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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头语]
卷头语]
第六十一期《彩虹》在第五届 CPCA 运动节和首届 2012 华人墨尔本杯羽毛球对抗赛的落
幕声中如期和大家见面了。相信大家仍然沉浸在 CPCA 特制奖牌带给我们的巨大欢乐之
中，也陶醉于 CPCA 形式多样的各类活动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在这里《彩虹》惊鸿一
瞥，为大家的记忆再度添墨着色，相信一定回味无穷。同时，许多成员以及家属的笔墨
故事，依然追随《彩虹》的身影，在这里与大家精彩分享。让我们在 2012 这个美丽的
深秋时节，一起漫步《彩虹》，让自己的心情也成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那一抹靓丽。

《彩虹》编委

编辑部启示
CPCA 二十年专辑 从 1993 年 CPCA 成立到今天，我们走过了近二十
个蹉跎岁月，内部出版了 61 期彩虹期刊和一期增刊。我们的会员，
每一天都在以各种方式谱写着新一代华人移民的多彩风姿。彩虹经
CPCA 理事会同意，筹划公开出版 CPCA 二十年专辑，记录我们作为
二十年专辑
澳洲新移民的生活，留住我们的过去，留住我们的记忆，留给我们的
未来。
编辑部拟邀大家共议有关事宜。有兴趣参与的会员特别是我们的老会员
和资深会员们，请与编辑部或理事会成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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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动态
俱乐部动态]
动态]
2012 年 CPCA 理事会成员
理事会成员
President

王晓明

President@cpca.org.au

Vice-President

李健民
庞加研

VicePresident@cpca.org.au

Secretary

贺 静

Secretary@cpca.org.au

Treasurer

张庆原

Treasurer@cpca.org.au

Public Officer

姜思宇

Committee@cpca.org.au

Rainbow's
Publication

庞加研

Committee@cpca.org.au

Membership
administration

李健民

Committee@cpca.org.au

Major Events
Organiser

沈志奇
汪爱群

Committee@cpca.org.au

Website

施 浩

Committee@cpca.org.au

Outing

姜思宇

Committee@cpca.org.au

Children Concert

李健民

Committee@cpca.org.au

Seminar

柏栋梁
谢曹玮

Committee@cpca.org.au

本届新增理事会会员自我简介
沈志奇 生在北京，上学时迁居武汉。武汉理工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Monash University
获得博士学位。在 CRC-Polymer 做了一年博士后之后，落脚在 CSIRO。 现从事纳米复合材料的
研究和开发。 96 年开始，跟随博士导师程一兵老师参加了 CPCA 活动至今，可谓老会员了。十
几年来，深受 CPCA 的关怀和爱护，在 CPCA 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参加了 CPCA 各种各样的活动。
度过了太多太多开心，美好的时光。今年最小的孩子终于上了小学，很荣幸能进入理事会，能
有机会为 CPCA 的广大朋友们服务。怀着感恩的心，努力工作，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共
叙乡情和友情。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心情好，家庭好，朋友好；吃得好，睡得好，玩得
好！

2012 年兴趣小组一览表

1

兴趣小组
股票投资

2

太极 1 组

3

走路小组
羽毛球 1 组
（MWSC）

4

活动时间及地点
不定期， Online
24 势，48 势太极拳，每周日上午 9-10
点，Jells Park
每周日上午 10-11 点, Jells Park
开学期间每周日上午 10:30-16:30, MWSC
Hall

2

组长及负责人
长及负责人
景剑锋
赵明
孙守义
王海鹏,Yu Yong,范志
良,刘威,朱立

5

羽毛球 2 组
（MVPS）

6

太极 2 组

7

健身组

8
9
10

沙龙
摄影
L cc

彩虹
组
Southern
ion So er

每周日上午 9:30-12:30, MVPS Hall

杨氏

85 势
太极，开学期间每周日上午
9:30-10:30, MWSC Hall
,健身 ， 开学期间每周日上午
10:30-12:15, MWSC Hall
，
玩 ，不定期,不定点
每周日, outing or on line
每周日 午 3:30 开始, olly Ho
Reserve, Mount Waverley

瑜伽 舞
读写说唱 游山 水
下
T

戈
组长：王红
领队：李生
组长：刘岚
领队：郭俊,韩弈
夏青
潘仁积, 邱彬
倪传智,戎

李健民

MWSC: Mount Weverley Secondary Colleage
MVPS: Mount View Primary School

第五届运动节
2012 年运动节)
届运动节总结 (2012
年运动节)

运动节组委会
春华秋实，每两年一度的 CAPA 运动节又在复活节假日的第一天（2012 年 4 月 6 日-Good
Friday）举行。这已经是第五届 CPCA 自己的运动节了。本届运动节仍是在 Manningham City
（Athletic Track）运动场上举办。场地也仍由孙治安租借。真是天公作美啊，25 C 左右的气
温，晴朗的天，温柔的风，这对于运动员和观众来说都是一个较理想的天气。当天晚上就天气
骤变，急风冷雨。老天爷一定是为我们的热忱所感动，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白天。CPCA
俱乐部的许多会员及家属，新金山中文学校的部分老师，学生和家长，还有清华大学校友会的
不少成员参加了这次运动节。特别要感谢的是新金山中文学校东南校区校长丁新老师和清华大
学校友会主席李建民先生，不仅出席了本届运动节并且还积极参加了比赛和裁判工作。新金山
中文学校和清华大学校友会的积极参加，为我们这届运动节增添了新的乐趣，增加了友谊的竞
争，让更多人感受到了体育竞技的魅力，友好交流的温暖！
运动节大约在上午 9 点 40 分开始，在下午 3 点 30 分左右结束。整个运动节是在紧张、有序、
热烈和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在本届运动节上共进行了 49 个项目的比赛，共有 160 多人参加了
运动节，共有 350 多人次参加了比赛。有关本届运动节的一些照片和各项比赛成绩也已将放到
CPCA 网页上，有兴趣的节员可点击以下地址查看：
http://www.cpca.org.au/Public/2012/2012photos.asp .
http://www.cpca.org.au/MembersOnly/pdf/2012/CPCA_5th_Sports_Carnival_Result.pdf
《彩虹》也将运动节各项比赛的成绩列表在后。
上午 9 点 45 分，CPCA 主席王晓明宣布运动节开幕并致开幕词。他特别强调了运动节上的安
全问题，并对许许多多为运动节如期举行而付出辛勤劳动的会员和热心支持者表示感谢。这
里，特别感谢蔡苏夏女士，她得知运动节需要时，主动捐赠了几套乒乓球拍和乒乓球；感谢清
华大学校友会王海先生捐赠了大约 100 个精美的饮水瓶作为奖品。像他们这样热心支持运动节
的会员、朋友还有好多好多。
运动节伴随着我们熟悉但又久违了的运动员进行曲拉开了帷幕。运动员和裁判员们在 CPCA
会旗和中澳两国国旗的引导下，雄赳赳气昂昂的进入会场, 拉开了运动节的序幕。在我们的队
伍中有我们的 CPCA 会员组成的多个运动员代表队，包括太极组，羽毛球组，舞蹈瑜伽组，走路
组，股票组等等，还有新金山中文学校运动员队和清华大学校友会运动员队，走在队伍最后面
的是裁判员代表队。开幕式上, 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一起在胡维平和郭俊的代领下，跟着
即熟悉又陌生的旋律认真地做起了第六套广播体操，为即将开展的激烈比赛进行了热身。接
着，CPCA 太极组为大会做了精彩的太极表演。在大约 10 点 15 分左右运动节比赛正式展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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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往办 CPCA 运动节的经验，本届运动节依然成立了运动节组委会，以确定运动节的比赛项
目、裁判和工作人员的配备、场地选择、租赁，奖牌的准备、以及有关运动器材的租借和采
购。本届运动节组委会还得到了孙治安，刘乾初，刘威，朱立，高大超，刘桂琴等等“老一
辈” 运动节组委会成员的鼎力支持和全力帮助。运动节前夕，理事会和运动节组委会又专门召
开会议，检查运动节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以保证运动节能顺利进行。运动节的报名登记工作
以及比赛项目的编排是十分繁杂的，贺静，姜思宇和沈志奇承担了这一重任，使得运动节比赛
能顺利进行。在决定比赛项目时，本届运动节组委会考虑到会员的年龄和要求，决定在保留一
些传统竞赛项目（象 100 米、1500 米、米接力、铅球和跳远等）的基础上，加强娱乐与健康性
比赛项目的力度，鼓励家庭每个成员都能参与到这次运动节中来。比如，家庭接力、汤勺托蛋
跑、立定跳远、50 米折返跑，跳绳跑，套圈，扳手腕，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等等。
娱乐与健康性比赛项目是本届运动节的重头戏，的确吸引了很多会员们和孩子们的浓厚兴
趣，并兴致勃勃地参加到这些项目中来。大人和孩子们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场面十分感人。
本届运动节上，一如以往，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对奖牌表现出特有的青睐。因为比赛场
上，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有些项目的参加人数大增，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们
一定能拿到心爱的奖牌，我们临时增加了比赛场次，细分了年龄组，由于这个原因，担心我们
准备的奖牌不够，许多大人都主动放弃了他们的奖牌。现在，我们还剩余少量奖牌（大约一共
20 个 ）， 如 有 人 希望 领取没 有 领 过的 奖牌 ，可 以与 沈志奇 联系： Shirley.Shen@csiro.au；
95256227；0422345601。先来先取。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套圈、俯卧撑和仰卧起坐这些第一次出现的活动，受得了大家的热情追捧。几乎在场的每
个人都试了试套圈，看似容易套起来难，一半以上的人都是零分。套圈的设备是唐文新为了上
次因下大雨而不得不取消的出游准备的，这次正好派上用途。他的心血和时间也没有付之东
流。他组织准备并担任裁判的这个活动成为当天个人活动用时最长的。俯卧撑和仰卧起坐让人
们又一次回到了大学时代，引起众多围观。老当益壮再一次得到了验证。赵明俯卧撑连续做了
60 次，张庆原的一分钟仰卧起坐达到 45 次，让在场的所有人惊叹!也让下一代新生力量汗颜！
乒乓球拍托乒乓球跑和羽毛球“投篮”由于当天下午起风了，没能进行。可是，另一个新
的活动汤勺托蛋却在午饭后火了起来：从 5 岁的小朋友到白了头的老会员，个个跃跃欲试，人
人争先恐后，张庆原创意并带来的一次性塑料汤勺，沈志奇带来的两盒煮熟了的鸡蛋，都为比
赛减轻了不少难度，但是，一边跑，一边要保证鸡蛋不掉下来，绝对是个技术活，4、5 轮跑下
来，3 个鸡蛋彻底粉身碎骨，剩下的也没有一个鸡蛋的壳儿是完整的。好在煮熟了的鸡蛋破了壳
儿，也几乎一个没浪费，全让大家分享了！有比赛，有乐趣，有奖牌，有蛋吃，其乐融融，不
亦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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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运动节上,朱立、李建民组织的足球赛安排在午饭时开始，大家一边吃午餐，一边大饱
眼福。因为有了清华大学校友会足球队的挑战，CPCA 的足球队打得更加认真。正值中午，头顶
骄阳，场上场下一片热烈，足球的魅力大放异彩。最后，CPCA 大比分战胜清华大学校友会。
儿童猎蛋游戏（Easter Eggs Hunting）一直是孩子们最心仪的活动，许多孩子早早地就问
到底什么时候 Easter Eggs Hunting 才开始。 终于，在王晓明的指挥和代领下，朱立的女儿朱
临风，余华刚的儿子余兴瑞, 曾一的侄女朱思奇趁大家吃饭时分，悄悄地藏好了巧克力蛋, 朱
思奇还一直守护着那些珍藏的巧克力蛋，以防有意外发生。除了拔河以外的全部比赛结束后，
李跃进一声令下，孩子们呼啦一下全冲上了山坡。等大人拔河比赛快结束时，他们才个个笑逐
颜开，满载而归。
历届的南北方拔河比赛是全场比赛的亮点和高涨，本届也不例外，不仅保留了南方雄狮队
与北方巨龙队的再次较量，而且还新添了 CPCA 和清华大学校友会的对决。双方的拔河队员努力
拼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而双方的啦啦队更是摇旗呐喊，比赛异常激烈。最后南方雄狮队一
如既往战胜了北方巨龙队。CPCA 队也战胜了清华大学校友队。虽然胜负显得不那么重要，重要
的是参与，但是清华大学校友会代表队表示一定会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最后，从拣巧克力蛋
的喜悦中回来的孩子们坚决要求比一场拔河赛，组委会一再强调了家长们定要协助保护好自己
孩子的安全的前提下，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儿童拔河比赛，大人们协助孩子们，让这场拔河
成为了拉锯战，让孩子们过足了瘾。最后，所有大人和孩子们都尽兴而归。

