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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赵雪燕
这期《彩虹》由于编者旅行在外行程紧凑，整块儿时间少，在好几个旅店里才编好， 出版
晚了一点儿。但我可以保证这一期好看的内容十分多，值得等待。
《我们》这栏六篇随想内容十分丰富，既有生活中偶生的灵感，又有好多我们这代人步入中
年后悟出的人生大智，更有记下的童年的天真和老年的坚韧。《往事追忆》的高考专栏记下
了三个我们身边 CPCA 会员的高考的故事，读后真真让人感叹我们这代人的个个不凡经历。
和以往一样《游记》的记录让我们又开眼界又长知识。最后，刘乾初的健康，饮食与生活常
识专栏提醒我们生活的 ABC.
过去的一个季度里又有巴厘恐怖主义的爆炸和亚洲的地震。澳洲本土又有体育新闻，我儿子
支持的悉尼天鹅队打破七十二年的干旱赢得了 AFL 总决赛，澳洲板球在英国输掉了多年霸占
的 ASHES TEST。向前看这一年一转眼又快过去了，提醒我们珍惜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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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员介绍】
Dear fellows,
My name is Stanley Lee. I'm transferred from my hkg employer to work here in melbourne since
1st august. I'm in the logistics/freight forwarding business and my responsibility is business
development. I'm under a working visa which will be expired in 2008.
After graduating from HK Baptist University in 1998, I joined BALtrans with a sales role. It's been
7 years and I'm happy with what I am doing. I like my job because it matches my personality.
I want to make more friends since I'm coming down here alone and I've never been Australia
before. We can talk about anything not only business (but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how we can add
value to your business or organization, I'm more than pleased to offer a little help!).
Here is my contact details for your kind reference.
stanley lee
mobile phone number: 0405 310 654 (you can text me when there is any event upcoming)
email: sxl@gluck.com.au or stanhkg@yahoo.com
I’m keen to make new friends. Very keen.
See you.
Best Regards
Stanley
««««««««««««««««

【俱乐部活动】
CPCA 花园小组 2005 年第二次小组活动报告
蔡颖

一大早婆婆满面笑容地从外面进来，我问什么事儿让您这么高兴？婆婆说从上次花园小
组活动带回来的玫瑰枝都插活了，现在已经发芽了。我赶忙跑到院子里去看，不仅是新插的
枝发芽了，经过剪枝的玫瑰也都发芽了。看到参加花园小组活动有了效果，自己的劳动有了
结果，心里美滋滋的。
CPCA 花园小组 2005 年第二次小组活动于八月六日下午在张玲孙守义夫妇的花园举行。
活动的主题是玫瑰剪枝现场讲解和演示。不用问剪枝的“主讲和主剪”自然是张玲和孙守义
夫妇。在这里不妨给大家透露点“秘密”。为了组织这次活动，张玲可是费了不少心。活动
之前的一个月，张玲就和我电话，email 联系商量活动的日程安排和需要准备的东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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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征求小组会员们的意 见 以 求 选 定 一 个能 够满 足 大 多 数 会 员 的 时 间
和 日 子 。 活 动之 前的那个星期，张玲还特地休假一周左右将花园整修一番。活动那天
我和婆婆最早来到张玲家，只见十几把椅子已经整齐地摆放在前院，墙上贴着玫瑰剪枝插枝
的图片和介绍，靠墙的长桌上摆放着切好的水果和干净的茶杯，旁边的小桌上一个电壶里已
经盛满烧开的热水。每支玫瑰前各放着一个桶或盒子用来盛放剪下来的玫瑰枝。看到我们来
了，张玲夫妇便拿起照相机和摄像机……, 看来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大家的到来。
两点多钟人们陆续到齐，大约有三，四十人。有的会员带来了糕点和糖果与大家分享，
有的带来了花卉植物与大家交换。我占用了大家一些宝贵时间废话了几句，算是做个开场白
。
之后“主讲和主剪”二人开始了这次活动的重点----现场讲解和演示玫剪枝的要领。大
家 一边看他二人剪枝一边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张玲一边示范一边回答。人们听着看着，
顺手拿起张玲准备好的塑料袋把剪下的玫瑰枝装起来，准备带回家插枝。最后在个别会员的
要求下，张玲还介绍示范了肥料的种类和施肥的要领。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次活动接近了尾声，人们开始三五一群喝着茶水饮
料，吃着糕点糖果聊起天来。最后大家还合了影。四点钟左右，人们拿着剪下来的几种玫瑰
枝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在此，再一次感谢大家对花园小组活动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感谢张玲孙守义夫妇为这次
活动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欢迎大家对花园小组的活动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欢迎更多
的人参加花园小组的活动。
备注：这次花园小组活动的一些照片已经上传到花园小组网站
http://groups.yahoo.com/group/cpca-garden 和 CPCA 网站。另外，英文版的玫瑰剪枝介
绍也可以从花园小组网站下载。
~~~~~~~~~~~~~~~~~~~~~~~~~~~~~~~~~
羽毛球小组介绍
杨前进
The badminton group has over 10 regular players. We play every Wednesday night and Sunday
afternoon at Monash Sport Centre.
The group was set up in Year 2003. Since then the group has been in activity continuously for the
last two years. All the members enjoy a lot of playing badminton and have great fun. The group is
currently holding two badminton memberships in the Monash Sport Centre and each time we can
have two badminton courts to play with. The cost of the memberships and shuttlecocks are shared
by all member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playing badminton, please contact me at Qianjin_yang@pbr.com.au. We
also hold a badminton competition at the end of each year, which is open to all the CPCA member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ttending the competition, please pay an attention to the CPCA
announcements and Newsl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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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小组的报告
赵明

在 CPCA 众多的活动小组中,投资小组有幸轮得上几项之最.
1. 当仁不让 CPCA 成立最早的小组.早在 1994 年当我们大多数人还不是很明白什么是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时,景剑锋刘贵民舒德明等脑子比较灵活的人已经发现股票市场可以赚钱,于是成
立了 CPCA 的第一个兴趣活动小组(当时叫做股票小组)切磋炒股经验.在最早几期的彩虹杂志
上,景剑锋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向 CPCA 会员传播了股票市场的操作原理和交易实践.
2. 历经磨难 CPCA 受挫最重的小组.随着股市受挫,帐面透红,投资者铩羽而归.小组活动陷于
停顿.所幸的是股市很快又迎来了下一个高潮,这一次是以高技术为代表的气势磅礴的牛市
.CPCA 股票小组重打锣鼓再开张,更多的会员舍身下海,竞相追逐这一历史上最大的泡沫.小
组甚至设计了一个模拟投资竞赛,约定一年之后看谁的成绩最好.何曾想到一年不到,技术股
泡沫即告崩溃,股市大倒退.败军之将不言勇,一年期到了没有人再提竞赛的事.
消停了一段时间之后,2003 年春节 CPCA 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之际小组成员开会,选举吴
振家为下一任组长,决心乘股市回升东风,再振雄威.拜吴组长的真知灼见,当然也托澳洲股市
大势上升之福,这第三次尝试战果辉煌.并随之带来了
3. 众望所归 CPCA 会员最多的小组.投资小组有一个网上论坛,供组员交流信息传递文件用.
当我在写这个报告时,我们的论坛上共有 131 个成员.没有谁刻意做过宣传,论坛是自由出入
的,加入的人通常是从他人处听说了我们的小组后自己加入的.据我所知,小组成员的主体是
CPCA 会员,包括墨尔本,悉尼和海外的会员,有脱离 CPCA 的前会员,有会员的亲属,当然也肯
定有一些尚未谋面的朋友.
自投资小组重新活动以来,小组在澳大利亚股市投资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别出心裁的投资指数.吴振家就任组长不久,设计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投资小组股票指数.
任何人均可以推荐股票,以推荐当天的收市价作为买入价,"买入"价值 1000 澳元的股票(四舍
五入至整数个).为保证指数中只包括最优股票,每个人限制最多可以推荐三只股票.成员也可
以把自己推荐的股票卖掉."卖出"时按照当天的收市价,留做记录.投资小组股票指数就是由
所有成员推荐的股票构成,设订开始值为 100.自 2003 年 7 月以来,投资小组股票指数的表现
每个周末报告一次,持续至今.小组的股票选择以中长期投资为主.自设立指数以来,至今我们
只"卖出"了 28 只股票.现在指数中共有十只股票.
04/05 财政年度 43.7%的成长率!指数自设立以来几乎是直线上升,2004 年 7 月 2 日达到
162.60.2005 年 7 月 1 日更达到 233.64!也就是说,04/05 财政年度的增长率是 43.7%.这还不
包括股息的收入.而同期澳大利亚股票市场的成长率连股息在内是 24%(股息收入 4.4%).
虚拟的小组真实的投入.由于投资的特点,小组的活动基本上是在网上进行的.准确的说,
自 2003 年小组会议一致选举吴振家为组长以来,小组还没有开过一次会.但这并没有妨碍我
们交换意见,在网上投票和进行民意测验.小组的指数是虚拟的,所有的"推荐"在法律上都不
可以作为合法的投资参考.但是小组成员的投入是真实的.一个股票被推荐之后,买入价钱,现
在的价钱,增长幅度以及推荐者的名字就出现在每个星期的报告上.所以推荐者对所推荐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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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是十分谨慎的.实际上有的时候一个成员自己买了一只股票,保持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觉得
比较放心了,然后才向小组推荐.老吴比我们这些人又更进一步.当他看上了一个公司之后,亲
自登门拜访,进一步了解公司的情况,然后向大家推荐这个公司.2004 年底小组作了一个民意
测验,参加投票的人表示自指数成立以来,大家都多少不等的赚了一笔钱,最多的赚到十万以
上.
借助众人的智慧发财.介入投资领域的人都知道两个基本原则,一个叫做不投自己不懂的
项目,另一个叫做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或者加上第三个,不投让你夜里睡不着觉的项
目:-)但是在我们的投资小组里,我突然发现第一个原则原来是可以商榷的.有一位刚刚下海
的投友(未得许可不便披露姓名),当时连股市术语都说不出几个,看到小组的介绍,精神振奋,
回家就把房子卖了(Refinance 不是真的把房子卖给别人)，投进其中的两家公司．不久之后
两个公司都大涨，一个房子变成了两个．所以这第一原则似乎可以加上如果你有可以绝对信
赖的同时又懂得这个项目的人，你自己也可以不懂．但是这第二原则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
Bill Gates 可以挑战．股市有涨有落，公司也是一样．当公司股价下跌时，此君由于惜售
手里还拿着不少没有来得及卖出．于是这赚来的房子不经意间又丢掉了一堵山墙．
投资小组人数众多，其中有专业投资者又有隔岸观火者，有短线炒股者又有长期投资
者，有仅投股票者又有分散投资者．小组的活动不可能满足所有成员对投资信息的需要．但
是能够长期吸引这么多人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如果说股票小组成立之初大家主要还是在寻求股海冲浪的激情,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
雨,小组成员的投资经验已经比当年成熟多了.再加上小组相当一部分成员已经在展望退休后
的安排,为退休生活筹措足够的资金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投资目标.
如果您有兴趣观摩我们小组的活动，欢迎您造访我们的小组论坛
http://groups.yahoo.com/group/share-views／,在那里您可以浏览我们的活动记录.如果
您 愿 意 加 入 , 那 就 更 加 欢 迎 了 . 您 可 以 自 己 加 入 ( 如 果 需 要 任 何 帮 助 , 请 Email 赵 明
mazhao@bigpond.net.au)
~~~~~~~~~~~~~~~~~~~~~~~~~~~~~~~~~
太极， 太极
张庆原

