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3月《僑協雜誌》145期 2014年3月《僑協雜誌》145期

32 33

世事如棋局局新
兩岸駿馬 誰主浮沈

▓鄧蔚林

且聽庶民發異聲

大陸網友轉給筆者一些披文，說把

中國寫得一絲不掛，連毛爺爺看了都可

能從棺中危坐而起，緊鎖雙眉，抄錄幾

條，藉博讀者諸君會心莞爾：

「香港的媒體如果不報導真相就會

丟飯碗，我們的媒體如果報導真相就會

丟飯碗，這就叫一國兩制」。

「過個車大橋墮毀，下個雨滿城

泡水，開個會全國戒備，生個病債台高

壘；讀個書全家受累，眨個眼肉價飆

飛；上個訪有去無回；擺個攤城管砸

毀；炒個股終生後悔」。

記者：「大娘，您撿垃圾幸福

嗎？」老人：「啥？」

記者提高聲音：「您幸福嗎？」老

人：「我耳聾，你大聲點！」

記者聲嘶力竭：「您幸福嗎？」老

人繼續：「再大聲點！」

記者無奈離去。老人自語：「早聽

見了，累死你個龜孫，釣魚島和腐敗的

事你不問，拎個破JB玩意滿大街問窮人

幸福嗎？我83了，還撿破爛，你說我會

幸福嗎？」

周立波：「美國護照寫着『不管

你身在何方，美國政府都是你強大的

後盾。』；在中國的護照寫着『請嚴

格遵守當地的法律，並尊重那裡的風

俗習慣。』微評：美國說，出去有人欺

負，招呼一聲，咱修理他！中國說，出

去老實點，聽人家的話，少給老子惹麻

煩！美國總統說過，我們不知道哪輛校

車的孩子將來會是美國的總統，所以校

車的安全性是中國的40倍！中國領導人

知道，不論哪輛校車的孩子都不會是將

來的主席。因為領導的孩子不會坐校

車。」

「幾萬元的校車，裝60多個學生！

幾十萬元的公車，裝一個領導幹部！」

「他們對醫療不重視，因為他們

有高幹病房；他們對教育不重視，因為

他們的孩子留洋；他們對食品安全不重

視，因為他們有特供食品；他們對堵車

不重視，因為他們出行有警車開道；他

們對國家未來不重視，因為他們的妻兒

已移民美國；他們對維穏很重視，因為

他們怕失去這些！」

在台灣，民眾對馬總統的如下口頭

禪不滿：「真的是這樣嗎？我是看了報

紙才知道」；行政院長江宜樺，立法院

三讀通過土地實價登錄的法案，也是看

了報紙才知道，不得不提出覆議，讓人

除了憤怒，更兼不屑。一個立法院最大

黨，反應如此遲鈍，顯示黨政機器與靈

活絕緣，同軌列車已脫節！

當年反共義士范園焱駕機來歸，迫

張祖詒先生來函
貴刊第143期第30頁所刊，102年10

月12日國史館舉辦沈昌煥先生百年誕辰

紀念會上，本人發言紀要，與本人實際

講話內容略有出入。

按當時本人曾說：「經國先生逝

