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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分公司工作，他一直暗戀著洪璐詩。

酒會上，艾默迅與彼爾、洪璐詩

的雙親都有短暫交談，尤其是洪父問到

「美軍會打贏這場戰爭嗎？美國是否害

怕輸了，會有骨牌效應？」這個尖銳問

題，讓艾默迅印象深刻，直覺洪父並非

只是普通的生意人而已。另一方面，洪

璐詩的美麗氣質散發出的翩翩風采深深

吸引了艾默迅，而洪璐詩也迷戀於艾默

迅的俊挺幽默，酒會的初始見面，彼此

留下了異性相吸的魅惑。

在峴港出完轟炸任務後的多日休

假，艾默迅來到西貢，直奔洪璐詩上班

的法航，面邀她到西貢近郊的大叻度

假，她不假思索答應了。洪璐詩以同學

聚會為由，瞞著雙親，與艾默迅多日相

聚，就在分手前一晚，兩人按捺不住熊

熊熱情，翻雲覆雨。

回歸現實

分手三個月後，洪璐詩發現自己

懷孕了。這三個月期間，艾默迅音訊全

無，她反覆思考著艾默迅從未親口向她

說「我愛你」，直到一個午後，他突然

出現在她上班地點，約她吃晚餐。晚餐

上，她問他愛不愛她？有沒有娶她的打

算？他答說他在家鄉已與一位名叫蘿拉

小姐許諾結為夫妻，他不會背叛蘿拉而

娶洪璐詩。其實，艾默迅並非愛蘿拉，

而是因為蘿拉是國會議員的女兒，為了

他的軍人升遷生涯，他當然不會娶洪璐

詩，帶她回美國。洪璐詩失望之餘，並

沒有將懷孕事告訴他。

回到家裡，她向洪母說了她與艾

默迅出遊懷孕事。洪母大吃一驚，安撫

她，千萬不能讓洪父知道。洪母遂找彼

爾商量，希望彼爾能接納已經懷了別人

孩子的洪璐詩，娶她為妻，彼爾一口應

允並說會將小孩視同己出。這個小孩名

叫愛瑪，中文名叫洪愛平，愛惜和平之

意。

多年後，艾默迅官拜上尉，與蘿拉

結婚，卻未能懷孕。未幾，他再次來到

西貢出空炸任務，暫別蘿拉。

美軍苦悶

孤家寡人的他，獨自來到西貢紅燈

區酒吧喝酒，酒吧裡盡是美國大兵。兩

個海軍陸戰隊大兵死纏著他，訴說他們

並不想殺人，一點也不想再回到叢林裡

作戰，寧願死在美國的白色沙灘上。兩

個堂堂的海軍陸戰隊戰士竟像無助的小

孩似的放聲號啕大哭，歇斯底里，幾乎

崩潰。

甩開這兩個大兵，他步出酒吧，紅

燈區裡盡是買歡的美國大兵，狀似行屍

走肉，因為過了今晚，明天是否還活著

只有天知道。西貢對美國大兵而言，無

疑是最接近地獄的天堂，美國大兵恣意

縱情後，還是得身陷盡是叢林泥淖的無

▲新書發表會上，作者林小萍笑容可掬。

大時代中的小故事
《孤單的美國人》

新書發表會   
日前越南華裔作家林小萍女士，舉

辦她的第一本小說《孤單的美國人》新

書發表會。

發表會上，聆聽她動人描述，眼眶

不時出現淚珠，時而哽咽中斷，時而抿

嘴一笑。不消說，這本書是她將人生經

歷化作長串文字。她說，她的朋友看完

這本書後，對她說要控制淚水很難。筆

者暗忖，閱書固有數，然能為書中人物

掬戚戚之淚，庶幾希矣！惟仔細拜讀，

不得不臣服。

故事梗概

時間軸線，從1962年到1987年；

空間移轉，從越南西貢、法國蔚藍海岸

卡涅鎮到美國洛杉磯、舊金山；主要人

物洪璐詩，洪璐詩的初戀美軍空官艾默

迅，洪璐詩的老公法國教師彼爾，洪璐

詩的大女兒愛瑪、小女兒伊莎貝。

1962年，西貢。中

華民國駐越南大使館

的春節酒會中，時年

22歲的洪璐詩邂逅了

中尉飛官艾默迅，在西

貢法國學校任教的彼爾

也出席了酒會，因為彼

爾是洪家的法語老師，與

洪家關係密切，洪璐詩從

大叻的修道院寄宿高中畢

業，經他的引介進入法航西

▓葛培華

編註：旅美越南華裔作家林小萍，在越戰最動盪的時期度過童年。戰爭結束後，她遷

移到法國繼續上高中與音樂學院。之後她前往美國唸大學，取得南加州大學電腦科學

學士、碩士和哈佛大學的MBA學位。她曾任北電網絡公司總監，並在美國加州矽谷創

業有十年之久。她精通中、英、法、越語。《孤單的美国人》是她的第一部創作。作

者父親是一位傑出的軍事戰略家，當年已看出越戰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恰恰與美國

的判斷不同。他亦是書中人物之一。2月21日來會拜訪，理事長陳三井對於《孤單的

美國人》一書，描述書中人物遭遇，文筆細膩流暢，故事感人，讚譽有加。

▲《孤單的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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璐詩在台灣的雙親，再經由洪母告知，

