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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分享華文APP有多讚
【本報訊】紐英崙中華公所輿帝國拍賣有限公司，聯合舉
辦慶中秋亞洲古董藝術品收藏投資鑒賞講座。歡迎藏友和
藝術家及尚未步入收藏行列的愛好者光臨交流。並特邀專
家免費為收藏愛好者，提供鑒定服務。限額40人，每人可
帶三件藏品。預約電話:617-936-3128 617-542-2547，
地 址: 紐 英 崙 中 華 公 所 會 議 廳 90 Tyler St,Boston MA
02111，時間：2015年10月25日(周日)下午1:30-4:30

【本報訊】為表揚全國家暴關注月，Verizon 的HopeLine® 於
十月向全國各地民眾提供兩種便捷途徑協助採取行動對付家
暴：

1.凡在Verizon店鋪或網上購買獨家供應之紫色手機附件，
包括耳機、手機套、平板電腦套、以及更多選擇者，HopeLine
會向全國家暴關注熱線捐贈 $1 ，最高達 $100,000。

2.誠邀民眾在Verizon店鋪捐出任何行動通訊供應商之舊手
機、充電器、和手機附件以助HopeLine達到其在2015年年底收
集到一百萬部手機的目標，以支持家暴的受害人和倖存者。

受益人士：Verizon的HopeLine計畫收集舊手機、充電器、

和手機附件並將它們轉變成全國非牟利家暴機構的財務支援。
透過HopeLine，Verizon亦捐贈配備語音通訊及短訊服務的無線
手機給予讓家暴受害人和倖存者使用的家暴庇護中心。

時間：2015年10月1日至31日(全國家暴關注月)
誘因：查自2001以來Verizon透過HopeLine計畫，其 致 力

關注和防止家暴的慈善焦點由來已久。Verizon 確認家暴是一個
影響我們社區、鄰居、同事、朋友、和家庭成員的全國性問
題。我們認為我們的網絡和科技 --- 以及我們的員工 --- 可
以為解決問題出一份力。

可供選擇的紫色手機附件(見右圖):

VerizonVerizon將於整個十月內提供紫色手機附件以支持全國家暴關注月將於整個十月內提供紫色手機附件以支持全國家暴關注月

【本報訊】 「全球華文網」自2007年上線以來，提供海內外教
師各類華語文教學素材，因應雲端科技及個人行動載具普遍運用
的時代，僑務委員會陸續製作8支華語學習APP，分別為觀光華
語-每日一句、一千字說華語、精選動畫故事一、精選動畫故事
二、幼童華語讀本、弟子規、十二生肖動畫故事及華文網電子書
等，供學習者下載使用。

為使民眾認識並多加使用本會開發之華文學習APP，僑務委

員會特結合 「全球華文網」Facebook粉絲專頁，於2015
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舉辦為期一個月的 「一句話．

分享華文APP有多讚」網路活動，只要先下載華文網任一APP，
再到《全球華文網》Facebook臉書粉絲專頁按讚並完成活動指定
任務，就有機會獲得健康果汁隨行杯，下載三個以上華文APP，
還可以加碼抽獎金！請鼓勵大家踴躍參與。活動相關資訊請至活
動網站查詢：http://www.huayuworld.org/2015app。活動相關問
題，請洽承辦單位 「旭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電話：+
886-7-226-6572#2，huayuworl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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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期)
9/5-9/11台北麗都唯客樂旅館
9月5日星期六，雨過天晴，午餐後我們直奔台北。痛