世後，不久，煥公送我一雙名牌皮鞋。

我問他為何送我鞋子？（因為中國人習

俗送鞋有分別意含的忌諱）煥公答稱是

『同步並進』之意，於是我就謹謝收

下。未料當年（77年）10月，煥公辭去

總統府秘書長職務，而接著第二日，我

也辭副秘書長之職，倒是構成了我們

『同進退』的事實。不過，實際上，我

們並無所謂『同進退』的默契。」

貴刊路華平先生大作所記「煥公說

我們兩人要同進退」一語，與本人所言

並無差異，惟恐因本人語焉不清，或係

紀錄有謬所致，惠予補正，免致誤會。

又文中所記「經國先生逝世後的第

一天，煥公請辭秘書長」一節，亦屬誤

記，因煥公請辭秘書長的時間，距經國

先生逝世相隔已有九個月之久，亦請一

併惠予更正。至於路文所寫，我的辭職

是「只是工作環境不再，難如從前了」

記得十分傳神，非常感謝。

編按：經查石之瑜編著《台灣最

後一位保守政治家》，沈昌煥於蔣經

國逝世後一週內，即向李登輝遞出書面

辭呈。九個月後，1988年10月12日，

沈昌煥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提出工商業組

團訪問蘇聯作商務考察乙事。他說，若

考察團純是民間人士，可以拓展貿易，

但當中卻有政府官員參加，違背中華民

國「反共抗俄」國策。這個重大決策如

何形成未在中常會討論，遂拿出蔣介石

《蘇俄在中國》一書，提請討論並研究

如何善後。未幾，李登輝批准九個月前

沈昌煥的書面辭呈。（編輯室）

現在不知道這一科劃到哪裡了，總不至

於跑到「非洲」去吧！

亞東太平洋司，顧名思議，有日

本、韓國等大國，基本上還是以日本為

主體，外交部的日語人才，咸集這裡。

國際司是很特別的一司，主管聯合

國、援外事宜。一年一度重返聯合國的

策劃，就出自這一司業務。自從我國經

濟成就為世人刮目相看後，援外工作就

做得特別出色，例如國人所熟知的農耕

隊、醫療隊，做得就非常突出，更難得

的是友誼之手，深入民間。我國與沙烏

地阿拉伯有正式邦交時期，幾乎無所不

援，從印鈔票到戰機馳援，還有情報合

作等等。

這一司，看似冷衙門，卻是外交部在

建交冷落時，為國家做了不少國際外交。

這一司也出了一位出色的司長，那就是

新任主管「軍事外交」的國防部次長夏

立言。（作者為前《中央日報》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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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哥若仍聽不進逆耳之言，回應全

