牛奶的抹布擦花的叶子，能使叶子产生光泽。
(b) 把牛奶用来做盆栽植物的肥料，效果很好（试一试?)。
(c) 用牛奶擦拭电风扇，能够除尘埃等污垢，使电风扇表面更加光亮。
(d) 您若是一位失眠者，请在就寝前用少量食盐放入牛奶里煮沸饮用，不但能弥补人体所需的钙
不足，而且使您睡眠效果好。
(e) 如将牛奶抹于面部，可滋润面部皮肤，减少皱纹，提高肌肤功能和弹性，可以达到美容之目
的。
(f) 冷冻过的鱼，烧制时，在汤中加些牛奶，会使鱼的味道接近鲜鱼。
(g) 在吃过大蒜后喝上一杯牛奶，可以消除大蒜臭味。
(h) 炒花菜时，加 1 匙牛奶，会使成品更加白嫩可口。
(i) 若在炸鱼前，将洗净的鱼放在牛奶中浸泡数十分钟，然后再轻轻放入油锅中烹调，就可除去
腥味。
(j) 您炒菜时,若使用调味酱汁过多，酸味过重时，这时可马上加入少量牛奶，即能去除酱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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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肥皂妙用小窍门
(a) 带眼镜的人士，最怕热气附在镜片上，如果在镜片两面抹上一层肥皂，再擦干净，就不会附
着热气了。
(b) 若被水或火烫伤，马上抹些肥皂，可以消肿止痛。
(c) 在锯条上抹些肥皂，锯木料时可防止夹锯条。
(d) 新绳子太硬不好用，可把绳子放在肥皂水中浸泡 5 分钟，绳子就会变得柔软好用。
(e) 若在粉刷墙壁前，将刷子在肥皂水里泡上几个小时，用完后只要把刷子涮一涮就干净了。
(f) 在油漆门窗时，为避免门把别处沾上油漆，可事先抹上一层肥皂，一旦沾上油漆，用布蘸水
一擦即可去除。

菜谱精选
庞加研
七月初，在刘乾初与王丽娟家里, 食品兴趣小组举行了第二次 “2003 年 CPCA 食品研讨与创作会”.
也许热情慷慨的主人王丽娟，刘乾初人缘特好，或者我们的会员们提高厨艺的要求特强，活动通知
发出不到 3 小时报名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我们活动所能容纳的名额。苦得我这个小组长不得不又高
兴又内疚地再发一个通知，名额已满，报名截止。也害得动作慢了点儿的会员们后悔莫及。尽管几
经调整，所有报名的人都至少有一个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但确有不少人未能如愿。我代表烹饪小
组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抱歉，在以后的活动中，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和上次活动一样，由于参加者“灵活机动”的高智商，原本计划现场操作的 5 个菜临时增加成了 6
个菜。不管有口福与否，您一定会从我们的照片中体会和品尝到这些菜的色香味，也能与我们分享
做和吃的乐趣。我们感谢厨师们豪无保留的传授，也希望您不妨试一试.
菜名和厨师:
快煮皮蛋粥
香菇茄片
蒜蓉蒸虾
微波烤鸡
发糕
水晶玫瑰

王丽娟
刘乾初
刘乾初
庞加研
张玲
刘桂琴

下面给出精选的几个菜谱, 供大家参考, 也欢迎下次活动大家继续共同切磋提高.