裁判的工作好坏直接关系到运动节能否顺利进行。本届运动节，李健民担任总裁判长。范
志良 又 一 次 的 接 过 正式径赛比赛裁判长 的 帅印 ， 他 们 带领裁判 员 队伍 （ 舒德 明， 曾 一， 马屹
立，瞿唯青，舒渝洋，施浩, 夏克农,柏栋梁, 等等）出色地完成了竞赛项目的裁判工作。为了
保证竞赛比赛能更精确地计时，舒德明和儿子舒渝洋头天晚上忙到 1:30am 仔细调试刚刚新买的
iPhone 上的应用软件“Sprint timer”，他们的贡献在男子 4X50 米接力中充分体现，第一名和
第二名仅差了 0.02 秒。如果没有他们的高科技设备和无私奉献，就不可能有这个国际水平的结
果。娱乐与健康性比赛项目主要由孩子们参与，组织和裁判工作是比较繁琐的。可是担任裁判
长的李健民，谢曹玮和裁判员沈志奇，张庆原却耐心地、有条不紊地组织孩子们和大人们进行
比赛，使这些项目顺利，安全地完成。许多会员都积极参与这些项目裁判工作，象余华刚，丛
新民的跳远，立定跳远，施浩，朱立、石立、夏克农、舒德明的铅球，唐文新的套圈，朱立，
张东宁、施浩的澳式足球一脚距离，每一位裁判员都坚守自己的岗位，自始至终地认真履行职
责，还有许多临时帮忙的，连姓名也没留下。运动节组委会对于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
谢。

运 节 宣
是非常重要 它 以 到鼓励运动员、活跃比赛气氛。为此，李跃进和
少准备
运 节
前 高大超，柏栋梁他们很早就运来笨重的广播器
设备 还对 播器 设备 行 认真、仔细地安装与调试，保证了在本届运动节的顺利使

动 的 传工作
， 可 起
庞加研做了不
工作。在 动 开始之 ，
材
，
广
材
进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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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大超，刘桂琴，庞加研，曾一，柏栋梁，刘伟等一如既往，主动承担了许多的细微后勤
准备工作，比如准备入场式的代表队牌，搬运广播器材，采购器材设备等等。在比赛期间，李
跃进的高水平且幽默的及时报道，为运动节增添了不少光彩。这次，我们广播又有了新生力
量，庞加研和郑莉莉(曾一的侄女)的甜蜜的女声，和李跃进高亢的男声相辅相成， 成为了一道
新的风景线。《彩虹》文学小组的会员们发挥特长，积极为广播站撰写稿件。此外，沈斯杰
（沈志奇的儿子）主动请缨，随时与李跃进一起调整输入输出，确保最佳的播音效果，并且，
按照运动节项目进行情况，及时播出合适的音乐以烘托效果。运动节组委节对于他们的辛勤工
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运动节的安全工作极为重要，为了防止运动节期间意外的发生，以唐文新，张庆原，沈志
奇组 成 的 安全 小组很好 地履行 了 他 们的 职责 ， 圆满地完成 了 任 务（ 整个运 动 节没 有一 人 受
伤 ）。王晓明 承担 了 采购 Easter Eggs，发 放儿童奖品 ，组 织儿童猎蛋游戏 （ Easter Eggs
Hunting）的工作。唐文新承担了采购运动节饮水的任务。朱立创造性地开发并准备了大家喜闻
乐见的娱乐与健康性比赛项目，比如，羽毛球“投篮”和澳式足球一脚距离。
运动节的成功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本届运动节组委会向那些为组织运动节集体项目的会员
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集体项目就很难实施。比如，在组织 4×50 米接力
项目上，张庆原付出了许多心血。各个代表队的领队们（各兴趣小组长）也积极响应，象跳舞,
瑜伽组的王红，羽毛球组的马屹立，科学院的沈志奇、太极组的胡维平，郭俊等等。朱立和孙
守义积极组织拔河比赛项目。最后向支持孩子们参加本届运动节家长们表示十分的感谢。运动
节结束时，很多人留下来帮助收拾设备，清理垃圾。一节儿工夫运动场就被清理的干干净净。
在这里运动节组委会向所有帮忙的会员以及家属们一并表示感谢！
本届运动节总的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从各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来看大家对这次运动节是给予
充分的肯定。运动节组委会对此感到无比的欣慰。同时运动节组委会对所有参赛运动员、会员
们以及家属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的积极参与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当然运动节组委会特
别要感谢所有为运动节服务的裁判员和工作人员。正是你们的辛勤劳动，为本届运动节的成功
举办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 殷切地希望 CPCA 广大会员及家属, 通过本届运动节的参与，能进
一步增强对体育锻炼的认识，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活跃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更加健康，
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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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CPCA 第五届运动节成绩表

运动节组委会

男子A 组100 米
第一名：Song Qian Yi 14 秒05
第二名：祝苏明14 秒14
第三名：白 楠 14 秒33
男子B 组100 米
第一名：余兴瑞 13 秒05
第二名：许杰明 13 秒09
第三名：舒渝洋 13 秒66
女子A 组50 米
第一名：:沈志奇9 秒85
第二名：李 茹 9 秒99
第三名：马屹立10 秒11
女子B 组50 米
第一名：Karlein Kwang 10 秒18
第二名：Jenny Zong 10 秒32
男子A 组1500 米
第一名：Russell Bail 5 分53 秒
第二名：刘 非6 分17 秒
李健民6 分13 秒（在B 组跑的成绩）
第三名：王建文6 分40 秒
男子B 组1500 米
第一名：余亚汕 5 分54 秒
第二名：Bobby Zhu 5 分59 秒
（在A 组跑的成绩）
第三名：Daniel Wang 6 分14 秒
女子A 组800 米
第一名：朱雪漫 3 分53 秒
第二名：程 捷 4 分03 秒
第三名：汤 群 4 分27 秒
男子B 组200 米
第一名：许杰明 30 秒92
第二名：尤行阳 32 秒40
第三名：王大宁 33 秒02
男子A 组跳远
第一名：朱清华4.58 米
第二名：Cai Jing 4.5 米
第三名：杨 耘 4.50 米
男子B 组跳远
第一名：余兴瑞5.19 米
第二名：余亚汕4.93 米
第三名：舒渝洋4.32 米
女子A 组跳远
第一名：沈志奇, 颜 捷 3.35 米
第三名：杨云霞3.30 米
女子铅球(4Kg) A 组
第一名：施 华 8.54 米
第二名：颜 捷 8.31 米
第三名：施 浩 7.96 米
男子铅球(7.26Kg) A 组
第一名：王 海 9.29 米

第二名：余 实 8.63 米
第三名：孙守义8.55 米
男子铅球(4Kg) B 组
第一名：舒渝洋11.13 米
第二名：余亚汕9.85 米
第三名：余兴瑞, 尤行阳8.80 米
男子A 组2000 米竟走
第一名：高大超, 张东宁 13 分46 秒
第三名：刘 非14 分47 秒
女子A 组2000 米竟走
第一名：郭 俊15 分08 秒
第二名：王舟夷15 分14 秒
第三名：刘桂琴, 刘 伟, 李爱武18 分34 秒
男子A 组4 X 50 接力
第一名：CPCA-1 28 秒32
蔡京, 祝苏明, 朱清华, 扬耘
第二名：清华 28 秒35
宋谦益, 白楠, Peter, 李健民
第三名：CPCA-2 32 秒70
Russell Bail, 赵明, 刘非, 陈德宏
女子A 组4 X 50 接力
第一名：CSIRO 35 秒10
沈志奇, 宗洁, 杨云霞, 殷红
第二名：跳舞, 瑜伽组 36 秒06
王红, 李茹, 冯曦, 陈建红
混合组4X50 接力
第一名：羽毛球组 31 秒75
马屹立, 刘桂琴, 王建文, 高大超
第二名：彩虹, 走路, 太极一组32 秒02
孙守义，赵明，王舟夷，夏青
第三名：跳舞, 太极二组 32 秒40
刘非, 陈德宏, 冯曦, 李茹
夫妻接力
第一名：马屹立, 王建文
第二名：李 茹, 陈德宏
第三名：沈志奇, 丛新民
家庭三人接力 – 11 岁组
第一名：Billy Wang, Daniel Wang, Hai Wang
第二名：Dacheng Wang, Alex Wang,
Cassandra Wang
第三名：Jayden, James, Dakang Xu
家庭三人接力 – 9 岁组
第一名：Andy, Russell, Ann
第二名：Janet, Jianwen, Yili Wang
第三名：Dehong Chen, Ru Li, James Chen
足球
CPCA vs 清华 8 ：2
拔河
南队 vs 北队：南队胜
CPCA vs 清华：CPCA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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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类 (非正规娱乐性比赛)

