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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竹春吟音樂會悠揚宛轉響波城 2015 年正體漢字全球書法比賽
【本報訊】中華民國書學會為鼓勵國際人士體
驗書寫正體漢字，宣揚我正體漢字地位，將於
本年9月至12月辦理 「2015正體漢字全球書法
比賽」活動，徵件期限至11月25日止，徵件
對象不限地區、國籍，獲選特優獎項者將由主
辦單位邀請來臺參加頒獎典禮。

比賽方式及參加要點如下：參加比賽者均
不收取任何參加費用，作品均不退還。

寫字組—以書寫正體楷書漢字為準，依其
字形正確、工整美觀為評審依據，從千字文內
文中自行擇取100字以上為書寫內容，不限作
品尺寸及字跡大小，不需標點符號，不限傳統
作品格式，作品寫完後需署名。得以硬筆、毛
筆、e筆或其它數位化電子筆書寫，請自行存
檔或以掃描成清晰圖檔。一律以 email 傳送方
式參加(不收紙本)。

書法組—以傳統毛筆書寫正體楷書或隸
書、篆書之作品，需從千字文中自選50字以上

為內容。作品不限規格(不能小於 35X70 公
分)，須符合傳統書法作品之格式及藝術性，
並有落款。此組作品一律須為紙本作品，不須
裱褙，請用郵寄方式寄往指定地址(台北市金
山南路一段30巷12號臺北書畫院)。

一律以集中作品統一評審，由主辦單位邀
請各國代表之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分成初審
(入選)及決審(佳作以上)進行評審。入選：參加
總件數之5％為準。頒發獎狀。佳作：入選獎
數額之 2%取為佳作獎。頒發獎狀。優選獎：
各組各選30位為優選獎，頒發獎狀及獎品。特
優獎：各組各選5位為特優獎，頒發獎牌及邀
請來臺灣參加頒獎典禮。

徵件截止：各組參加者均請務於 2015 年
11 月 25 日前送達（逾時將無法參加評審）。
得獎公佈：預訂2015 年12月4日。頒獎典禮:
預訂2015年12月26日於台北市舉行。活動官
網:http://www.big5.org.tw/

【本報訊】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於10月8日晚7時在
波士頓公園廣場酒店(Boston Park Plaza Hotel)舉行 「慶祝中華
民國建國104年國慶酒會」，由賴銘琪處長夫婦主持。紐英崙
地區政要、駐波士頓領事團成員、僑界領袖、學人及留學生等
共六百餘人出席，會場冠蓋雲集、賀客盈門，酒會儀式莊嚴隆
重。

國慶酒會儀式在全體出席貴賓高聲合唱美國及中華民國國
歌中揭開序幕，賴處長首先致詞時表示，過去一年來，美國共
有10位州長或副州長率團訪華，32州通過友我決議文。104年
前，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今
日中華民國在臺灣持續作為希望燈塔以及世界華人典範。

賴處長續表示，根據2014年統計，臺灣是美國第10大貿
易夥伴，而美國是臺灣第2大貿易夥伴。雙方去年貿易額高達

674億美元，為美國創造超過30萬個就業機會。美國為臺灣最
大貿易投資國，投資金額超過230億美元。

此外，今(2015)年適逢中華民國對日抗戰70週年，深具特
殊歷史意義，超過320萬士兵及2000萬平民於戰爭中喪生；倘
若沒有他們為爭取自由民主的奉獻犧牲，今日的世界將大不相
同。在慶祝國慶及紀念對日抗戰70週年之際，兩國人民間的
仇恨不應被激起，但應記取歷史的教訓以避免重蹈覆轍，並盼
各國發展國際關係時懷抱和平與合作的精神。

賴處長結語時感謝各界出席我國慶酒會，並祝中美兩國邦
誼永固。

隨後，麻州參議會議長Stanley Rosenberg、新罕布夏州眾
議會民主黨副黨鞭Linda Di Silvestro、羅德島州州長Gina Rai-
mondo 辦公室代表 Gabe Amo、羅德島州商務廳長 Stefan Pry-

or、麻州Fitchburg市市長Lisa Wong及中華公所主席阮鴻燦等
政要及僑領分別致詞慶賀我建國104年。酒會在全體與會貴賓
舉杯共祝 「中華民國國運昌隆、中美兩國友誼長存」及切蛋糕
儀式中進入高潮。