快煮皮蛋粥
材料: 一只皮蛋，少量大米
作法: 用一只皮蛋放入洗干净的米中， 捣碎并均匀与米混在一起。 然后倒入适量的水，浸入水中
大约二十分钟左右。 最后只要煮二十分钟左右即可。
(刘乾初提供)
蒜蓉蒸虾
材料: 草虾 6 只，大蒜 4 瓣，香菜 1 棵
调味料:
酒 1 大匙，菜油 1 大匙，香油 1 大匙，胡椒粉少许,或李锦记蒜蓉辣椒酱
作法:
草虾先剪去须足，再由背部剖开，抽去泥肠和腹部白筋后洗净。
1. 将虾铺在盘内，将调料放入碗中拌均，淋在草虾上 （或者可直接使用市场所卖的李锦记
蒜蓉辣椒酱），入锅以中火蒸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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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菜洗净，切碎，待虾蒸好，取出后撒在上面即成。
(刘乾初提供)
微波烤鸡
【特点】简单快捷，香,酥,嫩
【原料】鸡腿 4 个,盐,老抽,糖(optional),面包屑
【制作过程】
1. 将鸡腿洗干净，用刀在软的一面顺长剖开见骨,再在骨的两侧各划一刀,使其能摊开,然后
放入碗/盆/盘中；
2. 加入盐 1 茶勺、老抽 1-2 茶勺、糖 0.5-1 茶勺(optional),与鸡腿拌匀 再裹上面包屑,摊
开均匀平放于盘中；
3. 微波炉 mid high 4 分钟, high 5 分钟, 然后将鸡腿翻面,再用 high 烤 6 分钟即可(微波
炉时间长短与微波炉功率有关)
(庞加研提供)
发糕
用料： (1) 3 杯面粉和 2 杯米粉(比例可根据个人口感调节)；
(2)
2 杯牛奶；
(3)
1 茶勺(Teaspoon) 发酵粉；
(4)
1/4 杯白糖；
(5)
红枣与豆沙若干 (选择)。
步骤：
(1)
发面
将牛奶加热至温(30-40C)，然后把牛奶与发酵粉在盆中混合一下；倒入面粉和米粉，再
倒入白糖。将面和成面团揉匀。(提示：在室温低时，可将烤箱稍微加热一下，关掉，
手伸进去不觉得太热。将面盆盖上放入烤箱)。大概三小时左右可发好。
(2)
做糕
将蒸锅准备好，放入水，屉布沾湿放在笼屉上。将发好的面揉后分成两份一屉一份，将
每份做成饼状摊在笼屉上用手按平。再将洗好的红枣摆在糕上。如放豆沙，可将一份面
再分成两份，先将其中一份做成饼状摊在笼屉上用手按平，再将豆沙平摊在饼上。最后
将另一份面做成饼状放在豆沙上，然后将洗好的红枣摆在糕上。
(3)
预热
将蒸锅加热但水不开，关掉火。让糕在热水锅内放 1/2 至 1 小时，可见到糕有所发起。
(4)
蒸糕
用大火蒸 20 分钟，关掉火闷几分钟。
(5)
上盘
将发糕切成斜块放入盘中。
(张玲提供)
水晶玫瑰
用料： (1)
燕菜精一袋
(2)
水果色料（红、绿各一袋）
(3)
玫瑰模型一个
(4)
白糖
步骤：
将燕菜精分成六份，按如下步骤制做：
1， 先做玫瑰花部分。把凉水 500ML 放入锅中，加糖少许，适量色料（按制做人的想法，颜色
从深红色变化到粉色、淡粉色）。搅拌均匀后，加热到 80 度左右时，将燕菜精一份慢慢倒
入水中并不停搅拌至沸腾，停火稍后片刻，慢慢倒入玫瑰模型中的玫瑰花部分。
2，做玫瑰花叶子部分。方法同 1。配料制成后，缓缓倒入模型中花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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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做乳白色衬底。凉水 500ML，加糖适量，不加颜色。做法和 1、2 相同。用小汤勺一点点
加入到模型中的其它部分，千万不可过快、过热，否则，将破坏先形成的红色、绿色部
分。
4，冷却。制做完成后，放入冰箱内冷却。约 1 小时后取出，将玫瑰模型扣到盘子中，再将模
型轻轻提起，使其和水晶玫瑰完全分离。至此，一个漂亮的水晶玫瑰全部完成。
(刘桂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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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谈

女儿状告母亲
--澳洲诉讼史上一桩有名的案件
周志平
1991 年 10 月 25 日，女儿 Lynch 把她母亲 Lynch 告上法庭。起因是在 1973 年 1 月 22 日，怀孕了的
母亲开了一辆福特卡车，刹车突然失灵，卡车失去控制，撞上了 embankment。四个月后，女儿
Lynch 出生。由于那次汽车事故，婴儿脑组织受伤而成瘫痪。年满十八岁后，女儿开始控告母亲由于
其开车疏忽而导致她出生后的瘫痪。
表面上看来，是女儿告母亲，实际上是女儿与母亲联合起来告保险公司。在汽车注册时，大家都被