風的左腳已經腫大到無法穿鞋的慘狀，走路一拐一拐，一
步一滴淚。麗都唯客樂是所謂 “商業旅館”，沒有豪華門
廳餐廳，沒有健身房游泳池，沒有會議室精品中心，但是
價格公道，WiFi和停車免費，房間乾淨雅緻。早餐是免費
自助餐，中式、西式一應俱全，菜色幾乎天天推陳出新。
早上有報紙，下午有水果和礦泉水，晚上有小點心和保險
套。旅館對面是大安森林公園，門口有十二線公車，轉角
處是便利商店和捷運站，向東走兩個十字路口便是鼎泰豐
和老字號新東陽、南京板鴨。鼎泰豐旁邊是有名的永康商
圈，有許多令人駐足的餐廳和小商行，永康街上的飲食男
女，更是車水馬龍，摩肩擦踵。上海點心高記、老張牛肉
麵、永康牛肉麵、芒果冰、天津蔥抓餅都是我們的最愛。
永康街底有一間 “波士頓理髮廳”，有機會要進去探個究
竟。經過永康街繼續向東走就是東門市場，東門市場對面
的44巷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因為腳痛不良於行，原定到台東參觀史前博物館、拜
會張善楠館長，到中研院拜訪陳志柔、戴麗娟研究員，到
板橋蕭中正醫院拜訪老朋友蕭乃彰、劉惠敏夫婦，以及重
訪高雄旗津的行程全部被迫取消。9月6日中午和高中死黨
嚴翔勇醫師、林沛醫師、霍德明教授在重慶南路 “陶板
屋” 午餐，當晚和 “看見台灣” 的導演齊柏林全家在永康
街 “豐盛食府” 敘舊，9月7日晚上接受高中好友張珩教授
在101大樓 “隨意鳥地方” 的招待。嚴翔勇醫師的太太是
秀玲台南家專同學，兩位女兒在加州當牙醫，兒子嚴爵是
兩岸三地閃閃發光的創作歌手。林沛醫師從一個文弱書生
成為馬拉松好手，他是大安初中舊識，更是浙江奉化同
鄉。霍德明教授返台前在東北大學教過書，現在是北大經
濟研究所紅牌。張珩教授是總統府醫療小組召集人，在馬
英九總統訪問波士頓的晚宴後不期而遇，這是我們高中畢
業後第一次見面，於是相約在我返台時再聚。雖然腳痛得
寸步難行，而且心情和食慾低落到不行，但是這兩天難忘
的聚會和友情，留給我一生最美好、最珍貴的回憶。

9月8日，旅館的櫃台小姐告訴我，可以直接到藥房買
到治療痛風的藥。腳痛有了轉機，總算可以勉強穿著拖鞋
踽踽而行，於是我倆搭乘計程車到松菸文創園區參觀。
“松菸” 是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在1945年，從日本人手中接
收的松山菸場，1987年最高峰時期有員工2000人，年產值

超過台幣210億。1998年停止生產，走入歷史，2001年台北
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2011年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正
式對外開放。園區內有創意商店，有文化藝術展覽，有各
式各樣表演，有誠品電影院和書局，有老婆最愛的 “吳寶
春麵包坊”，和我意外發現在清明上河圖裡著名的 “孫羊
正店”。誠品電影院正在放映由侯孝賢執導、舒淇擔大綱
的 “刺客聶隱娘” ，這部電影為侯孝賢贏得第68屆坎城影
展最佳導演獎。藝術電影總是艱澀沉悶，叫好不叫座，它
是拍給專業影評人看的，它是參加影展的。看完電影，漫
步到隔壁的誠品書局，買了范世平八月出版的 “習近平對
臺政策與蔡英文之挑戰” ，李開復七月出版的 “我修的死
亡學分” ，陸傳傑的 “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蘇起的
“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 ，上官鼎 (劉兆玄) 的 “雁城諜
影” ，簡媜的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 等你 (老年書寫與凋
零幻想) ” 。回到波士頓後，迫不及待一口氣讀完，大力推
薦這些值得一看的好書。在誠品書局不經意看到 “穆記牛
肉麵” 的介紹，這又衍生出另一段的奇遇。

牛肉麵比賽，是林聖宗擔任台北市建設局長時推動
的，沒想到會成為台灣之光、國寶級的產業。“穆記牛肉
麵” 位於吳興街商圈內，台北醫學大學附屬醫院對面。他
們的湯頭濃郁爽口，據稱有祖傳祕方加持，麵條是手工拉
麵，祕方加手工，煮出來的牛肉麵，令人聞了垂涎三尺，
吃完齒頰留香，絕對感到意猶未盡。台北醫學大學的前身
是台北醫學院，是我聯考時的第二志願，時隔四十多年，
因為吃牛肉麵而湊巧遇到了從未見過的學校。在醫生簡介
欄裡，看到擔任過牙醫系主任的呂炫坤，他是我高中同
學，只能對著照片打個招呼。

去吳興街吃牛肉麵的晚上，意外發現了 “四四南
村”。9月9日，一大早搭捷運到世貿中心站，快步來到期
盼以久的室外眷村博物館。四四南村興建於1948年，是為
了安置聯勤第四十四兵工廠的廠工所建，因位於四四兵工
廠之南得名，這是國民政府在台灣所建立的第一座眷村，
也是第一座被保留下的眷村。四四南村的居民主體為廠
工，不具軍職、軍階身份。民國90年3月，四四南村被列為
歷史建築物，並將其中的四棟建築予以保存，規劃成為
“信義公民會館” 暨文化公園，民國92年10月正式啟用，
紀念昔日眷村的歷史人文。信義公民會館 (四四南村) 面積
約4150 坪，包含特展館、眷村展示館、展演館、社區館、
四四廣場及文化公園。不遠處的101大樓，是時代進步的象
徵，破舊斑駁的四四南村，則是褪色歷史的遺蹟，觀昔撫