聯絡上移居法國卡涅鎮的洪璐詩一家

人。

法國重逢

在卡涅車站，洪璐詩帶著她的小女

兒伊莎貝迎接艾默迅。當艾默迅握住洪

璐詩的手，感到異常粗糙，一問方知是

為了積存女兒們讀大學學費，開了一間

越南春捲店，因為洪璐詩手藝好，生意

不惡，但極辛苦。兩個女兒瞭解到媽媽

的辛苦，也經常到店裡幫忙，分擔一些

工作，從她們母女之間的對話，具見母

女的親情深厚。

為了迎接艾默迅的到訪，已身為

副校長的彼爾花了一整天的功夫，準備

自己最拿手的好菜紅酒燉牛肉宴客。餐

桌上，艾默迅看到他們一家四口和樂融

融，真希望自己也能成為這個家的一分

子。愛瑪在媽媽示意下，和艾默迅外出

散步，愛瑪雖知道艾默迅是她的生父，

但父親這兩個字卻叫不出口，只能喊他

叔叔，而想起在越南的種種，質問艾默

迅在越南殺了多少人？惠阿姨家破人亡

都是美國人害的，而今天他的出現是不

要搶走媽媽？艾默迅無言以對，只關心

愛瑪是否要申請美國大學，愛瑪說美國

大學學費是法國的三倍，不忍心加重媽

媽的負擔，艾默迅說學費不用擔心。

愛瑪果然如願申請到UCLA，攻讀

電腦，放棄她喜好的鋼琴，她認為有電

腦專長賺錢較容易，希望媽媽不要為春

捲店忙碌，把身體搞壞了。

她的妹妹伊莎貝也進入巴黎音樂學

院，專攻鋼琴。伊莎貝的拿手曲子是蕭

邦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也是這首曲子

讓她進入這所頂尖學院。

在UCLA就讀的愛瑪，受到艾默迅

的全心關照，但越戰陰影讓她揮之不

去，在幾次餐敘中都質問艾默迅越戰種

種，艾默迅看著愛瑪只能苦笑以對。

姐弟情深

愛瑪與同班同學司徒相戀，司徒是

澳門華人移民的第二代，他的雙親開餐

館維持生計。愛瑪與司徒畢業後結婚，

移居到舊金山，因為他們都在矽谷上

班。這期間，愛瑪也經常到醫院陪弟弟

威利，講她最喜歡的故事「賽金先生的

山羊」給威利聽。在家人關懷下，臥床

多年的植物人威利終於對外界的刺激有

了反應。

1986年某一天，伊莎貝打電話給愛

瑪，告知媽媽罹患子宮頸癌，只賸下半

年壽命。愛瑪即向公司請假，公司說只

能保留三個月，逾期將找人接替。

人生落幕

回到卡涅的愛瑪，整整陪媽媽六

個月，在洪璐詩行將大去的前幾日，愛

瑪打電話給艾默迅，他整個人趺到了谷

底。當他來到卡涅，緊握璐詩的手，璐

詩告訴他要有耐心，愛瑪遲早會親口叫

他一聲爸爸。他對她說，願意以他的生

命延續她的生命。

在艾默迅來到卡涅的第三天，洪璐

詩在伊莎貝彈奏的蕭邦第二號鋼琴協奏

曲中，走完她47年的人生。

此後，威利甦醒，艾默迅整日陪他

復健；愛瑪生了寶寶，伊莎貝也找到了

歸宿，彼爾也升了校長。

而在越南的惠阿姨也當了祖母，當

愛瑪接到她的信時，她已經長眠了。

情戰火。

愛瑪叫「屬叔」 
隔日下午，他想知道洪璐詩過得

好不好？不自主往她上班地方走去。兩

人四眼相對，洪璐詩大感意外，此時她

大腹便便，懷了彼爾孩子。他邀她晚

餐，她向他透露了愛瑪事，令他訝異不

已。他與蘿拉婚後好幾年了，一直都未

能懷孕，而與洪璐詩一夜纏綿竟會懷了

他的孩子，他質問為何不早早告訴他，

她反問如果讓他知道一定會要她將孩子

拿掉，因為她知道美國軍人最喜歡玩這

種把戲。她說，如果他想看他的小孩愛

瑪，隔天可以到幼稚園。當晚，他接到

蘿拉電話，稱領養男嬰威利的手續一切

順利。頓時親情湧現，讓他亟欲見到愛

瑪。

當愛瑪可愛模樣出現在艾默迅眼

前時，洪璐詩對愛瑪說叫叔叔，愛瑪即

叫「屬叔」，他擁抱著自己的小孩，感

覺人生多麼踏實。當愛瑪的保母惠阿姨

要帶愛瑪回家時，艾默迅看到惠阿姨半

邊臉燒傷模樣先是一驚，然後再對洪璐