為呈現臺灣精神與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以及本轄政要對中
華民國及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支持，酒會現場除設
置大型螢幕播放 「友善國際 和平傳愛」、 「食在臺灣」、
「福爾摩莎 夥伴在臺灣」及 「Time for Taiwan」宣傳短片外，

並播放馬總統本年7月過境波士頓活動剪輯幻燈片，展示廳並
有由臺灣省舞獅技藝會3位民俗藝師表演的捏麵人、客家拼布
飾品製作、桐花紙傘彩繪與書法揮毫等傳統技藝；另並展出聯
邦與地方政要賀詞及友我決議文以及 「臺灣畫境」照片等。

紐英崙政要、僑領、學人、留學生代表等六百餘人出席

【本報訊】中華表演藝術基金會多年來不遺
餘力，七年前為激勵青少年學習中國器樂的
意願，引發其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並為學子
提供一個觀摩與表現的機會，開始籌辦 「絲
竹春吟」青少年中國器樂表演徵選及音樂
會，至今已經邁入第八年。 今年與往年不
同，將要舉辦一場特別的中國樂器音樂會。
邀請 在波士頓默默傳承中國音樂，努力教學
多年的中國器樂老師，偕同他們的學生於10
月 17 日 週 六 ， 晚 上 八 點 於 波 士 頓 First
Church in Boston (66 Marlborough Street,
Boston) 舉行 「絲竹春吟音樂會」 免費入
場，入門 $ 10捐款。節目精彩 ，請勿錯過。

當晚節目將有由指揮陳志新帶領水底魚
打擊樂團演出打擊樂曲茶通。古箏演奏家翁
慧帶領新英格蘭音樂學院中國音樂樂團演出

聖誕快樂Lawrence先生及瑶族舞曲。二胡演
奏家高宏偉獨奏夜深沈及月牙五更。琵琶演
奏家甄若矛及學生合奏送我一支玫瑰花及獨
奏故鄉的太陽。古箏演奏家楊信宜帶領波士
頓古箏樂團演出茉莉花及趕花會。嗩吶演奏
家郭雅志演出由王高林作曲山鄉春及李德保
作曲的太行山歡歌。最後由揚琴 演奏家李平
和高宏偉共同領導波士頓揚琴古箏青少年樂
團演出戰馬奔騰和瑶族舞曲。

明年 「絲竹春吟」青少年中國器樂表演
徵選及音樂會，將於2016 十月一日(徵選) 及
八日(音樂會) 舉行。 查詢請洽: 中華表演藝
術 基 金 會 會 長 譚 嘉 陵 。 電 話:
781-259-8195, Email: Foundation@Chinese-
PerformingArts.net, www.ChinesePerformin-
gArts.net

八千里路雲和月八千里路雲和月八千里路雲和月
8027哩，這是從波士頓經過香港到台灣的距離；8

月28日到9日12前後一共15天，這是我要講的故事長
度。

父母親幾年前從溫哥華遷回臺灣定居之後，每年
回台灣成了我們期待的探親之旅。這是連續第三年，
前年是10月中回台，去年是6月底，今年原本打算7月
中旬回去給父親拜壽和探望岳母，因此3月中旬就買妥
了華航機票，來回票＄1650說貴不貴，但是也不算便
宜。才付了錢，印妥了機票，朋友告知國泰航空有超
值優惠，半信半疑上了國泰航空的網站，果然在一些
特定的日期有＄675 的 “好康”。立刻付了罰款退了
票，放棄華航，投向國泰懷抱。三十多年來只回過台
灣六次，都是搭乘華航，絕無二心。前兩年搭乘華航
必須到大阪轉一轉，讓我心中很不痛快。在大阪需要
下機入境，經過安檢再出境，短短45分鐘在機場裏來
回奔跑，汗流浹背。老婆總是會捧場買一些伴手禮，
我拒絕給小日本任何經濟援助，只有在廁所留下一些
土產，作為孫悟空到此一遊的見證。