迫支付了人身保险费。按情理在汽车事故中，不管哪一方发生了人体伤害，均应有保险公司负责赔
偿。为此，保险公司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来辩论，焦点是未出生的胎儿是否有权利来对自己的母亲
开车失误要求赔偿。
公谈公有理，婆谈婆有理，一直告到联邦最高法庭。结果是女儿胜诉，保险公司向其支付了三百多
万澳元的赔偿金。这是墨尔本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生必读的案件。
从这一案件中，产生了几点想法：
其一，这种事如发生在我们身上，有谁会想到利用法律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后如遇车祸，有
什么腰伤腿疼的，千万不要忍着，尽快去见医生，留个记录。万一以后有什么大病，也可讨个说
法。
其二，澳洲这种汽车强迫保险项是很先进的，中国也应该实行。国内报刊多次报道，汽车撞伤了
人，驾驶员索性再开回去把伤者轧死。一方面是驾驶员缺乏人性，另一方面也是制度造成。因为撞
伤了人，使人残废，赔偿实在吃不消，是个无底洞，而轧死了人， 一笔开销，付清算数。
其三，即使中国也实行同样的强迫保险，遇到类似案件，也不可能胜诉。如果还在母亲肚子里的
话，胎儿有权要求其母亲保护其不受伤害，那么，中国成千上万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及帮助打胎的
医生，一个个都要送上断头台了，中国的人口增长如何被遏止？

恶梦般的一天
周立志
2003 年 3 月 27 日，晴
又是星期四了，心里慢慢地感觉有些兴奋，周末就在眼前了，因为预见到可以懒洋洋地睡两天懒
觉。
可是明天的功课很重，从早晨八点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然后 Syndicate 小组还要开会讨论。
中午下课后，因为身体有些不适，按照学生处给的地址到校医院去看医生，这是我第一次到医院
来，有些诧异，很安静，很整洁。这和国内人头攒动的医院就医环境有很大不同，可能这里的人毕
竟很少的缘故。护士也没有歧视，非常客气地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介意可能要等候一个小时左
右。卫生间的设施也很好，不亚于国内四星级酒店的水准。静静地边看 Marketing 的 Case 边等人，
轮到我的时候，医生出来叫我的名字。一个四五十岁的医生，很和蔼，耐心地听我描述。检查好之
后她安慰地告诉我只是我近来紧张的缘故，估计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好的。有些欣慰。希望一个星期
内我会好转起来。大概前前后后有半个小时左右，这是每个医生看病人的平均速度。国内的医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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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多了，在吵杂的环境中很容易疲劳，而且病人又多，每到中午时分就总有些不耐烦的样子，澳
洲的医生倒没有这样的态度，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感动。
下午回去看书，迪斯尼乐园的成功管理案例，很长，字很小，看得头昏眼花，准备吃完晚饭再回答
那些管理上的问题。回家路过 Lygon Street，看到意大利 Pizza 店里的 Pizza 半价，回家把重重的
电脑包放下然后又跑出来去买 Pizza，一直被星期四半价的招牌诱惑着，终于马上就可以品尝这异国
的美味了，心里很期待坐在沙发上，喝着热牛奶慢慢品尝 Pizza 的温馨时刻。出炉后，捧着热乎乎
的 Pizza，心里感觉到冬天里的温暖。
十分钟之后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把盒子打开，准备用眼睛和胃来感受这种名为 Aussie 的美味。刚
吃到一半，感到我的室友好象在家里，于是准备叫他来分享。敲敲门，没有声音，卧室里的灯却亮
着，觉得很奇怪，平常他不会回来这么早的，而且一回家总要把音乐打开，今天他也许不是很舒
服。敲了几下，还是没有人应，只好回去和 Pierre 继续品尝。过了一两分钟有些不太放心，又来敲
我室友的门，还是没有人应，看来他今天是在不开心，或许他戴着耳机听不见。只好回去继续品
尝。过了一会儿，我准备最后再试一下。Pierre 又去敲门，这次他的手有些重，突然听见里面发出
很大的声音，象是有人在搏斗的感觉。那一刻突然意识到不妙，情急之下，我们都离开他的房门有
一些距离。我用力敲我印度室友的门，并把大门打开，突然听见楼上有人喊“I am watching you”,
赶紧把头缩了回来，这时，印度室友也起床了，我们一起打 000，等转到警察局的时候估计这个
