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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头语]
第 63 期《彩虹》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全体编委难以按捺内心的喜悦，奉上纪念 CPCA 成立二十周
年的活动，记录《CPCA 二十年》一书的出书故事，分享会员们生活和体会的精彩文字。
每一期《彩虹》都是一场展示，丰富着 CPCA 的才华，丰富着 CPCA 的格局，
让我们深情回味的是舞台的绚丽。
每一期《彩虹》都是一场洗礼，刷新着 CPCA 的足印，刷新着 CPCA 的灵魂，
让我们雀跃不已的是思想的提升。
每一期《彩虹》更是一场期待，延伸着 CPCA 的过去，延伸着 CPCA 的未来，
让我们跃跃欲试的是下一期的你我。
游玩，聚会，学习，切磋，关心，互助。一切在互动之中，生生不息，是我们真诚的情感，点点
滴滴，是我们尽在这个大家庭中的温暖，洋洋洒洒 … …
《彩虹》编委

[俱乐部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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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兴趣小组
组长

活动地点

羽毛球
下午组

王海鹏

Sports Hall at Mount View Primary School, Glen Waverley

羽毛球
上午组

倪传智
戎 戈

Sports Hall at Mount View Primary School, Glen Waverley

羽毛球
第三组

马屹立

Sports Hall at Mount View Primary School, Glen Waverley

舞蹈组

郭
刘

Sports Hall at Mount View Primary School, Glen Waverley

妈妈组

沈志奇
殷 红

Xin Jin Shan Chinese Culture School Mt Waverley

摄影组

潘仁积

Group activities informed via Email

彩虹沙龙

王舟夷
夏 清

Group activities informed via Email

股票组

景剑锋

Ashwood Hall
http://groups.yahoo.com/group/share-views

太极一组

孙守义

Jells Park

太极二组

王

红

Sports Hall at Mount View Primary School, Glen Waverley

走路组

赵

明

Jells Park

俊
岚

俱乐部近期活动
4/01/2013

AshwoodHall venue 每周五晚上活动场所（每周五晚上 7:30-10:30 使用 Ashwood
Hall，开展 CPCA 各类活动。）

18/01/2013

《CPCA 二十年》样书抵达墨尔本。

25/01/2013

妈妈小组在 Ashwood Hall 举行本年度第一次活动。

30/01/2013

羽毛球小组的运动员们，身手不凡的不仅是球技，写诗作文更是个个好手。所有组
员的名字都载入了流芳百世的经典诗句中，每人都有一幅诗的画。彩虹收集了他们
去年 11-12 月的佳作，在本期刊出，和会员们分享。

01/02/2013

以 email 为主要交流方式的股票小组本周开始，每月第一个星期五在 Ashwood
Hall 畅谈和交流股票投资和理财、退休金管理等相关内容。

02/02/2013

The Committee held a pre-release function for our 20th anniversary book《CPCA
二十年》

16/02/2013

2013 New Year party and 20th anniversary with book release celebration held at
Clayton Town Hall, more than 200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attended th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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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012

彩虹小组在 Ashwood Hall 开展本年度第一次活动。

03/03/2013

CPCA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Clean Up Australia Day along railway line in
Mount Waverley and Ashwwod areas.

29/03/2012

CPCA 在 Wattle Park 举办复活节活动，部分新会员参加了此次活动，感受我们这
个大家庭同欢同乐。
羽毛球小组除了每周的球赛，本周末还在倪传智，姜思宇家午餐聚会 BBQ。

30/03/2013
31/03/2013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3 月，有 46 位朋友成为 CPCA 大家庭的会员。欢迎你们，
新会员朋友们。

05/04/2013

健身舞蹈小组李生在 Ashwood Hall 再次传授太极剑，历时一月。

20/04/2013

太极走路小组每周末风雨无阻的 Jells Park 活动，本周又添新会员薛勃飞等。

26/04/2013

CPCA 有 6 对老会员在 Yarra Valley 的一个酒庄共庆结婚 30 周年。彩虹将在下期
报道他们精彩纷呈的珍珠婚庆活动。

26/04/2013

摄影小组在 Bright 度周末，山峦日出日落为摄影主题。

10/05/2013

CPCA 在 Ashwood Hall 举行欢迎新会员聚会活动。新老会员共进简单的盒饭晚
餐，聊天说地话友情。

11/05/2013

摄影小组在 Alfred Nicholas Gardens 秋摄秋色。

2012 年 CPCA 财政报告
张庆原
项目

支出
Expense

收入
Income

Item

上年结余

$9,277.36

Opening Balance

2012 会费收入

$6,990.00

2012 Membership Fee

2012 春节晚会门票收入

$129.00

2012 New Year Party Entry Fee

2012 中秋晚会门票收入

$44.00

2012 Moon Festival Party Entry Fee

Monash City Council 赞助费 收入

$2,800.00

Monash City Council fund

利息收入

$1.23

Interest

总收入

$19,241.59

TOTAL INCOME

Clayton Hall 场地费

$2,035.00

Monash City Council Clayton Hall
Rental

兴趣小组资助费

$600.00

Activity Group subsidy

CPCA 邮箱费

$93.00

CPCA PO Box

CPCA 注册费

$42.80

CPCA Registration

CPCA 保险

$628.72

CPCA Insurance

网站注册/数据库

$244.75

CPCA website host/database

澳洲清洁日

$157.85

Clean Up Australia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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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运动会

$1,431.88

Easter Sports Carnival

羽毛球比赛

$357.50

Badminton Competition

中秋晚会

$1,889.31

Moon Festival Party

儿童音乐会

$764.60

Youth Concert

讲座

$71.00

Seminar

纪念品

$68.35

Plaques

20 周年注册费/小册子

$205.00

20 Year book Registration/flyer

2012 春节晚会

$160.00

Gift for Special Guest/Raffle

(Total: $2149.08)

$200.00

Sound System Rental

$449.78

Drinks/cups/plates/snacks

$109.90

New Year Party decoration/stationary

$159.70

Children game

$100.00

Party Performance/singer

$855.00

Stamps

$114.70

Food Subsidy

总支出

$10,738.84

年终结余

TOTAL EXPENSES
$8,502.75

Closing Balance

2013 年春节联欢暨 CPCA 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总结
王晓明
2013 CPCA Chinese New Year Party was held at the Clayton Hall, on Saturday evening, 16th
February 2013, with supports from the Monash City Council. We have special guests including
State MP Michael Gidley, Mrs Guo
Xiaojuan and Mr Sun Hongzhi from
Education Office, Consulate-General
of Melbourne, PRC, and Mr Hu
Peikang, the principle of Xin Jin Shan
Chinese Coaching School.
Committee members and many other
CPCA members arrived earlier to
arrange the hall ready for the party.
The walls were decorated with
traditional signs that represented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Traditional
Chinese sweets as well as candies
were also placed on tables for
members and guests. At 5:30pm,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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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pling, were delivered to all participants. While people enjoyed the food, it was also a good
time to meet old and new friends. Greetings and laughing were heard everywhere in the Clayton
Hall.
At 6:00pm, suddenly, the hall gates were widely opened followed by a loud and strong drum
sound. A few second late, one red and one black lions emerged from the crowds led by one
masked with a smiling lady face heading her way into the hall. What a lion dancing performance!
It went to all the way cheered and applauded by the audiences. The lion dancing was performed
by Cambodia Chinese Lion Dancing Group, who had been very active in Chinese communities
for many years.
At 7:00pm, the CPCA annual general meeting started with the speech of Dr Xiaoming Wang,
President of 2012 CPCA committee, who gave his annual activity summary report for the 2012
Committee. It followed by Qinyuna Zhang’s speech, Treasurer of CPCA 2012 committee, who
detailed the financial report. Xiaoming thanked all 2012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ir
contribution. The 2012 committee includes Li Jianmin, Pang Jiayan, Zhang Qinyuan, Jiang Siyu,
Shi Hao, Tang Wenxin, Xie Caowei, He Jing, Bai Dongliang, Wang Aiqun, Shen Zhiqi.
He especially highlighted the successful publication of the CPCA 20th Anniversary book during
the yea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ang Jiayan and team effort of a group of brilliant editors as
well as authors. The editors include Zhu Jianhua, Zho Ming, Wang Aiqun, Fan Zhiliang, Jiang
Siyu, Jing Jianfeng, Li Jianmin, Liu Qianchu, Liu Wei, Luo Ying, Pan Renji, Shen Zhiji, Shi Hua,
Tang Wenxin, Wang Xiaoming, Wang Yieqiu, Xia Qing, Xie Caowei, Yang Yun. The book can
be purchased from CPCA and also available in all libraries of the Monash City.
The new 2013 Committee members were also announced. They are Zeng Yi, Li Jianmin, Pang
Jiayan, Zhang Qinyuan, Jiang Siyu, Shi Hao, Liu Fei, He Jing, Bai Dongliang, Wang Aiqun,
Shen Zhiqi, Ding Kan, and Xiaoming Wang. Zeng Yi was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2013
CPCA Committee.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speech by Mrs Guo Xiaojuan, the head of education office, ConsulateGeneral of Melbourne, PRC, and Mr Hu Peikang, principle of Xin Jin Shan Chinese Coaching
School. Both expressed their best wishes to our members in the coming Chinese New Year.
The entertainment programme started around 8:00pm, surprisingly with self-choreographed ‘fan
dance’ from our ‘boys’ of CPCA badminton morning group, which certainly brought in a lot of
laughs and cheers, also paved the way for the performance of our real professional CPCA
dance group with beautiful traditional Chinese dances.
The mini-film show with lovely Chinese and Western lyric and poems really brought all back into
the past 20 years, the time we enjoyed and cheered for, the time we spent without regrets, and
the time we would never forget and be always proud to have. A big thank you goes to Huang
Yuhang and Zhang Qingyuan couple and their daughter who made such great film. Our book
editors were supporters and contributors to this film particularly Zhu Jianhua who drafted the film
scripts, and Pan Renji who helped with photos and editing.
You would have heard or watched the famous ballet dance of Four Little Swans in Swan Lake,
but I may bet you would never have seen the four little swans performed by four gentlemen all
close or over 50 years old. Their comedy-style performance attracted a full of applauds. The
party atmosphere was pushed to even higher when the ballet dance was suddenly changed into
Psy’s Gangnam Style, led by our party hosts, Li Yuejing and Xie Caowei. The performers were
Zeng Yi, Zhu Li, Huang Yuhang and Liu Qianchu.
There were many other performances that also made the party very much enjoyable and
unforgettable for all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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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lights also included the presentation of certificates to CPCA members by 2012 CPCA
Committee to express its appreciation for their special contributions. Su Deming was
acknowledged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CPCA as a long-standing webmaster. Pan Jianyan was
acknowledged for her leadership, and Wang Aiqun, Wang Xiaoyan and Luo Ying for their
special contributions in publishing CPCA’s 20th Anniversary book. Zhao Ming was
acknowledged as Member of the Year in 2012. Fourteen members were also acknowledged for
their 20 year membership. They include Cheng Yibing, Jing Jianfeng, Liu Guimin, Pan Renji, Qiu
Bing, Shi Hao, Shi Hua, Shi Guangrong, Sun Shouyi, Xia Kenong, Yu Huagang, Zhan Junni,
Zhang Xiaoqin, Zhou Zhiping.
We thank our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their efforts to make another very successful
Chinese New Year Party. Special appreciations also go to many volunteered to stay on and
clean up the venue.
Finally,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sincere thanks to Monash City Council, Xin Jing Shan
Chinese School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s to CPCA.