太极是老年人的运动吗?几个月前我还顽固地认为，太极是老年人的运动。我的脑海中
会浮现出退了休的老人们成群结对在公园里悠然自得练习的景色。 虽然常常觉得精力不如
从前， 可还是不能把自己和太极联系起来。
从今年起， CPCA 太极二组把时间改到星期天早晨 9:30， 我正好送完孩子上中文学校
。 报着凑热闹的心情，我加入到了打太极的行列。 几个回合下来， 我居然双腿开始发抖
， 浑身发热。 再看吴大师(我们的教练)那行云流水， 揉中带刚，优美舒展的一着一式，
我才捂出了为什么太极如此风行的道理。 几个月下来， 我们学会了扬式 28 式套路， 虽然
动作还没完全到家， 但我们已可以从头到尾打下来了。 每次我们先连打三遍。 吴大师再
给我们纠正动作。 我常常是大汉淋淋， 腿有时仍会发抖， 似乎跟跑了 1500 一样。 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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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浑身上下感到通畅舒适。 再看看一起操练的拳友们， 居然有比我年轻十岁的。 太
极的确不只是老年人的运动。
吴大师
为写这篇文章， 我想
“采访”一下吴大师，
可她很谦虚地说“我不
太愿意说大话， 不愿意
出头露面”。 可为了我
们这个“流派”的出
处， 我觉得有必要介绍
一下吴大师。 吴大师六
年前退休， 开始研究太
极。 她的师傅是溥新泉
的第五代正宗传人。 由
于吴大师勤勉且悟性
高， 师傅对她格外偏
心， 常常给她开小灶。
多年来她风雨无阻， 每
天早上打三小时拳， 练
就了一付强健的身体。
那腿劲更是无人能比，
就说那马步吧， 我哆哆
嗦嗦也就能坚持一分钟， 吴大师居然能坚持三分钟。 虽然退休多年， 仍是满头黑发， 满面
红光。 由其是思想活跃， 乐观愉快。 和我们一起总是谈笑风生。 开始教我们前， 她特意
打电话给她在上海的师傅， 争得了在澳洲教学生的权力。 师傅对她说：“你教学生我放
心。”
严师出高徒
吴大师悉心教导我们， 每个
动作都进行分解， 包括脚的
角度和距离， 手的方向， 胳
膊的弧度等等。 不知她为准
备工作付出了多少心血。 如
今吴大师在 Melbourne 的弟子
已有四五十人之多。 有几次
我去晚了， 站在后排， 找了
个缝隙观摩大师的动作， 可
一个“百鹤亮翅”， 一条胳
膊就挡住了我的视线。 好在
大师采用了循序渐进的方法，
给予我们很多机会纠正动作。
如今几位高徒已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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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的要属“准教头”李生了， 他的一着一式常常成为我们的榜样。 有的初学者已收
入他的门下。 再有就是大师的二女儿陈红， 她继承了大师的悟性， 那拳打的真是优美潇
洒。 还有就是陈刚， 由于他的勤勉和用心， 可以用和谐流畅来形容他的一着一式。 我们每
人的拳术都突飞猛进。 在此我代表所有的弟子说声“大师您辛苦了”。
拳友们
打拳空隙， 拳友们免不了一
些调侃。 大家谈谈一周的生
活， 交换一些信息， 开几
句玩笑， 使得大家的心情格
外舒畅。 我还抽空向刘乾初
虚心讨教了用姜的方法 (从
上期彩虹得知他是用姜的高
手)。 这可真叫身心都健康
的时侯。 就象桂琴所说
“总盼着星期天的到来”。
有时大家还有其它一些竞
技， 由此才发现大超顺着绳
子只用两手就可以爬到房
顶。 我还发现了我们中间
有几位羽毛球高手。 当然聚
餐也是少不了的。 我们在
Yum Cha 的小点之间还向吴大师讨教了几点做人的道理。 下次师徒们将进军“一千极台
阶”， 在那山脚下拉开阵容， 让 Mt. Dandenong 也有机会目睹杨式传人的风采。
««««««««««««««««

【我 们】
月在心中
郑融

墨爾本的天氣轉暖了﹐呆在屋裡渾身懶洋洋的﹐說話做事都帶幾分傻氣﹐興許脑血管
供氧不足的症候，便開門走到庭院裡去呼吸點新鮮空氣。
外面是個很平常的春夜﹐靜悄悄﹐鳥和蜜蜂想必都回家睡覺了﹐只有那些不知名的野
花和盆花們還像“超女”大賽似地在幽光中爭芳鬥艷。如果不是前幾天看到月餅已經作為多
元文化的象征之一在市場上展示中華文化的魅力﹐真記不起來離中秋節只差不到兩個星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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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中秋本應該是天氣由熱轉涼的季節﹐古人因此有中秋迎寒
和中秋獻裘的習俗﹐可眼前的節氣錯得顛三倒四﹐今下午剛把換下來的冬衣冬被晒了一遍﹐
壓到箱底了呢。春天裡慶祝中秋節總有點不合時宜的尷尬﹐儘管在盛夏歡度白色聖誕已經習
以為常了。
從中秋想到賞月。於是仰頭望天﹐看到偏西方向仰臥着一彎新月﹐一顆明星恰好坐落
在弧形月亮尖端的附近﹐如同在宇宙空間打了一個橫躺的問號。問號是理性的表征﹐讓人想
到地球和月球之間三十八万公里的距離﹐想到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想到每秒 11.2 公里的
第二宇宙速度﹐想到第一個登上月球的美國人阿姆斯特朗﹐想到月球上沒有水﹑沒有空氣﹑
沒有生命……
我忽然略感驚異﹐從什麼時候起﹐月亮在我眼裡成了這個樣子了﹖從前﹐我好象有過
一個不同的月亮。
我緩步在小徑上低頭徘徊﹐從記憶中搜尋另外一個月亮——那個久違了的故鄉的月﹐
兒時的月。記得每當瀰漫着大海濕氣的月光浸洗着我們居住的島嶼的時候﹐我和小夥伴們就
會對月亮念起童謠﹕“月娘月光光﹐起厝田中央……”(“起厝”在家鄉話裡是蓋房子的意
思)有時烏雲遮月﹐我們就唱﹕“天烏烏﹐要落雨。海龍王﹐要娶某(妻)。龜吹簫﹐鱉打
鼓﹐水雞仔(青蛙)扛轎目吐吐……”大人們看見我們手舞足蹈﹐就會忍住笑﹐板起面孔警告
說﹐對月亮娘娘可別用手亂指啊﹐不然睡覺的時候月亮娘娘會來割耳朵啦。因此﹐我早晨醒
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摸摸耳朵還在不在。
故鄉的月﹐不是牛頓的月﹐不是阿姆斯特朗的月﹐而是嫦娥的月﹐是李白﹑蘇東坡們
的月﹐是被美麗的傳說和詩歌生命化﹑人格化了的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
明月﹐低頭思故鄉。”這不是母親教我念熟了的第一首唐詩嗎﹖還有﹐“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時”﹐“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嫦娥
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還在我還沒到上學年齡
的時候﹐母親就把一首首詩詞寫在卡片上﹐一張卡片一個字﹐教我朗讀和辨認﹐然後她把卡
片打亂了次序﹐讓我把它們重新排好。
父親是工作迷﹐連星期天都沉溺在實驗室裡不能自拔。他平日吃食堂﹐很少在家裡吃
飯。中秋夜一家圍坐吃月餅﹐是一年中難得的開心時刻。月餅﹐在記憶中不是很好吃的東
西﹐喜歡的是一家圍坐﹐人月雙圓的氣氛。有一個時期﹐月餅憑票供應﹐還要排長隊才能買
得到﹐父母舍不得吃﹐就都讓給了我。回想起來﹐恍若隔世的夢。
後來﹐我把儿時的明月藏在心裡﹐帶著它遠走天涯海角﹑異國它鄉。然而﹐不知從何
時起﹐在我心中維系著鄉愁的那一片月色悄然褪去﹐卻又偶然地在一個平常的春夜明亮起
來。
我心裡懷着些許歉意﹐再次抬頭望月﹐月亮竟有了一絲笑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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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困惑
曹华