儿童组（
儿童组（3-5 岁）30 米
第一名：王新湲
第二名：杨立立
第三名：钟朝欣
儿童组（
儿童组（8-12 岁） 跳绳
第一名：Wang Zhe Yao
第二名：Li Yu Ke
第三名：Wang Yue Qi, Li Lan
儿童组（
儿童组（6-7 岁） 跳绳
第一名：Sophie Chen
第二名：Wang Yuejiao
第三名：Liang Yu
儿童组（
儿童组（10-12 岁） 跳绳跑
第一名：王哲瑶
第二名：王哲琪
第三名：李 兰
儿童组（
儿童组（7-9 岁） 跳绳跑
第一名：张雨节
第二名：王折新
第三名：王乐其
儿童组（
儿童组（5-7 岁） 跳绳跑
第一名：许杰辰
第二名：王乐娇
第三名：唐安瑾
成人组托蛋
第一名：李 茹
第二名：高大超
第三名：陈德宏
儿童组（
儿童组（10-12 岁）托蛋
第一名：王哲瑶
第二名：王哲琪
第三名：陈思扬
儿童组（
儿童组（8-9 岁）托蛋
第一名：王哲新
第二名：王新奕
第三名：陈宗仁
儿童组（
儿童组（5-7 岁）托蛋
第一名：许杰辰
第二名：唐安瑾
第三名：William Gu
成人组套圈
第一名：陈春林
第二名：陈德宏, 冯 曦, 黄敏霞, 张东宁,
曾明康, 尤官林
儿童组套圈
第一名：Simon Yi
第二名：Xu Tian Hao
第三名：Lucy Chen, Norah Chan, 余琼尼

男子立定跳远
第一名：Shen Si Jie 2.507 米
第二名：杨 耘, 朱清华2.395 米
女子立定跳远
第一名：颜 捷 2.16 米
第二名：沈志奇 2.065 米
第三名：李 茹 1.984 米
Footy Distance 成人组
第一名：Russell Bail 45 米
第二名：黄宇航 43 米
第三名：唐效峥 41 米
Footy Distance 少年组
第一名：许杰明 43 米
第二名：余亚汕40 米
第三名：舒渝洋36 米
男子俯卧撑
第一名：Russell Bail, 赵 明 60
第二名：胡维平 37
第三名：李健民 33
动作标准奖：柏栋梁 33, Li Hao 19
女子仰卧起坐
第一名：张庆原 45
第二名：朱雪漫 42
第三名：沈志奇, 李丽姿 31
男子少年组仰卧起坐
第一名：Yashan 45
第二名：Simon Yi 44
女子少年组仰卧起坐
第一名：Cassandra 王 46
第二名：梁美祺 35
第三名：李 兰 31
儿童组仰卧起坐
第一名：Alex 范 41
第二名：Junison 37
第三名：Denise 王 33
儿童组（
儿童组（10-12 岁）50 米
第一名：王哲瑶
第二名：余迈尔
第三名：郭子凡, 王哲琪
儿童组（
儿童组（8-12 岁）50 米
第一名：钟朝毅, Xie Meng Fang
第二名：Angelina Leung
第三名：Zhang Yu Jie
儿童组（
儿童组（8-9 岁）50 米
第一名：王哲鑫
第二名：余琼尼
第三名：李雨柯
儿童组（
儿童组（6-7 岁）50 米
第一名：William Gu
第二名：J ie Chen Xu
第三名：Dan Li
8

首届 2012 华人墨尔本杯羽毛球对抗赛顺利举行

李健民
首届华人墨尔本杯羽毛球对抗赛于 2012 年 3 月 18 日星期天在 Mount Waverley 中学体育馆
顺利举行。CPCA 羽毛球队和清华校友会羽毛球队各派强大阵容对垒，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激战，
CPCA 以 5:2 战绩捧杯。比赛后，大家意犹未尽，继续在一起切磋球艺多时，并相约来年再战，或
保杯，或夺杯，逐鹿球场，强身健体，增进友谊。

比赛成绩表：
比赛成绩表： 总分 25，
25，冠军队 CPCA，
CPCA，亚军队清华校友会
CPCA
清华
Set 1
7 王海鹏，沈志奇 李晓平，苏勤
14：21
1 刘威，黄宇航
以体林，王海
21:15
2 单春明，张浩
乔武洲，李家骝 21：17
3 周祥，朱清华
凌杉红，朱永刚 18：21
4 成龙，熊湘沅
杜晓峰，赵卫国 11：21
5 祝苏明，范志良 苏启明，张东宁 21：15
6 曾明康，栗云山 邓忠，李晓平
21：18

Set 2 Set 3
23：21 21：14
22:20
21：18
14：21
18：21
21：14
21：8

Winner
CPCA
CPCA
CPCA
清华
清华
CPCA
CPCA

[讲我们的故事]
讲我们的故事]
情满赛场

骆 英 2012.4.7
2012 年 4 月 6 日，CPCA 第五届运动会在墨尔本 Manningham City Athletic Track 如期举
行。选手们英姿矫健成绩斐然，赛场亲情友情爱国情怀，溢满画卷。
我想说，这是一场规模的盛会。CPCA 联手墨尔本新金山学校、墨尔本清华大学校友会和墨尔
本湖北同乡会数百名华人以及家属朋友共聚墨尔本的赛场，从早上 9 点 到下午 4 点，举行了三大
类三十多个项目的比赛，年龄跨度从三岁起，男女老幼一起上阵。整个活动有条不紊，充分体现
了 CPCA 运动会娱乐和健身的宗旨，堪称规模的盛会。
这也是一场别具一格的盛会。我们的口号是娱乐第一，比赛第二！安全第一，成绩第二。
运动会组委会除了安排正规比赛以外，还安排了非正规娱乐性比赛，比如，背媳妇跑，背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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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3-5 岁 30 米跑，以及套圈比赛等等。别开生面别具一格，极具吸引力。想起素质拓展训练的
宗旨，忘记性别忘记职务忘记年龄，这场盛会岂不真正达到了这一境界。
我还想说，亲情是这场盛会悠扬的旋律。
很多家庭把这场运动会当作家庭相聚的一个重
要活动。有人精心准备了食物，有人充分准备
了衣物器具。场内场外为先生加油，为妻子呐
喊，为孩子领跑，为亲人鼓掌，融融亲情，感
动人心。我看见一位父亲扶着蹒跚学步的孩子
练跑步，一位母亲牵着女儿的小手，教她挥动
小旗高喊加油。还有一家三口认真切磋接力赛
接棒技巧，一对父子长跑途中互勉互励……赛
场内外到处是亲情的表达，点点滴滴温情四
溢。
友情是这场盛会突出的主题。新友相识，老友相
聚，聊生活叙工作共话友情。大家踊跃参与比赛项目，
主动分工赛场工作，为选手助威加油，递水拿衣物，互
相关爱不分彼此。炎炎烈日下，“裁判”来来回回奔
走，“记分员”认真核对运动员信息，主持人一遍遍播
着新到的稿件乐此不疲，大家为看似不专业的比赛能够
获得专业化的成功付出最大的努力。
毫无疑问，爱国情怀是这场盛会的心语。鲜艳的五
星红旗挂起来的时候，国歌在运动场上空响起的时候，
相信在场的所有成员都会为之激动。虽然人在海外，谁不心系中华！游子的心声无需太多言语表
达。开幕式上，有一个表演项目是杨氏太极，几十人在诺大的赛场上打起了刚柔相济的中华太
极，一招一式，玉树临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背景音乐是一曲经典的中国民族器乐，悠扬涤
荡。空旷的体育场，周围树木巍然。天空蔚蓝，白云飘飘，在澳洲大地，此时此刻太极民乐旋起
一股强烈的中国风，浑然天成撼动人心。唯有感动。
当然我们也热爱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给我们安居乐业的栖息地，我们的家属成员也来自不同
的国家。我们的 CPCA 得以健康发展离不开墨尔本市政府多年来的关心支持，我们的运动会也是在
墨尔本莫纳什议政厅的赞助下才得以顺利举办。水乳交融不分彼此，使命使然，理当如此。主持
人高唱起澳大利亚的国歌，大家应和着，这些都是我们 CPCA 广大成员心声的传递。
我更想说的是，这是一场快乐的盛会。开心的笑容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空气中都是快乐在
飘荡。小幽默接连不断。只听见裁判喊，计分太慢啊，记分员回应，关键是有的人不报名就参
赛。呵呵，原来得花时间搞清楚谁是谁啊，过于踊跃可会造成管理困难。我举起相机对准助跑的
人，他正在飞奔准备跳远，忽然一孩子横穿跑道，选手吓得急刹车，赶紧重新再跑，不过已锐气
大减，只听人喊，“好小子，给你爹消灭竞争对手来的吧？”我笑得不能捧住相机。铁饼比赛就
要开始了，我赶紧跑过去，只见一选手一身运动服，托起铅球，背转身……哇塞！好专业啊！我
心里叹道。那选手奋力一掷，哦，大家的心都凉了半截，只听选手嘟囔，从来没投过铅球，不知
该怎么投……嗨，幸亏我手里的是照相机不是录像机。多逗人的运动会啊! 出自 CPCA。
运动会结束了，情满赛场，记忆留在我们的心间，也留在了 CPCA 的历史长河中。
让我们共同期待 CPCA 第六届运动会早日到来。让我们共同祝愿 CPCA 脚步稳健，走向更加美
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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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电话

庞加研 2011.11.
打一个电话在如今的信息社会里应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电话号码一按，或者干脆用快
速记忆键，一秒钟的事。可是我今天给奚颖和邱彬打的这个电话，却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才拨通。
前几年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们奚颖和邱彬病重的消息，我和几个 CPCA 的朋友商量决定
一块去看看他们，同时也看看能够怎么尽我们的能力帮帮他们。可是我们后来得知他们两人当时
的情况不适合我们个个登门造访，他们连接电话都很困难，而且北面一些 CPCA 的朋友们已经和
他们的家人安排了如何帮助的事，其他的朋友们等等再说，这样更有利他们安心养病。于是一张
大大的问候卡，签着好多 CPCA 朋友们的祝福，载着每一个 CPCA 会员盼望他们早日康复的期盼
送到了奚颖和邱彬的家里。我记得，那些时候，每当大家有见面或相聚的机会，都会谈及奚颖和
邱彬的治疗和恢复情况，希望他们俩早日回到我们的活动中。尽管大家都不能直接给奚颖邱彬打
电话，可在 CPCA 会员们彼此之间的各种电话中，想着，念着，谈着，祝福着他们的电话都在这
几年中一直持续着。就连我在上海居住的时候，CPCA 的朋友们也时常告知我奚颖和邱彬的情
况。CPCA 的好多朋友和我一样，没有和他们联系，这几年却都一直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他们，
盼望着哪天可以和他们打打电话，哪怕就是一声简单的，短短的问候也好啊。
当我收到邱彬一个简短的 Email，说他和奚颖将力争在彩虹 2011 年 11 月期刊截稿之前投一篇
稿件时，真是让我喜出望外。第一是因为这个 Email 终于证实了奚颖邱彬逐渐康复的消息，第二
当然是因为我们彩虹又有了一篇好文章（见彩虹 60 期，2011 年 11 月出版）。赶快联系了几个常
常和他们直接联系的 CPCA 会员，确信了可以和他们在适当的时候打打电话后，终于拿起了电
话，按了他们家的号码。
听着电话那边嘟嘟的震玲声，我的心跳开始加快，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紧张，拿电话的手
好像也有点微微颤抖。“Hello”， 一听就是奚颖那熟悉的声音。久违了，奚颖，久违了！有好多
年了没有听见和看见奚颖和邱彬了。 “奚颖，你好，我是加研”。哎呀呀，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
流了下来，说话也有点哽咽。赶紧调整情绪和奚颖平静地聊起来。我有很多话要和奚颖说，奚颖
一直念叨着关心帮助他们的 CPCA 朋友们，也有好多话要和我说。我知道，不能让奚颖太累，通
话时间一定不能超过 20 分钟。
放下电话，我心还在砰砰地跳。这个等了若干年的电话，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奚颖和邱彬
今天的康复，是因为他们自己坚强信念的支撑，他们儿子和家人的照顾，也是许许多多 CPCA 朋
友们的祈祷，祝福，关心的结果。
It's us who forms CPCA, and it's CPCA who holds all of us together。这就是我放下
电话时的体会。
又：奚颖和邱彬虽然目前还不能外出参加我们 CPCA 的活动，可他们都是摄影小组的成员，他们
在恢复身体的同时，也在用相机记录下他们的生活，记录下 CPCA 以及大千世界的人间真情。我
们相信他们参加 CPCA 其它活动的这一天一定不会太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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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乡居