8 月 28 日凌晨 1:45 的飛機。8 月 27 日晚上明月高
掛、夜闌人靜，11:30就趕到機場的E Terminal。老婆和
我連推帶拉三個大皮箱，加上一個帶上飛機的隨身小
皮箱，加上一個背包和老婆的手提包，雖然加入了國
泰航空的馬可波羅會員，但是仍然要排長龍，而且三
大一小的行李，一件一件稱重量，看不出繳了＄100會
費有任何的優惠。到了登機門，發現原定1:45起飛時間
已經延後到3:30！早上5:30起床，上了一整天的班，在
登機門前的椅子上已經昏昏欲睡、饑腸轆轆。在還沒
有打垟的比蕯店裡，勉強嚥下一片如同嚼蠟般的比蕯
餅，暫時安撫了五臟廟。然而在左顧右盼打發時間的
時候，赫然看見一隻小老鼠在比蕯店附近遊走，剛下
肚的比蕯頓時變成了燒辣。好不容易等到登機，在櫃
檯賣票劃座位的小姐，搖身一變成了登機門口的收票
員。大概是等待太久、太累，大夥兒你推我擠，前仆
後繼。頭等艙的大爺們和普通艙的老弱婦孺，早已忘
記了應該排隊的國民禮儀。

這班飛機直飛香港，因此乘客以港仔和廣仔為
主，咱們台客夫妻是稀有動物。機上的廣播是廣東話
和廣式英語，雖然聽不懂，但是要有入境隨俗、隨遇
而安的雅量。櫃檯賣票劃座位的小姐，又從在登機門
口的收票員，搖身一變成了空中小姐。訂購機票的時
候，也順便訂了低脂少鹽的特餐。飛機起飛沒有多久
就聞到香噴噴的餐飲，特餐最先分發，興奮地打開餐
盒，裡面的東西毫無色香味的基本元素，比起那一片
蠟做的比薩餅還要難以下嚥。國泰班機只提供兩餐加
上小食，所謂 “小食” 並不是牛肉乾、魷魚絲，而是

寥寥可數的小粒花生米，和僅供塞牙縫的小餅乾，吃
了啼笑皆非，不吃又心有未甘。這些東西是放在一個
籃子裏，必須自己走到飛機上的廚房裡去拿的。

從波士頓到香港雖然只需要飛行14個半小時，但
是對於無法入睡的我仍然是折磨。我可以在幾秒鐘之
內，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姿勢入睡，唯獨在
飛機上一籌莫展。曾經試過吃藥、喝酒，也曾經試著
看書、看電影，往往搞得半睡半醒，弄巧反拙。飛機
到了香港上空時，看看這彈丸之地，竟然能和東京、
紐約、巴黎、倫敦並駕齊驅，實在令人佩服。香港已
經掛上五星旗，對我們而言，也算打破沒有到過中國
大陸的記錄。在香港轉機順利，一個小時之後就到了
桃園國際機場，這是8月29日上午9點37分。過了海
關，領了行李，到台灣銀行窗口兌換台幣，美金百元
大鈔字頭是A、B、C、D的，一律要多繳台幣一百元
手續費，我們是愛台灣的老僑胞，欣然接受繳交手續
費的規定。走出機場大門，迎面而來的不是接機的弟
弟，而是又濕又黏的悶熱。雖然官方日曆指向八月
底，但仍然是農曆七月的 “處暑”，難怪動輒汗流浹
背，全身會冒煙。這次探親時間的分配是第一個星期
住在中壢弟弟家，第二個星期住在台北麗都唯客樂旅
館，以便就近拜訪丈母娘。