前些时候，我在辞去了旧工作，未走上新工作之前，全休了两个月。那种放松又不闲得
无聊的生活真好。我见人便感叹，所有有孩子的妈妈们都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在一次朋友聚
会上，我又大讲这些日子的美好感受，刚来澳洲仅两个月的妹夫冷不防冒出一句：“当年单
枪匹马独闯澳洲的曹华哪去了？”一句话，让我懵了半天，随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思考这
个问题。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中学二年级时全国恢复了高考，使我有了足够的时间努力学习
，准备考大学。记得刚刚恢复高考那阵子出版了很多科学家的故事，国内的，国外的，一时
间，似乎这些人一下子成了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偶像。我们当时整天想的都是好好学习，考上
大学，当科学家似乎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这种教育确实影响了我很长一段的人生。我
一直很刻苦地学习，理想着有一天成为杰出的科技人物。
二十四岁来了澳洲。无意中遇到了现任丈夫，刻苦奋斗的生活一下子被另外一个人的涉
入而打乱了。生活的内容及安排经常受到很多影响。脑子里占据主要位置的事情有一阵子也
绝不是争当杰出科技人物了。后来有了孩子，学习就成了不得不应付过去的事了。你想，面
对一个不会说话又百分之百依赖着你的婴儿，你能放下一切去争当科学家吗？后来又有了老
二，这一忙乎就好几年过去了。这些年，脑子里根本就没出现过理想。生活完全处于应付
(cope) 状态，把学位拿下来了，也觉得是应付过去了，工作也应付得还行，家务也应付得
七七八八，马马虎虎。一转眼，已经四十有余了。这刚刚感叹放松一下的快乐，却又被人用
理想的大棒敲了一下。让我回忆起曾经有过的理想和那些年代。
我不禁自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来着？理想到哪儿去了？实现了多少了？
在和一位白人朋友小聚的时候，我和她聊起了这缠绕了我好几天的问题。我跟她说：“
我小的时候的教育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做个有成就的人。现在我觉得好像离有成就差
得远了点儿。“她问：”是全中国的孩子都想成为有成就的人吗？“我说至少我们那一代人
都差不多是受的这样的教育。她说：”那让所有的孩子都想当居里或居里夫人，不会太难为
有些孩子了吗？”我说：“我们学校不聪明的孩子也很刻苦学习，有的比聪明的还努力。很
多人考不上大学再考第二次。”她问：“你们的教育中有没有让大家把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作
为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幸福快乐地生活一辈子。”我心想：这叫没有事
业心。我说：“好像没有。还是以追求知识和远大理想的多。追求金钱已经是后来的事了。
” 她“啊” 了一声，似乎若有所思，也似乎有点失望。
我在自己的脑子里好一阵寻找我的理想，已经找不到了。我其实还记得年轻时的理想。
只是它已经不是现在的理想了。而现在的理想是什么？我却无法回答。回到现实生活中观察
，发现人们的生活其实也多是走一步看一步。很少听到理想二字。很多人也只是处于应付状
态，应付一切发生的事。好一点的人，好像更知道自己要什么。要钱就去做生意，要地位就
去读个学位，或想法当个什么头儿的。还有一些人就是社会上流行什么就做什么。
我曾问过一个在学术领域里很有造诣，七十多岁还有人邀请去讲学写书的老教授：假若
让他退到我这个年龄，他会做什么？他笑笑说：“就是玩，能玩什么玩什么。”我当时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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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答很不满意。因为我期待的是类似钻研业务，总结经验，著书立说的东西。到现在，我
也不是很理解他的说法。
我们中年人是不是还要有理想呢？什么样的理想呢？我忽然想起一句<<奉献>>中的歌
词：“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想，不停地想。。。。。。昂。。。。昂。。。。。。昂昂。
。。。。。”
一阵隐隐的腰痛，让我的大脑又回到了眼前。可能提前退休，趁还走得动好好享受一下
人生，是一个不坏的理想。也是一个很庞大的理想。
~~~~~~~~~~~~~~~~~~~~~~~~~~~~~~~~~
随笔两则
刘乾初
品味生活 – 由喝咖啡想到
有时自己也试图跟上时代的步伐， 品尝一下咖啡的味道。 可是自己根本对咖啡一窍不
通，不知何种咖啡是极品。 更尴尬的是， 每当喝咖啡时，有人问我想喝哪种类的咖啡(例
如要加牛奶或不加等等之类) ，我常常不知所措，如何去回答。 所以只能喝上一杯”味道
好极了”的雀巢咖啡(Nescafé) 。
我总认为咖啡仅仅咖啡而已。虽有不同品种和品味， 但总究没有太多可炫耀的价值。
因为觉得从咖啡店买的咖啡与自己做的咖啡并没多大差别。 再者， 自己喝咖啡主要目的是
”提神” 。 当然这种看法太过于偏见，主要是对咖啡不甚了解的缘故， 或者根本没有体
会到其独特的味道和享受其中的“无穷的魅力”。
不过，品尝咖啡的味道仅仅是其中一部分。 在喝咖啡的同时，也许可以静静地想着自
己的心事， 细细地品味着生活的快乐。 换句话说， 不在于喝何种咖啡，而在于你对生活
持何种态度。无论是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不顺心或困难时，不必总是抱怨,叹气,常常吃着后
悔”药” 。当你喝咖啡同时，静静地一个人想想，细细地品味一下生活，你的心情会得到
平静，也许能从中寻找到许多有价值和快乐的东西。 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咖啡的确”味道
好极了” 。
“知足”才能“常乐”
由於个人的客观条件，和生存环境或遭遇的不同，对幸福的看法自然有所不同。所以幸
福的定义，只能限於个人的。换句话说，只是个人感受而已。一般世俗的幸福是指你有多少
财富，譬如说你拥有大房子，开着 Farrari 或 BMW，想到那儿就可以去那儿等等，总之你拥
有你想要的一切，别人都羡慕你。可这仅仅只是幸福的一个方面而已。
林余堂先生说的好：“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应是健康长寿。其次是子孙后代的繁衍发展
。最后才是自己的财富。” 不管是穷还是富，人总希望能多活几年。有道是“好死不如赖
活着”。在物质欲望如此高的今天，多少人为了财富而拼命奔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的说法仍然十分有效。这就给那些贪官污吏有了可乘之机。所有贪污，贩毒等等无不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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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或贪)”有关。有钱不见得一定是幸福(也许从表面上看是的)。所以，要想幸福地活着
，首先需要健康保养，这样才能延年益寿。这才是你的最大财富。
传宗接代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中国人是非常重视自己子孙的。孟子说：“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我们的祖先从来不做断子绝孙的事。所以他们认为再苦再累，也要使自己的后
代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现代的华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 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用老
祖宗的方法，给下一代不小的压力。出发点是希望他们能有出息。的确，东西是人家的好，
孩子是自己的好，下一代有作为，也是人的幸福。
真正的幸福应是满足。世人所说的“知足者常乐”才是真正的幸福，非常实在。当然，
所谓的“知足”并不是要你在事业上不去进取。而是在努力工作去争取获得最大成就的同时
，你也要多多注意你的生活，要有满足感。不要只注意事业而忽视自己的最大财富-健康。
~~~~~~~~~~~~~~~~~~~~~~~~~~~~~~~~~
把記憶送給你
高梅
幾天前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兒子說好先去加油站加油，並答應給他買一個他最喜歡吃的
巧克力。可是就幾分鐘的工夫， 我就把加油的事忘地干干淨淨。剛左枴到回家的路上， 兒
子就在後面提醒說：“ 媽媽你開錯了，不是直走去加油麼﹖”。 瞬間地緊張使我一下子無
法調解自己， 只能順著開下去， 並連連責怪自己，怎麼把加油的事忘地這麼徹底。同時連
忙回過頭向兒子道歉。因為我知道他肯定為吃不到他所渴望的巧克力而 失望。沒想到聽了
我的道歉， 兒子反問到：”媽媽， 你的記憶哪去了﹖”， 我只能慚愧地找借口說：“ 你
長大了， 媽媽就變老了， 所以記憶就變壞了呀。”雖然當時心裡決不想承認是因為年齡的
原因。 他倒是慷慨，馬上接一句：“ 我有很好的記憶力， 把我的送你點吧。”“好啊，
怎麼送哪﹖我很想要啊”， 我 以逗弄他的口吻接受了他的贈于。“我用 e-mail 送你呀。
”聽完他的話，我是捧腹大笑，真不知他從哪裡聽來的。當時 要不是車子夾在下班的洪流
當中， 我肯定會馬上下車， 狠狠地親他好幾口。
不過，兒子剛才的一席話還是深深地撞到了我，讓我感到欣慰的同時又夾雜著一種面對
現實的不情願。雖然心裡年齡依然年輕，可是歲月的皺紋再也遮擋不住生命走過的痕跡，一
點一滴，都 透露著一種裝扮不出來的真實。沒錯，每天忙忙碌碌穿梭于工作和家中，有太
多的事要做。沒完沒了的操勞在不知不覺中染白了頭髮，以前敏銳的記憶也變的鈍化了，
也難怪兒子會那麼直接地發問。可是看到已經 5 歲的兒子，能充份利用他的大腦來過濾和分
析事務，那種失落又算什麼呢。兒子總是問我，他什麼時候能長到上大學的年齡，因為我告
訴他，長到上大學時就可以開車了。可我確是一個真實的矛盾體，在希望他長大的同時，
又希望自己不要老的太快。然而，時間是行駛在單行道上的快車。稍不留神，就超速行使。
所以年齡真的不能凝思去想，要去品嘗。回想起在大學的時候，教我們的老師大都 40-50 歲
的樣子。那時想，人到中年是多麼暗淡呀﹗可是當一路走過來，才發現最大的收穫就採摘在
步入中年的路上。
其實我想說的是，人生就是一次長途旅行。無論你是漫步在三十而立之年，還是行走于
四十不惑之齡，更或快步到五十之天命的階梯，每一接段都有每一接段不同色彩的記憶力，
每一小站也都有每一小站可值得回憶的往事。刻意存下的記憶，不見得長久，那多少次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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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也沖不掉的瞬間，將留在永恆的記憶中。去年回國，和先生重走了以前談戀愛時多走過
的路。雖然時過境遷， 當時的小路早已蕩然無存， 可是那份感覺依然搭在我們之間。只要
能與心愛的人一路結伴相隨，無論是享受上天創造的美景月色，還是要共同承擔旅途的艱辛
疲勞，只要有愛在牽手，這一生就有了濃濃的味道。還用在乎那幾縷銀絲或細細的皺紋嗎﹖
年齡是一種不可逆的經歷，歲月寫在它上面有品不夠的幸福，也有刷不掉的痛楚和遺憾
，還有更多的是對人生的一種悟出。所以無論你走在什麼時段，都應該是滿心歡喜的走下去
。用留下的美好記憶編織你一生的足跡。今天，兒子願意做我記憶的小棒槌，寬慰之余，
我更希望他能記得他說過的承諾，長大了幫爸爸媽媽搬重東西，開他為我們買地 caravan 去
宿營。兒子，媽媽想對你說：無論你今後走到那裡，只要裝爸爸媽媽的愛，理解爸爸媽媽的
愛，帶愛的記憶去走你自己的人生，平安喜樂將永伴你。
~~~~~~~~~~~~~~~~~~~~~~~~~~~~~~~~~
小儿絮语
夏清

做母亲的免不了夸自己的孩子，我自然不能例外。“瘌痢头的儿子自家的好”，谁料竟
是真理。
我家小儿语尘年方 7 岁。长得很是生动（按：此乃婆母大人所言，窃以为甚妥帖），其
性格正如我先生当年所盼望的狡猾可喜，只可惜小时候过于可喜，现在正渐渐的偏向狡猾而
去，这或许也算是矫枉过正？
可怜我们一天忙碌下来，还得与小人儿斗智斗勇。前一阵子，小人儿拒吃晚饭，曰：饭
菜太普通了。继问之，何谓不普通食物？答：烤肠，熏鸡之类。第二天，我早早下班，亲自
下厨做饭。小人儿大喜。又逗之，不如天天吃烤肠？小家伙居然不上当，答曰：天天吃烤肠
，它也会变普通了！外公外婆直说他贼，绕者圈儿说饭菜不好吃，既顾了外公外婆的面子，
又达到了自个儿的目的。
又有一次，小人儿乐滋滋地告诉我嗲地已经同意他玩计算机游戏。我便泼他冷水，说妈
妈我还没同意呢。小人儿正告我，他加上嗲地是两票，即便我不同意，他还是可以玩。我很
有点气急败坏，因为他嗲地向来经不住他磨，好家伙，这开了例，以后如何招架？没想到当
年我们一心想往，并为之奋斗了若干年的民主，如今居然成了黄乳小儿手中对付自己的利器
！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又有多少深谙民主之个中奥妙？看着小人儿得意的眼神，我总算明
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家庭实行家长制，还不是图个简单划一？只是如今我们已没有回头路。顿
下心来，终于想出一招。于是问小人儿，“你以后都赞成少数服从多数？” 小人儿连连点
头。“那么假如嗲地跟妈咪都同意，你即便不同意，也得按嗲地跟妈咪的主意去做？”好小
子，如果你躲不过这钩子，我们这下可赚了！我急切地望着他，恨不得他立马答应了。然而
我没有得逞。小家伙先是抗议:“Why you always let me make hard decision！”然后说他需要
两周的时间去考虑。所幸，我与小人儿都没有等那么长。当天晚上他气馁地宣布，我们还是
要三个人都同意了，才可以作决定。我其实比他更失落，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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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钩子这件事上，小语尘正更我一样乐此不疲，假如不算更积极的话。在这一点上我
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谁让他是我的儿子呢？问题是我的心智早已走了下坡路，而小人儿的却
在蒸蒸日上。虽说我小心加谨慎，还是免不了一时疏忽。到如今我已经着着实实上了不少当
，或大或小。先说小的吧。还在他上 Prep 的时候，有一天，小人儿对我说，He is the
second best person in his class. 我很高兴，总算有一天他还佩服他的同学。所以就问，
“Then who is the best student in your class?”
“Me!”
“But you did say you are the second best?!”
“I mean I am the second best person instead of the second best student!”
“Oh! No! Now who is that best person?”
“Mrs Gateley”(Vincent’s teacher！)
最近我上的当比较大。小人儿得逞后笑得直瘫在地上。最为令人气馁的是，事后我还不
得不赞赏他的计谋。事情是这样的。自打外公外婆回上海后，我就与先生计划着将小家伙赶
出我们的卧室。说来惭愧，那个念头由来已久，我们与小人儿也不知战了多少回，不知为什
么，输的老是我们两个大人。所以这回我们真是下了决心，准备了精美的诱饵，就等着语尘
上套。这一次我们居然成功了！（后记：可惜也是暂时的！）小人儿同意搬出。我唯恐好事
多磨，赶紧备下笔墨，各自签字画押。为安抚计，又许诺其周末回我们卧室睡，当然有条件
若干。几周下来，语尘渐有违规。我只得狠下心来告知他不可与我们同睡。不想他狡辩，称
我们当初好像没有这么约定。嘿，我心想我早就料到你这一着了，我赶紧找到纸片，可不是
，白纸黑字的，能赖么？不想小人儿说：再看仔细点！原来不知何时，小人儿已动了手脚，
在所有的承诺后，加了三个字，＂But Not Always!＂
小语尘虽７岁，在钻空子，下钩子方面已有不少的斩获。好在他好为人师，而他的妈咪
也谦虚好学，故此在不远的将来，颇有些好戏可看。
~~~~~~~~~~~~~~~~~~~~~~~~~~~~~~~~~
好学勤劳的“不老松”
周老太