王野秋 2012.5.5.
墨尔本市不愧是举世无双最好的家居地，最近又被评为世界排名第一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
市， 能够在这里安居是我们的幸福。它不但有现代都市的市政设施，也有田园生活的安逸环境。
你白天可能在公司全封闭的空调办公室里，面对世界各地的客户和商机，抑或在设备先进的车间
或实验室里，操作尖端的仪器设备做工程或科学研究，到了傍晚和周末，你便可以坐在自家的花
园里娱乐用餐。或者海边踏浪,山野漫步。
住在墨尔本的东南区，夏天开车半个小时就能到海滩冲浪，冬天开车三个小时就能到雪山滑
雪，孩子可以不离家就读他们喜爱的大学，因为墨尔本城有好几所大学：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
学，皇家墨尔本工程学院，迪肯大学，拉筹伯大学，斯文本大学等等，市中心的博物馆和艺术中
心不时有各种展览和各种演出。
无论别人如何喜爱大都市的热闹，喧嚣和夜生活，我自己是越来越迷恋墨尔本的都市乡居生
活。当有中国来的朋友问我家住哪里？我回答：车轱辘山。当有朋友谈到目前国内流行的各种名
牌儿服饰，问我在澳洲通常喜欢什么牌子时，我认真想了想回答说：乡村路。我确实很喜欢
Country Road 这个牌子的衣服，穿着很舒适。
记得上小学时读鲁迅的“三味书屋与百草园记”就非常向往那种可以接触到鱼虫草木泥土芬
芳的童年生活。既然我自己错过了，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拥有。于是在我自家的花园里，我坚持
不用化肥和化学杀草剂，亲力亲为用手拔杂草，就为孩子们能随意躺在草坪上，能光着脚在花园
里跑。
这里的标准花园房，大都有一两棵果树，柠檬和李子树是我看到最普遍的，还有橙子，桃
树，苹果树，杏树，枇杷树等。每年的夏秋季节就看到有同事带来自家花园里的果子分享给大
家。我有一位朋友家里种了人参果树，每每有客人到访，就会从院子里现摘人参果请客人常鲜，
真牛！
在后院通常会有一小片田圃，爱花的人种奇花异草，爱生活的人种菜。墨尔本的气候好像很
适合植物生长，有些草本生的植物可以经年生长，不分季节。比如我家曾用辣椒籽长出一颗辣
椒，几年下来长成一颗“辣椒树”。爱饲弄花园的朋友们经常交换籽苗和果蔬，有一年郝福平家
里种莴笋，要间苗，他给会员发了一个邮件，我就从他那里分得一些莴笋苗来种，中间回国休
假，就请邻居帮我照看一下花园，他是西人没见过莴笋，我回来他就很好奇地问我这是什么菜？
我送给他一些莴笋叶子，教他做生菜沙拉，他很高兴。
我见到一位朋友家里不但种了许多时鲜的蔬菜还种了各式各样的香草，特吸引我眼球的是一
丛枸杞。看到那郁郁葱葱的枸杞枝，我不仅想起红楼梦里宝钗和探春想吃“油盐枸杞芽”还要花
五百钱给大观园的小厨房。看到我发亮的眼睛，朋友欣然拔了三颗带根的枸杞枝给我拿回家栽
种。枸杞枝在我家的院子里还没发多少，一天，我小儿子把他的兔子放出来跑跑，一没留神，把
我的枸杞枝就给啃秃了。
聊到这里我不得不说说我们养宠物的有趣故事。因为当地的居家大都有前后院，有足够的空
间来养宠物，狗和猫是最普遍的。我在墨尔本养宠物是从养鸡开始。说来话长，这里的幼儿园每
年会从农场借些孵化器来给孩子们看小鸡是怎样从鸡蛋里孵出来的。看到可爱的小鸡，孩子们往
往就会缠着大人要买两只回家养。我家的第一对小鸡就是这样到戎戈家里后又送给我们的。我家
当时还住在一所四家共用一个院子的租房里，紧挨门的邻居是一对同居的小夫妻，James and
Renee, 可巧 James 是和我在 Monash 同系的博士生。下午我们家的小鸡经常徜徉到他家的厅里，
靠着 Renee 的 Sesame bag 睡觉，毫不客气。那时小公鸡还没有打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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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买了自住房，后院有一个木柴房兼鸡舍，小公鸡开始打鸣，我就带着儿子访问周围的
邻居，一是告知我们刚搬进来，互通姓名电话，二是询问是否介意我们有宠物公鸡。得到一致同
意后，这个小公鸡就在我们家住了几年，直到发生禽流感那一年，我母亲老念叨：这小公鸡打鸣
我担心吵了邻居，不打鸣我又担心它是不是病了？我便把它送到我 Monash 大学的同事 Bayden 家
里，他家住在 Upway, 有半公顷的山坡，养着许多禽类，有一对孔雀，还有一堆非洲鸡，夜里飞
到树上睡觉。他家人都是素食者，只吃鸡蛋不杀生。
公鸡没了，可是母鸡到了时节还是会抱蛋，把别的母鸡下的鸡蛋都捂在身下不让人拿。那时
我上班的公司里来来往往雇了许多爱尔兰来的背包客临时工，有一位小伙子小时候住在农场，知
道奶奶有办法，周末他就打电话回爱尔兰问她奶奶。我的经理 Gary 劝我还是要养一只公鸡，应该
换换品种，他的表姐在 Phillip 岛附近养了许多乌鸡可以给我弄一对，于是我家的鸡群又壮大
了。
过去在中国我也有过养小鸡的经历，一般初春抓的鸡雏，养到过年就都被宰杀了。这里的孩
子坚决不让吃自家养的鸡。于是到了在墨尔本养鸡的第二年，鸡开始脱羽毛，我妈责怪我把剩菜
喂鸡，把鸡给咸掉毛了。直到第三年，鸡又开始脱毛，我们方才醒悟，原来鸡会季节性脱毛！
也是到了墨尔本，我才意识到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对家禽的威胁。后来我又搬了家，这个房
后没有鸡舍，我的鸡就散放在后院，结果有一天夜里被狐狸一下子全咬死了，其中三只刚长成的
鸡雏踪影全无。杨玉双吸取教训，在他家的后院安了一个光敏开关鸡笼门的系统。不愧是澳洲科
学院的大科学家，同事问他：一共养了几只鸡啊？ 四只。同事咂咂舌说：投资不菲啊！那句成语
怎么说来着：杀鸡焉用宰牛刀。好似养鸡用牛圈？
再后来，朋友又给我送来两只乌鸡，是我家原来公乌鸡的后代。渐渐的我的大儿子把每晚关
鸡笼的事承担了起来，不用我提醒他就会去做。今年，大儿子开始教他弟弟去做（以前弟弟不敢
黑天去后院）。有意无意间，培养了孩子有关爱心，责任感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尝到了甜头，我
则更放手给孩子养宠物了。
因为孩子他爸出差常年不在家，我工作忙，这里的学校假期又多，十几岁的男孩子一坐到电
脑前就忘记了一切，可以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我感到很担心，于是，我家的新宠物都是在
临到假期时来到我们家，这样，在我上班的白天，有他们牵挂的小可爱可以把他们从电脑前引
开。结果，我家后院成了一个小动物园，鸡，猫（14 岁），狗（6 岁），金丝鸟（有一只三
岁），金鱼（有一条八岁），兔子（去年是兔年）。
还要多谢我的好邻居，在我每每全家回中国度假的一个多月里，帮我照看宠物。如若不然，
哪家宠物旅馆会一股脑收留这么多品种的宠物啊。我又得为它们花多少住宿费呀。
当然养宠物不可能是百分百愉快的经历。在我搬新家后第一个周末，和我唯一共用篱笆的邻
居，是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隔着篱笆打招呼貌似和蔼，相互寒暄后就转到宠物的话题上，他
们抱怨我的老猫到他家后院拉屎，还很有礼貌地向我建议说：“我注意到你的孩子们说英文，你
在家对猫说中文，你以后好不好对你的猫说英文，这样我们撵它时它就会听懂我们的话。”我立
刻笑着告诉他们：“你们不用担心，我的猫是三年前从 RSPCA 收养的，那时它已经五岁了，它的
母语是英文，它的第二语言是中文，你看我的猫多聪明。”
又过了个把月，一天我在班上接了一个 RSPCA 来的电话，说我的猫在街上乱跑被人送到
RSPCA 了，因为当时太忙，我第二天才到 RSPCA 去取，我要付猫两天的住宿费才能把猫领回家。
回家后我大儿子去那家邻居问是不是他们把猫抓去的？他们不承认。随后，镇政府来信通知说，
我的邻居告我管猫不严，这次给我警告，下次邻居再告，就要给我罚款。我立马打电话到镇政
府，首先问能否告诉我是哪家邻居？回答说：不能。然后我就申述我的猫的历史：我的猫是只老
猫，它已经习惯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不能把它锁在房间里。它是动物，不会听懂我不让它去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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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院子的话。我之前在另一个房区已经养了它三年，它和四周的邻居都相安无事。如果这家邻居
容不下它，再次告我的猫，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哪来哪去，我是从 RSPCA 收养的只好再送回
给 RSPCA 让他们处置。回答说：好的。
转眼过去六年了，我的老猫还在我的房前屋后闲庭信步。我的那家邻居每每遇见都会热情地
寒暄，以至于有一位中国来的朋友来我家住了两天，直说我的那家洋人邻居好热情。
墨尔本真真切切是家居的好地方！