burglar 已经溜走了。楼上的人很热心地描述刚刚他见到一个人爬进我们窗户的经过。这个 burglar
在附近已经转了一会了，被邻居发现，无处可逃，碰巧室友房间的窗子开着，于是他设法爬了进
来。楼上的邻居告诉了我们他的房间号并且愿意协助破案，匆忙之中他也离开了。由于警察没到，
我们想保护现场的证据，大家就只能在外面焦急地等着警察的到来。Trung(室友)回来了，听见我们
的描述，他急死了，因为他电脑的 storage base 在家，这个是最值钱的东西了。对于一个学生来
说，还有什么比电脑更值钱的东西呢。他还担心他的 CD PLAYER――唯一的 entertainment.
四十五分钟后，两个高大的警察终于晃晃荡荡地来了，在他们的许可下，Trung 打开房门，马上进去
查看东西，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的唯一的 Entertainment 还是不见了。还有几件名牌的
衣物也不知去向。唯一的欣慰就是 Storage base 还在。看着警察不紧不慢地东看看，西瞧瞧，感觉
真是惊魂未定。他们按照程序要求问了我和 Trung 一些关于年龄，住址之类的常规问题，其中一个
上楼去找那位愿意协助配合的邻居。碰巧邻居不在，他们在他的门上留下了警方的联系电话。澳洲
的警察真有意思，当问到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如实汇报了出来，我以为他不会再问及我的年龄，可
是他还是追问“How old are you？”, 不知是他们太懒，还是数学能力太差。问他们为何现在才
到，说是刚刚在城里执行公务，接到报警才赶过来的。
录完口供，警察离开了，看到他们爱莫能助的表情，感到这里的警方和中国大陆的警方其实没有什
么实质的差别，效率低下，而且没有同情心。回到房间看到我的电脑和钱包还在，心里稍微宽慰了
一些。可是因为后怕，又不得不马上退了出来。后来越想越怕，万一刚刚和他（们）打了照面，还
不把我吓死才怪。要是万一和他们对抗起来，那后果真是无法想象。
房间里不敢久留，好在 Pierre 说他的住处暂时有一个空房间，他跟房东说了一下，让我可以借住一
两天。赶到他那里已经夜里两点了。带着恐惧，很疲惫地躺下来，睡着了。

……………………………………………………

由猪的驯化看世界文明
余龙，裴迪
（前言：上次写了一篇如何成为百万富翁的文章，为大家抛砖引玉。想必大家已得了不少经济上的
实惠。但作为“华人精英”，金钱远不够。要的是成名成家，流芳百世。出名的最佳途径就是发表
文章。学术界更喜欢用“论文”两字。无疑，《人民日报》是中文级别最高的报刊。最近看到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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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由猪的驯化看中华文明”的文章，很不以为然，自认为自己的水平不
在其下。我们生活在海外，眼界自然开阔。因此就有了“….看世界文明”的拙文。无奈此文未被该
顶级报刊接受（??）。好在笔者在学术界混了不短时间，对于退稿之事早已习以为常。按照业内人
士的惯用伎俩：降格投稿。希望拙文能在我们的《彩虹》上露脸。）
SARS 已经过去，人类进入了反思。象以往一样，人们又开始在大自然中寻找替罪羊。最初，
矛头指向果子狸。但很快，北京农业大学发表的“科学实验表明”否定了这一前段“有关专家指
出”的对果子狸的指控。不知果子狸能否因此而洗清罪名。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环保
论坛”中也刊登了题为“由猪的驯化看中华文明”的文章，将“禁吃野生动物”和对野生动物的保
护与中华文明结合起来，还有在众多报刊杂志中刊登的众多对 SARS 的反思性质的文章。总之是众所
纷纭。而本人以为，这些议论实质上都是人类忽视大自然，自以为是，按自己的意志将自然界的生
物化分阶级，分摊不同罪责的作法，是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
人类认识的两大误区
人类曾有两大错误甚至荒谬的论点：其一是地球中心论。认为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当人
类认识到这一错误后，人类在自然科学（不仅是天文学）和社会科学（不仅是宗教）方面都得到了
突破性发展。在纠正这一错误过程中，有记载的生命代价是伟大的科学家伽里略的遭焚刑。其二是
人类中心论。人一直认为自己聪明伟大。有神论者认为，人是上帝之下，万灵之上的地球控制者。
无神论者自然就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一旦有什么灾难，其它生灵就成了罪魁祸首。禽流感：杀鸡除