1996 年我第一次到墨尔本来探亲。圣诞时，CPCA 组织会员到古兰亭（Grampians）国
家公园去度假。同行中有四位老太，70 岁的张大姐是最年长的，她身体微胖，双脚踝有骨
质增的毛病。在组织者宣布到威廉姆山爬山时，也告诉大家那是座石头山，风景很美，但路
很不好走。大部队出发时，我们四位老太和少数女士自愿留守大本营。可是第二天，张大姐
向他女婿提出要去爬这座山的要求，并邀我们三人同行。后来就由他的女婿和儿子保驾护
航。
汽车开到山脚下，没走多远，这山就真的是要“爬”了。由于山上都是一块连一块的大
石头，沿途有粗实的铁栏杆，大石头上凿的一个个凹痕就是“石级”。所以，我们几个人要
靠双手拉着栏杆的力量把身子往上挪，这时的脚就是起支点的作用。没过多久，几位老人已
经是气喘吁吁，满脸是汗了。在孩子们的劝说下，我们决定打道回府。俗话说，“上山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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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难”，回程中，有时我们只能用双手拉着栏杆，身子蹭着向下滑，孩子们在下面拦接。
我经常旅行，这还是第一次尝到“路难行”的滋味。次日，张大姐的脚踝肿了。由此，我看
出张大姐是位“不服老”的人。
今年，我到了墨尔本以后才知道我们两家都换房子了，现在两家相距只有 15 分钟的脚
程。所以，我们的接触多起来了。一次，偶然中，听到她的女儿说，她妈妈听广播、看电
视、读小说都喜欢记笔记，所以，她用的纸和笔比参加高考的外孙还多。
出于好奇，在我一再的要求下，张大姐拿出来七八个笔记本，说是她去年以来的部分笔
记本，我按封面上的标题分类：听中文广播的纪录有知识性的“快乐竞猜”、“周末万花
筒”；有传授烹饪技术的“列娜厨房”；还有“历史上的今天”。从纪录上看得出来，每天
只要广播里播出这类栏目，她就放下手中的活去听，每听必记，而且记得简略而不漏。比
如，11 月 22 日的“历史上的今天”记有：43 年发表开罗宣言，56 年奥运会在墨尔本开幕，
63 年肯尼迪遇刺，90 年撒切尔夫人告别唐人街。在一本学英语的笔记本里记有语法和单
词，有些单词的后面还用中文注上读音，如奶酪（气士）电影（阿木尼）。
最难得的是她的读书笔记。她阅读每一本书的起止日期、书名、作者、出版单位及日
期、主要内容和心得，都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读《徐悲鸿的故事》一书，徐 1895 年出生
到 1953 年病逝，这一生的主要史实她都逐一记下，共有 31 笔；她读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
所作的笔记有一万五千多字。我粗略的统计了一下，仅就她 2000 年以来的三本读书笔记就
有十三万字。她说自己喜欢看名人传记，不过琼瑶的四十多本小说里她已看过三十多本了。
翻看罢笔记本，我俩之间有下面一席对话：
我问：您快八十岁了，读那么多书还记那么多笔记，您是怎么想的？
她说：我 96 年来探亲时，女儿为我借来一些国内难得一见的书，我想回国前多看一
些，就日夜赶着看，又怕记不住就开始做笔记，再说，多动脑子勤动手是可以防治得痴呆症
的，以后，养成了习惯，每天不看点书就觉得缺点啥！
我问：您为什么每天必看“中国新闻”的电视？电视播放速度快，您怎么能记下来，而
且字迹也不潦草呢？
她说：我虽然在这里定居了，但我是中国人，应该关心中国的大事。年底前，我还要回
国去看看哩！中国新闻的电视在墨尔本早上 6:20 播放，孩子们为了让我多睡会，每天为我
录下来，我可以随时看。至于纪录速度，那是我几十年的医生职业锻炼出来的，过去我每天
要把患者口述的病情竟快地写下病历。现在脑子反应差些，所以，我看电视新闻总是先用草
稿纸记下，事后再整理抄到这个笔记本上去的。
我问：您那些资料袋的剪报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她说：我看中文报纸上有关饮食健康、保健、移民政策、文学著作的连载等等这类我感
兴趣的资料，就剪下来分类装进资料袋里，搬家时我也不让扔掉，我说那是我留给他们的
“遗产”。说罢，她哈哈大笑起来。
她对读书的执著和认真的态度，也影响了她的外孙。这孩子在他爸爸的严格管教下，学
习成绩一直不错，只是中文分数不太理想。为此在升大学之前，为了提高中文水平，他要求
家人在家里都说普通话，而且不许夹英语单词；自己还用中文写了一些短文，在客人面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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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在中学毕业的全省统考中，他的语文成绩名列第一，领到由
省长颁发的奖状和一千元的奖金。并以高分选读医学学位。
张大姐是辽宁黑山县人，中学是在教会办的免费护士学校读书并接受了洗礼。解放后保
送上医学院，毕业就当了医生。69 年到农村走了六年的“六二六”道路，83 年离休。老伴
在 97 年病故。她的四个孩子中三个在国内，她随二女儿在这里定居。
她虽已年近 80 岁高龄，但耳朵可以听广播，眼睛可以看书报，来澳几年了就有一次腰
疼了几天。她说自己能吃能睡也能做。每天除了准备四个人的晚餐以外，还主动为孩子们整
理房间，洗衣服，擦地板。也不顾孩子们反对，自己在后花园里开了四小块菜地，种上油白
菜、雪里红、土豆、向日葵等等。她说看着长出来的菜有成就感。
她在这里定期参加“查经”，做“礼拜”等一些宗教活动。她说与教友在一起心里很快
活。她很知足，认为自己能有今天的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全是神的恩典。
张大姐性格开朗，待人热情，热爱生活，特别是那种对知识渴求的精神确实值得学习。
拥有这种积极心态的老人晚年生活必定是绚丽多彩的，“夕阳”对她来说总是红彤彤的。我
衷心祝愿这棵好学勤劳的不老松青春常驻，健康长寿！
««««««««««««««««
【游 记】
艰苦的土耳其中部之旅
杨耘

今年七月借美,德两个会间的缝隙飞赴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以类似强行军的方式游览
了傾心已久的位于亚洲部分的 Capadocia 和 Pammukkale 的自然景观. 付出的惨重代价是六
天五夜仅一宿眠于床. 最后连笔者本人亦不知是如何挺过来的. 相信 CPCA 一些年长的会员
们可以用文革大串联的强度和经验来体会.
澳洲人对土耳其是情有独钟. 主要是对每年一度的 ANZAC Day 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
Gallipoli 一战战场的缅怀. 前一阵土耳其政府计划在 Gallipoli 旧战场修公路引起的争议
读者可能还记忆犹新. 土耳其是笔者生平踏足的第三十五个国家(或地区), 都市已非笔者造
访之重点了. 此行更看重大自然的造化. 因而直奔土耳其中部的 Capadocia 和中南部的
Pammukkale.
由于仅有四天的时间, 行前在网上一通 google, 终于找到 Lonely Planet 推荐的一家
土耳其旅行社合适的行程安排. 从美国奥兰多起飞第二天下午抵伊斯坦布尔, 旅行社门口街
头嘬顿晚饭后即登上长途夜车, 十二小时后安抵 Capadocia. 到山洞旅馆(相片 1)冲个凉后
即投入两天的行程. Capadocia 是一亿五千万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独特地貌, 地域广褒(相
片 2, 1), 确实不虚此行. 在穆斯林主导的国度, 此间弥漫着基督教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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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经过二天的游览, 特别是在以土耳其地毯之都 Goreme 名副其实的山洞里洗礼了一晚后,
又踏上长途夜车直奔 Pammukkale. 此地除留存一些历史遗迹外, 最引人瞩目的独特地貌当
数扉翠池也(相片 3). 其中有部分对公众开放. 不知能糟蹋多久. 经过半日游后, 再次踏上
长途夜车返回位于欧洲的伊斯坦布尔. 来回汽车自然都要横跨著名的欧亚大陆桥. 在首都伊
斯坦布尔草草参观了大市场及几处著名的拜占庭式建筑如 Blue Mosque (相片 4), St Sofia
Mosque. 当天下午飞往慕尼黑, 结束了此次艰苦之旅.

3.

4.