2013 年复活节活动总结
曾一
每年的复活节，CPCA 都要按惯例组织聚会活动。由于今年的复活节来得有点早，因此理事会在
几个星期之前就开会讨论如何在 3 月 29 日办好此次活动以及具体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为的是让我
们的会员能够在活动中放松身心；提供会员见面交往的机会；也让孩子们从活动中得到乐趣。
此次活动的开展一开始就得到广大会员的大力支持，注册参加此次活动的会员达到 196 人，实际
人数已经超过 200 人，胜过参加历年复活节活动的人数。
为了确保场地的使用，清晨 7:30 当大家可能还在熟睡的时候，张庆原夫妇就冒着寒冷的气温携带
桌布到 Wattle Park 占领了活动场地的所有桌子（7-8 个）、退役电车和 BBQ 炉子。随后，在早上
8 点，李建民也带着 CPCA 的会旗、横幅、矿泉水以及活动奖品来到公园，接替张庆原看守活动
场地。
在上午 9:30 之前，几乎所有理事会成员都来到活动场地，为活动的开展做各项准备。丁侃和柏栋
梁负责给来车指路，安排泊位。将近 10 点，会员们及其家属和孩子陆陆续续开车到来。许多老朋
友一见面就高兴地攀谈起来，新会员也有机会与老会员见面介绍、相互认识。
那天的天气很“给力”，上午 10 点多，温暖的太阳就沐浴着大地，一扫前几天阴寒的天气，气温
高达 22 度。大家都非常庆幸老天的恩赐，使我们能愉快地享受澳洲清新的空气和适宜的环境。
在正式活动开展之前，现任主席将参加活动的理事会成员逐一向大家介绍，然后由新会员各自介
绍自己，使得新老会员有机会相互认识，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
接下来的活动是由姜思宇组织的“顶蛋” 游戏。为了这个有趣的游戏，施浩特地煮了 82 个鸡蛋
并逐一编号。游戏开始时，姜思宇站在退役电车的门口，向孩子们宣布游戏规则。只见一大群孩
子手里拿着鸡蛋跃跃欲试，都想知道谁的鸡蛋最硬？随着编号的进行，赢者高举着手中的鸡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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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示意。经过一番比拼，最后的顶蛋冠军由殷红和余实的女儿获得，并且拿到一盒精致的巧克
力奖品。
刚刚吃完午饭，亟不可待的孩子们就发问何时开始“找复活节蛋”。对于这个传统项目，理事会
早有准备，其实汪爱群带着 2 位志愿者已经把巧克力蛋藏在树林中。12:30 时，当开始找蛋的口令
一下达，只见几十个大小孩子活蹦乱跳地朝着藏蛋的方向跑去。不一会，有的孩子就捧着丰收的
“果实”高兴地向爸爸妈妈们汇报他们的成功，这时候，幸福的喜悦也荡漾在这些父母的脸上。
之后，由丁侃组织的投小球游戏吸引了很多孩子和家长，个个都想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其实在这
个游戏中，孩子投中的概率比大人要多，显示了孩子们先天的快速反应和敏锐的观察。
最后的游戏是拔河比赛，众多小朋友都想一试身手。粗大的绳子刚刚放到地上，还未发令，两边
的孩子就拔起来了，都想拉倒对方，这可乐坏了在一旁观战的家长们。拔河游戏正式开始后，两
边的孩子鼓足力气拔对方，围观的大人也一起摇旗呐喊助威。经过几轮鏖战，双方旗鼓相当，尽
管分不出胜负，但是大家还是很高兴参加这项游戏活动。
下午 3 时许，此次复活节的活动顺利结束，会员们相互挥手告别。愿今年的活动给大家留下美好
的记忆，也期待明年能够再次在复活节相聚！

[2013 年 CPCA 新会员介绍]
薛勃飞自我介绍
CPCA 全体朋友：大家好！
我是薛勃飞。去年有一次和一个同事聊天时，他提到 CPCA，我立即对这个组织很感兴趣，一方面
原因是自己觉得交际面太窄，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生活太程式化，亟待丰富。于是申请加入，
很荣幸，今年一月份我正式成为 CPCA 会员，并参加了 CPCA 二十周年联欢晚会、复活节活动、投
资小组活动和走路小组活动。
通过阅读《CPCA 二十年》和参加这些活动，让我认识到 CPCA 可谓藏龙卧虎，各路英雄好汉和能
人志士汇聚一堂：科研大家、职场达人、投资专家、文坛新秀、艺术大师、体育健将、休闲高
手……短短的几个月，我就觉得受益匪浅，乐而思蜀（属），感叹自己加入太晚！可以预见，
CPCA 将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单介绍一下我和我的家庭。我太太黄健红现在在 Monash 大学读护理专业。我们有两个孩子，女
儿两岁半，儿子半岁。2006 年中科院物理所博士毕业后，我来到澳洲，先后在 Griffith 大学，
Newcastle 大学和 Monash 大学工作。
杨辉、韩丽娟——漂泊和扎根的北京人家
2001 年北京的秋，杨辉落脚在美丽的墨尔本，开始了回到起点的、从春天出发的旅程。2003 年北
京的春，丽娟和女儿 Jenny 远离了尚在寒冬的故乡，在秋风婆娑的墨尔本建起我们在异乡的三口
之家。我们都是北京人，从记事儿开始就自豪和荣耀。我们现在是墨尔本人，在中国的血脉中加
上了南十字的情怀。我们的父母亲人还在北京，我们的关系和朋友也在那里，不过我们相信的
是，世界上还有更多的朋友，人生还有更精彩的征程。
来澳洲之初，如同每个海外同胞一样，我们经历过跌宕起伏，面临无数的问题和困难，种种考验
让今天的我们更加羽翼丰满。从中国教授到澳洲留学生的青春重走，从北京白领到猫本蓝领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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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换，从北京的优秀学生到墨尔本承受挑战的初中新生，我们在这 10 年中携手鼓励，一起迎接
每天不同的朝阳。
在这片南方的大陆，我们肯定是少数民族，但在精神的世界中，我们是全部的人生。杨辉在完成
了 3 年多的 PHD 学业后，先后在 La Trobe, Monash 大学继续着他的学术研究，追求深度和广度的
拓展。丽娟更换了许多工作，每份工作都尽心竭力，让周围的人赞叹不已。Jenny 初到澳洲 12
岁，她从一个备受保护的小女孩，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和坚强的女生。她已经完成了 Monash 的本
科学习，正在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
其实，我们都在成长，受心灵的指引，受同胞的鼓励，受朋友的提携，无处不在。来到 CPCA，我
们有了一个新家，有了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认同、友谊和快乐。我们将尽情领
略这个和睦大家庭的＂家事春秋"，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CPCA 二十年专栏 - 编辑部的故事]
千呼万唤始出来__我们自己的书
庞加研
承载着我们历时两年的期盼和努力，《CPCA 二十年》，大气、厚重、漂亮而不失品位的书，2013
年二月终于送到了会员们手中。
这本书凝聚了 CPCA 二十年许许多多会员，特别是 20
位编委排版印刷大臣和 60 多位热心会员投稿跑腿帮
忙，没日没夜的辛勤劳动。是大家的努力，大家的成
果。是又一个献给我们自己的，值得珍藏的特别礼物
__我们自己的书。
为了我们的书，有谁记录过我们因此而收获的，无法
用物质金钱衡量的人生感悟，更深的相互了解、理解
和配合，还有那些为我们充电的 email 调侃？
为了我们的书，有谁统计过我们为此熬了多少夜，渡
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以及不知不觉消失的白昼？上
班的时候，从下班到家，天还没黑就开始为此书工作
到掌灯，再从掌灯到太阳为我们照明；没上班的时
候，从月西沉干到月东升；有人半夜还在为书的编辑发 email，有人 4am 早起在送邮件？
为了我们的书，有谁统计过我们放弃了多少可以和家人朋友欢聚的时间，放弃了多少可以好好挣
一笔可观收入的时间？
为了我们的书，有谁统计过自己掏腰包为编书四处游说，打了多少电话，开了多少车程，以各种
方式答谢不求回报的会员、非会员和其它政府社团和机构？
为了我们的书，有谁统计过我们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哪怕是为了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一个
空格所经历的讨论，争论，争辩和定夺？

10 of 39

为了我们的书，有谁统计过编委们在两年时间里有多少所需所求，又有多少热心会员们有求必应
的支持？
彩虹将尽力把我们这些可亲可敬的编委们“编辑部的故事”留在这里，留给我们大家，留给我们
的会员，留给 CPCA。
这就是我们的 CPCA，人才济济，藏龙卧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爽！

联邦众议院议长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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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sh 市长贺信

13 of 39

在异乡构筑“故乡”——读《CPCA 二十年》有感
宗崇茂(江苏.盐城)
再次逐字逐句地阅读，再次打开这一扇遥远的窗……
南北的向背，季节的反差，并未影响我感受的共鸣，也许是因为有中华文化作为我们共同的基
因。
我结识了这样一群人，这样一个“家”——
他们卓越而平凡，专业而广博，遥远又亲近。
他们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却也注重生活中的点滴情趣。他们热爱生活，又无时无刻不在创造生
活。
他们是淘金者，也是拓荒者，是耕耘者，也是播种者。“敬业，勤奋，仁爱”，正是他们得以成
功的品质保证。
他们是一群漂泊天涯的中国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家”：CPCA——澳洲华人专业人士俱乐部。
墨尔本的清晨，他们以行走的方式健身；打羽毛球、打太极、练瑜珈；
在春节联欢的舞台上，由四位男士表演的小天鹅正翩翩起舞，他们略显笨拙的舞姿引来满堂欢
笑；
祖国受难之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发起募捐活动，尽游子的一份绵薄之力；
一支由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在“澳洲清洁日”这一天浩浩荡荡开来了！这一坚持，已走过十六
载；
… …
一个人可以渡过重重汪洋，有时却难以渡过自己内心的孤独。
因为陌生，他们聚到了一起；因为相知，他们彼此抚慰。
用甘霖般的友谊相互滋润，用内心的光辉彼此照耀。
异乡的漂泊，艰难的打拼；多少快乐或辛酸的故事，早已深埋于心底。
关山万里，从未隔断过对故里的深情眺望；去国经年，从未放弃过对精神家园的不懈追求。
“奉献、健康、快乐”，是 CPCA 共同的宗旨。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爱是 CPCA 唯一的语
言。
在异乡，他们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故乡”。
对于游子，爱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文化在哪里，家园就在哪里！
他们在春天过“中秋”，在夏天过“春节”；与其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节日反串”，不如
说，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传承。
在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为多元文化奉献的
人们”。
是的，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把文化喻为一棵大树，那么中华文化就是这棵树的根基，而多元文化
的汲取与浇灌，又使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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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曾经在春天走散，果实又在秋天重逢。
他们收获了无数的尊敬与荣耀。这份尊敬和荣耀不仅仅属于个人，也属于 CPCA，属于所有华人和
整个世界。
一张张陌生而亲切的笑脸，一个个生动而有趣的情节，一幅幅美仑美奂的画面，绽放在书中，也
深深定格于我的脑海中。
感谢《CPCA 二十年》给我带来的一次地理之旅，精神之旅！
隔着重洋的距离，隔着书桌的距离，请让我祝福你，CPCA！请让我祝福你，陌生的亲人！
2013 年 1 月 31 日