8/29-9/5中壢文化二路
弟弟和父母親比鄰而居，雞犬相聞。父親身體違

和，行動不便，加上天天下雨，所以我們一直待在家
裡。台灣的水果物美價廉，我們每天到附近水果行採
購龍眼、芭樂、釋迦、小玉西瓜、紅心木瓜，沉甸甸
的三、四袋水果，十美元有找。附近的麵包店一間一
間開，但是傳統的菠蘿包、豆沙包、起酥麵包都近乎
絕跡。三明治曾幾何時成了全民飲食，獨佔鰲頭，不
但取代絕大多數麵包，而且徹底擊敗傳統的燒餅油條
和豆漿。我習慣早上五點起床，安步當車走個三、四
十分鐘去買早餐。住家附近的小攤販是我的最愛，這
些純樸的升斗小民，披星戴月，樂觀進取，勤奮的為
生活打拼。魚丸湯、擔仔麵、生炒花枝、甜不辣、燒
仙草、蚵仔煎、四神湯、糯米飯糰、豬血糕、大腸麵
線、木瓜牛奶、鱔魚意麵，這些是古早味，這些是吃
的意境，這些是人生體驗。

在家裡只有看電視和打麻將兩大活動，看電視強
心，打麻將健腦。

台灣的電視台究竟有多少，恐怕沒有幾個人知
道。電視台有無線和有線，有衛星和寬頻，有地上和
地下，有藍色和綠色，有國語、閩南語、客家話以及
原住民方言，琳琅滿目。節目內容更是五光十色，有
韓劇日劇、有偶像劇、有本土劇、有美國電影、有靈

異、有搞笑、有爬山、有釣魚、有逛夜市、有大賣場
賣東西的、有分析股市明牌的、有算命看風水的、有
各大教派和道場的、有教氣功兼賣藥的，當然重頭戲
還是政論節目和新聞。台灣的新聞報導獨樹一幟，主
播很多不是科班出身，只是長得不錯的 “讀報機”。
報新聞時比手劃腳，情緒高亢，而且常常吃螺絲，令
人捏一把冷汗。因為新聞來源少，為了增加可看性，
不得不加油添醋。同樣一則單純的新聞，在不同的電
視頻道會出現不同版本，撲朔迷離，真假難辨。台灣
平面媒體的內容是緋聞比新聞多，煽情比宣導多，小
道消息比官方資訊多。新聞只著重本土化，很少關心
世界大事，就連亞洲鄰近國家的動態也付之闕如，但
是各色各樣的內幕消息，酸甜苦辣無奇不有。張家長
李家短，劈腿包二奶藏小王，宅男熟女小鮮肉，姐弟
戀雞排妹事業線，無一不是頭條。一個食安風暴可以
天天佔據所有版面，直到下一個可以炒作的議題取而
代之，方能罷休。頭版的社論成為政黨口水戰的殺戮
戰場，社會版成了酒色財氣的公佈欄，地方版則淪為
民粹的傳聲筒。

政論節目是集結全台灣學者專家、資深媒體人、
名嘴達人之精華，他們五湖四海，天文地理、宇宙乾
坤，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滔滔不絕，口若懸河。這
些節目的形態千篇一律，內容膚淺粗糙，大都以喧譁
取眾、斷章取義為主，混淆視聽、情緒爆料為輔。長
久下來，影響社會風氣甚鉅，造成世風日下的惡果，
更污染了整個新聞界。政論節目看多了會神智恍惚，
思想錯亂。它像搖頭丸，更像K他命，碰它的時候會血
壓上升、精神亢奮，不碰它就無精打采、委靡不振。
我看遍了所有的政論節目，雖然既愛且恨，但是欲罷
不能，因為它帶給我心臟的刺激，不輸給在跑步機上
的效果。

既然是探親，陪陪家人就是最好的方式。除了看
電視，刺激刺激心跳之外，秀玲、我和母親、弟弟一
起打牌成了闔家歡樂、閒聊家常的好辦法。早餐之
後，先摸個幾圈暖身，吃了午餐，繼續方城之戰，晚
餐完畢，酒酣耳熱之後挑燈夜戰。記得五零年代打麻
將是違反善良社會風俗，會被警察取締。曾幾何時，
打麻將成為發揚國粹，變成了全民運動。近年來聽說
打麻將對預防失智症有幫助，於是乎家庭麻將成了老
少咸宜的聯誼。弟弟不擅飲酒，但是為我準備了各式
各樣的啤酒和威士忌。每天在家裡大口吃肉、大碗飲
酒，加上出外吃了一頓豐盛的 “包肥”，飆高的尿
酸，造成了左腳嚴重痛風，這是9月5日。

(下期待續)

王世輝 10/10/2015(上)
波城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