总而言之, 土耳其有诸多旅游景点. 途中结识的来自 Colac 的一农场主之家在土游荡月
余. 当然象笔者这样扫荡数日亦未尝不可. 当您在参观了地毯编织讲解后而真正了解土耳其
地毯的价位为何可高达一万美金一件的天价及当您将精美的土耳其瓷器卷入囊中时, 切莫忘
却土耳其商贾用苹果茶或土酒待客以达其终及目标.
叙罢土耳其, 澳洲地貌只能留待下期慢慢道来.
~~~~~~~~~~~~~~~~~~~~~~~~~~~~~~~~~
巴黎掠影
郑融
７月１４日上午抵达巴黎，在从戴高乐机场驶往旅馆的出租车上，司机告诉我这一天刚
好是法国的国庆节，昏昏欲睡的头脑开始有些兴奋起来，记起这是二百一十四年前巴黎市民
攻陷巴士底监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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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小时以后，我已经独自漫步在巴黎街头了，穿行在人群、绿树、繁花、喷泉与雕塑之
间。巴黎的地铁四通八达，我还是偏爱步行，这样能够更亲切地“感觉”这座城市。 人们
见面互相喊“笨猪儿！”从那彬彬有礼的表情上来看，想必和中国人说“吃过了吗”或英、
美、澳洲人说“哈喽”的意思差不多。我人生地不熟的，居然也围上几个汉子，对我说声“
笨猪儿”，然后温文尔雅地伸手讨钱。从衣着上不难判断他们属于无产阶级，情不自禁想起
了巴黎公社和国际歌以及邓小平同志青年时代在巴黎当打工仔的事迹。无奈我口袋里除了一
张信用卡以外分文没有，只好狼狈逃窜，连头也不敢回。
走过一座公园，见到入口处高高坐着一尊铜像，右臂抱胸，左手托住下巴，作沉思状。
我想，这是人们所说的“思想者”了。于是很崇敬地在铜像下站立片刻，也作沉思状，但没
有“思”出什么来。
塞纳河就在公园的对面。沿岸有不少书摊，还有许多绘画的和拉琴的街头艺术家。河水
在阳光和微风下变幻着柔和的色彩，时而深绿，时而微紫，时而平明如镜，时而浮光跃金。
偶有游艇驶过，载满不同肤色的游客。 站在桥上望去，不远处那座双峰对峙型的建筑，无
疑就是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了。我眼前浮现出小说和同名电影《巴黎圣母院》里那位驼背敲钟
人的身影，耳边悠扬的琴声仿佛变成教堂的钟声，那是裹在丑陋身驱里面的善良灵魂的呼啸
，排山倒海，惊心动魄。
不知怎的，联想起被英法联军一把火烧掉的圆明园。那时候，曾有一位法国作家，发表
了一篇公开信，把北京圆明园与希腊巴特农神庙、埃及金字塔、罗马斗兽场和巴黎圣母院并
称为世界奇迹，怒不可遏地谴责自己国家的军队的强盗行径。这个法国作家，就是《巴黎圣
母院》的作者维克多．雨果。人类的正义和良心是超越民族和国界的。
远处，在栉比鳞差的高楼大厦之间，可望见艾菲尔铁塔，坚定，自信，安详，平凡，毫
不起眼。也许只有走到塔下，才能了解它的雄伟，它的气势，它的傲慢，它的超凡脱俗吧。
可是，据说莫泊桑和小仲马等人都憎恶艾菲尔铁塔野心勃勃的形像，诗人魏尔伦每回路过铁
塔都立刻绕道而行，正像中国有首老歌唱的，“啊，克拉玛依，我不愿走近你。”啊，艾菲
尔铁塔，我也不愿走近你。我愿这样远远地望着你，我喜欢看到你置身于“沉默的大多数”
之中，这才是你最美的身姿。
塞纳河对岸的圆柱形纪念碑把我引到了巴士底广场。法国大革命的第一声枪声，不就是
从这里打响的吗？环顾四周，没见到有任何建筑物形似狄更斯的《双城记》里所描写的监狱
。除了大大小小的商店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以巴士底命名的镶有蓝色玻璃呈半圆形的
歌剧院。 以广场为中心，八条街道向不同方向幅射出去。我决定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看往哪个方向走的人多，就往哪儿跟。跟了不一会儿，果然“柳暗花明
又一村”，眼前出现一片方形花园，花园四周被排成“口”字形的建筑物所环抱。我有些惊
讶，在这个花园的附近发生血淋淋的暴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这里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与周围楼房的红砖白石交相辉映。儿童们在喷泉旁戏水，老人们在树荫下读书，情侣们旁
若无人地拥抱，几只鸽子飞来，落在草地上，好奇地东张西望，拍拍翅膀又飞走了。空气中
弥漫着一片和平、互爱的气氛。但是暴力毕竟发生过，历史留下了血写的记录。先是贵族阶
级对平民的惨无人道的统治，而后是平民们狂暴的复仇。除了几个“罪有应得”者外，失去
理性的互相仇杀不知夺走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在我们之后存世的人类兄弟们，
请不要对我们铁石心肠，
18

只要我们受到你们的怜惜，
上帝会提前给你们恩赏。”
默想着几世纪前一位法国诗人的诗句，觉得这是永不暝目的无辜受难者留给后人的遗言。
离开这座“围城”般的花园，折回塞纳河畔，再走几十分钟，到了卢浮宫。展厅没有开
放，只好在门外徘徊做名符其实的门外汉。也好，不是有人这样说过吗？“一天逛完卢浮宫
是对它的亵渎。”我此次巴黎之旅总共只有半天多一点的机动时间，剩下的时间不过几个小
时了，是不该有进入展厅的念头的啦。 虽然展厅没有开放，漫步于卢浮宫广场，观赏建筑
物以及上面的雕像，不啻也是一种美妙的艺术享受。广场上游客不少，人人都放低了声音说
话，仿佛唯恐振动艺术圣殿周围的空气。只要在这里呆上几分钟，就会油然生出一种庄严肃
穆的情绪。啊，卢浮宫！在这里，阳光为它而灿烂，天空为它而蔚蓝，白云为它而忘返，飞
鸟为它而盘旋。我也为了它走得腿都酸了，便在在玻璃金字塔旁边坐下，轻轻闭上眼睛，任
凭思绪在半明半暗的眼前飘荡。
“哎！过来呀！这边儿！”背后突然一声尖叫，音量高过８５分贝，用的是我熟悉的母
语。回头一看，一位女同胞正在招呼她的男女同伴们过来拍照。我不想成为他们照片里的风
景，就识趣地走开了。到街上用信用卡从自动提款机取出点现钞，买了张回旅馆的地铁车票
，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天的走马看花。
此后几天参加一个小型国际会议，没再外出赏景。 开完会，早已归心似箭了。来也匆
匆，去也匆匆。在飞机从戴高乐机场腾空而起的那一瞬间，却又觉得好像把什么重要的东西
丢失在巴黎似的。
刊登在 2003 华夏快递 kd030901.
««««««««««««««««

【往事追忆：高考】
回忆 1972 年“高考”
高大超
看到这个题目,你一定感到很奇怪, 1977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了高考,那来的
1972 年高考?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正是：1972 年 2 月我在吉林省九台县确实参加了一次“高
考”, 正是这次考试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替罪羔羊
1968 年 9 月，我所上学的东北师大附中已经停课两年多了，此时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化
大革命在中学已经偃旗息鼓了，学生们整日无所事事， 游荡在社会上或者逍遥在家中，有
些人甚至到处惹事生非。为了逃避这种无聊的生活，我二哥和他的十几个老高三的文革战友
们决心开创一条自己的新路。他们满怀革命的理想和激情，一心要学习革命老前辈，要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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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他们自愿报名组成了东北师大附中的第二个知识青年集体户，
主动到吉林省九台县卡伦公社幸福大队第二小队插队落户。当时父母认为，哥俩儿在一起能
有个照应，我没多想什么，鬼使神差地也跟了下去。走后三个月，毛主席发出了号召“农村
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做为的” 。 从此以后，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
排下， 把所有的 “老三届”中学生都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实际上我
们成了文化革命的首批替罪羔羊。
几年以后，我们这些当年满怀革命激情和豪言壮语的热血青年们，在农村饱尝了辛酸苦
辣，在严酷的政治现实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原来胸怀的那些乌托邦式理想早已被抛得无影
无踪。从 70 年中开始，城里企业开始招工了。知识青年们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回城，真
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集体户原有 17 个知识青年，几轮招工和“后门”下来，老
高三的同学都被抽调回城了。因为凡事总要有个先长后幼，排资论辈, 所以我们三个初中小
同学被无情地剩了下来。我们几个即无“后门”又无“歪道”, 百般无奈，只好脸朝黑土背
朝天，在理想破灭，前途无望的凄惨环境里继续苦苦煎熬着。“屋漏偏逢连雨天”，这时,
又听说城里招工已经饱和，恐怕招工要无限期冻结，这消息对我们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记得
那年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过春节回家只呆了几天, 大年初二就打道回农村了。
毛遂自荐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不久，毛主席发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大学从工
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推荐选拔大学生的工作开始了。当时对于家庭出身是臭老九加地
主，社会关系复杂的我来说，能回城里当个工人已是我的最高理想，上大学真是做梦都不敢
想的事。出於知识分子的本能，我父母(他们都是四零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十分渴望
他们的孩子们也能上大学，他们始终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多次捎
信儿鼓励我一定要报名参选，那怕是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一定要试一试！但是，对这“崇
高的理想”，我始终犹豫不决，决定先打探打探“军情”再拿定夺。初步了解后知道，大学
招生的程序是：首先由生产小队推荐，其次由生产大队推荐， 然后经公社同意后就可以参
加全县的统一文化课考试，最后由大学录取人员决定录取谁。我们幸福大队还有五，六十个
知识青年，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一般普通中学的初中生。在那个知识无用的年代，他们中许多
人原来学的知识就不多，更何况又扔了五，六年，所以听说上大学要考文化课竟然没有几个
人敢报名。了解到这些情况，我顿时增添了几分信心，决心要试一试, 这也许是天赐良机
呢！
为是集体户户长，所以顺利地通过了小队推荐这一关，可到大队这一关就犯难了。一开
始大队书记根本不考虑我的申请，后来几轮试探下来,他才实话实说：“我们大队已经推荐
了 C 某(公社 C 社长的侄女)和 L 某(公社五七连长 L 某的弟弟)， 把你推荐上去恐怕也是白
搭！”。我一听,心里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儿，可这时候耳边又响起父母的叮嘱“那怕是只有
百分之一的希望也一定要试一试！”，我暗暗下决心, 绝不放弃! 于是，大队书记走到哪儿
我就跟到哪儿，软磨硬泡，苦苦哀求，皇天不负有心人，大队书记终于金口开恩，同意把我
作为替补名额报到公社。公社这一关我可就一愁莫展了！我认识公社的领导，可是人家不认
识我，这一关可怎么过呢？脑筋一转，忽然想到公社农业站的 W 站长。他人不错，我和他有
过几次联系，为何不求他帮帮忙？自 70 年以来，作为幸福大队的“土”农村实验员，我土
法制作成功了生长植物菌肥“5406”和植物生长激素“920”的温床，并生长出指标很高 的
“5406”菌肥和“920”生长激素。这些成绩 受到过 W 站长的表扬，他还曾经带人到我的
“实验室”参观，并且向全公社各大队推广。看来公社这一关就只能指望 W 站长了! 找到 W
站长和他一说, 他竟然满口答应为我向公社领导介绍我的情况，可他说管不管用就只有天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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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最终，不知是 W 站长帮上了忙，还是其它什么因素起了作用，总之，公社领导同意我
参加文化考试了。
挑灯夜战
虽然连闯三关，三级领导都同意我去参加考试了，可是我心里仍然在打鼓, 因为我十分
清楚，只有考出好成绩我才可能上大学。好在文革前我已经读完了初中三年，而且原来所就
读的东北师大附中又是全省最好的重点中学，那时候我们这一年级搞超前实验教育，初三的
学生实际上已完成了不少高中的功课。加之下乡后，出於对知识的渴望和理想的追求，我一
直坚持把高中物理自学完了(也许是缘分，我上大学，读博士，直到现在的工作都没离开过
物理领域)并学习了高中的数学 。 后来，因为要搞植物菌肥“5406”和植物生长激素“920
”，我又重点学习了一些生物和化学知识。尽管如此，人毕竟已经离开课堂五，六年 ，许
多东西都淡忘了。然而, 考试日期逼近，算算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时间不容我多想，只有横
下一条心,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决心背水一战！
政治和语文不用怎么准备，凭自己多年来在大批判环境里的耳濡目染和每日给贫下中农
读报讲解的历练，应付考试应该足矣。数学是我复习的重点，用了整整两天两夜的时间，一
目十行，走马观花, 把六本代数书和两本几何书看了一遍，剩下的物理和化学又花了一天一
夜的时间。说来也奇怪，在三天三夜里我只睡了几个小时觉，不用 “头悬梁锥刺股”，竟
然一点儿都不觉得困，看来人在异常兴奋的状态下，生物钟也会偷懒。
统一考试
参加全县文化考试的四，五百名知识青年被分在其塔木公社和龙家堡公社两地参加考试
。我参加了在九台县龙家堡中学的考试,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校舍是用土坯垒成的几排土房
。当时因为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所以上午首先考核的是政治。众所周知,
1971 年 9 月 13 日我们 “伟大的林彪付统帅”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继而在全
国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批林批孔”运动。考前我就猜想到，在考题中一定有许多和这次运
动有联系的问题。打开考卷一看，果不出所料，考题正是我们每天学习，批判的内容。看看
考题, 我喜出望外, 唰，唰，唰，笔下生花，一会儿就把问题全答完了。自己不敢说答了满
分，但我相信总不会成绩太差。接下来是考语文，要求写一篇“批林批孔”的议论文，其实
，这语文考试就是政治考试的继续。我在沾沾自喜之后，迅速抓住论点，组织论据，穷追猛
打，无限上纲，很快一篇自认为得意的议论文完成了。
中午休息了一小时，下午才开始了“真刀实枪”的文化考试。先考的是数学，记得有因
式分解，多元一次方程，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这些题其实十分简单，可是，殊不知当年难
倒了多少知识青年“英雄好汉”！我很快就把熟悉的大部分考题答完了，剩下的一道立体几
何题却让我大伤脑筋，左推右导都不成功，最后花了我一半的考试时间终于做出来了。后来
听说，我的数学试卷得了满分。物理和化学是一张考卷，内容有基本物理概念，牛顿三大定
律(当时批判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只能称作三大运动定律)，化学元素符号，化学分子式 和
简单的溶量换算题等等。我很快就把会做的题全答完了，然后就“卡壳”在根本没学过的考
题上。记得有两道化学题的内容 (其中包括一道有机化学题), 我根本不知所云，只能望“
题”兴叹! 傍晚前，考生们一个个无精打彩地溜出考场，完全没有了上午考完政治语文时的
神采，面面相觑，个个呆若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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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遂人愿
看到同考的知青们和我一样，都考得一塌糊涂，我反倒有点儿沾沾自喜起来，似乎感觉
到大学在向我招手了。上大学以后听说，我的成绩进入了全县考生的前十名，在讨论是否录
取我的时候，地方政府和校方录取人员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地方政府认为，我的家庭出身不
好而且社会关系复杂，不能上大学；而校方录取人员坚持认为，既然我考试进入了前十名，
按教育部的新精神，我就应该上大学。记得当时教育部在“文革中新解放”的一些老干部的
领导下，正在对惨遭文革破坏的高等教育搞“回潮”，所以强调工农兵大学生要有文化基
础，要求 72 年推荐选拔上大学的知识青年一定要参加文化考试。最后，地方政府和校方录
取人员达成了妥协交易，我可以作为一名“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被吉林大学录取，但是校
方录取人员必须同意录取一名地方政府推荐的考生。在惶惶不可终日的一个月后，我终于收
到了吉林大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一名 72 级工农兵大学生，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
大学生活。
后记
1973 年 9 月，辽宁省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他被“四人邦”利用成为勇于”反
潮流”的“英雄”，从此大学取消了录取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直到 1977 年恢复高考。
~~~~~~~~~~~~~~~~~~~~~~~~~~~~~~~~~
七七年恢复高考 - 知青已久的梦
刘乾初
读了郑融写的” 七七年高考”一文感触很深。为此借助本期彩虹也来写上几笔，回忆
一下当时的情景和感受。
一九七七年可以说是许多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尤其是对那些仍在广阔天地里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更是如此。
回首往事，真是历历在目。记得大约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
的消息，并透露高考将于年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条消息象春风一样唤起了知青们心中已
久的梦想，重新燃起了对未来希望的火焰。当时知青们都有一个共同愿望: 扔掉锄头，报考
去。其实，这对当时那些没有“后门”的知青来说是一条回城的最佳途径。对我来说，就想
利用这次机会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上海。
消息公布之后，考生们就忙了起来，到处找资料和相关的书籍，挑灯夜战。许多知青因
白天要干活，所以只能依靠晚上来复习。记得我下乡的地方(辽宁海城) ，三天俩头停电，
因而只能在烛光下复习。一个多月下来，本来已经很近视的眼睛变得更近视了。我爸爸为了
使我能在体检时顺利过关，高考后每天带我登高望远以便减轻我的近视程度。果然，我辛运
地通过了体检这一关。谢谢我的爸爸。
那次考试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记得考试的第一天，天正下着鹅毛大雪，考场是设在公社
的一所学校里。因当地的公共汽车极少，所以只能与其他考生一起赶着马车去到公社参加高
考。考试的第一天下来，感觉还不错，心里还挺高兴，只是肚里咕咕叫。辛好那天，公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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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开着门，买了一些食品填饱了肚子。可是，最后一天就惨了，考试完后，居然公社的所
有卖吃的食品店都关了门。没办法，只好挨家挨户地到农民家里去”讨饭” 吃 。其实，当
时的农民家里也是很穷根本没有多余可吃的东西给我们。最后好不容易在一户农民家里买到
一点点所谓的”白切肉”(其实很肥) ，草草地填了一下肚子。好在几天紧张的考试总算过
去了。
参加过当年高考的朋友们也许还记得准考证上的一些内容吧。我已记得不太清楚了。只
记得准考证上“考生注意事项”里有什么“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接受祖国挑选，做到‘一颗
红心两种准备’” ，还有什么“答题时要冷静思考，不要过分紧张，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
门课的考试，要坚持到底。”等等。
虽然考完后的自我感觉良好。语文政治考得马马虎虎，但觉得数理化应该还不错，好象
所有的题都做出来了，而且自认为没什么大错。数学试卷上最后有几道的附加题，也做出来
了。尽管如此，紧张的神经却一直没有松下来，直到接到上海交大的录取通知书才算真正放
下心来。
七七年高考对知青们来说非同寻常，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痛苦。辛运的是历史
终究怜悯了他们，恢复高考重新给了他们新的机会和希望。以往(文革十年) 那种只能靠“
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靠关系,走后门)才能上大学情况一去不复返了。从此，他们可以用
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高
兴啊，因而他们拼命地复习，希望能实现以往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
从千里之外的上海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下乡，虽然时间不太长，但我仍然能体会到下乡
艰辛和知青们盼望的回城强烈愿望。一位老知青发自内心的话语，说明这次高考对知青们来
说是多么最宝贵。记得当年我去县城招生办领取通知书时，看到这样情景，一位看上去象三
十岁左右的女知青，手捧着录取通知书，流着泪对两位老人(估计是她的父母)说: “恶梦总
算过去了，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能体会到她所说得“痛苦”，也许听的和看的太多的
缘故吧！的确，从那时起“知青们” (从此没有所谓“知青”了)不再需要接受所谓”再教
育”了。黑暗已过去，曙光就在眼前。今后他们无论以什么形式(上大学，招工，病退或其
它)都将永远告别这令他们饱受痛苦但又无法忘却的地方，去寻找他们失去已久的梦想。
在这次高考中，有辛被录取者只占知青中极小极小一部分，因为那年上大学的竞争是异
常激烈的。据说一九七七年全国大约共有五百七十多万人参加高考，其中大多数是文革以来
一千七百万下乡知青，累积了十年的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们” 。而其中仅有二十七万
人被录取，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换句话说，招生比例大概是 29:1 。我实在庆幸能成为(
二十七万人中的一员。
回想起来，七七年高考真令人难以忘怀。一晃快三十年了，自己的孩子今年也进入中学
最后的冲刺阶段-VCE 考试。他们真是比我们辛运的多，又生活在澳洲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上。当然，现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根本无法体会那个时候，恢复高考对当时中国的年轻一代
意味著什么。历史给予这一代人复杂而坎坷的经历，但也给了他们机会和希望，所以他们懂
得感恩，更懂得付出。七七年恢复高考也必定使他们承载了中国教育史上、可能也是中国历
史上一个转折时刻。七七年的高考将在我心中留下永久的痕迹。
回忆往事，我心依旧。再回首，往事如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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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儿没“考”上七七级
张玲