民，今年11月七合一的選舉，即是嚴峻

的考驗，歷史定位大致也在此一舉；次

則寄望於馬習會的催生及成果，習近

平的「不急」與情勢的「評估」將是一

大關鍵，「主客」「機緣」的營造，想

要煮熟這隻鴨子，對一個十年莊家和只

剩兩年多任期的博客來說，明顯不是操

諸在馬，誰是高明的玩家，籌碼雖少，

若能以善謀良策見長，仍可創造雙贏局

面，各取所需。但我們普見幹練不足的

階層；一次互稱官銜便大喜過望，僅僅

口惠而實不至，也為之大事宣揚，顯示

「沈穏」的失分。

習近平邊陲送暖

習近平1月26日冒着零下30多度的

嚴寒，朔風凄厲雪滿途之際，身穿野戰

迷彩裝，迎風踏雪，視察內蒙古阿爾山

區。慰問駐戍邊境執勤的部隊，在食堂

和基層士兵一起用餐，進入哨所，與哨

兵握手，說：「辛苦了！今天，我和你

們一起執勤站崗。」他的造型於微博出

現，廣受網民關注和熱議，而貴乎不遺

在遠！

李克強探視春節在陝西一個特困戶

留守兒童，在12歲的楊康家裡，女孩給

正在浙江打漁的父親撥手機：「爸，有

個大人物在屋裡—總理，中央總理」，

李克強接過手機：「我是李克強，我在

你家裡，春節能回來嗎？家裡都好，請

放心，一定要平安回家。」還說：「你

們在外打工不僅給家裡增加收入，也給

國家做了貢獻，你們是國家的功臣。」

 楊康聽到父親的聲音，她哭了。

我讀到這樣撼動人心的報導和圖

檔，含淚寫下這段記實，彷彿看到經國

先生行事風格的重現；人際關係莫之能

禦的暖流，一滴關懷也繫心。

一位行年八十、自謀生活的退伍老

兵劉祖壽，自認讀書不多，但數年來鍥

而不捨，艱辛為文，向輔導會、馬總統

等單位陳情，訴說未被合理照顧的不公

與不義，所爭取的是一個作為榮民的尊

嚴，不能忍受政府的漠視，每次他寧可

不惜工本，邀約筆者赴飯局，為他的千

言萬語草稿撿砂石，作一些遣詞的潤飾

和宣洩，我大部份保留他的純樸原貌，

不在文字的工拙，每次上陳都石沈大

海，撥得雲來不見日，我還是勸他別作

法理以外的激情。

馬英九年節前也在僕僕風塵拚外

交，他顧此失彼，使人民無感，輿論鞭

策，也是白費唇舌，一個冥頑不靈的

「好人」，清點盤面，原可締造一片好

景，格局雖小，得民者昌，猶可游刃四

方，不致侷處「時不我予」的窘迫，卻

令人預感他行將會被時代洪流所揚棄，

惜哉！民意都在恨鐵不成鋼。

習李體制反奢靡

中國共產黨設館治史，表彰曾為建

國捨身各階層，包括滲透、卧底死難的

特工，如前國防部掌管戰情的吳石中將

等人，悉以烈士之尊追念；國民黨照顧

餘生榮民，則採多方設限，乃至幾許遺

珠客死他鄉無人問，唯與「三十功名塵

與土，踏遍世途覺山平」的慨嘆！

大陸社福尚澤及對日抗戰國民政府

老兵，台灣當局則任令不公不義因循，

兩岸開放交流，政策優劣，治績利弊，

除了資訊流通，民眾親身感受，極易評

比，當道若非為大於微，謹小慎微於權

責有司，即比見勞而無功。

降宜蘭沙灘，參謀本部率先掌握狀況，

轉報高層立即採取措施；方今時代如此

進步，府院階層尚待讀報才知道社會之

隆污與庶民之怒，如何能濟天下之變？

「讀報治國」，如能從善如流，也還罷

了！就怕過目即忘，依然故我。

千般悲憤在一撞

砂石車司機張德正，1月25日凌晨，

以其35噸重、高速之下威力不亞於坦克

的洩憤「利器」，作衝撞總統府之舉，

使負責維安的憲兵也為之觸目驚心，媒

體報導評論，各持觀點，首先強調肇事

者張某為前科犯，或為婚姻失敗的社會

邊緣人等個人因素，導致行為異常，引

發網友撻伐。

吳敦義則認為，事件尚未明確之

前，「原因」不要遽下論斷，首需關心

人命安全，尤以「值得警惕」一語，似

意有所指，此一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衝

撞，張嫌事後無悔意，而在個人臉書所

抱怨者，為時政混亂，貧富懸殊，讓市

井小民喘不過氣，乃至寧可捨命拚一

死，千般悲憤惟一撞。

馬英九對此一不幸事件，說一定

要好好處理，避免產生負面影響。還要

怎樣才算產生負面影響呢？下次換一輛

油罐車或滿載TNT把整個府衙炸掉才算

「踢館」嗎？

蔣老總統有一年以中興復國未竟、

毋忘在莒之念，謙辭祝壽之舉，而發

「我乃待罪之身」感喟，這是作為一國

之君的自省功夫。馬先生其實應從自身

榮辱去思考，何以致此，不應輕描淡

寫，一筆帶過。

近賢梁寒操曾有「與觀羣怨美如

詩，非者情教讀者知」這樣的胸懷，

▲總統府103年1月25日遭砂石車衝撞後，將於夜間封閉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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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密使路之二

宋宜山大陸行為和談「摸底」
▓舊庄居士

周恩來接見英國人馬坤一席話

1956年3月16日，周恩來接見李濟琛

前衛士長、英國人馬坤（Morris Cohen）
說：「你是一個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的