鸭；疯牛病：屠牛宰羊；艾滋病：驱猿赶猴。在未找到 SARS 祸首的“科学”论据前，所有野生或驯
化的动物都是怀疑对象，都面临着来自人类随时随地“满门抄斩”的危险。而与此同时，人类却从
没有真心地反省过自己，更遑谈为此承担责任,因而人类已为此付出了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代价.不幸
的是，人类并没有为此醒悟，而且有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趋势。
动物的驯化与进化
自从有了人类，人类便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驯化动物。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谈
到人不仅按自己的智力为动物化分智商，还喜欢把人的很无聊的喜怒哀乐，好恶爱憎，审美观，甚
至饮食习惯，口味强加在动物身上。于是就有了蠢猪笨驴，豺狼本性，蛇蝎心肠，吉祥的喜鹊，晦
气的乌鸦等等对动物的污蔑、不实之词。还有了猴子蹬车，狗熊作揖，鹦鹉学舌，海豚钻圈等等逼
动物为娼的行径。更认为狗不吃屎，改吃罐头饼干是文明的表现。当人看腻了钢筋水泥的建筑，想
起大自然时，又把动物分为野生与饲养的不同等级，保护一批，心安理得的屠杀另一批。只有当人
对自家的宠物有了“自己”的感情时，才会把这些宠物置于“他人”的地位之上。动物要想得到人
的青睐，只能向人类进化。动物的希望工程是学会蹲茅坑，坐马桶，继而学会自己擦屁股。
生物的突变与人的灾难
可悲的是，人在为所欲为地驯化动植物并昏昏然陶醉其中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也在改
变着包括自己在内的生物基本属性。大自然中的各类动植物都有各自的属性和生存空间，以便自我
保护和相互协调，达到自然的平衡。例如疾病之间互不传染等。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屏蔽是
很容易打破的。近代科学就发现人与老鼠的基因就有高达 99%的相同之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人类最
早遭遇的传染病之一就是鼠疫。近些年来，人类加快了打破这些屏障的步伐。人以食为天。改变首
先从食物开始。由于人的食物需要蛋白质。于是，人就在饲养动物时，无论是鸡鸭鱼猪，牛羊虾
蟹，在饲料中都加入大量的动物的肠头肺脑，骨皮杂碎。本来吃草的牛羊，吃了这种饲料，不
“疯”才怪。更可怕的是，人还在饲料中加入各类人工的激素和抗生素。这样一来，鸡瘟也就演变
成了人的“禽流感”。
人类自己也不闲着，平时除了大量服用抗生素和激素外，现在已开始乱用干扰素。这就造成
了自身规律和属性的混乱，减少了“排他性”，降低了自身免疫力。目的之一是为早日移植动物的
器官做准备。由此可见，人还有什么动物的疾病不能被传染？另外，现在人与动物开始共食各种转
基因的食品。想必人与动物可能要从基因上达到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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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的太远了！人类在改造大自然时总是不按规律办事，但大自然在惩罚人类时却总是在按
规律办事。
科研过程与科研成果
最后，我想谈一下所谓“有科学家指出”“有科学实验表明”之类的说法。作为一个有了 20
年工龄的科学工作者，虽不敢称“家”，但对科学家的 研究结果还是有发言权的。科学从某种意义
上来讲是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描述和表达。套用文学艺术的观点，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更有价
值。但外行人常因为对某些艺术过程的不完全理解而产生误解。同样，如果人们对科研的过程不能
理解，将过程与结果混为一谈，也可误导出荒谬的结论。科研的成果往往需要不断地发展完善。科
研过程中许多有局限性的实验结果和有局限的规律只能作为对进一步研究的依据，而不能作为结
果，更不能视为真理。有些人（多为聪明的记者）往往喜欢炒作某些过程。炒作艺术的过程可开阔
人的想象力，给人以娱悦。但炒作科学的过程却容易炒出误导民众的谬论。

读者信箱
Junni,

Congratulation for an excellent issue of rainbow! We appreciate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Sorry
for not being able to submit the article as promised. I will get it ready for next issue.