相约在澳洲的星空下 _ 读《CPCA 二十年》有感
李慧 (江苏.盐城)
那个地方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
那里的人们热爱生活，酷爱运动，喜欢旅游。
那个地方是遥远的国度，Australia，中文名叫澳大利亚，与我的空间距离是八千公里，时差的距
离是三个小时。曾经只是电视中一闪而过的画面，杂志中悄然滑过指尖的风景画。
因为骆英女士，因为《CPCA 二十年》这本书，我仿佛嗅到了那片天空下清新的空气，看到了一群
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在那块土地上幸福生活。他们仿佛就在我的身边，叙说着他们不一样的人
生经历，叙说着他们同样的情感历程。
虽然此前我曾认真拜读过这本书的初稿，但真正捧着这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时，还是非常震
撼。二十年前，一批学界精英——中国的第一代学者移民于 1993 年 1 月 23 日在墨尔本搭建了美
好家园 CPCA。它像母亲的怀抱，漂泊者的港湾，接纳了一个又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20 年间
兼收并蓄，聚成圈，抱成团，如今他们已硕果累累、儿女成才。
是什么让一群人用心去爱，用心去经营，二十年后品尝到收获的喜悦与甘甜？是什么让一群人在
异国他乡的日子里团结在一起，组成一个组织，不为名利所惑，甘心情愿付出？
在一个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一段段阳光映照窗棂的午后时光，我跟随一位位作者的生花妙笔，寻
着一篇篇文章的脉络，翻过一张张留有岁月印痕的老照片，探寻其中隐藏的奥秘。
芝麻，开门吧！
乡关何处？奋斗与奉献，他乡终会变故乡
人生就像一条河流，不是在此岸，就是在彼岸。彼岸，意味着重新开始，需要放下现有的生活习
惯，开创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新土地、新家园之上用智慧和汗水描绘出另一番人生的风景。
CPCA 有众多在各行各业做出杰出成就的会员，他们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们中有低调地把“中澳管理项目”名下的钱用在虽不能马上见效但却能建立长治久安的经济制
度方面的史鹤凌教授；
他们中有曾任蒙纳士大学土木工程系系主任 “管理洋人”的赵晓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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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有成功开发能原位观测半导体砷化镓表面生长过程中的表面显微镜的唐文新博士。
他们中有将中医从一个以诊治华人为主，到得到各大私人保险公司认可，并逐渐推广步入正规医
疗体系中的替代疗法的倪传智医生；
他们中有“游山玩水”的教授杨耘；
他们中还有靠“洋插队”务农凑齐学费，历尽艰辛、曲折，最终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冶金
师朱建华；
……
他们和所有 CPCA 会员一起见证了澳大利亚 20 年来的变化和进步，为澳洲的经济和科技进步，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曾是异乡人，通过自已的努力，在这个国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归属感与认同
感，找到了熟悉的温度，熟悉的味道，时间久了，他乡自然成故乡。
他乡变故园，为回报滋养他们的土地，CPCA 人积极参与和组织回馈澳洲社会的公益活动，坚持十
几年参加澳洲清洁日活动，为此还荣获维州政府颁发的 2001 年国际义工年奖，你看一群人守着捡
来的垃圾展颜欢笑，多么动人。
唯心安处是家乡。能把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过得如此活色生香，风生水起，CPCA 人不是这片土地的
主人，谁是？
无私奉献，真情关爱，峥嵘岁月心连心
移民，常常伴随着颠沛和周折。而CPCA就像一个温暖的家园，接纳吸引着来到墨尔本的每一位中
国人，向需要帮助的会员伸出援手，让漂泊他乡的小舟不再经受风雨的吹打。会员们聚在一起，
互帮互助，不分彼此。遇到集体活动，从组织策划，到物资的装卸和运输，大家都热心做这些费
神、费力又费钱的事。会员潘志远在《健康 快乐 奉献》中写道：
“乐于奉献并不是个别人的专利，而是群体性自觉行动。每次举办大型活动，从购买一箱箱矿泉
水，一箱箱盒饭、点心及相关物品；到布置会场和清扫会场，有序协调分工。搬一把椅子，擦干
净一张桌子，这些看似很小的事，却蕴藏着 CPCA 特有的自觉奉献的群体意识和表现出一代海外华
人高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范。”
CPCA 用浓浓的亲情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让大家甘心付出一切辛劳。如果说 CPCA 人曾是散落在
世界各地的珍珠，独自发光。在澳大利亚，他们却像璀璨的星辰，照亮彼此。
在 CPCA，各类兴趣小组常年活动不断，太极瑜伽，走路健身，羽毛球，乒乓球，股票投资，应有
尽有。会员们还经常举办不同种类的讲座，子女教育、健康养生、投资、理财，面面俱到。大家
在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交流生活的经验，使人生变得丰盈而充实。
二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在欢庆节日、畅想明天的日子里，仍然没有忘记那些已经逝去的老会员，
詹隽妮女士在《忆故人》中笔蘸浓情：
“在这庆祝创建二十年的时刻，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念起 CPCA 的两位创始会员，——寿晓江和付
红英，还有一位老会员，梁关培，想起他们当初对 CPCA 的奉献，想起 CPCA 大家庭对他们的情
谊。”
情之真切，让人无不动容，二十年 CPCA 发扬光大，靠的不就是这份情谊吗？
掩卷而思，《CPCA 二十年》让我明白，其实，人生是个不断相聚又别离的过程，人聚来散去，到
头来聚在一起的肯定是同一类人。和有情人，做快乐事，人生中再大的风雨亦能从容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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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荟萃 互依互存
江华 (江苏.盐城)
如果没有读到《CPCA 二十年》这本书，我对华人在外打拼的印象，可能仅停留在《北京人在纽
约》这样的故事中。去年春节前，我有幸与这本厚重的书谋面并逐篇阅读，让我有一点震撼之
外，感慨颇多的还是对那些打拼者的尊重和敬佩。
南半球。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商界精英在远离故土的澳洲相识。因着同一个国家、同一种语言、
同一种肤色、同一种文化背景的因缘，他们在异乡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共同的“家”，这个
“家”的名字并不耀眼，却牵动着每一颗在澳华人的心。它就是澳大利亚华人专业人士俱乐部。
毋庸置疑，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都在逐步走向世界，人才和科技也在国际化，出国深造
或创业已不是新鲜事，但这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状态，它需要知 识的支撑、智慧的高度、财
力的保障，最重要的还要有一颗坚忍不拔的心，要在完全不同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的土地上生根
立足、艰苦打拼，让自己能够尽早融入其中。
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了多名 CPCA 会员写自己在澳洲打拼的故事，他们并不是一帆风顺，也有困
惑和无奈。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的史兵随丈夫先后在英国、澳洲生活，当她离开祖国时，也就意
味着要 放弃自己在国内稳定的工作，而不得不在国外的职场寻找自己的位置。从自信满满准备在
IT 行业发展到成为一名优秀的护士长，在《从做气象到做护士》的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一个家
庭主妇、一位母亲、一个妻子勇于学习的热情和她华丽转身的激情，她成功了！
骆英女士曾经是我们集团最受尊敬和爱戴的 CEO。五年前，她离开我们独自带着女儿去了澳洲，
她的很多朋友和下属，都很想不通，国内的事业顺风顺水，如日中天，何必要吃这个苦呢？到澳
洲可是两眼一抹黑啊。在《流淌的音符》文章里，我读到骆英的心声，在那时“只有自己明了，
耀眼的光环下，眼眸中写满了沧桑，更有一颗疲惫不堪的心难以言说。”当 2007 年踏上澳洲这片
土地时，她就下定决心：“沉下一颗心，安慰自己，只不过是一次从头再来。”从认路牌到学驾
照，从租房到买房，从自学英语到进入皇家理工学院，从开小超市到成立新公司，这一切又令我
们讶异和欣慰。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她在许多文章里，多次提到一个名字 ——CPCA，这里让她在
工作之余有了精神回归的空间，这里让感性知性的她读懂乡愁的滋味。这里充满爱意温情，这里
回荡中国文化的意蕴，这里无疑是在澳华人的心灵家园。大家在这里唱中国歌、跳中国舞、分享
中国味道，切磋中国武术和太极拳。读完此书，我也真切地感受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
中国文化，中 国文化源远流长也必将融入到国际主流文化的核心。
“人生，就像一只风筝。”会员吕滨在经历过多次事业转折后深深地感慨。苦有苦的乐趣，大学
教授杨耘先生说“工作是为了享受生活。”何永昌夫妇创办了“音乐天地中心”，他们用音乐为
澳中友谊做贡献，在他们来澳洲 20 年后，深有感触地说：“回顾往事，弹指一瞬间，这期间的历
程真是一言难尽，这实在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真正经历了人生磨难。”伍东扬教授所从事的专
业也许我们并不能确切了解，但我们为这位优秀的女性感到骄傲，在事业发达的同事，她收获着
自身家庭及来自 CPCA 大家庭的幸福人生。
最后，我想用唐文新教授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物之间的对应、人之中的关系，人物间的互
动，所见之物为所不见的关系服务，心的感悟决定了人的位置。虽常年和物理打交道，在其中深
深领会其与心灵间的互依互存。”这句话颇有意味，有着物理常态的平衡原理，也有着宗教哲学
的禅意，也从某一方面对 CPCA 这个大家庭作了肯定而高度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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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A二十年》出版花絮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CPCA二十年》的编委们伏案劳作，凌晨一点二点，邮件还在星空下穿
梭，来来往往的是一道道泉涌文思和炙热深情，除此之外，还有编委们对于文学的那份情有独
钟。文人的闲情逸趣，插科打诨，也着实妙趣横生，值此《CPCA二十年》问世之际，摘选以飨各
位读者，将随《彩虹》陆续刊出。

花絮之一
朱建华
加研主编暨文化村村长大人：
欣闻村里热闹，节日气氛浓郁，内地海外两地起头并举。
内地：骆庄主回国忙着文化传播，既普及书文化又夯实食文化。当然，后一文化的传播肯定要有
健全发达胃功能的保证。
海外：赵明老哥正在村里认真从事语言逻辑颠倒研究，即“代表我们吃你们”和“代表你们吃他
们”的区别。有人边上看得不耐烦了，干脆点破。借用力学工程里所说的“平移”，将我们，你
们，他们这么顺时移动一位，逻辑差异颠倒顷刻消失。这一研究结果，充分肯定了汉语文化对时
空的穿越感。所以，中国人个个能成为朦胧派文学的大师，逻辑思维立体感特别强。由此，骆作
家将其上升定论为俺村文化的特色。
看了宗作家的《读后感》，更能感受到同宗同胞间的心息相通，尽管两地地域时差不小。骆庄主
尽红娘之责，为两地穿针引线，搭建起穿越时空的飞舟桥梁，在文化的宇宙中，让世界变小，让
中国变大。来往南北，潇洒穿梭！无愧文化使者称号！
更重要的是，通过宗作家等做的专业书评，肯定了《CPCA 二十年》一书对村里海外的文化交流提
供的良好契机。仅就此而言，您及编委下属们的辛苦付出已有所值，自豪吧，CPCA 的文学爱好者
们！
您多保重，以能保证长期带领我们继续进步！