人。我們歡迎你來，你到台灣去，請你

向蔣介石或你的其他朋友轉達幾句話：

首先，你可以向他們說，蔣介石是我們

的老朋友，他認識毛主席，也認識我。

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最後一次談判是

在南京，那是1946年，那次談判破裂以

後，接著打了三年內戰，至今還沒有結

束。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說，

我們永久不再談判。我們從來沒有把和

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

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我們主

張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

要他贊成和談。蔣介石還在台灣，槍也

在他手裡，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

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

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

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

重，而這件事也會像你所說的那樣載入

歷史，中國共產黨講話是算數的，我們

說的話是兌現的，我們從不欺騙人。」

（註一）

章士釗帶信到香港

也就在這種背景下，透過周恩來

的安排，章士釗（行嚴，湖南長沙人，

1881-1973）於同年春天帶著中共中央給

蔣介石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台灣派在香

港負責國民黨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

報》的許孝炎。許孝炎（1906-1980），

字伯農，湖南沅陵人，北京大學預科，

旋升英文系肄業。抗戰期間，連任第

一、二、三、四屆國民參政員，1948年
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大陸易手後，中

央為加強港澳地區反共宣傳，特創辦

《香港時報》，以許為董事長兼社長，

歷時二十餘年，經常奔波於台港之間。

章士釗與許孝炎都是湖南同鄉。抗

戰時期，兩人同為參政員，交往密切，

關係甚好，這次他們在香港重逢，分外

親熱，亦感嘆良多。章士釗向許孝炎大

談中共以和平方式統一祖國，實現第三

次國共合作的設想與誠意，並拿出中共

中央給蔣的信，委託他親手轉交蔣。

在給蔣介石的信中，中共提出的辦

法是：除了外交統一由中央處理外，其

他台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

理，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

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台灣社會改革從

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

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國共雙方

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

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

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

在祖國統一後回故鄉看看。（註二）

許孝炎的回應

桶子要還我」，竊嫌搬還空桶並自首，

老闆獲知他的困境和用途，不但要求警

方免訴究，還當場捐錢再送裝滿瓦斯的

桶子，派出所員警慨贈食物送到住處，

里長協助申請社會局補助。

遠古有「劃地自牢」作自囚，「無

為而治」的盛世，我們也從茲看到當代

升斗小民高貴的情操！

遊子還鄉度春節，南回北返老弱，

行囊超多，難免上下車站樓梯負重過

勞，弘道國中張貼公告，招募義工，充

當「臨時孫子」，協助拉抬搬運，近百

學生，主動參加，手持「新年快樂！行

李幫你抬」中英文看板，他們從生澀腼

腆過程，漸入佳境，贏得歸國華僑稱讚

「比我的孫子還體貼」，中外旅客感

動，親見台灣之美，弘道之善。

寒流來襲，關山國小兩位教師，

原想為偏鄉學生徵集50件二手冬衣，輾

轉求助台北敦化國小，家長透過臉書號

召，短短四天收到三百多箱衣物，最遠

還來自馬來西亞，除了全新用品，也輸

將金錢，俱見愛心不孤三冬暖。

北市萬華「刈包吉街友宴」，由廖

榮吉出錢出力，於春節前後連辦四天，

集資宴請街友，假河濱公園，每日兩

場，計共廣開千桌，不限身份年齡，盍

興爭來，11道菜色，還提供千份紅包，

每份200元，分送與會者，開心就好，26
年來已舉辦了19次，還有人遠自高雄專

程赴會者。

這是不為競選、不為養士的另類孟

嘗，其善舉出自無私大愛，堪稱他們共

同點燃了光明社會的火炬！（作者為本

會理事）

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則有如鏡花

水月，榮枯立現，大陸自改革開放，造

成瞬間暴富，官則豪奢，民則競炫，尤

以土豪遊旅，出手忘形，除了銅臭，更

無其他，横看豎觀，這樣的人文都難謂

對稱，貪腐陋習，由此滋生。

習李登場，明知根除此一惡質，艱

鉅重重，仍然雷厲風行，明示決心「打

鐵還得本身硬」自期。這種魄力，無論

成敗，已具「不讓青史盡成灰」的氣

概，這個官二代的使命感，來自「江山

是他父執打下的」，當然不能搞砸了！

奢靡之風的遏止，也自政商之間的

酬應，讓羣眾見到實實在在的成效。

蔣經國倡導勤儉，以五菜一湯「梅

花餐」宴客，大雜燴則美其名為「復興

鍋」，警政署長鄭澤光娶媳，喜筵辦桌

逾限，涉嫌鋪張，立即丟官；馬英九在

黨內有自行其是的固執，遇到反對黨的

異聲，則畏首畏尾，以致難聚向心力。

嚴家淦的圓融而得人和政通之利，

也殊少維安問題的顧慮；陳水扁的官邸

須銅牆鐵壁，李登輝須倍增隨扈，馬英

九有「威鞋」之懼，府衙急設花壇為屏

障，史冊留「芳」，已失華彩；畢竟評

價是穿透威儀與圍籬的。

喜見人間好事多

我們有墮落的國會，因為公忠體

國，俯念民瘓之立委殊少，以權謀私者

居多。但綜觀社會大眾的愛心，好人好

事還真的令人鼓舞。

台中一對以打零工維生的夫婦，收

入不穏兼負債，在市場麵攤偷了一桶瓦

斯，只為燒水給小孩洗澡和泡麵，麵攤

老闆不想報案，僅貼告示「瓦斯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