今，令人噓唏感嘆。
9 月 9 日中午,搭捷運到永和頂溪,出站後左轉走了兩百

公尺,到達久聞大名的 “世界豆漿大王”。1955 年兩個來自
北方的老兵李雲增和王俊傑,在永和中正橋頭搭小棚營生,磨
豆漿、烙燒餅、炸油條,草創了 “東海豆漿店”,中正橋拓寬
後,改店名為世界豆漿大王,這就是馳名中外的 “永和豆
漿” 的祖師爺。我們點了燒餅夾油條、蘿蔔絲蛋餅、方
糕、淡豆漿,這些好吃的傳統美食,只須美金六元。燒餅油條
不但是現烤現炸,而且還加了酸菜,酥脆入口,真是人間美味。
一償宿願之後,又馬不停蹄去猫空纜車開開眼界。搭捷運到
木柵動物園站,途中經過似曾相識的臥龍街、辛亥隧道和曾
經住過的六張犁。2007 年 7 月4 日,臺北市木柵上空貓空纜
車系統正式通車營運,纜車行車路線全程共計 6 個場站(4個
車站、2 個轉角站)及 25 處墩座、47 支塔柱,全長 4.03 公里,
垂直高度從 24.1 公尺到299.3 公尺。猫纜有動物園站、指南
宮站、貓空站,分段售票,可以在各站上下遊覽。動物園站利
用動物園西側之空間,規劃設置景觀水舞噴泉。指南宮站的
景點是指南宮,指南宮又名“仙公廟” ,奉祀鼎鼎大名的呂洞
賓。終點貓空站出站左側方向有 “茶香環狀步道”,以及許
多物美價廉的小吃。我們大快朵頤品嚐了深坑臭豆腐、宜
蘭三星蔥餅、新疆羊肉串、黑砂糖剉冰、養生炭烤蕃薯以
及烏龍茶冰淇淋。

9 月 10 日,風和日麗,腳痛已經不影響正常走路,因此心
情大好,決定到聲名遠播的鼎泰豐去探探虛實。每次路過鼎
泰豐,總是你推我擠,萬頭鑽動,而且絕大部份是日本人。早上
十點半我們從旅館橫跨馬路而去,不需要排隊就直接上樓入
座。我倆點了小籠包和蛋炒飯,環顧四週,果不出所料清一色
日本人,他們只點小籠包,每人一籠甚至兩籠,邊吃邊拍照留
念。下午到國父紀念館附近的 “麻辣堂” 嚐了有豆皮、花
椒、鴨血的 “麻辣牛肉麵” 、素蒸餃、烤麩、豬血糕,接著
又在附近吃了一碗道地的 “阿婆甜不辣”。捧著臃腫的肚
子,拖著沉重的步伐,望眼看到 “波士頓牙醫診所”,看板上
還有英文 Dr. Hwang's Dental Clinic。好奇之下,也顧不得 T
恤短褲和滿嘴油膩的不良形象,一腳踏進了冷氣十足的診
所。果然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遇到兩位從 Tufts Dental 畢業的
老朋友黃振峰醫師和賀台萍醫師,久別相逢,喜出望外,互道珍
重,相約擇期再聚。

9 月 11 日,弟弟來接我們回到中壢休息、打包。9 月 12
日,我們又來到了似曾相識的桃園機場。揮別了親情、友情,
步態蹣跚走進了登機門。心裡想的,是下一個探親的故事...