[讲我们的故事]
写在妈妈八十华诞之际
汪爱群
岁月如梭！转眼快到妈妈八十华诞日了。长久就有意给妈妈写点心里话，却一直未能如愿,愧疚之
极。这次想借祝贺妈妈生日之机，拟以此文送给妈妈,略表孝心。
爸妈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我排行老三。因我是唯一的女儿,又比二哥小四岁,所以小时候和
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受到的呵护也最多。同时,受到的管教,耳濡目染受到的影响也可能最
多。
爸妈都是老师，很注重教书育人。妈妈对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要求非常严。在学校，即使不在她
跟前上学，她也会经常找班主任了解我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习情况，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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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数学考试因粗心丢了 0.5 分，妈妈发现原因后狠狠地批评了我。在家里，妈妈让我们从小
就热爱劳动。69 年爸妈回原籍时我才七岁。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学洗衣，做饭，养猪，养鸡，种
菜，砍柴。上学时总会带着菜篮或箩筐，放学路上扯一篮猪草或拾一筐柴禾再回家。我们虽然吃
商品粮，但假期里，我们和农民家的孩子一样，参加生产队的各种生产劳动，还多次获得双抢战
斗模范。
妈妈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村里有人有困难，妈妈总是尽力帮忙。我实在记不清妈妈曾多少次让
我送过自己舍不得吃的饭菜给村里的孤寡老人…
妈妈能歌善舞，在学校一直兼任文艺老师。记得那时经常搞文艺汇演。区里集训教跳舞，老师学
了回校教学生。多数老师都是生搬硬套，而我们学校的节目则总是在妈妈的创意下耳目一新。多
少个夜晚，妈妈不辞辛劳，在煤油灯下用被面做少数民族服装，用白纱巾做飘袖，用毛巾缩帽
子… 妈妈的宣传队在当地还真是小有名气。
妈妈干什么都很用心。在农村呆了几年后，我们家菜园里的菜总比别人的长得好。就连妈妈泡的
咸菜，晒的干菜，做的腐乳也比别人家的好吃。现在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咸菜，腐乳多得很，但真
的很少有能与我妈做的媲美。
妈妈因从小生活困难，成年后家务，工作非常劳累，身体一直不太好，以至四十刚出头就退休
了。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很早离开家在外求学。我 16 岁去上海上大学，30 岁移民澳洲。陪在
妈妈身边的时间真的太少。只是我在华中理工大学任教时妈妈和我一起住了几年。但当时条件不
好，妈妈还得帮我们带小孩，很是辛苦。我们移民澳洲后，虽然爸妈先后去了四次，但因语言等
原因，生活不太适应，每次只住了 6-7 个月。
妈妈的一生历尽磨难，命运多舛。她为这个家操劳了一生，为培养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呕心沥血。
虽然我们从没有为妈妈写过什么，也没有给妈妈说过什么感谢的话，但妈妈对我们的关心和爱
护，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我们点点滴滴都记在心头。我们永远感谢妈妈：
感谢妈妈的十月怀胎，为了孕育我们的生命数月忍受胆汁俱下的呕吐之苦；为了我的降临，忍受
人间最惨烈的裂骨之痛。
感谢妈妈的多年养育。为了我们能吃饱穿暖含辛茹苦。感谢妈妈的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的呵护。
感谢妈妈的每一顿饭，每一件衣，每一句叮咛，每一份牵挂。
感谢妈妈的从严教育！感谢妈妈教我们认真学习，踏实做事，诚信待人。
妈妈,请您记住：
虽然您的白发在一丝一丝增多, 皱纹也一条一条逐日渐深，请您不要伤感。在儿女的眼里，您永
远年轻，永远最漂亮。
虽然您的腿脚会慢慢不如以前灵便, 请不要担心。我们会随时伸出手臂搀扶您,就像当年您耐心地
牵着我们蹒跚学步。
虽然当今世界日新月异，您可能觉得在被时代慢慢抛在后头,请不要伤感。就像当年我们初离家门
时,您教我们要勇敢面对新的生活，再大的困难也要有信心。
总之，只要妈妈快乐，我们就快乐！就像当年您为了我们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亲爱的妈妈，在
这属于您的节日里，请接受我对您最衷心的祝福：祝您生日快乐，健康长寿！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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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母爱
潘仁积
在我们上海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作为一个女婿，我曾经也有
过这样的荣幸，而且持续好多年。从谈恋爱做“毛脚女婿”开始，到结婚后转正，一直被丈母娘
喜欢着，直到老人家去世。说不出那种爱与母爱有何不同，但却始终荡漾在我的心田，暖暖地。
我权且称之为同样的母爱。
回想起来真是光阴似箭。第一次见到岳母时，老人其时才刚 50 岁多点，比我们现在自己的年龄要
小好几岁。那时我尽管年轻，但因为从小跟在外婆身边，加上家中父母的年龄也比我同年人的父
母要大，所以尊重老人、如何与老人沟通一直是我的强项。面对未来的丈母娘，我更是使出了浑
身解数（当然，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故而，从见面的一刻起，我就一直受到丈母娘的青睐。
岳母好客，每次上门总要做许多点心、好菜招待我，让我受宠若惊。可是，老人家做菜的口味与
我们家大相径庭。虽然在上海已生活了几十年，但岳母做菜的口味依然保持了家乡无锡的特色：
甜！不知为何，从小到大我都不喜甜食，不但平时糖果不吃，甚至每年的中秋月饼我都不碰。现
在可好，未来的丈母娘不管做什么菜、点心都放许多糖，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每次给我做的点心，
往往甜到发腻让我咽不下口，但又不便说。别人有事说不出叫苦不堪言，我这个情形大概只能用
“甜不堪言”来形容（两层意思，一是食品甜的无法下咽不便说，二是受丈母娘喜欢心里甜得窃
喜）。后来时间长了，岳母才知道我不喜甜食，慢慢做菜也尽量迎合我的口味，让我非常感动。
82 年下半年，岳父得了重病，要住院开刀。当时我们还没结婚，他们家除了静霞外，只有体弱的
母亲和幼小的弟弟。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觉得自己应该多担待点责任。一段时间后，岳母看到我
白天上班，晚上陪夜，人十分辛苦，心里很担心我的身体，一定不再让我陪夜，但在我的坚持
下，老人家做出妥协，不再让我天天晚上陪，而由她自己帮我分担一些。可见老人家心里是多么
心疼我这个未来女婿。第二年，岳父的病再次复发。那时，我们刚结婚不久，住在自己处于上海
最西南、离静霞娘家要骑 45 分钟自行车路程的新房里。为了给岳父治病，我常常跑来跑去车马劳
顿，丈母娘后来实在不忍心，就叫我们搬过去挤一下。老人家除了自己每天上医院陪伴，还给我
做好吃的补充营养。虽然人辛苦点，但看到丈母娘如此关爱自己，再苦也心甘情愿。虽然经过不
懈地努力，可最终岳父还是走了。但通过这一事件，我与岳母从此建立了亲如母子的关系。
84 年年末，我们的女儿出生，这给因刚失去丈夫不久还沉浸在痛苦之中的岳母带来了不尽的喜
悦。从此以后，女儿就一直在外婆的呵护中成长。因我们自己的住处比较偏僻，岳母就让我们三
个人一起挤在那儿与她一起住以方便照料坐月子的静霞及襁褓中的女儿。而由于房间小，岳母只
能每晚挤在一个临时折叠的小床上睡觉。为了让我睡好，小孩哭闹时，岳母从不叫醒我，而是自
己起床与静霞一起给小孩换尿布、喂奶等，这让我在深受感动的同时，也心存愧疚，但又为自己
有如此好的福气而惊喜。生完女儿在家休息一年后，静霞回到学校上班。因托儿所进不去，女儿
只能仍由岳母来带。所以那段时间我们依旧住在岳母家。老人除了帮我们带孩子，还得为我们做
饭、烧菜，有时半夜还得起床哄孩子，让我们实在过意不去。后来，学校总算给解决孩子的入托
问题，我们就搬回了自己的家。
虽说不再与岳母在一起生活，但老人家的心仍然无时不刻牵挂着我们。除了经常让我们回去外，
只要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或是老家带来什么好东西，总是马上让静霞的弟弟给我们送来。岳母比
较节俭，我们平时不在的时候，吃得也比较简单。时间长了，邻居们都摸出了规律：只要哪天老
人家的菜篮子里买了好菜，就知道“无锡阿姨”的女儿、女婿今天要回来。
1989 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决定到澳大利亚闯一闯。尽管岳母与我的父母亲一样并不赞成，但因
是我一人去，故岳母也没有极力反对。我到了墨尔本后，静霞要上班，一人无法带孩子，故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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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岳母那儿生活。在那两年中，静霞及女儿受到岳母的精心照料，让我在墨尔本无后顾之
忧。原本准备在墨尔本镀几年金后便回到上海，但后来阴差阳错，不但我没回去，倒将静霞、女
儿接了过来。
人都是感情动物。虽然女儿移居墨尔本时还很小，但她知道外婆一直疼爱她，想她，所以会经常
打电话问候外婆的身体，每次回国跟外婆也特别亲。这样，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了。但心里的
惦念还始终那么深厚。三年前，一直好好的岳母，突然脑中风住院抢救。当静霞与女儿第一时间
回国赶到医院时，岳母已处于昏迷状态不省人事，可当女儿呼喊着外婆告诉她老人家她和妈妈已
回去看望她时，老人家居然眼睛里留下两行热泪。老人家知道自己世上最亲的人已回来为自己送
终，心里感到了莫大的安慰。两天后我也赶回上海，可老人家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 82 岁。
面对刚刚逝去的岳母，我的内心无比沉痛。自懂事起，我奉行的处世原则就是“宁可天下人负
我，而我绝不负天下人”。可对于慈祥的岳母，我却一直没有底气说这句话。我父母亲一直说我
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不但娶了个好妻子，还始终享受着丈母娘的关爱。父亲临终前不久，曾特意
拉着静霞的手，对我丈母娘多年来对我、对我们家的关爱、奉献表示真诚的谢意。岳母对生活、
对我们从来没有奢求，她老人家只是本能地企盼能常常与我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可我竟然在
她最需要儿孙围在身边安享晚年的时候，将她老人家的精神依托----女儿及外孙女带到了异国他
乡。90 年代初期，我们非常容易就能将老人家移民到墨尔本与我们一起生活，但不管我们如何做
工作，老人家就是不愿离开故土。这事一直让我十分纠结，曾经想在女儿小学毕业的时候，举家
回上海，可是，又怕女儿已无法跟得上国内的教育而毁了她的将来。最后只能牺牲岳母的利益，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常常打电话、回国探望老人家。虽说 02 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一再邀请下，
岳母曾来墨尔本与我们一起住了几个月，但那毕竟时间太短，根本无法抚慰老人家寂寞的心。多
年来，丈母娘一直视我如亲儿，从来没为什么事责怪过我，每当我和静霞闹些矛盾时，老人家也
是毫无原则地帮着我，唯独我们移民墨尔本这件事，老人家一直对我有微词。我也觉得对不起老
人家，心存愧疚，心里只盼着老人家健康长寿，等我们退休时能回去天天陪伴在老人家身边。没
想到，老人家却突然仙世，让我一点弥补的机会都没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守着灵堂，看着
老人家在墨尔本看望我们时照的遗像，我心里默默地对老人家说：“岳母大人，您就安心地走
吧，今生虽已无法再孝敬您老人家，但我会一如既往地关爱、善待您的女儿，与她一起陪伴终身
以报答您老人家对我的厚爱”。
愿天下所有的丈母娘健康、快乐、长寿。
2013 年 1 月 于岳母大人逝世三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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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一声亲爱的妈妈
庞加研