Russell Bail,

激冷（
激冷（上）

赵明, 刘非, 陈德宏（
陈德宏（不在照片内）
不在照片内）

骆 英 2011.11.17.
彩虹沙龙（CPCA 写作小组）决定去 Peninsula Hot Spring 泡温泉。我挺高兴，一直特别喜
欢有水的地方，而且还是很小资的温泉，简直是窃喜。通知说小分队全体成员早上 8 点半到温泉
汇合，然后我们又组成了小小分队，三人决定开一辆车前往，环保低碳节省汽油，一举三得。
到了要去的头一天晚上就觉得早上 7 点出发有点难度了，六点就得起床啊，咬咬牙才行。
好在向往温泉的美妙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俨然帮助我战胜了懒惰的自我，闹铃一响立马就爬起
来了。站在阳台上，哦，漫天朝霞，扑面而来！不，准确地说是朝阳反射晕染了天空，天空又
映照了我的脸。站在 14 楼的阳台，大团大团粉嘟嘟的云朵浮在眼前。一刹那，内心涌动无比的
喜悦，真是意外的收获，瑞气祥云，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开始。
出乎意料，早早就到了目的地，我们包揽了前三名。自我奖励一下，赶紧沐浴更衣进温
泉，多出几分钟的享受犒劳自己。我们认为，可以把通知理解成在泉中集合，应该没有明显错
误。咱中国人嘛，灵活。
美中不足的是这前三名都是第一次来这个温泉，不敢贸然进入腹地，只好将就些没入了就
近的 37 度池子。哎呀，幸福感油然而生，在水中都忘记了自己是谁，思维也变得原始起来，三
人都只会使用最朴素的语言了，“真舒服啊，太好了。。。”满脸流露出幸福而满意的痴笑。
过了一会儿发现咱的表情跟旁边几岁的孩子们差不多。够萌的啊。
陶醉之中，竹木桥上就传来了熟悉的“Hello！”，主要人马到达了。有常客在里面就是不
一样，尤其是队长。队长 Qing 穿着湖蓝色比基尼，身姿绰约袅袅婷婷没入水中。然后向我们介
绍了温泉的概况概貌，然后就率领我们上山了，说是要从山上往山下泡，那感觉才格外美妙。
我们赶紧跟上小分队拾级而上，果然目光所及，花样极多。大池小池深池浅池游泳独坐按摩冲
浪，温度不一，形状各异，水中三三两两的人们好不尽兴！考虑到穿得太少，长途跋涉会有困
难，赶紧向队长请示怎么办。队长莞尔，仅仅一小山丘而已，不必多虑。是啊，咱这想法有点
幼稚，山高水长，那不叫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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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上正好是一个满月泉，设计独具匠心。我们坐入水中，可不是一般的美的享受，那是
瞬间被降服。十分钟之内，无语。人在水中，脚下泉水汩汩而出，亲昵而神奇。仰头望天，风
清云淡，宽阔高远。目光所及，飘渺空灵，浮想翩翩。环顾四周，澳洲莽原葱绿博大，灌木丛
林散落原野之上，360 度无边无垠，目光只是伸展，没有尽头。若不是望见了那条蜿蜒的来时
路，简直不知云归何处。忽然就有了那种历经沧海桑田然后远离尘嚣的淡定。如此融入自然，
和天地空气草木流水肌肤相亲，让人好不心生感动。此时此刻，唯有灵魂在放飞。
就这么坐着，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教授们在闲谈，居然是周扒皮的故事。我有些反应不过
来，冒冒失失问了一个问题，可以收入本世纪最经典笑话大全，“为什么周扒皮要钻进鸡窝学
鸡叫啊？”立马被批，怎么能把阶级苦血泪仇都忘得干干净净。脑子里真没有那个记忆了，只
记得黄世仁欺负杨白劳，南霸天刘文彩都干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没办法，坐在资本主义的
温泉里，谈着社会主义的历史故事，不错乱才怪。
旁边有饮水的地方，站起来走走，喝点水，甩甩湿漉漉的头发，神清气爽，玉树临风（自
我感觉极度膨胀，如同 superstar）。肥硕的鸟儿就在旁边枝桠上走来走去，哇哇吆喝。有人
说，一会儿袋鼠就奔过来和我们一起泡温泉了。我真的相信，那些灌木丛里面有袋鼠肯定不
假，不过不知袋鼠喜欢热水澡还是冷水澡，他们可是全年穿着毛衣呢。
一边下山一边还在观望，如果有袋鼠拍拍我的肩，那可是要惊着我了。于是直接说，如果
袋鼠出来，就和唐文新同游共浴，如何？似乎还成人之美呢。
有人在温泉中踩鹅卵石足底按摩，有人去桑拿蒸蒸，杨教授的小女儿聪颖可爱，在水中舞
蹈，像一只小天鹅，我和 Qing 把腿在水中伸直，她就躺在我们腿上，然后四肢伸展如同莲花盛
开，多么快乐。就听见一罗马穹顶建筑内传出来朗朗笑声，渡水入洞，“教授在上课哪？”原
来队友遇到了会讲华语的马来西亚游客，聊起在欧洲参观古罗马遗迹时看到和此情此景一样的
建筑等等趣闻。惊讶，他们那时就这么泡澡了，这才是真的超前。
队友招手让我顺着圆形墙壁往里坐，示意我抬头，天啊，顶上有一锥形鸟窝，三只小鸟啾
啾着探头探脑，忽然鸟妈妈飞来，喂一条小虫给孩子，又飞走觅食去了。很快又飞来喂孩子，
也许是面包。我们异口同声感慨哺育儿女的不易。话语之间，一小家伙尾巴调过来，一坨鸟粪
便掉入水中。中外嘉宾一同打趣，原来温泉营养很富足，而且天然有机。正说着又一坨落入，
鸟粪在水中起起伏伏，犹如一叶一叶迷你扁舟漂浮不定。这下洞内可忙乎起来，鸟妈妈飞来飞
去喂食，鸟宝宝吃拉不停，人们趟水往洞外捧鸟屎，学者还在认真进行营养成分的分析，笑声
在洞里回响。
继续往下走，几个人躺在那里平展展一排，咕嘟咕嘟犹如炖鸡汤，不错的按摩啊。我也躺
下炖一炖，浑身筋骨果然通畅舒坦，如果多躺一会儿，估计就进入梦乡了。可是有人不爱这一
锅，潇洒跳进自然水温的池子，只有 6-8 度，还用了物理学术语激冷去了。博士够勇敢。我等
唯有继续炖鸡汤，骨子里实在畏惧激冷。
就这么赖在温泉里不肯出来。我躺在咕嘟咕嘟里面，偶尔睁开眼睛看看天空，想起某年某
月某一天，我曾经在祖国听着田震的《月牙泉》，不过那时身边没有泉水，只是心里想像着远
远的地方有一弯美丽的月牙泉。。。。。。不着边际的游离着，四个半小时就这么飞逝而过。
总结一半如下，因为有温泉的舒适，才会有激冷的与众不同。激冷是这篇文字里面最不搭
调的字眼儿，但却是下一篇里面最贴切的感觉。让你知道激冷到底有多震撼，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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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随笔
随意随笔]
随笔]

秋摄无声秋色
秋摄无声秋色

摄影小组张庆原、黄宇航、刘非（摄于 2012.5.12）
墨尔本，我们的家。春夏秋冬带给我们千姿百态的美景，春花秋叶，色彩斑斓，让我们看不够，
爱不够。Melbourbe, we love you. Lucky we are, Lucky CPCA.
Photo taken at the Alfred Nicholas Gardens in the Dandenong Ranges.
http://www.experiencethedandenongs.com.au/alfred-nicholas-gardens/
Orignal pohotos at: http://www.flickr.com/photos/69540435@N05/

又是一年秋正浓

这个秋天－
个秋天－我们去看风景

秋天的情结

枫叶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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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童话 （同日同地点，
同日同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相机）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相机）

水中红叶

不经意的美丽

落叶的心事

纵是纷红落尽，
纵是纷红落尽，依然留香于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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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欣赏

孙晓文
人如不欣赏音乐，等于缺少了人生的一大乐趣；当您听到一支震动您的灵魂的乐曲或引起您
的心灵共鸣的一首好听的歌时，您会觉得在这之前我是不是白活在世上了？我自己就有过这种经
历。
近年来有许多科学家通过科学研究证实，音乐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音乐还有很
多奇妙的功能。美国一位医学家曾统计了 35 名美国已故著名音乐指挥的年龄，他们的平均寿命
为 73.4 岁，高于美国男子的平均寿命 5 年。据德、意等国家的调查，经常听音乐的人比不听音
乐的人寿命通常要长 5~10 年。
（ http://hi.baidu.com/wo4feifei/blog/item/df222cb3d1e7eda7d8335a53.html ）
音乐，诗，绘画 和艺术摄影都应属于抽象类别，不象实物或普通的照片那么直观，好懂。但
是大师级的极好的作品会跨越抽象与现实的障碍，让普通甚至没有受过一点入门教育的人（“音
乐盲”）受到音乐的喜怒哀乐的感染。比如说小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贝多芬的“田
园” ，及中国的音乐“江河水”和“百鸟朝凤”等。
凡事开头难。国外的人比较讲究受入门教育，比如谈到澳洲的文化之一：品尝葡萄酒。我曾
问我的同行那么苦的葡萄酒有啥好喝？他告诉我他花了钱去上了一个入门短训班后才知道如何品
尝葡萄酒。我得到了些启发，而后又经过一帮爱好品尝葡萄酒的同事们的熏陶和基本训练后我才
懂得欣赏葡萄酒，能从酒的“苦涩”中能尝出葡萄的水果味。
欣赏音乐也最好要受些入门教育。那天和一个同龄好友谈起听音乐，她是个很幽默的人，说
她最不喜欢听音乐，有时在网上好好地浏览突然音乐声起，把她吓一跳。这不得不使我想谈谈自
已受音乐欣赏入门（启蒙）教育的亲生体会。在我们那时代 （ 1966-1980 ）（文革时刚上小学
3 年级），电影只有三战（南征北战，地道战 和 地雷战）和八戏（八个样板戏）可看；哪象当
今音乐和歌曲随手任您挑来。我记得在上初中学时仅上过两堂正儿八经的音乐课，我是洗耳恭
听，认认真真地记笔记，学会了识简谱。那时好在有不少好听的老歌和样板戏，常常跟着收音机
大唱样板戏，李铁梅，少剑波，杨子荣，阿庆嫂等都能唱得很象。上高中时，有一次老师抄出班
里一个女生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手抄歌词，说这是黄色歌曲。
恢复高考后，我上了南京大学，在学业的后期，即 1980 或 1981 年，我们这代人才首次接
触到大陆外的歌曲，主要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及香港的邓丽君的极好听的，所谓的“靡靡之音”，
而后是西洋古典的圆舞曲为主的名家音乐（因为学校刚开始兴起交谊舞）。就在那时，我有幸地
参加了在南大最受益的两次与专业无关的启蒙讲座：1. 古典（西洋 western classic ）音乐欣
赏， 2. 油画（西洋 western ）欣赏。我记得当时一位音乐系的讲师在座无虚席的礼堂里播放贝
多芬的“田园”（第六交响乐）并讲解如何欣赏贝多芬描述到郊外的愉快心情等。他还给我们听
了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乐）序章，说听起来象是有人在敲门，大家觉得真有那样的感
觉。讲师还系统地介绍贝多芬的其他的交响乐以及其他第一流音乐家的作品。
那就是我的第一次受益非浅的音乐欣赏入门教育，此后自己就能够有意识地去留意更多的作
品及对作品的讲解，比如我特喜爱的迪斯尼制作的“ Fantasia”（幻想曲）电影，用动漫形式对
音乐大师们的作品作了极通俗及直观化的解释（ interpretation ），尤其是把贝多芬的“田
园” 解释得如此形象化，连小孩子都能听得看得入迷，我们大人则如痴如醉。我喜欢在郊游的路
上的汽车里播放“田园”，看着窗外的美景更能体会贝多芬的音乐的优美贴切，所以心情特好。
后来听了介绍制作“ Fantasia”（幻想曲）的目的就是培养孩子和“音乐盲”对古典音乐的兴趣
和进行启蒙如何欣赏，这是一种更易接受的音乐欣赏入门的教育方式。我认为每个人都该看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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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电影，特别是还在“门外”的人，看过之后您会开始喜欢西洋古典音乐的，从而为您增加生活
的乐趣。听音乐会。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政府办的广播电台频道（ ABC Classic FM ）就是专门致
力于让听众欣赏西洋古典音乐和歌剧，非常好，不但播放各音乐大师作品，还有许多音乐会实况
转播 . 每个星期日还有个听众点播节目，此节目是主持人事先从听众点播的要求里挑出一些音乐
作品后编成有逻辑性的一组音乐，而且在播放之前简单介绍一下此音乐的来源及意义等。
中国的古典音乐对我们来说更易入门，当然想要达到“高山流水”遇知音 2 的程度
还需要花一定的功夫的。十几年前我在国内曾从广播中听过介绍 “梁祝”的节目，对更好地欣赏
“梁祝”很有帮助。现在国内的许多网站比如 http://www.guqu.net/ （中国古曲网）都可以用
来帮助我们了解和学会欣赏中国的古典音乐。
今天我们除了拥有各种形式的大量的音乐作品的收藏（ CD ，DVD 等），还有文学城和
YouTube 上热心网友的爱心奉献，大家可以利用“连接”更有效地一边上网浏览，一边欣赏自己
喜爱的音乐大师的作品，况且有的网友如浪宽还附上介绍音乐大师的作品和各乐章的描述，以便
使我们更能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希望您早日听到敲动您的心房，引起您的共鸣的好音乐或歌曲！
注 ： Fantasia (film) - A collection of animated interpretations of great works of
Western Classic Music（ http://en.wikipedia.org/wiki/Fantasia_(film) ）
为什么更喜爱听老歌和古典音乐？
为什么更喜爱听老歌和古典音乐？