在中国“老三届”，“知青”，“工农兵学员”，“七七级”已成为刻有鲜明时代烙印
的专有名词，作为“七七级”的一员自己很以此为荣。每次回访母校时老师与校友提起七七
级总是赞不绝口。不过自己还算是头脑清醒，常提醒自己，别忘了自己的半斤八两，别让自
己的言行有负于这个群体。只有更加努力才不白上了七七级。可当年命运确实跟我开了个不
大不小的玩笑，差点让我无缘于这特殊而骄傲的七七级。
直到七七年准备高考之前，可以说我从未接触过大学生，大学对我来说很陌生且高不可
攀。原因是我父母那一代没有人上过大学。当年考大学只不过是知青回城的途径之一，当然
如能够格而深造也很高兴。记得高中毕业(八五年八月)下乡刚开始的日子非常难熬，一天一
天地数着过。待数到半年后，就开始倒计时了，还有一年半就有资格往回抽调了，还有一年
，还有半年。等最后两年到了，再也不用数了，可人还在农村。正在无望之际，传来了恢复
高考的消息，心想没准这是个机会，於是就开始复习准备高考。
刚开始复习是抽田间地头休息和晚上收工后，可干农活实在很累，效率极低。而且离开
学校两年，连 X，Y 都变得很生疏，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才进入状态。到最后冲刺阶段，就回
城复习了。此时城里各中学都办有补习班，记得回母校想听一下物理，只见教室外也已站满
了人。站在外面听了一会儿，觉得都是知道的内容。从此再没去过补习班。后来还听说我们
班团支书请大学生在家补习，心里还真有点发毛。不过实践证明，那年考上大学的还只是高
中时班里学习上有实力的几个人，与上不上补习班没太大关系。由於时间紧，还真熬过几夜
。总之那时可以说是在为改变个人命运，积极准备，跃跃欲试。那时我在生产队里当会计。
记得生产队长来家找我一次，是让我回队里算账。我爸赶紧跟队长说好话，说这是孩子的一
次机会，希望能准一段假。又留队长吃一顿饭，算是放了我一把。那时队里人去城里知青家
吃顿饭回去一讲是很得意的。也不知是准备好了没有，反正十二月好歹就上阵了。我们那时
正赶上学习株洲厂社挂钩经验，我所在的银川郊区永宁县望远公社西魏大队是自治区公安系
统子女下乡的地点。考试那两天，每早有公安厅的车到家属院拉上考生去县里的考场(三十
多里路)，中午为我们借了几间县公安局的休息室，有炕，有炉子可以热饭，吃完还可以歇
会儿。下午考完大汽车又把我们拉回家。条件真算不错。
考完就回生产队干活了。自我感觉不错，除了数学的选作题，几乎所有的题都试做了。
当然不一定都对。出来还和其他知青对对题，她们都没我做得多。那年先下体检分数线，宁
夏是 220 分。发榜那天不知何因我在家，同院的人答应去公社看榜后回来告诉我。左等右等
很晚她才来，说话吞吞吐吐，最后来了句，“榜上没有你”。我当时的感觉就象人常说的脑
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怎么可能？”。我爸记得她临走时说了类似“别灰心，下
次可以再考”的话。那天晚上我爸没吃饭，那阵他老犯反胃的毛病。我只记得之后的几天我
几乎不吃，不喝，不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对着白墙发呆。现在可以想想落榜对一个知青来
讲意味着什么。脑子里一直在想“不可能，他们搞错了吧”。另外使劲算分，自己算的起码
每门七八十分。但又一阵不太自信地想“人家怎么会搞错？”。那时真是在等死的感觉。但
越到后来越觉得应找招生办问个清楚。此时全城的人或可以说全国的人都被高考牵动着，到
处的人都在议论着，我爸单位也不例外。他也打听着是否有可能查查分。有一位同事的爱人
在教育部门，这位好心人帮着去打听了。到了体检的最后一天上午，最后的希望了只剩下去
查分，我妈带我来到市招生办，讲明了情况，接待我们的一位戴眼镜个子不高的男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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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等一下，我去楼上查一下”。几分钟后他回来说：“对不起，我们往县里抄分时把你
给漏了，分还挺高。这是体检表，快去体检吧，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妈说她记得那人还说
了一句“这次漏掉的还是几条大鱼”。回想起来当时也没多激动，只是操作性的想快去体检
，别耽误了。当然最强烈的感觉是大难不死，如释重负，轻松了，天亮了！前些天为写此文
与我爸通话聊起这段经历。他回忆说，得知我落榜后的那几天，天一直是阴着，但到体检的
最后一天，天一下放晴，阳光明媚。那几天的天不正是我们全家人心情的写照。
拿到体检通知，我骑上自行车一口气骑到县城。一进县医院，一下感到很亲切，那里的
人全讲天津话。原来县医院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是从天津某医院迁调来的。因为是最后一天，
几乎没什么人来体检了。所以很快查完所有科目，完事后又骑回家。那是有生头一次一天骑
七十多里路也没觉得累。
体检过后，我随知青们回队劳动了。对我来说一切开始变得顺利，那年入学通知书是春
节过后发的，可我节前就知道我已被北京钢铁学院录取。我有个高中好朋友，她的一位亲戚
在招生办负责录取。她不断帮我打听消息，一天她兴冲冲来告诉我：“你被北京钢铁学院录
取了”。我说：“可我没有报这个学校”。她说：“对呀，你报的北京工业学院，但你政审
不合格，就把你转到钢铁学院去了”。当时我想回北京的愿望算是实现了，反正都是工科院
校，差不多。那一阵广播里不断地播重点大学的名单，这两个学校属同一个档次的。发入学
通知书那天我回到生产队里，当我收到信时打开一看，结果是我早已知道的，不再是惊喜，
只是拿到了用于报到的凭证。说起报志愿，那次一人可报 3 个，另外说明是否服从分配。我
报了北京工业学院，天津大学，西安交大。后来人都说你怎么反着报，我那时不懂。再有我
是按地点选，先回北京，回不了北京回老家天津，天津再回不了非留在西北就去西安。那时
所有招生名额都登在<宁夏日报>上，进京的名额有一百多，其中北师大，北京医学院属代培
名额较多。其他各校只几个，北京钢铁学院有两名。
办完了生产队的交接手续，告别了老乡，登上了东去的火车，从此离开了农村，开始了
四年的大学生活。我到北京上学半年后，我父亲调回原单位，家也随他回到北京。至今我再
也没机会回过宁夏。
要说我能考上大学，除了自己下过点功夫外，还应该感谢那些对我有信心和帮助过我的
人们：
•