七十七岁的妈妈，
今生第二次，
有家人和朋友给你过生日。
你面带微笑，
你不紧不慢，
讲着家乡话和生日感言。
我鼻子酸酸的，
也伴着心里那分甜甜的。

我庆幸，
我们走过了那个特殊的时代，
带着历史的烙印,
跨海越洋，
还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同一方土地，
亲而不近，
疏而不远。

我庆幸,
二万二百天的岁月，
让我体会到了你的艰辛，
你的不容易。
七十七年蹉跎岁月，
五十五年为人之母，
一对飘逸美丽的长辫，
如今变成了花白的短发，
轻轻飘起，无声地诉说着你的过去。

面对你，
我叫不出“亲爱的妈妈”，
面对你，
我说不出口“妈妈，我爱你”。
可是，在我的心灵深处，
我最珍藏的情感
那就是
妈妈，我爱你，
我亲爱的妈妈。

[讲我们的故事]
自行车的故事
赵明
中国的城市居民没有几个不会骑自行车的。
像大多数那个年代的孩子一样，我在小学时学会了骑自行车。不过那时候自行车还是稀罕物，难得
有机会摸一下。1965 年我上初中，离家有 8 里地，住在学校里。星期六放学后回家经常是步行，好
省下 8 分钱的公共汽车票。
1966 年文革开始，大一些的学生在学校里斗老师打派仗直到最后真刀实枪的干了起来，低年级的无
所事事闲散在家。家里正好有一辆公家的自行车，于是就有了很多骑车的机会。除了骑车玩，也给
家里做一些事情，如买粮。十几岁的男孩当然经常是要做一些胆大妄为的事。比如说，与我的玩伴
两人骑车从两个方向加速，头对头相撞看谁被撞得最厉害。好在那时候的自行车很结实，撞也撞不
坏，更幸运的是还没有撞到头破血流或骨折的程度。骑车双手离把是经常干的事，甚至是后座位带
着东西，大梁上带着一个伙伴也敢这么干，大卡车从身旁经过象不知道的一样。有一次看到一个大
人可以把车刹住，人在车上好几分钟不会倒下来，十分羡慕。但是练了 很长时间也没有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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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从乡下抽调到工厂，从做学徒工开始，每月工资 18 元。一两年后用积攒的钱买了一辆崭新
的永久牌自行车。那时候一辆车一百多元，还要等待机会搞到一张自行车票，所以那辆车就别提有
多宝贝了，有时间就擦洗。我在一家机械厂工作，手头有的是工具，经常把车全部卸开然后再装
上。再小的毛病一定是发现了就立即修好。
在工厂工作了 5 年半，工厂离家骑车半个小时的距离。我平时住在厂里，周末回家。在工厂的大多
数年头是做操作工，24 小时倒班。早班：早 8 点到下午 4 点；中班：下午 4 点到半夜 12 点；夜
班：12 点到早上 8 点。每个星期上 6 天班，早中夜班周而复始，中班和夜班有 2 毛钱的夜餐补贴。
一辆自行车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不论是刮风下雨，也不论是白天黑夜，该上班了，骑上自行车
就得上路。1978 年春季上大学，自行车留在了家里。
大学 4 年在合肥没有自行车。只是有那么一次，周末和爱武去她哥哥处，晚上回来晚了，把他的自
行车骑走了。夜晚的城市，凉风习习，路上车辆稀少。恋人的胳膊揽在腰间，低声细语。还有很多
话要说呢，抬头看学校已经到了。记忆中似乎仅此一次自行车上恋爱的经历。再以后同车共行，恋
人已经升级为太太。
1982 年春来到北京，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点在玉泉路。为了回所里方便（计算所在中关
村），花了 55 块钱在旧车行买了一辆二手车。车身是墨绿色的，奇怪的是在哪里也找不到标牌，
只是看起来像是一辆飞鸽。骑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辆车非常结实。那时候 一般的车摔重了会把
脚蹬子摔弯，但是这辆车再怎么摔脚蹬子也不会弯，我猜想它也许是从邮局退役下来的。
在北京的 8 年，我的绿车忠心耿耿地陪伴着我，除了轮胎漏气铃铛不响之类的小毛病，从来没有给
我带来麻烦。骑着它，周游了很多北京的大街小巷；遇到风和日丽的周末，有时会扔下被自己排得
满满的学习日程，到郊外骑几个小时放松一下。87 年太太和 2 岁的儿子来到了北京，自行车成了我
们家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每天接送孩子，周末买菜，买煤球（后来 换煤气罐）。唯一觉得遗憾
的一件事，就是当年住在玉泉路时不知道卢沟桥仅仅是骑车一两小时的距离。以后竟然就再也没有
机会骑车去一趟。
中关村附近名校林立，与北大、清华更是三足鼎立。那时候对科研充满了热情，凡是国际名家来访
或国内专家的学术报告，只要有机会，蹬上车二、三十分钟之内附近的几大院校都可以到达。与此
同时也常有研究生同学之间的交流。曾经有一次北大、清华、科学院三单位上百研究生聚会，群情
激昂，所有的人都充满了使命感，觉得中国今后科学发展的重担必将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时间滑到了 1989 年春，北京城人心浮动。我那时做博士论文正忙，并没有分出多少心去关心外面
的事情。4 月 26 日人民日报社论给学生的抗议活动定性为“动乱”，激怒了科学院众多的科研人
员。科学院也上街游行了！我骑着我的绿色自行车，随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一路直达天安门广
场。队伍中，有很多平日备受我们尊敬的老师，有我的同学，也有所里的的工人和科研人员。
以后形势逐渐恶化，学生开始绝食，市民组织了支援队伍，工厂的工人开始响应，报纸电视的报道
铺天盖地。这一段时间我出去的次数多起来。曾有几次，晚上骑着自行车 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
默默地待上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不为别的，只是以自己的出现表示对绝食学生的支持。这样做
的不是我一人，广场上通宵达旦人总是满满的。5 月 19 日凌晨赵紫阳到广场看望学生，我就在大约
100 米之内。我看到学生所在的大客车周围亮起了几盏强灯，又看到人群涌动。当时以为是记者来
访，周围又很拥挤，所以没有上前。
赵紫阳的话给所有支持者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次日晚我在人民大学，整个校园弥漫着一种紧张
气氛。半夜时分说是有重要消息，大家聚集在电视机前或广播喇叭下，等到李鹏宣布了戒严令，校
园里的紧张变成了慌乱。但是很快人大门前的路上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几辆载满了人的载重车呼啸
着从北向南驶去。得知这是市民自发行动起来前去拦堵军车，学生们的精神又开始振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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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十多天，我骑车到过军博，到过长安街，凡是知道有军车被堵截的地方。所到之处，总是成
群的市民围住军人，向他们解释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士兵们有说拉练经过北京的，有说北京有坏
人需要 他们来维持次序的，也有说什么都不知道的。有天晚饭之后，说是温泉方向有军车进入，
立即登上自行车向温泉骑去。温泉距离中关村大约 2 个小时，在那里等了很长时间，远远一长串车
灯，驶到近处才看清是一队坦克车。车队被堵在一个村庄附近，堵车的市民照例又围了上去向军人
讲解。不一会儿，村里的居民为军人送来了热水和馒头。直到后半夜，车队指挥官指示把维修车开
回去，坦克原地不动，我才和一起去的同事们骑车离去。
6 月 3 日下午在所里听说警察在天 安门旁边的府右街放催泪弹、打人，于是和一位同事蹬上车去了
天安门。在府右街，一位中年人在自己家门口叙述当时的情况，不远处路中间停着一辆警车，里面
堆放着很多棍棒。离开府右街到西单，长安街上停着一辆大客车，里面坐满了军人。大客车的顶上
支着一大捆枪，一位中年人站在车顶上，手里高举着一支步枪向路人讲话。学生的高音喇叭在喊这
是政府制造暴乱证据的阴谋，呼吁人们把枪支棍棒集中起来防止丢失。
天色渐晚，我们两人把自行车放在六部口附近长安街的人行道上，步行到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北
门胡乱摆着几辆作为路障的的大客车，一队军人被人群挤着无法动弹。过了一段时间，一位自称师
级干部的指挥官出来和人群说话，称军队不会向人民开枪，随后带着队伍进了大会堂。
天安门广场人头涌动，我和同事不久就被挤散了。天黑透了，一支军队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来
到了纪念碑下，应该是从地铁站里出来的。一直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有市民试图在向军队解释，但
是人数已经少多了。与以前不同的是，整支军队没有一人出声，隐隐透出一股杀气。
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这时候四面八方传来了剧烈的响声，听起来像极了新
年午夜来临时全城一起放爆竹。我不敢相信这是枪声，但是理智又告诉我这不可能是放爆竹。因为
建筑物的回音，听不出枪声是从哪里来的。枪声一阵密集一阵稀疏，响了很长时间。过一回儿一个
年轻人手里攥着一个弹壳跑到广场，说是军队在西单附近不仅沿街开枪，甚至追着人群打到小巷子
里。
从下午开始直到夜间，官方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呼喊着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要求所有人立即离开
广场回家，否则一切责任自负。夜间广场停电几次。一辆坦克从南向北呼啸着穿过广场。后半夜我
走到长安街，才看到满街黑压压的军队，荷枪实弹面向广场站立，东边看不到头，西边看不到尾。
广场上的人已经少多了。
以后是“四君子”与军队谈判，学生同意撤出广场。天刚亮，我在纪念碑西南角约 100 米处，看着
学生打着旗子从纪念碑上撤下来。等到学生走得差不多了，我也调头经人民大会堂南门，向长安街
方向走去。这时从背后近距离处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我没有停留，来到长安街，给路边那辆坦克
照了一张照片，找到我的自行车，满心悲愤，蹬车回到中关村。以后知道就在我离开后不久，学生
队伍在六部口附近的长安街上被坦克碾死碾伤了几个人。
六四之后人心涣散，申请去欧洲的国际合作项目叫停，我也没有多少心思工作或做研究。正好这时
候中科院和亚洲理工学院签署了一项合同，由中科院派遣 2 位教师支援亚洲理工学院。我就递交了
一份申请，得到了这个公差。
亚洲理工学院由联合国发起，1959 年成立，主要目的是帮助亚洲国家培养建设和开发人才。学院设
立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程，经费和师资大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泰王国政府捐赠了一块土地，
在曼谷以北 40 公里，所以学院就建在了泰国。学院完全自治，在这里工作的国际雇员甚至不用向
泰国政府交税。
来到不久就从毕业离校的学生手里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校园其实不大，但是曼谷终年气候湿热，有
一辆自行车代步，少出一点汗，所以校园里的学生几乎是人人一车。教师大多数是开小汽车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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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尽管每月 800 美元已是当时出国人员津贴的两倍，买小汽车是想都不敢想的。我的那一
辆自行车在校园里形影不离，走到哪骑到哪。最让人高兴的是这里所有的自行车都不用上锁。泰国
人心地善良，为人诚实，校园内没有窃贼，所以连锁都可以免了。
在亚洲理工学院当了 2 年外教，1991 年圣诞节前作为技术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来到了这个轮子的世
界。只不过是汽车轮子，再也见不到中国那潮水般的自行车流了。曾经有一年，我想是不是可以骑
自行车去上班，立即遭到了太太的激烈反对，认为那太危险。于是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来到澳大利亚 22 年，这当中给儿子和女儿买过几辆自行车，但是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一辆。
我的自行车缘在不知不觉中早已了结。自行车的故事讲完了，而且不太可能再有续篇。