Kind regards
Dong Yang （伍东扬）
*****************
Thanks Junni for the hard work. It is really a good issue. Interesting enough that no body interested
to write anything on Te4 Se4 Hui4 Yuan2 （特色会员）this time. I think it is a good way of
knowing each other. See you on Saturday.
Cheers,
Ling （张玲）
*****************
Dear Junni,
Many thanks for your fantastic work.
Cheers!
Qianchu （刘乾初）
*****************
Hi Junni,
You have done an excellent job. I'm enjoying reading this very much.
Thanks for your effort.
Kind Regards,
Junzhen Zhang（张均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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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文摘
终于读懂了母亲的心
2003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五
【看中国报道】那天是周末，春日的黄昏有新榨橙汁的颜色与气息。老早说好了要和朋友们去逛夜
市，母亲却在下班的时候打来了电话，声音里是小女孩一般的欢欣雀跃：“明天我们单位组织去春
游，你下班时帮我到威风糕饼买一袋椰蓉面包，我带着中午吃。” “春游？”我大吃一惊，“啊你
们还春游？”想都不想，我一口回绝，“妈，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出去，我没时间。”
跟母亲讨价还价了半天，她一直说：“只买一袋面包，快得很，不会耽误你…”。最后她都有点生
气了，我才老大不情愿地答应下来。一心想着速战速决，刚下班我就飞奔前往。但是远远看到了那
家糕饼店，我的心便一沉---店里竟是人山人海，排队的长龙一直蜿蜒到了店外，我忍不住暗自叫
苦。
随着长龙缓慢地移动，我频频看表，又不时踮起脚向前面张望，足足站了快二十分钟，才进到店
里。我站得头重脚轻、饿得眼冒金星，想起朋友们肯定都在等我，更是急得直跺脚。
春天独有的暖柔轻风绕满我周身，而在新出炉面包熏人欲醉的芳香里，却裹着我将一触即发的火
气。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双休日不在家休息，还要去春游，身体吃得消吗？而且和单位组织
出去玩，一群半老太太们在一起，有什么好玩的？春游，根本就是小孩子的事嘛，妈都什么年纪
了，还去春游？前面的人为了排队次序爆出了激烈的争吵，便有人热心地站出来，统计每个人买的
数量和品种，给大家排顺序。算下来我是第三炉的最后一个，多少有点盼头，我松口气，换只脚接
着站。
就在这时，背后有人轻轻叫一声：“小姐。”我转过头去，是个不认识的中年妇人，我没好气：
“干什么？”她的笑容几乎是谦卑的：“小姐，我们打个商量好吗？你看，我只在你后面一个人，
就得再等一炉。我这是给儿子买，他明天春游，我待会还得赶回去做饭，晚上还得送他去补习班。
如果你不急的话，我想，嗯……”她的神情里有说不出的请求，“请问你是给谁买？”我很自然地
回答她：“给我妈买，她明天也春游。”
真不明白，当我回答时，整个店怎么会在剎那间突然有了一种奇异的寂静，所有的眼光同时投向
我。有人大声地问我：“你说你买给谁？”我还来不及回答，售货小姐已经笑了：“哇，今天卖了
好几百袋，你可是第一个买给妈妈的。”我一惊，环顾四周才发现，排在队伍里的，几乎都是女
人，从白发苍苍到绮年少妇，每个人手中大包小包，都批注着她们主妇和母亲的身分。“那你们
呢？”“当然是给我们小皇帝的。”不知是谁接了口，大家都笑了。
我身后那位妇女连声说：“对不起，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这家店人这么多，你都肯等，真不简
单。我本来都不想来的，是儿子一定要。一年只有一次的事，我也愿意让他吃好玩好。我们小时候
春游，还不就是挂着个吃？”
她脸上忽然浮现出神往的表情，使她整个人都温柔起来，我问：“你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春游的事