孙晓文

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听老歌和古典音乐。为什么？理由有三：
1. 古典音乐和老歌的好听的百分比高多了, 换句话说, 听了大量的新的音乐和歌, 好不容易听到
几支或几首好听的（约 5%的比例）。
2. 古典音乐和老歌都是名大师和十分专业的音乐家和作曲家精心制作出来的，不但音乐的旋律优
美，而且歌词象首诗。
而且歌词象首诗。而如今的作曲家常常是“小毛孩”（没有专业训练过的）或业余作家。歌
词往往象一般的讲话词，有时象是大声哭嚎（打击乐，摇滚乐类），几乎把你脑袋要砸裂了，有
时象讲话（校园歌曲类算是好的一种），太平淡，太做作，而且没什么抑扬顿挫。但少数，如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少数的抒情歌曲还是挺好听。当今有很多电影主题乐等还是很好听，
不过也是很专业的作曲家们作的。
3. 古典音乐和老歌有深度，
古典音乐和老歌有深度， 也许是以前人的背景和经历比现在的人要多和深？也许是他们精益
求精的创作精神和艺术境界才能有如此的经过升华的光辉作品？这个感觉就和我喜欢好莱坞的古
典电影和幽默片一样。总觉得现在的好莱坞的电影有深度很少，不及其他国家的电影了。比如以
前的电影“音乐之声”，“ To Kill A Mockingbird ” ，“苔丝”，“飘”，“走出非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_fAEdw7ts0&feature=related）等许多好电影。如今幽默
片也变得仅仅是故意做出傻冒动作或刻意地造出好玩的事，叫观众笑不起来，或很勉强地笑起
来。哪象卓别林的电影（淘金记，摩登时代等）会让人开心地笑，常常还会同时感到心酸。你说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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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说奇想·
异说奇想·话作家

朱建华
人渐老，难入睡，便读书，尤其好读人物历史传记回忆录。对名人的过往云烟绯闻轶事，津
津乐道，应该也算是一种“偷窥癖”，常被妻子痛斥为“弱智”。还不时翻翻文学评论和杂文，
更被家中“东狮”恨铁不成钢，斥为“不务正业”。是啊，一个冶金工程 师，你老屉着破拖鞋去
人家文学专业的深闺大院门前瞎转悠什么，这不是“二流子”吗。正与当年鲁迅在《阿 Q 正传》
里描述过的阿 Q 对吴妈一厢情愿地动情思念，异曲同工如出一辙。（然者，吾亦自知之明，不读
文言文！概因 “弱智”之身，文底浅，阅文言文当同 “文学研究”，岂能入睡乎？此乃旁注
也。）
中华文学宝库涵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不是我一“弱智”者能够饶舌多嘴的。
不知从何时起，可能在和国际接轨后，一下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洋“汉学家”和假洋鬼子们的
“杰作”，充斥汉语读物。洋人要名要利，目的明确，倒也无需细究。可恨后者，把那汉语文章
搞得跟杂交地似的，面目全非，惨不忍“读”。他们在中文写作中夹带大量“海”语、“鬼”话
和“痞”调，嫁接改造汉语， 搞所谓“推陈出新”。与当年强行拆去北京古城门和墙一样，都是
让祖宗跳脚不能安身的事，让人欲哭无泪。
其实，作家的形成，开始时，总是要有哪儿不舒服或不痛快。著名中国女作家萧红、丁玲、
张爱玲等，有哪一个没有点“起源”故事？或是逃婚离家，或是失恋郁闷，或是后母虐待。大才
女林徽因，除了将自己，其丈夫梁思成，其情友金岳霖三人分别描绘成“火车站站长，车站和过
客”之类不痛不痒的小议或小诗之外，并没有在中华文库里留下多少“华丽倩影”。想来，和其
被诸多文学名士如徐志摩等厚爱围宠有关，使她应对不暇，身心舒畅。哪有功夫和必要来料理文
章。当然，不能否认，她和她丈夫在中国古建筑考证上还是有成就的。她也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徽。照此推理，当今世界，人人都有一本“不悦”史，故而都应该可以成为作家。毛泽
东常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屁出之后，上下通畅，怨言尽失，和蔼可亲，犹如重生。难怪
“圣”人文章写得好，就因为敢想敢骂敢说敢放屁。且听其声：“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犹如晴空惊雷，底蕴多足啊！所以，想成为作家，能说会道还不是先决条件，最关键的是要有痛
苦感。若再能有活不下去且要寻死寻活的劲头或觉悟（当然，前提是先别把自己弄“神精了），
那离作家之路就更近了。怎么样，试试？
说起当代中国作家，有几位相当耀眼，曾是时代标志。我敬爱鲁迅。他是在古文教育下成
年，又用白话文唤醒青年民众的一代宗师。他的文字和小说如同明末国画大师八大山人-朱耷的
画，笔触干练，人物鲜明，入木三分，毫无做作，没有废话。由此，我们认识了阿 Q，孔乙己，
祥林嫂，闰土和九斤老太等各平民代表和我们自己。我不懂王蒙（曾任文化部部长），但看过他
写的自传。书内充满了“官司”（大概在和谁算账？）和“朦胧”味，与其早年成名之作《组织
部里新来的年轻人》和《青春万岁》相比，感觉其差底气，好像还未用膳，营养不够。北岛的朦
胧诗有意有物，其实并不难懂难咏。可王蒙 “朦胧文学”的“黄昏”作，过于模仿做作，让人一
头雾水不知所云，容易对中国当代文学失去兴趣。我注意王朔。他是位引领大众“痞”言“俗”
语的文学过客。似乎要追赶文学大师老舍，轰动过一时。但无论就其文化功底还是生活积累，都
不能与老舍相提并论。也绝无可能写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经久传 世之作。客
观地说，他只是昙花一现。读王朔的书，不看为佳，观同名电视剧即可。听电视连续剧里的演员
们用京腔对白，才会更好体会其文字的“痞“味，也更容易记住那些王氏大“俗”话。据闻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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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挺王朔，视其文学地位高于前人鲁迅，让人摸不着头脑。感觉言过其实，不能服众，是否有本
家情结，外人不好瞎猜。当然，我希望这是一个误传。
睡不好觉肯定都会骂人。骂完后，自然就消停了。我也该收起板凳回家了。回见了，您哪！
骆 英
这是一个周六的午后，应着友人的电话，相约晚上一起去一个朋友的新屋参加 Warming
Party。这是一个轻松的周六，叙着一些轻松的话题，踱到阳台，靠近风景。顺便对着电话现场报
道，楼下 F1 赛车道已经封闭，大大小小的广告牌陆陆续续悬挂起来，但是有一块草坪被铲起了，
露出三角形状的一块裸地，这是一种破坏，也许上面会坐着嘉宾，挺可惜的。现场没有人在施
工，大赛临近，他们周六居然还休息呢。云云。
不经意地眺一眼天边，哦，灰黑的幕布从天庭悬挂下来，好像扯起一道沉重的雨帘，由远及
近，推着风的脚步，一阵紧似一阵扑面而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啊！(这句话虽然陈旧，但
是今天能够冒出来，感觉还不错。英文水平提高的代价是中文退步，这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放下电话，急忙取出长镜头相机，拍起大雨将至的情景，心里还在筛选着画面的名字，“风
雨飘摇”，“大赛前的 Albert Park”，呵呵，这些名字都太平常。一个人在阳台上自得其乐
着。
呼啦啦狂风就吹着我了，调头往屋里跑，冰凉就砸到我的脚上，赶紧再接着往里面跳两步，
定睛一看，晶莹硕大的不速之客追着我在地毯上跳跃，天啊，这是冰雹！连声惊呼，冰雹哇！蚕
豆那么大呢！女儿跑过来，狂喜，又补一句，夏天的冰雹哎！太奇妙了……
眨眼功夫，地毯上已跑进来一群剔透的小精灵,这是一群率真的天外来客，不请自来，还颇受
欢迎。可见客人不是密码门服务台对讲视频 24 小时监控就能拒之门外的，还有空降的途径。赶紧
拉门，阳台上已铺下一层冰雹，拐角处已有堆积。我回过神来，觉得自己刚才的举动和小狗小猫
无异，有点滑稽。顾不得把么多，接着举起相机……
冰雹滚动，暴雨如注，幕墙玻璃啪啪地被砸的让人揪心。雨帘劈头盖脸罩了下来，风雨在头
顶上肆虐，眼看着阳台上花瓣飘零，昏暗裹住了整座大楼，依稀看见远处车灯连成一串儿，氛围
极其紧张。一点不假，很多事物在远处是风景，真实地靠近了，那可就是麻烦。估计墨尔本又要
上咱的央视新闻了。
一小时后，中雨转小雨，态势有所缓和，我急忙驾车开往朋友的新居。在路上就接到数个通
报，打球的朋友说体育馆被清场，冰雹的威力影响了体育活动。开车的朋友说被堵在路上，许多
道路被淹，封闭后影响了交通。还有朋友说屋里漏雨停电，邻人都在屋顶说 Hello 呢，不能来
了。似乎情形很严重，我一路开车，确实很堵，急救车，抢修车，消防车，警车，时不时呼啸而
过。有的红绿灯坏了，大家就自己估摸着通过，东西方向的车子开两分钟，南北方向的车一鸣喇
叭，就动起来，呵呵，还算有序，倒是省了警察。
15 分钟的路开了 45 分钟，还算顺利到达。刚刚下车，一老外邻居来问友人，“你家有电
吗？我家停电了。”进屋就发现更加严重，朋友家的后花园真是目不忍睹，满眼残花败柳，游泳
池以为是荷花池了，一池“浮萍”,楼下的新地毯都浸在了小河中，赤脚踩在上面，想起了一个英
语单词，sponge(海绵)。忽然有朋友到，触目惊心地描述她家窗玻璃破碎的情景，还在第一现场
第一时间和老公手机视频，证明那不是她干的，冰雹才是元凶，我们感喟，真不愧是律师的老
婆。据说她那里的冰雹有鹌鹑蛋那么大。真的假的？又有人描述路边车子窗玻璃被冰雹击碎的故
脆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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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连连摇头感慨，说来了澳洲 16 年还没有见过此情此景。聊了好一阵儿，焦点都是围绕这场风
雨展开了去，新居备受冷落。准备离开时,有一朋友全家终于赶到，理由自然是这可怕的冰雹……
极端天气让人谈了一大通全球重大事件，唐山，海地，台湾，汶川……谈起了《2012》和
《Avatar》……还回忆了《窦娥冤》那六月飞雪。而我自己则在心里纳闷，一座城市经不住地
震、洪水和战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一座城市居然被一场风雨就打击成这样，岂不让人难
以接受？多么脆弱的城市！
怪不得连外国人都开始崇拜老子先生。有道理。
[ 组诗]
《人生唱晚》
人生唱晚》