Hannah 的中国心
骆英
半年前，女儿在书店指着一本书对我说，我们学校流行看这本书呢，讲的是一个芭蕾舞演员从中国
到美国奋斗成功的故事，他现定居在澳洲，他的自传已经被拍成电影了。男主角是一个华人芭蕾舞
演员，前一阵子来我们学校演讲，很帅的……
哦，拿起书仔细翻翻，确实如此，从中国山村走向世界舞台的芭蕾王子——李存信。
自此，我们便开始关注这部电影何时上演。终于看到了广告片花，好激动，母女俩一致决定，10 月
1 日首映日去看，以示爱国。
10 月 1 日凌晨 1 点，我们从塔斯马尼亚返回墨尔本家中。中午和朋友一起看阅兵。下午很迟了，不
见女儿催我看电影，便提醒她，何时看《Mao's last dancer》？女儿在书房懒懒作答，不想去看
了，网上有国人说，这是侮辱中国，讨好美国的片子，编剧别有用心。啊？我愕然。妈妈倒真要去
看看，到底改编成什么模样。
走进放映厅，已有不少澳洲观众坐在里面。有点憋屈，觉得这些人可能也是想看咱们笑话。
影片开始了，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雪白的山羊在农人的脚前身后咩咩叫唤，优美的旋律如流水汤
汤，涤荡人的灵魂。画面中文革的标语袖章，军人的严肃刻板，山野的穷困落后都掩盖不住美丽的
中国山村景色。而且，精彩的芭蕾舞贯穿整部电影始终，唯美意境至高至纯。即使江青几次出场，
她的美貌优雅与政治嘴脸都结合得那么生动自然。期间还有中西结合的幽默，真是泪水之中有欢笑
也有悲伤。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当年迈的父母出现在美国的剧场，儿子突然看到父母就在眼前，惊
愕、激动、伤感，悲喜交集时，父亲冒出一句，“怎么跳舞不穿衣服？”儿子连哭带笑，搪塞父
亲，“这不是咱说了算的。”满场观众一同起伏跌宕。
有什么是侮辱中国的吗？农村的煤油灯，带补丁的衣裳，清晨的自行车人潮，文革的肃穆病态，以
及 70 年代前后的封闭落后，哪一样我们没有亲眼见过？我们那时发生在眼前的更加目不忍睹。我
敢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良知有职业操守的艺术团队，所以才制作出这样一部集美好和平友善于一体
的作品。
片名是《Mao's last dancer》, 我理解的意思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后的舞者。细节处理上，在美
国，有人说李是中国人不能跳主角，其他美国人立即示意她这是错误的，她随即改正看法，欣然同
意，这就是对于歧视中国的人的批评。李的老师骂他是猪脑子，但是却激将他，如果你练好跳舞，
我就不叫你猪脑子，而且在开会推荐学员去美国学习时，给予了他很客观的肯定。另一位李的最亲
爱的启蒙老师，因为艺术观点和江青的指示有悖，被打成反革命，看着他被警车带走的身影，我惋
惜心痛，是否会被迫害致死啊？没料想，影片快要结束时，老师白发苍苍出现在学生面前，我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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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这时李存信和妻子玛丽在山村的院子里，为心爱的老师，为父母和亲人们跳起了芭蕾舞，眼
里浸满泪水，背托巍峨高山，脚步在祖国的大地上移动，五星红旗在他们身后迎风飘扬，这大团圆
的结尾完全是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讴歌和赞美。
心境豁然开朗。
澳洲的观众会有什么反应呢？很有意思，看见按照江青的意思排练的芭蕾舞雄赳赳气昂昂出现在舞
台上的时候，连连“My God, my god!”听见文革领导谆谆教诲李，“那些大鼻子外国人不可信，
不可信。”一片开心的笑声……
我在想，如果我们连这样被外国人美化过的中国历史都不能正视，都不能接受的话，那只能说是掩
耳盗铃了。只能说明我们狭隘。
回到家中给女儿讲这些，女儿立马去电影院了。
不管她说着多么标准的英文，她有一颗中国心，真好。
后记：一周以后，我开车时打开 Radio,有一档节目正在和听众互动，谈谈你最近观赏的 movie，结
果很多听众打电话给主持人，大概观点是，《Mao’s last dancer》很棒，美极了，真实。其中有
一位听众在电话里说，“电影中反映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很真实，和我所了解的情况是一样的。”
哦～，车窗外天空很蓝，车窗内我的心情很好。

路过一个王国
骆英
前日和生意合作伙伴去谈一个项目。其中一位说，这附近有个园子，女主人是位老太太，就是你认
识的 Judy，咱们去看看吧，里面很好玩。我说，好啊，去参观参观。
曾经在共同的朋友家里，我和这位 Judy 女士见过一面。老太太平和，亲善，也普通。感觉她整天
忙忙碌碌，经营着酒庄果园玫瑰园等，自己都 70 了，还要照顾老母亲，挺不容易。我们端着酒
杯，坐在阳光下，聊聊天，吃吃烤肉，很开心。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她说在中国旅游时，看到我们
的植树造林工程，实在太了不起了，规模宏大，还以树护树。我估计她的意思是大小树木以梯队的
方式栽种，砍伐和种植良性循环。于是我跟她解释，在我们国家，我们都是必须要接受政府安排，
交费用，或者直接种树完成任务的。这是我们的国策。她惊讶得眼睛睁得老大。
谈完事情以后，我们就驱车来到 Judy 的园子。这次轮到我的眼睛睁得老大。因为，我们进入的是
一个王国，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园子。
这个气象万千的园子有 1700 英亩的面积，也就是 10000 多亩大小。临海，自家拥有一段弯弯的海
岸线，离墨尔本市中心只有 50 公里。园子里面有一个教堂，一个宾馆，一个饭店，一个演出大
厅，还有一个艺术中心等等。别具一格的是，这里还有举行婚礼的场地，绿荫环绕，玫瑰簇拥，音
响和麦克风悄然站立在花棚之下，那红地毯让人想起款款向前的新郎新娘，空气中应该尽是爱的誓
言，甜蜜的笑容了。也有诺大的玫瑰园在旁边，花蕾几近绽放，行行花枝欲吐姹紫嫣红，任由你的
思绪和你的双脚在芬芳中狂奔。还有年轮与气质隽永的排排松树，身影全然一副栉风沐雨的威武模
样，以及海风吹过，叶浪起伏的草垫，引得人的视线直向远方，自有风吹草低的联想。抬眼是雄浑
的大海，天海相连，气象非凡，回眸是温润的家园，私密却通达敞亮。情景交融，熨贴人心。真是
无处不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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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谈天论地，兴致盎然。视线也跟着起起落落，忙不过来。眼前就是红
灿灿的果子，摘了就吃。然后捧起一堆，包里装的鼓起来，有人口袋里面就往外掉了。实在有些贪
心。倒不觉得唐突，我想友人贪的都是这份有趣的天然和新鲜。其实地上的最甜，熟透的果子自然
落下枝头，皮很容易剥下，汁浓肉厚，口感极佳。好像不脏，反正大家都不嫌脏，都很享受这种原
始的吃法。
大家吃着聊着，时间就这样泻过。眼前的树枝上有浪漫的人们缀着许多光碟，在夕阳微风中徐徐晃
动，一闪一闪就有了某个电影的画面。暮色晕染了我们和整个园子，大家似乎都成了幕布上的一份
子。浓抹淡描的，浑然一体，好不生动。我想起《简爱》，这似乎是另一个《简爱》的庄园，场景
是何等的相似。想象中，完全有可能，就在那个年代发生了类似的经典故事，就在澳大利亚的这个
园子里。于是把《简爱》的故事讲给朋友听，大家听得都感动起来，感动于男女主人公那份平等真
诚美丽的爱情。这时的园子，真是无处不动情。
可爱可敬的老太太一个人住在这里面。想来一个团队兢兢业业地围绕着她，把这个园子打理得井井
有条，温馨可人，一定会基于她的慈爱，而不是仅仅靠某些经营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
这是她的王国，她是这里的女王。我期许，在这个爱的王国里面一定有很多美丽的故事。也许有一
天，她会讲给我听。我会做一个美好的传递。

[随意随笔]
江南印象
潘仁积
2013 年 5 月 2 日
今年的早春二月，我和静霞一起回到了家乡上海。我俩的父母都来自富饶而美丽的江南鱼米之乡。
因此，我们对江南有一种很深的情怀，每次回国都要到江南各地走走、看看，试图找寻过去一些美
好的记忆。此番回国一个多月也不例外，除大部分时间待在上海外，还去了无锡、乌镇及绍兴等
地。

图一，上海----外滩一角

图二，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

我生长在上海老城隍庙边上，小时候几乎天天要到老城隍庙内逛逛，除了玩耍就是帮父母买烟酒、
买油盐酱醋。对那儿的一切都非常熟悉。90 年代后期，为了吸引游客、发展经济，当地政府对城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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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重建、改造。于是乎，原来极富江南古城特色的石子路全铺成了沥青路；街道
两旁朴素的两层楼民居变成了 5、6 层高的飞檐走壁、富丽堂皇的仿古建筑；充满温情的一条条小
弄堂消失殆尽；以前五花八门各具特色、在上海只有城隍庙才有货品的商店已无特色可言。整个城
隍庙地区，不是黄金首饰店就是所谓的特色点心店，还有就是卖仿古的、毫无品味可言的旅游纪念
品商店。让我更为伤心的是，我们家住了 50 多年的房子也在那次改造中惨遭拆迁。2000 年回上海
时，看到在我心目中有着特殊情感的城隍庙被弄成如此面目全非，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多年来，
静霞一直埋怨我当年谈恋爱时，甚至直到出国前，都没怎么带她去城隍庙吃过点心，我心里一直有
些内疚，所以这次特意抽空带静霞又去了一次城隍庙。时隔 10 多年后重返出生、成长地，按说应
该很激动，可是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样，感觉就如同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地无异，心静如水。此外，
不知是我的口味变了还是现在食物的质量变了，反正吃在嘴里的美食与我记忆中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儿。连静霞也说，排了这么长时间的队，花了这么贵的钱吃这些名不副实的点心真不值。
无锡是我岳母的故乡，每次回国似乎是必去之地。俗话说：江南出才子。在清代的 112 名状元中，
江苏占 49 人，浙江占 20 人。而无锡恐怕又是江南才子最集中的一个地方。除了盛产才子、实业
家，无锡秀丽的湖光山色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锡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人们喜好食甜品。不
管是烧菜还是做点心，无锡人都爱放很多的糖。我不喜甜食，所以刚开始吃到岳母做的菜肴时，非
常不习惯。可也怪，虽然不爱吃甜的食品，但一直以来我却对甜甜的无锡肉骨头及无锡小笼馒头情
有独钟。无锡肉骨头烧得酥而不烂，吃在嘴里甜甜的，入口即化，蘸上特殊的酱汁回味无穷；而无
锡小笼汤汁浓厚，油而不腻，味道十分鲜美。这次无锡之行结束前，我们特意留出一段时间，乘了
很远的出租车，为的就是到久负盛名的老字号买上几盒正宗的无锡肉骨头及几笼无锡小笼馒头带回
上海细细地品尝、美美地享受。