啊？”她笑了：“怎么不记得？现在也想去啊，每年都想，哪怕只在草坪上坐一坐晒晒太阳也好，
到底是春天。可是总没时间，”她轻轻叹口气，“大概，我也只有等到孩子长大到你这种年纪的时
候，才有机会吧。”
原来是这样，春游并不是母亲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内心深处一个已经埋藏了几十年的心愿。而我怎
么会一直不知道呢，我是母亲的女儿啊。她手里的塑料袋里，全是饮料、雪饼、果冻等小孩子爱吃
的东西。沉甸甸地，坠得身体微微倾斜，她也不肯放下来歇一歇，她向我解释：“都是不能碰、不
能压|的。”她就这样，背负着她那不能碰、不能压的责任，吃力地、坚持地等待着。
她的笑容平静里有着喟叹：“谁叫我是当妈的？熬吧，到孩子懂得给我买东西的时候就好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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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深深地看着我，声音里充满了肯定，“反正，那一天也不远了。”只因为我的存在，便给了
她这么大的信心吗？我却在瞬间想起我对母亲的推三搪四，我的心，开始狠狠地疼痛。
这时，新的一炉面包热腾腾地端了出来，芳香像是原子弹一样地炸开，我前面那位妇女转过身“我
们换一下位置，你先买吧。”我一楞，连忙谦让：“不用了，你等了那么久。”她已经走到了我的
背后，已略显苍老的脸上明显有着生活折磨的痕迹，声调却是只有母亲才会有的温煦和决断：“但
是你妈已经等了二十几年了。”
她前面的一位老太太微笑着让开了，更前面的一位回身看了她一眼，也默默地退开去。我看见，她
们就这样，安静地、从容地、一个接一个地，在我的面前，铺开了一条小径，一直通向柜台。我站
在小径的顶端，目瞪口呆，徘徊不敢向前。
“快点啊，”有人催我，“你妈还在家里等你哪。”
我怔忡地对着她们每一个人看了过去，她们微笑地回看我，目光里有岁月的重量，也有对未来的信
心，更多的，是无限的温柔。剎那间，我明白地知道，在这一瞬间，她们看到的不是我，而是她们
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是不是所有母亲都已经习惯了不提辛苦，也不说要求，唯一的、小小的梦
想，只是盼望有一天，儿女们会在下班的路上为自己提回一袋面包吧。通往柜台的路一下子变得很
长很长，我慎重地走在每一位母亲的情怀里，就好象走过了长长的一生，从不谙人事的女孩走到了
人生的尽头，终于读懂了母亲的心。

中国男人择偶标准调查：漂亮第一
2003 年 07 月 16 日

人民网

经常有中国朋友问我：“你们外国人为什么喜欢交不怎么漂亮的中国女友？”当然，我也听人半开
玩笑地说：“不漂亮的中国女孩子不用因为嫁不出去而发愁，她们可以嫁给老外呀！”
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多少会有点不高兴：难道西方男人就这么没有眼光吗？实际上，并不是我们
看不到中国女人脸上的皱纹和斑点，但不少人能超越长相，去发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在我看
来，大部分中国男人的择偶标准不外乎一条：漂亮。
当把追到的漂亮女人带到众人面前时，就像在炫耀自己的奔驰车
长期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中国男人对美女的确是“孜孜以求”。历史上，过得了美人关的英
雄寥寥无几，不少男人因迷上倾国佳人而遭遇不幸。到了现代社会，还是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男人继
承着老祖宗的“遗志”。
中国男人重视自己另一半的相貌，与中国人爱面子有直接关系。当他不无骄傲地把追到的漂亮女人
带到众人面前时，他的虚荣心会得到空前满足，实际上这也是他生存竞争能力的一种展示，正如他
向别人炫耀他的奔驰车或花园洋房一样。
中国男人喜欢在征婚启事上罗列“成就”
法国男人也喜欢美女。不过，在谈到女性的美貌时，法国人会把“漂亮”与“美”这两种概念分得
一清二楚。有的女孩年轻活泼、身材很好，脑子却空荡荡的，这种女性最多只能得到“漂亮”的称
谓。相反，有的女性身段、五官都不出色，穿着打扮也不特别讲究，却散发着一种不可抵挡的魅力