有同一大队不同小队的一位知青朋友(民兵训练时结下的好友)，她家得上边的消息快
，七月份就跑来告我，准备复习吧，要恢复高考了。这样我的思想准备做得早一些。

•

还有我的北京小学同学给我寄来了她们学校(如今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的四十四中)
出的复习题。

•

高中的数学老师毕业时就告我要有机会去考大学，复习期间去过他家请教过。

•

帮我查分，帮我打听录取消息的好友，好心人。

回想起来那时的录取过程透明度极差，如今可以上网查分，查录取，好赖也知道自己的
考分。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年自己的考分到底是多少，也许这一生也无法得知。
现在真后悔我没写日记的习惯，将这不寻常的经历纪录下来。我想如现在还不写出来，
再过若干年恐怕许多细节就记不起来了。本人还准备待有空为本文写两个姐妹篇<下乡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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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大学四年>。这些都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年华，从困惑走向奋斗，充满理想，难忘而快
乐的岁月。
附：当年的准考证。可以看出很不正规，连考试日期都没有。似乎那年全国人民都知道哪一
天考就根本不屑一填。照片曾有来着，是我后来上大学时挪作它用，贴到游泳合格证上去了
。准考证上的年龄是 21 岁，我女儿今年正好 21 岁，相比之下我们的人生之路反差有多么大
。
**********************
能记住的几则宁夏七十年代笑话
1。大寨不如我们这儿好 -- 上级组织三级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有位生产队长回来后向群
众传达参观学习大寨经验时实话实说：“大寨那还不如我们这儿好呢，我们天天吃大米白面
，大寨人主要吃粗粮。”
2。北京比银川还好？-- 有位从北京刚回来的农村老乡对村里人讲北京如何如何好，一位去
过银川没去过北京的人插话道：“北京再好还能好过银川？银川好的不能行，有那么多大街
和高楼， 北京有吗？”
3。的确良套条绒 -- 七二年刚到银川见街上进城逛街或卖菜的农民里，姑娘媳妇几乎个个
头戴白帽，上身最外面套一件颜色鲜艳的粉，黄，红，浅绿的确良衬衣，下面一层是黑或深
棕色的条绒上衣，再里面是棉袄。所以满街可见鲜艳的打扮。不过总觉得别扭，因为里面的
衣服又大，又厚，颜色又深。等我入学后就问同学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她们告我这叫“的确
良套条绒”。早些年条绒时髦，大家都做条绒上衣，进城时穿在最外面。后来的确良开始时
髦，人们又做的确良上衣。但是为显示时髦，当然是时髦的要穿在最外面。可条绒衣服还很
新(平时地里干活时舍不得穿，进城时才穿上)，那么就穿在的确良下面，可以反映两个时髦
阶段。所以就有了“的确良套条绒”。后来这句话成了讽刺赶时髦又土气的情形。常有人说
：“你别的确良套条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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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保健】
什么时候应该去看医生？
刘乾初推荐

什么时候应该去看医生？ 普通常识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毛病都应该去看医生的。许
多问题可以自己就地解决。但是也不要不懂装懂或者故意呈强。如果身体出现了重要的症
状，还是马虎不得的。应该去看医生。那么，什么是重要的症状呢？一般来说，如果有下面
这些症状， 应该去看医生， 有的还应该去看急诊：
一，头痛，同时伴有视力模糊和恶心；
二，身上很容易出现瘀斑；
三，牙龈出血，老是觉得口干，喝水不能解决问题；
四，慢性咳嗽，持续不断地长期地喉咙痛，同时吞咽有困难；
五，咳血或者吐血；
六，胸部感到压力，呼吸短促；
七，胸痛，同时放射到颈部和肩部，手臂；
八，乳房肿块，摸到不能解释的包块和红肿；
九，身上痣的颜色和大小有所改变，
十，不能解释的全身发痒；
十一，反复出现的寒战，出汗和发烧，甚至抽搐；
十二，感到非常疲劳，老是睡不著觉；
十三，不能解释的严重体重下降或者体重增加；
十四，肚子痛，在吃饭以后两个到三个小时之内出现肚子痛；
十五，严重的忧郁症；
十六，手脚不能运动，麻木；
十七，月经不规则；
十八，肛门出血，或者排出黑色的大便，或者便血；
十九，拉肚子或者便秘，很长时间没有改善；
二十，尿痛和尿频。
以上这些症状都应该去看医生。

饮食中的禁忌 (2)
刘乾初推荐
3. 蔬菜水果类

大白菜
（1）不宜食用酶烂变质的白菜
（2）服用维生素K时不宜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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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宜食用久放的熟白菜
（4）不宜焖煮后食用
（5）不宜水浸泡后食用
（6）不宜烫后挤汁作菜馅用
（7）不宜食用酸菜过多
（8）不宜和猪、羊肝同时食用
（9）不应食用铜制器皿盛放或烹制的白菜
（10）不宜多食偏食

胡萝卜
（1）不宜食用切碎后水洗或久浸泡于水中的萝卜
（2）服用双氢克尿塞时不宜食用
（3）食用时不宜加醋太多
（4）未油炒者不宜食用
（5）食时咀嚼时间不宜过短
（6）不可红白萝卜同时食用
（7）不宜与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如菠菜、油菜、花菜、番茄、辣椒等),水果(如柑橘、柠
檬、草莓、枣子等)同食破坏维生素C，降低营养价值
（8）禁忌生食

黄瓜
（1）不宜生食不洁黄瓜
（2）不宜弃汁制馅食用
（3）不宜多食偏食
（4）不宜加硷或高热煮后食用
（5）不宜和辣椒、菠菜同食
（6）不宜与花菜、小白菜、西红柿、柑桔同食

菠菜
（1）未用开水烫者不宜炒食
（2）不应和抗凝血药同时食用
（3）服用安体舒通时不宜食用
（4）不宜弃菠菜根食用
（5）服用肝素、双香豆素及枸橼酸钠等凝血药时不宜食用
（6）小儿不宜多食菠菜
（7）不宜与豆腐同食

绿豆芽
（1）不宜用铜器盛放后食用或烹制时加硷
（2）用化肥生发的绿豆芽不可食用

香菜
（1）不宜在服用安体舒通、氨苯蝶啶、氨氯比咪等药物时食用
（2）服维生素K时不应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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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宜和黄瓜同时食用
（4）不宜和动物肝脏同时食用
（5）不宜与猪肉同食
（6）不宜与白术、苍术、丹皮同食