图三，无锡----蠡园风光

图四，无锡----当年囚禁彭德怀之处

乌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位于浙江省桐乡市，是江南著名古镇之一。它的街道上民居以清代
建筑为主，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在历史上，小镇曾出过 64 名进士、161 名举人。
茅盾、沈泽民、严独鹤等都为乌镇人。近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好多传统的老房子、街道都被夷为
平地，取而代之的是千遍一律的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毫无美感而言。人们越来越怀念过去富有特
色的老建筑。因而，现在游览乌镇成了江南游的重头戏。为图省事，女儿、女婿给我们订了跟团
游。没想到，原本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旅游项目，最后花了好多时间被导购。咳，没经验呐。以后谁
想参加国内的旅游团，可得三思。除了被导购外，由于小镇上的人山人海而被推着走的感受，让我
的乌镇之行心情大受影响，以致根本无法慢慢品味江南古镇的美丽风貌及历史沉淀。
绍兴一直都是我渴望游览的地方，并非那儿曾经出了一个鲁迅，而是我们家很久以前的女佣及有些
同学的父母都是绍兴人，所以从小就对绍兴男人所带的毡帽及乌篷船十分好奇，总想哪一天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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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绍兴看看。汲取了上次乌镇游的教训后，这次女儿、女婿给我们订了动车、宾馆自行游玩。四个
人从上海出发，途经杭州，一个多小时便到了绍兴。下了火车后叫了辆出租直奔宾馆，两公里的路

图五，乌镇----小桥、流水、人家

图六，乌镇----春意盎然

程，花了 5 分钟时间，起步费才 7 块人民币。同样的路程，在上海得花 20 分钟时间，几十块人民
币。与拥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上海相比，想想绍兴人要幸福得多。我们所住的绍兴饭店，是女
儿、女婿经过精挑细选确定的，据说是绍兴排名第三的五星级宾馆。原本对住也没有太高的要求，
有地方睡个安稳觉就行。没想到，这家宾馆还真给了我们额外的惊喜。不但硬件设施好、服务相当
到位，关键是宾馆闹中取静的环境让我们感到特别的舒心。宾馆背靠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而得名的
卧龙山，古朴典雅的建筑群曲径回廊、小桥流水、花木扶疏，具有浓郁的江南民居特色。虽然随着
时代的变迁，许多城市有自己特色的风貌遭到破坏，但总体来说，我觉得绍兴在这方面做得真不
错。无论是城市的格局、古建筑的保护还是文化的传承，都让人感受到深深的绍兴烙印。特别让我

图七，绍兴小镇夜色

图八，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而得名的卧龙山

感动的是，每天清晨，在公园、茶艺馆、小河旁、还有山上，到处都能看见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唱着
越剧、评弹、沪剧等等各种江南戏曲。有人甚至一手抱着婴儿或者一旁放着菜篮子，在那儿忘情地
唱上一段。不为别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听着这些优美的江南曲调，内心深受感染，好几次
我眼眶中都饱含热泪。此时此刻，似乎金钱、事业、地位、生活条件等都不再重要了，人的心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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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升华。绍兴，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小城市，让我的这次江南之行体验了意想不到的感动，我
对她的印象也超乎想象地好。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与江南其它地方相同，绍兴的孩子们现在也是满
嘴的南方普通话。在偌大的上海、在人杰地灵的苏州、杭州、在江南大地的各个角落，听到大部分
的小孩甚至 20 多岁的年轻人，现已只会说普通话，最多难得说一些已经完全变了味的方言时，作
为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海外华人，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不知道当年那些不了解也不尊重当地文化
的官员，被派到某地担任父母官时，规定学生在幼儿园、学校只能说普通话不准说方言的真正目的
何在。照目前的趋势，再过 30 年最多 50 年，当中华大地上绝大部分方言都消失的时候，不知国人
该感到欣慰还是悲哀？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图九，绍兴 __ 毡帽、乌蓬船是吸引我到访这座城市的原始动力

闲谈莫言
朱建华
莫言的作品我几乎没有接触过，不应该或没有资格参与评论。但听了文新和老吴复述的八个泥瓦匠
的故事，觉得其背后的意喻十分深刻。不愧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能找到这么好的素材。讲出这
么深奥的哲学内涵。
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是来源于佛学“因果报应因缘轮回”的一种解说。以此鼓
励人们“行善”。然而有趣的是，常常事与愿违，事实却是“红颜薄命，好人短寿”。坏人倒是逍
遥自在，心宽体胖，活得更长。所以信佛成了件痛苦的事，经常要无视社会实际，即所谓的“自我
解脱”，远离现实。
回到文新和老吴复述的八个泥瓦匠的故事。人们因为相信“老天有眼，作恶者必会受到报应”。才
会把打雷下雨和惩罚坏人相联系，一定要那 个不一定存在的“做坏事的人”揪出去，以免殃及无
辜（这么说来，老天并不长眼，否则怎么会惩罚好人呢，对吧！）。有趣的是，这其余“替天行
道”的七个人，在电闪雷鸣的夜里，楞把人推出屋外，置其生命于危险之中，是件很不道德的事。
结果，房子倒塌，反而先遭到“惩罚”。倒应了“恶有恶报”的咒语。我相信这几位瓦匠应该不常
做坏事，至少不是有意识地主动做坏事。否则应该没有那么理直气壮“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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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扯远点，莫言获奖感言，想说什么，不说什么，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其它人可以有不同看法，
但绝不应为此较劲和指责，显示出“皇帝不急太监急”般的认真。遗憾的是，我们许多海外精英，
身处民主自由环境，却仍受专制文化的毒害，对他人求全责备，对自己毫无约束。以“斗争”为
乐，以“批判”为爽。却没有耐心，坐下来，好好研究弄清哲学理论，从而去僞存真，正本清源。
客观地讲，我们华人是个最讲实用的群体，从早期的胡适主张“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到
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 老鼠就是好猫”名言，乃至改革开放的大口号“发展就是硬道
理”。原则成了只是没有具体内容并可以随着场合时迁的变换而变换的装饰物。最后，“实践是检
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竟成为举国上下定格不变的共识，没人疑问。尽管真理有所谓相对真理和绝
对真理之分，但真理的存在是由不得主观意识来决定。真理就是真理，它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个人或
群体是否承认或接受而改变。而任何实践活动总是受着一定的条件约束和限制，总有不尽人意的不
完善、不完整和不连续的地方和局限。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公元前 530 年——前 470 年，出
生在伊奥尼亚地区的爱菲斯城邦的王族家庭里）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No man
ever steps in the same river twice. )”，即“一切皆流，无物常住”。拿一个不可能完善的
有限的实践活动来判定或检验客观存在的真理的真伪，甚至把这类有局限的实践活动得到的有限认
识视为“唯一”的真理检验标准”，岂非荒唐，能不是“瞎子摸象”吗？！当然，这个口号，在中
国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特别是破除“领袖圣人神话”，转变人们的僵化思想确实曾经起过积极作
用。但它依然只是漏洞百出的“权宜之计”，并不是一面真正的真理大旗。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
的许多施政者们“急功近利”的所谓有效实践，都打着这面旗帜。以致为后续发展和子孙后代留下
无穷后患。一个没有理论指导没有原则约束没有信仰的民族是盲目短视的。“摸着 石头过河”的
权宜之计也只能有效一时。
最后要说的是，要自觉进行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不要为权益之计和过于实用的风俗而左右。这
样才会形成真知烁见，从而真正认识或找到真理。

[诗词艺苑]
水调歌头
维平胡名
2012 年 11 月 21 日
丁侃史书乱，闲坐话炎黄。
乾初冰净玉清，弹指尽沧桑。
萍里何泉风动，惊起舟夷谢燕，
午夜落松冈。
身远建华处，空念晓明霜。

挥戎戈，亮秦剑，走西凉。
李生留勇，高原斌抚桂琴长。
姜尚扬波思宇，诸葛飞云传智，
大超胜薛刚。
米娜晓娟在，何卉不淑芳？

(朱建华题记) 欣睹 CPCA 羽坛之火爆，晨队好手云集，上场男女老少，斗智斗勇，个个彪悍，匪夷所思，
特录其名，以诗示人，贺诸健儿，亦助词趣雅兴也。
羽毛球组 22 人名字：胡维平，丁侃，刘乾初，冯昱清，何泉，王舟夷，谢燕，朱建华，王晓明，戎戈，秦
剑，李生，高原，李斌，刘桂琴，姜思宇，倪传智，高大超，郑米娜，郝晓娟，何卉，陈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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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队的秀才状元们
朱建华、胡维平、刘乾初等
彩虹：羽毛球队的秀才状元们，女士们先生们，彩虹收砖揽玉，建 CPCA 房，饰 CPCA 屋。这等上
好的砖和玉，不收实在不可.
朱建华：维平，别谦虚了！实际上你是在抛玉引砖，而且，引出的砖还是哆嗦了三次才勉强成
型。在你面前，不能不服；就我而言，确是高山仰止，高不可攀，望尘莫及啊！我服！
我服！
好家伙，又一位诗词大家露面。乾初，好你个白居易第二，深藏不露，让我这二百五，
班门弄斧，不知天高地厚好一阵子。这不是害我吗！有道是：“黄山归来不看山，维平
门前不填词，加研对面休赋诗，乾初大作谁敢评？”
高不可攀今试攀，
攀完才晓真名山。
鲜花珍草贵树木，
放眼一望金银滩。

颂“诗圣”维平
球场智多星，
诗坛做庄主。
欢乐送队友，
今朝诗圣杜

跟着维平后面凑热闹，胡诌二首见下：
夸队长
羽队谁为首，
上海聂中医。
老弱男女少，
事事安排齐。

赞队付
巾帼胜须眉，
吼声惊天地。
队务一肩跳，
难得江南女。

队付有时把“大款”们都打的招架不住！又为：
“黄金搭档”说思宇
鲁花名思宇，
搭档谓“黄金”。
赛场“傍”大款，
无人敢叫劲。

画晓明
CPCA 头，
羽坛霹雳手。
科研排头兵，
创业又丰收。

话大超
羽坛老廉颇，
赛场飞毛腿。
外孙儿女齐，
香港探亲归。

就像照相修底片，稍做改动如下：
谈晓娟
北国精英娟，
羽坛数学神。
吊球似穿针，
过网若雁沉。

写桂琴
队中一慈母，
羽坛刘大姐。
微笑染众人，
赛场造和谐。

这才是真正的抛砖引玉，尽管玉塑的是个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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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玉雕假像，
互吹作和唱。
空余抓紧玩，
为等上球场。

闻名俏丽人，
见面大将军。
怀抱假阿斗，
勇超真赵云。



谁也不许哭啊!