接到從台北寄來的航空包裹，打開一看，
是我的最新創作散文集《劍橋狂想曲》 。感
謝 「文史哲」的幸勞，終於出版了。 寫作是
我的業餘嗜好。平常紀錄下來日常生活中點點
滴滴的感想心得，一方面可以回憶過去，整理
現在，展望未來。一方面也可宣洩喜怒哀樂的
情緒和發抒心中的情懷，化成白紙黑字。心思
枯竭的時候往往幾日下不了一筆。靈感一來，
又思潮如泉湧， 揮筆有如神助，連寫數小時
徹夜不止。其中的甘苦談一言難盡。昔日的汗
水和淚珠編織成一串串美麗的中國文字，辛辛
苦苦所寫的一篇篇文章，終於被打印成工工整
整文圖並茂印刷精美的書籍。眼見三十年來旅
美有起伏、喜憂、苦樂，歷經患難，行過死蔭
幽谷的心路歷程，橫跨美、歐、亞三洲。又一

頁頁歷歷如繪活生生的展現在眼前，彷彿昨
日。一時百感交集，倍覺欣慰，激動的不能自
己。

一次偶爾的機會，在教會裡分享我出書的
感想。簡單地回憶起我在東北大學教研電腦資
訊科學的心得，和在查河（查爾士河）對面劍
橋的 MIT 和 哈佛 兼職的經驗。分享與 MIT
人工智慧（能）之父 明斯基合作研究機器人
的優缺點、危機，和訪台大交大的一些趣聞。
更進一步談到以劍橋為中心所輻射出去到世界
各地， 包括旅遊聖城 耶路撒冷、至聖先師孔
子故居曲阜、樂聖貝多芬家鄉維也納，和唐詩
名都西安、陪同母親回成都老家 的經驗。把
我對耶穌基督 神的信仰，孔子的愛戴，貝多
芬的景仰，母愛的偉大和對文學尤其是唐詩的
熱愛融為一體。深感人類不分東西南北，無論
男女老少，對“真”、“善”、“美”的追求
和執著驚人的一致。而且 “禮運大同篇”裡
的“世界大同”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崇
高理想，與 儒家的“仁人之心”，和貝多芬
音樂裡的“愛母親愛人類愛世界的博愛之心”
不謀而合了。這不正好都可追溯到耶穌基督
“ 神愛世人” 「愛」的源本嗎？

想不到區區感言在聽眾中引起巨大反響。
有一位剛從國內來到波士頓的山東同胞特別感

動，原來孔弟兄是曲阜人孔子 後裔。在大陸
上長久以來背負孔子後代原罪被迫害，尤其是
在所謂“文化大 「革命」（其實是大殘害，大
滅絕）”。以致不敢用真名。後來改革開放後
才慢慢可以過較正常生活並創業來到美國與波
城兒媳團聚。聽了我的見證後，深深體會到世
人對 至聖先師 孔夫子的崇敬愛戴，他對孔子
更有信心了，並恢復使用他的原名孔祥闊，重
拾失去已久的信心，以孔子為榮，為傲。這真
是意想不到的收穫。新竹中學時代辛志平校長
堅持通識教育，並要我們背誦《論語》，對我
們人格成長莫大助益，終身難忘。

《劍橋狂想曲》也受到 「劍橋合唱團」
MIT-CCCS 和 「紐英倫中華專業人員協會」
的啟發。書中有好幾章分享MIT-CCCS音樂
會的感想。對 「專協」年會中以 「從文學追求
理想人生 -“歷史、推理、想像”」為主題，
白先勇、李昌鈺、張系國連袂專題演講有很詳
盡的感言。其中有神探美稱的李昌鈺也是紐英
倫康州的居民和 「李昌鈺鑑定科學學院」創辦
人。與神探為鄰，與有榮焉。 「專協」現、前
任董事長 世輝兄 和 嘉陵 大姐熱心鼓勵和支
持，令人感激。他們倆位是波城最先購得拙作
《劍橋狂想曲》先睹為快的專業人士。

拙作榮幸獲得名家共鳴並作序，包括 趙

淑俠、張系國、李家同、李昌鈺、施振榮、和
葉祖堯。他們的序言真摯感人，為本書 添色
不少，由衷感謝。每每經過悠悠的查爾士河畔
的劍橋，就會想起“逝者如斯夫，不捨晝
夜”。不免聯想起與江前行政院長和波士頓辦
事處代表賴代表在波城暢談的情景。在人生的
旅途上需要感謝的人太多，“感恩報恩恩相
續，飲水思源源不絕”。“數典不可忘祖，飲
水切記思源”。我腦海裏不斷想起樂聖貝多芬
的“歡樂頌”- 那歷盡苦難後的歡樂。面懷耶
穌基督“神愛世人”和至聖先師孔子所闡述發
揚的 “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為了一個更
美好的“真、善、美”的明天共勉之。但願
《劍橋狂想曲》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鳴，對追求
理想的人生有所啟發和助益。

好消息-免費古董鑒定

出新書有感-查河遊子吟，欣逢孔子75代孫 王申培
波城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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