豆腐
（1）服用土酶素、四环素药物时不宜食用
（2）不宜食用生豆腐
（3）服优降宁和苯乙肼药物时不宜食用豆腐
（4）煮豆腐时不宜放葱

西红柿
（1）不宜和黄瓜同时食用
（2）服用肝素、双香豆素等抗凝血药物时不宜食用
（3）空腹时不宜食用
（4）不宜食用未成熟的番茄
（5）不宜长久加热烹制后食用
（6）服用新斯的明或加兰他敏时禁忌食用
~~~~~~~~~~~~~~~~~~~~~~~~~~~~~~~~~
[编者的话:在以往的多期 Rainbow 中,我们曾在<<健康与保健>>栏目和<<饮食天地>>中，通
过不同的角度去讨论过如何通过锻炼和恰当的保健(包括饮食)来达到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
目的。从本期 Rainbow 开始，我们将比较深入地与大家探讨养生与健康问题，希望能对大家
搞好健康有所帮助。也许有人不以未然，可是健康不仅是你个人的事，也是大家的事。你的
身体健康了，对你，对家庭，亲朋好友以及工作都有好处。我个人认为，人应“尽量”的健
康活着(不管你活多久) ，健康应是第一重要的。换句话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离开这个
世界是由於“老”而不是由於“病” (可惜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病逝
的。)。所以无论你年龄大小，都应从现在做起，决不能等到你感觉不好的时候再去做，那
也许太晚了。这是一项严肃和极重要的“工作”，你必须去重视它并很好地完成它，做到持
之以恒。]
“养生 - 健康 - 长寿” 探讨 （1）
刘乾初编辑和整理
健康与长寿，自古以来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却是不容易的
。我们的先辈对此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至今仍十分适用的理论和方法。读了其中某些他们
的书，感觉我们的先辈太聪明了，太伟大了。现代许多学者包括养生专家、医生、营养专家
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理论和方法，使我们能更科学地保
养我们的身体，来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笔者试图整理所看的有限资料对其作一浅探，但难
免有点“九牛一毛”和“班门弄斧”，不过希望对此能对朋友的健康长寿有所补益，就心满
意足了。由于“养生-健康-长寿”涉及范围很广，笔者试图分几期与朋友们一起对其进行探
讨，不对之处，望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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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之所以选用“养生-健康-长寿”而不是“健康与长寿”作为题目，因为笔者认为养
生与健康不完全一样。养生应是健康的基础与保证。养生就是通过保养生命而预防疾病，使
身体、心理和行为等各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其实，人一出世，就需要养生。在自然成长的
过程中，就要用养生的措施来保养生命，预防疾病的发生，使人能够健康地走过这一生命的
全过程。一旦出现病痛，就应及时就医，应用现有的医疗手段（包括西医和中医）来解除病
痛，同时配合一些养生措施，而尽快恢复健康，使身体变得强壮，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根据生物学和生命学方面的理论，哺乳动物的自然寿命与其生长期的长短有一定的关
系。自然寿命一般是生长期的一定倍数。例如，人的生长期大约是 20-25 年左右，寿命是其
5-7 倍，即人的自然寿命应该在 100-175 岁左右。对个人而言，由于各种因素而造成寿命相
差很大。人的寿命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主要取决自己（即个人因素），其次
是遗传（有人说大约 25%），再其次是医疗条件和生存环境等等。在个人因素中，饮食方式
、睡眠状况、生活方式、居住环境、运动情况和家庭等起着主要作用。遗憾的是当今世界上
很少有人能活到人类应活到的年龄，即自然死亡或老死，可以说 99.9%人离开这个世界都是
由于得了某种疾病。笔者希望我们中有人将来能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吧。从
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争取老死而不是病死。
人的身体健康是人世间最珍贵的财富，因为她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家庭和社会。生命
的价值在于质量与数量的统一。质量就是身体和精神的最佳状态，而数量就是活得高寿。所
以笔者认为：活就应“尽量” 健康的活着，而不是“病病歪歪”的所谓“活着”。要想活
的健康、活的年轻，就应通过养生来保证生命的质量。不过每个人应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
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贵在“坚持”。
由于人的寿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养生也应从多方面着手，而不能仅仅考虑一个方
面。如果只是片面地注意所谓饮食或者补药，尤其是用“补品”来补养，那是不够的且有时
是不可靠的。据历史记载，中国历史上就有十几位皇帝因吃“长生不老”丹药来补养而亡命
的。因此，应“顺应自然，起居有律，动静适度，饮食有节，情志和畅，节欲葆精，综合调
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养生、健康而得以长寿的目的。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人体的健康标准，包括肌体和精神状态：“人的身体、精神与社
会的最佳状态，而不是单纯的没有病“。所以养生应在作、息、坐、卧、衣、念、住、行等
方面遵循现代科学原则。综合起来，日常的养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饮食养生；
（2）睡眠养生；
（3）运动养生；
（4）生活养生；
（5）环境养生；
（6）心理养生。
等六个方面来着手。
在本期，笔者仅仅与朋友们一起简单地探讨为什么要养生？她与我们的健康长寿有和关
系。在以后的几期中，将分别对上述各个方面进行专门的讨论。但有一点，笔者必须指出的
是，有关养生的内容，仅仅是笔者根据有关专家所发表的文章和书籍整理，加上自己的理解
而编辑的。对每个人的具体保养或养生，最好应得到有关医生和健康专家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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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天地】
[编者话: 中秋节就要来临了，月饼是少不了的。在中国人的店里有各种各样的月饼供你挑
选，可是如果你自己能亲手制作月饼和品尝，那则别具一番情趣和感觉。这里介绍一种月饼
制作的全过程(图文并茂)，大家很容易“照猫画虎”去试试制作。祝大家成功。谢谢提供这
一制作过程的朋友。
除此之外，本期继续介绍一些基本烹调知识,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烹调方面的知识与技巧。
这期主要是在烹调中如何用酒。下期将介绍如何用醋。]

如何制作月饼?
刘乾初 推荐

椰蓉的和蛋黄莲蓉的:
材料：面粉 500 克，油 150 克，转化糖浆 350 克，吉士粉 25 克（没有也可不放），枧水 10
克
用的：低粉 85g，油 15g，转化糖浆 35g，枧水 1g
PS:按方子面应该放 50g，但是太稀了，实在和不成团
枧水用途：主要用来酸硷中和，利用其枧性改变食品的组织、口感和颜色。显著特点：透
明、无色(在食品添加剂商店可以买到)
加入枧水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A：中和转化糖浆中的酸，防止月饼产生酸味和影响口味。
B：使月饼皮的 PH 值达到易于上色的程度。
C：枧水与酸中和时产生的 CO2 气体可使月饼适度膨胀，使口感疏松。
在选择枧水时，应以其硷度为 60 度左右为好，若硷度太低造成其加入量加大而减少糖浆使
用量，影响月饼质量。枧水的感度是指中和一升海水所需要的毫克当量数，符号为 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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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产中硷度可用硷度计来测量。由于枧水的硷度不是很浓，用 PH 试约测试不很准
确，因此，一般是大量生产月饼之前，先少量生产来调节到你所希望饼皮著色的枧水用量。

糖浆，油，枧水混合均匀，加入 40%面，搅匀后放 30 分钟，把剩余的面加入，和成团，醒
40 分钟。

把面分成 15g 一团，揉圆（模子是 50g 的，皮与馅的比例是 3：7），生的蛋黄要提前从冷冻
室取出，不用弄熟，直接用就好，馅 35g 揉圆，放到皮上，包好揉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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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图是用莲蓉包好的蛋黄，然后再用皮包好，包好的月饼沾面放进模子里压好，取出，
然后表面喷水。

喷完水的月饼

烤箱预热 200 度，中层，月饼烤到微黄拿出，我用了 10 分钟，我的是 25b，如果不一样大家
要看自己的情况，不要烤糊了。

33

刷蛋液，只刷上面就好，周围不要刷，我刷的蛋黄，方子写的全单：蛋黄 2：1 刷一遍全部
渗入后再刷第二遍，放进烤箱 200 度上下火 5 分钟，然后关掉下火，只开上火，月饼盖锡纸
烤 5 分钟。

切开的，蛋黄莲蓉。
~~~~~~~~~~~~~~~~~~~~~~~~~~~~~~~~~
基本烹调知识(4) -怎样用酒?
刘乾初收集和整理
烹调中，一般要使用一些料酒，这是因为酒能解腥起香的缘故。要使酒起到解腥起香的
作用，关键要让酒得以发挥。因此，要注意以下几点：
(1) 烹调中最合理的用酒时间，应该是在整个烧菜过程中锅内温度最高的时候。比如煸炒肉
丝，酒应当在煸炒刚完毕的时候放；又如红烧鱼，必须在鱼煎制完成后立即烹酒；再如炒虾
仁，虾仁滑熟后，酒要先于其它作料入锅。绝大部分的炒菜、爆菜、烧菜，酒一喷入，立即
爆出响声，并随之冒出一股水汽，这种用法是正确的。
(2) 上浆挂糊时，也要用酒。但用酒不能多，否则就挥发不尽。
(3) 用酒要忌溢和忌多，有的人凡菜肴中有荤料，一定放酒。于是“榨菜肉丝汤”之类的菜
也放了酒，结果清淡的口味反被酒味所破坏，这是因为放在汤里的酒根本来不及挥发的缘
故。所以厨师们在用酒时一般都做到“一要忌溢，二要忌多”。
(4) 有的菜肴要强调酒味，例如葡汁鸡翅，选用 10 只鸡翅膀经油炸后加蕃茄酱、糖、盐一起
焖烧至翅酥，随后加进红葡萄酒，著芡出锅装盒。这个菜把醇浓的葡萄酒香味作为菜肴最大
的特点，既然这样，酒在出锅前放，减少挥发就变成合理了。
(5) 用酒来糟醉食品，往往不加热，这样酒味就更浓郁了。
另外，这里还归纳了一些：啤酒调味小窍门
啤酒除用于饮用外，还可用来对菜肴调味。具体方法如下：
(1) 炒肉片或肉丝，用淀粉加啤酒调糊挂浆，炒出后格外鲜嫩，味尤佳。
(2) 烹制冻肉、排骨等菜肴，先用少量啤酒，腌渍 10 分钟左右，清水冲洗后烹制，可除腥味
和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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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烹制含脂肪较多的肉类、鱼类，加少许啤酒，有助脂肪溶解，产生脂化反应，使菜肴香
而不腻。
(4) 清蒸鸡时先将鸡放入 20～25％的啤酒中腌渍 10～15 分钟，然后取出蒸熟。格外鲜滑可
口。
(5) 清蒸腥味较大的鱼类，用啤酒腌渍 10～15 分钟，熟后不仅腥味大减，而且味道近似螃
蟹。
(6) 凉拌菜时先把菜浸在啤酒中，加热烧开即取出冷却，加作料拌食，别有风味。
««««««««««««««««

【与众分享】
再推荐几种省油方法
刘乾初收集和整理

最近人人都感到了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压力，尤其是受卡特里娜飓风的影响，油价不但没
有任何减缓的迹象反而大幅度上升。这个星期(九月六日) 油价居然一立升汽油上涨到大约
1.4澳元左右，实在太恐怖。对此真是无可奈何只能想尽办法来省油。上期曾介绍十五种省
油办法，这里再介绍几种简单且实用方法(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些方法无论用在什么型号
的车上都可以使您的车更省油。

Ì按照汽车保养和维修手册上推荐的方法做
一辆维护保养良好的汽车开起来才更省油，污浊不堪的火花塞，肮脏的空滤或堵塞的滤清器
都会降低燃油经济性。
Ì 不要开车太猛
停车后猛踩油门起步，使劲踩刹车和急加速这些行为都会增加燃油消耗。
Ì 尽量挂高挡
低挡行驶会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在驾驶手动变速器的车时在车速稳定下来以后应及时换成
高挡，而驾驶自动变速器的车时应模式。
Ì 使用定速巡航
在平坦的路面上选择定速巡航可以起到省油的目的，但在陡峭的地形上这一方法并非是最经
济的做法。
Ì 让你的车辆保持清洁
经常洗车和给车打蜡可以减少空气阻力，因而可以提高燃油经济性。
Ì 避免让车长时间怠速
引擎空转时车辆也是要消耗燃油的。如果可能的话，在停车等待时尽量将引擎熄火而不要让
它一直转著。
Ì 尽量少用空调
空调可以消耗很多燃油。而开著两侧的车窗可以降低空气阻力，所以在遇到堵车行驶缓慢时
应开窗，而在高速行驶时再开空调。(高速行驶时开窗户可以增加阻力)

35

Ì 暖机后再加速
引擎低温运转要比温度升高后运行更费油，所以刚启动时不要马上加速而应该慢行几分钟让
引擎热起来之后再加速。
Ì 缓慢加速
汽车一般用低档起步，然后缓慢加速。比起采用急加速的方法，在达到同样中等车速时，燃
油要省不少。试验表明，采用急加速时，用 25s 提高到车速为 30km/h 时，耗油量为 50ml；
采用缓加速时，用 45s 同样提高到 30km/h，耗油仅 30ml，节油效果还是明显。这次对于在
城市行驶的汽车，特别是公交车，每天要起步几十次，甚至上百次，采用级慢加速节油量应
是很可观的。
Ì 脚轻手快
脚轻手快是指脚踩油门要轻而缓抬，手换档要快而及时。轻踩油门能省油，主要是因为一般
化油器中都有加速装置和加浓装置，若猛踩油门踏板，加速装置和加浓装置起作用而“额
外”供油，致使耗油量增加。若突然抬油门，会因发动机转速突然降低而起牵阻作用，抵消
一部分行驶惯性，而使耗油量增加。
Ì 正确使用制动
制动实质上是一种能量转化的过程，任何不必要的制动都意味着燃料的浪费。所以在保护安
全的情况下，尽量少用制动，也是节油的一项有效措施。除紧急情况外，应尽量避免紧急制
动。在驶离高速公路以及转弯、通过交叉路口，下坡和通过限速路段前，应提前抬起油门，
使汽车自然减速达到“以滑代刹”的目的，这样不仅可以省油，而且还能减少机件的磨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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