水歌 (绝对水) 乾初漏球
赫赫刘先生，
健壮又机灵。
左右奔球场，
疾行如风筝。
举臂打正手，
送球去航行；
曲臂吊小球，
逗你走西东。

此君有一惧，
高球自屋顶。
非他不努力，
听我说原因。
一双大眼睛，
视力早不行。
戴着厚镜片，
模糊又沉重。

需不需要翻译成蒙古文啊?

抬头镜片移，
来球看不清。
因此而失分，
同伴不高兴。
刘君心态好，
开心是初衷。
相怜患同病，
此意我赞同！



天高地厚不知晓
竟斗诗圣平与华
粉身碎骨落山崖
只能寄望来生世

真是： 奇队出奇人
奇人有奇才
诗圣属平华
智戈领奇队

诗词二首
景剑锋
蝶恋花 • 四月秋
四月南洋秋意布。
红叶数枝，
叶上清寒露。
雅乐河边日色暮，
故乡千里遥远路。
梦里寻他第几度。
心想江南，
应是春初顾。
西子湖堤杨柳绿，
四明山寨桃花怒。

游护城河 山东济南公差之余

零星落叶旧城沟
遍地黄花美人头
恨是红颜留不住
秋水明月映君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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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菜谱】【七绝】福州肉燕
孙晓文
先给诗坛朋友们精神会餐了，望燕保平安吧！

万打千捶成大器，
心中外套一般鲜；
透明小巧形如燕，
祝愿家平安又圆。

福州肉燕又称太平燕。是福州婚聚喜庆宴席上的一道“大
菜”，上席时鸣放鞭炮，客人要待新郎新娘或长辈即席致
谢后，方可食用。肉燕深受台湾同胞和海外福州侨胞喜
爱，到福州，必带燕皮回去馈赠亲友。
福州肉燕燕皮是用精选猪后腿瘦肉，剔去肉筋和骨膜，切
成细条，用木棰捣成肉泥，徐徐加入用细孔绢筛筛过的薯
粉和适量清水，反复搅拌，不断压匀，初成硬坯，然后放
在条板上，轧辗成薄片。敷上一薄层薯粉，折叠起来，略
干为鲜燕皮。继续晾干为干燕皮，一般包装久贮一年不
坏。包馅前，用刀切燕皮成约二寸左右方片，待用。馅选
瘦猪肉和虾米、荸荠、紫菜等共剁成酱，后加少许酱油、葱白调味，取燕皮方片包成小扁，表如
石榴状，蒸熟即成肉燕。
我有个北京的朋友到过福州，一直回味福州肉燕，说“真好吃啊”。真的比一般的馄饨好不知多
少倍，因为表里一致，皮和馅都是肉做的。
制作方法：
1. 肉燕是将猪的瘦肉用木棒捶成肉茸后，放入上等甘薯
粉，搅拌均匀，然后压制成薄如纸张的片状食品，又称燕
皮。
2. 制作肉燕时，先将猪五花肉剁成泥，加入辅料和调味
品拌匀制成馅
3. 将肉燕皮切成 2 寸见方片，然后一手持燕皮，一手用
筷子挑适量的馅放入燕皮中，合拢捏紧使成燕尾或长春花
形（又称小长春），或上笼旺火蒸 5 分钟，或冲入调好
味道的清汤，或另下锅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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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诗词感想
孙晓文
读了数多中国的古诗词后，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欣赏不已诗词中表达出的优美的诗情画意之意境，感受到文字和音律的雅美。有时甚至有身临其
境的感觉。为他们的丰富想像力而赞叹不已，比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天”。
同时还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很难过：为诗人们的深刻的思考，有才却报国无门的愁和恨感到悲
伤，为中国历史上无数爱国忧民的人才常因为昏君而耽误或为暴君迫害而义愤填膺，更为不合理
的政治制度浪费了大量仁人志士,因此阻碍了祖国的发展而愤恨难平。
我认为在许多极佳的爱国忧民的诗句中南宋的诗人占了螯头！比如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过零丁洋,文天祥),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的许多词,还有陆游等伟大的爱国诗人及抗金
英雄的以下诗句。当然更早的有先秦的悲投汨罗江的屈原，唐代的杜甫等诗人,还有鉴湖女侠秋
瑾，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和徐锡麟等都是可歌可泣的好诗人。
《示儿》 陆游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诗是陆游临死前写的，是他最后的也最有名的一首诗。诗人念念不忘的，不是个人的生死，
而是祖国河山的统一。诗人瞩告儿子：到了宋朝军队完全收复北方领土的那一天，你们在祭祀祖
先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把胜利的消息告诉我。这首诗，情绪是悲壮的，但字里行间又洋溢着坚
信最后能获得胜利的乐观精神，表现了使人至死不变的爱国主义激情。它永远有力地激励和感召
着后人，为祖国的统一和强盛而终生奋斗。
辛弃疾【菩萨蛮】 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
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浪淘沙 山寺夜半闻钟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
何处是，汉殿秦宫。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老僧夜半误鸣钟。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
如果读过他的诗词，你不难发现，这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词人的诗词中最常见的字就是“愁”字，
他自己最后带着忧愤的心情和没有实现打败侵略者的遗愿离开了人世。
以下是从古人的诗中选出来的忧国忧民的金句：
1．死去无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示 儿（陆游）
2. 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陆游）
3.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诉衷情（陆游）
4.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书愤》 （陆游）
6．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关山月》陆游
7.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陆游
8. 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金错刀行》陆游
9.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陆游
10. 出世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陆游

35 of 39

11 .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陆游
12 . “ 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 ”( 陆游《陇头水》 )
15.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宋 ·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16 . “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 辛弃疾《鹧鸪天》
17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南乡子》（辛弃疾）
18 ．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 《破阵子》（辛弃疾）
19.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永遇乐》（辛弃疾）
20 .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过零丁洋 ( 文天祥 )
21 ．把吴钩看了 , 栏干拍遍 , 无人会 , 登临意 . 《水龙吟》辛弃疾
22 . 我最怜君中宵舞，道 “ 男儿到死心如铁 ” 。看试手，补天裂。 辛弃疾
23 . 待他年 , 整顿乾坤事了 , 《为先生寿》 . 辛弃疾
24 . “ 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 ” 杨济翁
25 .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宋 · 李清照《乌江》）
26 .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满江红 》（岳飞）
27 . “ 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 ” 岳飞
28 . “ 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
复！ ” 岳飞
29 . “ 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 岳飞
30 .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题 临 安 邸（林升）
31 .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 读陆放翁集四首 ( 梁启超 )
32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范仲淹《岳阳楼记》
34 .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战国策》）
35 .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37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38 .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三国 · 曹操《步出夏门行》）
39 . 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南朝 · 丘迟《与陈伯之书》）
40 .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唐 · 李百药《元景安传》）
41 .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同上）
42 .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 · 王昌龄《从军行》）
44 .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 · 王翰《凉州词》）
45 . 烈士不怕死，所死在忠贞。（唐 · 柳宗元《韦道安》）
46 . 一寸丹心为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明 · 于谦《立春日感怀》
47 .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清 ·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48 .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清 · 龚自珍《己亥杂诗》）
49 .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清 · 谭嗣同《狱中题壁》）
50 .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
（清 · 秋瑾, ）
51 .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清 · 秋瑾）
52 .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清 · 徐锡麟《出塞》）
53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麦孟华《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
《登幽州台歌》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追忆历史，我无缘拜会那些求贤若渴的古代坚主；向往未来，我更为不能生逢旷世明君而万分担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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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天地的广阔无边与永恒不息，就浩叹人生的短暂与渺小。吊古伤今，我怎能不忧从中来，潸
然泪下呢！
念、独、悠悠写出了作者感慨燕王那样礼贤下士的君王不多见，俯看现实，可没有继承人。揭露
和讽刺了统治阶级的奢侈和残暴，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
杞人忧（清·秋瑾）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
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
当年秋瑾目睹生民涂炭，时局艰危，忧心如焚，遂写下此诗，抒发其悲愤心情。杞人忧：即杞人
忧天，语出《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此处乃反用其
意。
这些忧国忧民及为国捐躯的诗人们将垂芳百世,而那些虽然享尽荣华富贵,欺压百姓的统治者们则
会被世人视为粪土而永唾。这些忧国忧民的悲壮诗歌广为吟咏，源远流长。这些中华好儿女的勇
气和榜样一直激励着后人为祖国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而努力。

[游记]
探索夏威夷（Hawaii）大岛（Big Island）火山国家公园
杨耘
2013.4
两年前，借去檀香山（Honolulu）开会，携妻女一起去夏威
夷火山国家公园（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首
次探索真正的活火山。火山国家公园在大岛，从檀香山坐飞
机近一小时。一日游也可以，但我们为了能在夜色下观赏，
决定在 Hilo 镇过夜。从 Hilo 机场下飞机租车去火山口沿
11 号公路 1 小时左右即可到达火山国家公园。
夏威夷大岛东南部的火山国家公园（设立于 1916 年），占
地 377 平方公里，是夏威夷最吸引游客的地方，也是世界自
然遗产。这里是世界最活跃的活火山群所在地。与其他地方
猛烈的火山喷发不同，此处的火山相对温和、持久和安全。
Kilauea 从 1983 年以来一直在不断的喷发。它是这个星球
上最为活跃的火山之一，有时也被戏称为世界上唯一一座
“drive-in”（可以开车进去的）火山。由于当时火山活动
频繁中间大部分地区都关闭，故不允许徒步到火山口观赏
（只能以后有机会再去了），连火山口环路的一部分都不让
通行了。
到游客中心了解了基本情况后，就驾车基本上沿着公园里的
Chain of Craters Road 从千余米海拔一路往海边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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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本来和大岛东部的 130 号公路相通，但是 1983 年的熔
岩喷发把这条路给截断了（见相片）。离游客中心不多远，有
一处火山熔岩洞（Thurston Lava Tube）。当熔岩从山上流
下，表面逐渐冷却形成岩石，熔岩流逐渐转为地下河。之后熔
岩因为某些原因改道后，这座数百米长的溶岩洞就形成了。从
中可以看到火山的很多特殊地质结构。开车途中还会看见阵阵
的烟雾从地上、草木深处袅袅升起。这此即地上的蒸汽孔
（Steam Vent）。用围栏拦起的地孔不时有蒸汽从中喷涌而
出，好在这是无毒的水汽。实际上此处离活火山不远，渗入地
下的雨水被深处熔岩上方的高温岩石加热，重新变成了水
汽，于是便沿着土地中的裂隙蒸腾上升并冲出地面。
大岛的火山公园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活火山，开车你能看到不
同时期火山喷发留下的痕迹，颇为壮观，一定要身临其境才
能真正感受的到（见相片）。抵达海边，那里有一个奇特的
海石拱（Sea Arch – 象鼻山？）。
赶在天黑之前，返回火山口观景点。从远处在天色渐暗的过
程中慢慢品味大自然的神奇（见相片）。由于熔岩改道，后
来听说如果想要看熔岩入海则需在大岛东部的 130 号公路尽头出发，在熔岩地上步行 1 英里左
右。嗨，功课没做好。
第二天，我们经过了在 GPS 乱指路不得不求助的情况下，观赏了 Hilo 附近的彩虹瀑布（原理类同
尼亚拉加大瀑布的彩虹桥）。其实大岛还有个绿色沙滩的地方不错， 就是沙子全是绿色的， 地
球的上唯一。可惜那次没时间去了。留点念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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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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审：骆英
彩虹网址 http://www.cpca.org.au/publicatio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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