与气质，这样的女性才会被法国男人称为“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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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男人更看重漂亮的外表，我听过不少人讲自己的择偶标准，首要条件就是一定要漂
亮。外国男人当然也不愿意娶个面貌丑陋的人回家，但相比之下，他们更看重心灵的撞击和思想的
沟通。因此，在外国男人刊登的征婚启事中，他们往往会详细介绍自己的爱好兴趣，包括喜欢看什
么书、平时都欣赏什么电视节目以及爱从事什么运动等。再打开报纸看看中国男人的征婚启事，上
面罗列的都是他们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无外乎他的经济状况、学位以及有几居室的房子等。
中国男人也不是不需要思想沟通，但他们更愿意和同性朋友交流，而女人往往只有听他们胡侃的份
儿。中国男人十分享受女人的崇拜，尤其不能容忍女人比自己强，一旦如此，便称呼对方为“女强
人”。而在影视作品中，“女强人”的形象往往都不怎么好。实际上，这是男女不平等的体现。有
时候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电视剧中的“男强人”就总是事业有成、备受女人青睐呢？
中国男人还特别在意女人的年龄
除了外貌，中国男人择偶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年龄。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你会发现，征婚者无
一例外地要求女方的年纪比自己小，20-30 岁的男人一般要求对方比他小 1-5 岁，30-40 岁的男人则
要求对方小 5-15 岁。过了 40 岁的男人，一般就只能在他女儿或孙女辈中找老婆了。外国男人当然
也注意女人的年龄，否则沟通起来就有问题。但他们不特别要求女人一定要比自己小，大几岁也无
妨。所以，他们在征婚启事中给出的年龄段通常是自己的年龄加上或减去 5 岁。
几年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一位 34 岁的大陆女留学生认识了一个 25 岁的美国小伙子。当对方向
她求婚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关于这种男小女
大的恋情在中国又有了新说法，叫“姐弟恋”或“老少配”。这还是好听的呢，不好听的就说男的
肯定有“恋母情结”，女的就是“老牛吃嫩草”。相比之下，老夫少妻在中国则往往被人们传为佳
话。
不少年轻女性把容貌作为婚姻的筹码
中国男人上述择偶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中国几千
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在作怪，从小的方面来说，还因为很多中国女性并没有从思想深处真正树立
起和男人平起平坐的观念。
据我观察，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女性把自己的容貌当成和男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她们重视外表
的程度远远超过欧洲女性。刚到中国的时候，这种现象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上海的生活水平在中国
虽然算是比较高的，但毕竟还是无法与法国相比。而中国都市的不少年轻女性，买衣服、购化妆品
或娱乐所需的花费，并非一般法国女性所能承受得起或舍得投入。尽管进口的服装、美容品在中国
的售价要比国外高出两三成，但她们购买时可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当然，中国女人这么做也不是没
有回报的，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越漂亮，钓到金龟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可见，不少中国年轻女子的择偶标准有些偏差，她们往往希望通过婚姻而不是个人努力使自己生活
得更好。对此，我很难接受。也许是我太保守吧？我总认为，两个人结为夫妻，爱情才是应该要优
先考虑的因素。但话又说回来了，她们这样的择偶观是否也刚好迎合了很多中国男人为找漂亮老婆
而不惜一切的心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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