朱建华
光阴似箭，人生如梦，转眼已过青壮年，拉开人生又一幕；
百感交集，思绪绵绵，不吐不快，斗胆涂鸦，抛砖引玉，见拙见笑。

一． 暮歌
日斜黄昏近晚秋，
孤雁迷途远斯文；
鬓白丝丝印岁月，
梦归故里寻童真。

二． 童趣
日升腚暖方起床，
鹅追蛙鸣雀鸟唱；
先生无奈世道变，
郊外田埂作课堂。

三． 成年
日浊心凄别校园，
前程未卜人间乱；
风天雪地熬筋骨，
偷生今世苦为甘。

四． 大学
日惊春雷醒长梦，
天公助我跃龙门；
沉静学府何喧哗？
学子朗朗读书声。

五． 离国
日短月弯天地转，
北去南来春秋颠;【注】
逍遥世外不记事，
唯念父母恩如山。

六． 会友
日照西域少故友，
海内处处存知己；
CPCA 展旌旗,
英雄人杰澳洲齐。

七． 夕阳
日落余晖色斑斓，
倒影碧波连山川；
环球凉热何同步？【注】
东方又迎黎明暖。
注：由北到南跨过赤道，南北半球春秋季节正好颠倒。“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念奴娇·昆仑）, 若指
季节的话，显然是一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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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句三首

秋歌
麦浪滔滔穗缀坡，
红枫艳艳映东河，
农家最爱丰收季，
一片金黄一阵歌。

孙晓文

【七绝】
秋去冬来
秋去冬来
秋月凉风凋碧叶，
冬阳冷焰透疏桐。
又逢寒季催天短，
惟有山茶烂漫中。
【五绝】痛悼英才 Steve Jobs
病夺罕英才，
环球洒泪哀。
春辉留世界，
普享万能台。

惊闻噩耗，深感悲伤，为什么又一个这么好的人英年早逝啊？
Steve 给世界带来多么划时代的变更，使普通人的世界变得如此的方便和有意义。从苹果机到 Ipod, 从
Ipad 到 Iphone ，尤其是后者简直是万能的，你可以：上 网，听你喜爱的音乐，故事和录音，还可以打电
话，照相或录像，还有任何时候都可以查到天气，股市及新闻等，配备有全球导航系统不会让你迷路，等
等。所以我的好友说，有了 Iphone 就等于有了一切！总而言之，我们没有想到的功能，苹果的产品却想到
了。从他们最初的用户友好的产品（我的第一和第二个计算机就是苹果机）到让用户惊喜的功能无限的目前
的产品。
Steve 的百折不饶的精神和非凡创造力和判断力都十分让人佩服。我想推荐他的一个演讲。(刚刚发现此
演讲在油管里有，而且有中文译文！链接如下：http://youtu.be/O5-Osm92hdQ）) 从中你可以了解到他。
Steve ，安息吧，您的一生充分证明了：一个人如何能使这个世界巨幅度地更美好！一首小诗是我聊表
对您的敬意。
[游记]
在斐济（
）南迪（
）度假
在斐济（Fiji）
南迪（Nadi）

光阴似箭，笔者转眼婚姻进入 Jubilee。为纪
念这一里程碑，赶上 Air Pacific 促销，订了斐济
度假（ 6 日 5 夜），于 2012.4.21 晚飞南迪
（Nadi ），入住喜来登（Sheraton Resort – 见相
片），27 晚返回。凑巧的是，这也是笔者踏足的
第 50 个国家（地区）。
斐济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面积近 2 万平方
公里。人口近 90 万，主要为斐济族和印度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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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耘 2012.5.

用 英 语 。货 币 为 斐 济元 （ 目 前 兑换 率 为
A$1=FJ$1.8）。首都苏瓦（Suva）。但旅游以
南迪（Nadi ）为中心。墨尔本 5 小时飞机直
达。斐济自然资源丰富。制糖业和旅游业是国
民经济的两大支柱。是每天最早迎接日出的地
方。
斐济群岛由 300 多个小岛組成，這些小岛
多由珊瑚礁环绕（见相片），大到方圆几百公
里，小的只能容下几间木屋。游客們可以通过
渡轮、快艇、甚至水上飞机来往于各岛之间。
尽管在整体上无法和澳洲大堡礁的规模相比，但从局部上要比大堡礁有更多的选择。请别
忘了，昆士兰大堡礁仅有区区三个岛允许游客入住（曾在 Rainbow 撰文）。实际上，去斐
济比去凯恩斯（Cairns）价廉物美，更别说异国情调了。
斐济凭借浪漫美丽的海景（见相片），
使她早已跻身全球十大蜜月旅游目的地之
一。在这个岛国不下海，那就等于是白来，
在这片热带海滩上，远道而来的游客会发出"
天堂不过如此 " 的感叹。蓝天碧海，椰林入
云；形状奇特的珊瑚礁，色彩斑澜的鱼儿，
形成了斐济这个热带岛屿特有的原始美。在
斐济探海，不需要厚重的潜水装备，由於海
床非常淺，珊瑚和魚儿就在你的脚下游动，
游客们只要带上潜水镜和呼吸管浮潜
（snorkelling），就可以轻易地在几乎透明的海水中与鱼儿一同畅游。笔者在昆士兰和岛
国瓦努阿图（Vanuatu）浮潜多次均只目击死珊瑚（礁），此次首次见到活珊瑚。尽管色
彩不够艳丽（棕黄），还是甚为欣慰。另外在浮潜中遇到一条一米左右的鲨鱼，着实把千
金吓了一跳。
在斐济，海鲜是老百姓餐盘里必不可少的主
食。这里的海产品不仅新鲜，而且价格也不算貴。
借着结婚纪念日，和领导在 resort 海鲜餐馆里点了
1.4 公斤蟹（见相片）。笔者此生食蟹无数，此蟹
鲜美之极，无与伦比。远超中餐烹饪。甚至超越了
笔者在瓦努阿图享受的 coconut crab。
笔者在本世纪初曾计划每两年游一个太平洋岛
国。2001 年游了瓦努阿图（曾在 Rainbow 撰文）后
由于领导的原因计划就搁浅了。但愿此次斐济一行
能重新燃起原计划执行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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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投资]
理财投资]
投资漫谈：
投资漫谈：固定利息

赵 明 2012.5.
投资类别大致说不外乎四大类：房地产，股票，现金(Cash)，和固定利息（Fixed
Interests）。每种类别中又有很多变种，包括跨类别的以至于很难定义为属于哪一类。然后又有
各种各样的投资延伸产品（leverage）。个人认为延伸产品是当代西方经济中最丑恶的部分，在
近年来的 GFC（Global Financial Crisis）中充分暴露了金融行业的贪婪本性。
在 ASX 上交易的并不全是股票，民居投资房也只是房地产类中的一小部分。
最近一段时间在与朋友交谈中发现很多人对固定利息所知甚少，而这恰好又是投资组合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市场动荡不定时，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避风港。本文专就固定利息做
一个简单的介绍。
从最笼统的角度来看，房地产和股票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现金是低风险低回报，而固定利息
则介于其间。
经典的固定利息产品是政府和公司发行的各种债券（Bond）。澳大利亚经历过 80 年代末的经
济危机，政府对欠债十分小心。现在澳大利亚的政府债务市场只有 2,5000 亿，其中的 3/4 还被
海外投资买走了。主要的原因是澳洲投资者对百分之四到五的回报看不上眼，但是对低利率的国
家（日本，美国等）来说这个回报率是很有吸引力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公司过度欠债是澳大利亚 80 年代末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加上
2008 年的 GFC 摧毁了一大 批过度欠债的公司，澳洲公司现在对欠债也是比较谨慎的。传统上，
澳洲公司倾向于在欧美市场集资，因为那儿的成本低。GFC 之后世界范围的惜借，使得公司集资
成本大为提高，因此很多公司转而回到澳大利亚国内市场发行债券。
最常见的公司债券（也可能叫做 Senior Debt，Hybrid，或其他名字，但要只是具有债务的
性质，可以统称为债券）是公司向投资机构或者个人募集资金，每年支付承诺的回报，在投资期
限期满 时将本金以事先规定好的数额和方式返回投资者（也可以是 Perpetual，永久性投资）。
公司债券可以有抵押，也可以没有抵押。有抵押的债券风险程度较低，但是通常不对散户投
资者直接发售，个人要买的话只能通过经营零售业务的基金。
固定利息的利率实际上并不象定期存款那样是固定的，而是在一个浮动的基础上（通常是 90
天银行间拆借利率）再加一个固定的百分比。银行间拆借利率大体上是跟 着联邦储备银行每月公
布的官方利率走的，通常比官方利率略高一点，但是在金融出现危机时也可能比官方利率高出很
多。拆借利率对官方利率的偏差直接反映了金 融行业对风险的评估。
一个投资者所关心的不外乎三个方面：本金（Capital），回报（Return），和流通性
（Liquidity）。
* 从本金来看，债券的优先级排在雇员福利和银行贷款之后，但是在股票之前。当公司清帐
时（倒闭或被收购），公司按照这一优先级次序支付不同的债主。银行贷款通常有实际资产作抵
押，所以可以排在债券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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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回报来看，债券利息要高于银行存款利息。债券利息的支付优先级高于股息，也就是说
公司必须先付清债券利息然后才可以分派股息。
* 从流通性角度来说，股票和现金最好，房地产最差。近年来公司发行零售债券大多数申请
在 ASX 上市。投资者因为任何原因决定退出时可以象出售一支普通股票一样卖掉债券，从而大大
增加了投资债券的灵活性（同理也可以象一支普通股票一样随时买进）。
按照高风险高回报的不变真理，当一家公司到市场上发行债券时，如果市场对该公司的评价
是低风险，公司就可以较低的回报利率筹集到资金。反之就得出比别人更高的价钱来吸引投资
者。
下面介绍几个最近上市的债券作为例子以帮助大家了解进一步的细节（有必要声明本文不构
成任何投资建议）。
ANZPC
这是 ANZ 银行 2011 年 8 月份发行的，叫做 ANZ Convertible Preference Share。每个投资
单位价格 100 澳元，集资 7 亿 5 千万，利息为 180 天银行间拆借利率加上 3.1%—3.3%（叫做
Margin）， ASX 代号 ANZPC（这是 ANZ 第三个类似的集资，前两个是 ANZPA，ANZPB）。最后实际
发行了 11.4 亿，Margin 3.1%。按上市时拆借利率 4.66%加上 3.1% Margin，回报率为 7.76%。将
Margin 定在一个范围内是在测试市场的接受程度。投标者多需求量大时，Margin 就可以压低。
ANZPC 投资要点如下：
ANZPC 在属性上是债务，利息分派按股票处理（从而可以利用 Franking credit）。半年付
一次利息。ANZPC 上市时的官方利率是 4.75%。长期拆借利率低于官方利率（和短期利率）是因为
市场认为利率将会下调，正如 2012 年初长期定期存款利率低于短期一样。
ANZ 实际只付给名义利息的 70%，其余的 30%则通过退税返回投资者（Franking credit）。
ANZPC 于 2019 年 9 月 1 日到期，每个投资单位换成价值 A$101.01 的 ANZ 普通股票。不过有
一个限额，最多只给 10.24 个 ANZ 股票。也就是说，如果 ANZ 的股票跌到每股低于$9.77 以下，
$100 的本金就开始有损失了（ANZ 股价现在是$20 以上）。
在任何时间如果 ANZ 的银行准备金比率低于 5.125%，债券必须按照当时的 5 个交易日平均股
价转成 ANZ 普通股票（ANZPC 发行时 ANZ 的准备金比率在 8%以上）。
这些特征表明了本文开始对债券的风险和回报的定位。即便是作为具有 AAA 投资级别的澳洲
四大银行之一，理论上也不能排除 ANZ 付不出债券利息，没有足够的 Franking credit，或者到
2019 年股票价格跌到$9.77 以下的可能。作为投资者，如何评估这些风险是自己的责任。实际上
最近的市场舆论倾向于认为按照 ANZPC 的风险程度，3.1% Margin 太低。
ORGHA
这是 Origin(一个能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份发行的，叫做 Origin Energy Subordinated
Notes。每个投资单位价格 100 澳元，集资 5 亿，利息为银行间拆借利率加上 4.0%—4.5%。 ASX
代号 ORGHA。最后实际发行了 9 亿，Margin 4.0%。按上市时拆借利率 4.47%加上 4.0% Margin，
回报率为 8.47%。
ORGHA 投资要点如下：
集资的主要目的是为公司的液化天然气项目提供资金。
Page 26

利息每季度付一次，不使用 Franking credit。如果欠付，利息则积累到下一次。在拖欠期
间公司不可以发股息，也不可以买回、减少或取消任何和 ORGHA 同级别的债券或股票。如果
Origin 的投资级别被评级机构 S&P 降低到投资级之下，利息必须推迟支付。
2071 年到期（59 年哪，读这 篇文章的人谁能等到它到期的那一天），但可能提前兑现。如
果到 2036 年 12 月 20 日还没有兑现，Margin 必须再增加 1.0%。如果 Origin 换主 （被另一公司
收购）而债券尚没有兑现，则 Margin 增加 5.0%。Origin 有权在 2016 年 12 月 20 日之后，或评级
改变、换主时兑现债券。债券持有人不可以要求兑现。
兑现时每个单位得到$100（但是如果兑现发生在 2016 年 12 月 20 日之前，则为$101），再加
上所有拖欠的利息。
ANZHA
这是 ANZ 银行 2012 年 2 月份发行的，叫做 ANZ Subordinated Notes。每个投资单位价格 100
澳元，共集资 5 亿，Margin 2.75%—3.0%。ASX 代号 ANZHA。最后实际发行了 15 亿，Margin
2.75%。
ANHHA 与 ANZPC 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差别有：
10.25 年定期，只要 ANZ 没有破产，就必须按时支付利息，优先级别在 ANZPC 之前（回报自
然就低一些）。
AGKHA
这是 AGL(一个能源零售公司)于 2012 年 3 月份发行的，叫做 AGL Energy Subordinated
Notes。每个投资单位价格 100 澳元，集资 6.5 亿，利息为银行间拆借利率加上 3.4%—3.6%。
ASX 代号 AGKHA。2039 年 6 月 8 日到期。如果到 2019 年 6 月 8 日没有兑现，Margin 将每年增加
0.25%。
集资的主要目的是要买下 Loy Yang A 发电厂及其临近的煤矿。最后实际发行了 6.5 亿，
Margin 3.8%，比预定的高限还高出 0.2%。
从公司业务范围来看，AGL 的风险远低于 ORG，但是 AGL 只能勉强达到集资目标，付给的
Margin 仅比 ORG 低 0.2%，这主要是因为 AGL 在时间上落在了其它公司的后面。从 2011 年下半年
到 2012 年初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几十亿公司债券充斥市场（这其中还有 WOW，CNG，MQG 等），市
场吸纳能力已经达到饱和，AGL 只好增加 Margin 来吸引投资者。
2008 年 GFC 之后，澳大利亚养老金大幅度缩水。近几个月来不断有人质疑澳大利亚养老金在
投资比例上的分配，认为在股票上分配得太高因此风险太大（以 TelstraSuper 为例，Balanced
构成为：股票 55%，房地产 10%，固定利息 19%，基础设施 5%，现金 4%，其余 7%。澳洲市场其他
Balanced 养老金的构成大同小异）。持批评意见的人大多认为应该大幅度增加固定利息在养老金
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如前所述，澳大利亚的政府债券 3/4 被外国人买走了，公司的债券总量也很
小，要提高固定利息的比例至少在眼下看几近是无米之炊。
附录：以下按风险程度由高至低列出常见的固定利息投资产品（原文见 The Age 25 April
2012， Money Section）
1． Government guaranteed debt – bank bond, bank deposit
2． Covered bonds – corporate bond secured with resources over the issuer
3． Senior secured debt – prioritised over unsecured and junior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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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nior or unsecured debt – unsecured “ordinary” debt
5 ． Subordinated debt – riskiest form of debt, eg mezzanine financing, junior
cooperate bond
6． Hybrid – such as convertible note, reset preference shares, a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and
7． Equity – normal share (作为对照)
谢曹玮 2012.5.
咱们 CPCA 会员特有集体主义精神，今年的运动会把咱们的团队精神更加提升了。四乘五十米
男子组的接力就要开始了，人家清华的男子接力组早就整装待发了，咱们 CPCA 还没组队呢，当时
还真是急坏了组委们，一经号召朱强第一个给予支持，不仅给自己报了名还为小舅子请了缨，感
谢大家的支持，不一会俩接力组就形成了，他们分别是 CPCA 男子接力红花组和绿叶组。
大家来猜猜，这张照片中生龙活虎的 CPCA 男子接力绿叶组队员的名字，四名队员谁不在照片中？

[猜猜看]
猜猜看]

答案见本期彩虹及 CPCA 网站第五届 CPCA 运动节相关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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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规则及编辑部声明
投稿要求：
稿件以会员原创文章为主，适当刊登推荐转载的好文，但篇幅应有限制。为了扩大作者群体，使
饭后茶余的灵感一闪能够及时转化为可读的作品特别鼓励短小的文章。
(1) 字数不限；
(2) 形式不限；
(3) 内容一般不限；
(4) 字体以中文为主，在一定条件下，英文也可以接受；
(5) 稿件应以 MS Word 文件形式为主，以便排版、校对和编辑；
(6) 在一定条件下，手写也可以考虑；
(7) 稿件请以电子邮件形式投致 rainbow@cpca.org.au；
(8) 所有稿件必须符合 CPCA 有关章程以及遵循澳大利亚法律。
《彩虹》所刊登的任何形式的稿件或文字均由作者自负文责，并且不代表本编辑部或CPCA的观点
和立场。本编辑部和CPCA不因任何错误或遗漏而承担任何责任，并且不提供任何明示、暗示的保
证。本编辑部和CPCA不负因本刊物文字而引起的任何直接、间接、附带或衍生的商业利益损失或
其它特别损失责任。由此，本编辑部建议读者在使用有关资料前，应查证资料的真实、准确性，
或者征询相关独立意见。此外，本编辑部保留刊登或删除任何认为不恰当或可能引起争议的稿件
的权利。编辑部尊重作者的观点、稿件的内容和形式。由于时间有限，编辑部一般仅对来稿做非
常有限的校对和修改（错别字或严重语法错误等）。重大修改必须征得作者的同意或者编辑部提
供参考意见、而由作者本人决定是否同意进行修改。转载本刊文章须由作者同意。
Disclaimer:
The views and opinions of authors expressed in the CPCA electronic publication of
Rainbow do not necessarily state or reflect those of the CPCA publisher. CPCA does
not accept any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errors or omissions, and disclaims all
warranties, expressed or implied, and it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or special damage due to the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this magazine. CPCA
encourages readers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or seek independent advice
before relying upon it. The CPCA and the Rainbow editorial committee keep the right
publishing or deleting any original articles or those from other sources. The Rainbow
editorial committee only provides reference comments on article and any revision
should get permission from author.
主编：庞加研 (jp.shanghai@hotmail.com)
责任编辑：Rainbow Salon
彩虹网址 http://www.cpca.org.au/publicatio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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