詩說惠阿姨面貌恐怖，會對愛瑪產生不

良影響，希望可以將愛瑪帶回美國，洪

璐詩一口回絕，並說惠阿姨之所以會這

樣，都是因為美軍的殘忍屠殺，導致家

破人亡，臉蛋也毀了，惠阿姨的外觀雖

不好看，但內心善良，那像美軍高舉假

慈悲的大旗，在越南無情燒殺，並詰問

艾默迅執行空炸任務炸死了多少越南百

姓？毀了多少家庭？艾默迅靜靜地說，

他是軍人，必須執行國家賦予的任務。

當晚，他滿腦子都是愛瑪可愛身

影。隔日，他買了一大堆巧克力及一只

音樂盒來到幼稚園，送給愛瑪，愛瑪俏

皮說謝謝「屬叔」。在旁的惠阿姨也謝

謝艾默迅。

西貢逃難

1975年4月，越戰局勢急轉直下，

越共長驅直入西貢，砲火連天，市區盡

是斷垣殘壁，人人倉皇逃命。時拜中校

已調回美國的艾默迅飛來西貢，找尋愛

瑪母女，欲帶回美國。在美國大使館幫

忙下，找到了洪璐詩老家及彼爾家。洪

璐詩老家已人去樓空，在彼爾家碰到了

惠阿姨，查問她們下落，艾默迅對惠阿

姨說要帶洪璐詩母女回美國，若惠阿姨

要去美國也可以。惠阿姨說，她不知道

她們全家人在那裡，同時也拒絕了他的

好意，她說這裡是她的家鄉她哪兒都不

去。其實，惠阿姨對艾默迅撒了善意謊

言，她當然知道洪璐詩一家人都在趕辦

出國機票及手續。

此時，艾默迅慌了，急忙往機場飛

奔，但見航廈已毀，見不到一絲人影。

洪璐詩一家人，彼爾以法國人身

分申請飛巴黎，洪的雙親因是中華民國

地下工作人員，在大使館協助下飛到台

北。這些惠阿姨都知道，但因不願見到

艾默迅拆散洪璐詩她們一家人，所以向

艾默迅說了謊。

1980年某日，在一次從洛杉磯到舊

金山出遊中，發生車禍，艾默迅雖無大

礙，但妻子蘿拉不幸死了，而領養的已

13歲威利則成了植物人。逢此劇變，艾

默迅成了真正孤單美國人。在孤伶伶悲

苦中，想起了女兒愛瑪是他在世上惟一

的親人，人生又燃起了希望。

經由美國大使館協助，輾轉得知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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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塔等等，想來作者也是位美食家。

此外，也提到了法國文學家作品，

諸如卡謬的《異鄉人》、福樓拜的《包

法利夫人》等等；也提到法國畫家雷諾

瓦的作品「鋼琴前的少女」及蕭邦的第

二號鋼琴協奏曲。可以想見，作者喜愛

法國古典小說、音樂及藝術，具見法國

殖民時期教育影響之深。

文筆行雲流水

這本書原作是以英文寫成，再譯成

中文，文字流暢，尤其描寫景物及人性

對話方面，功力確實深厚。

耳邊現正聽著蕭邦的第二號鋼琴

協奏曲，希望在跳躍的音符中，能抓住

林小萍這本小說所要傳達的些許訊息。

（作者為大學助理教授）

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台灣采風團
黃玉液率團來訪

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台灣采風

團黃玉液團長一行17人，3月17日來會

拜訪，理事長陳三井偕同華裔作家林小

萍、《僑協雜誌》編輯委員會主委陳若

曦、委員鄧蔚林、藺斯邦、王應機、蒙

天祥及秘書長王中導等接待。

陳三井說，今天本來有兩個會議要

參加，一是僑委會主辦的國內歸僑團體

聯誼座談會，另一是作家白先勇先生撰

寫其父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的新書發表

會，都把他們推辭掉，特來迎接采風團

的朋友們。

他接著說，他對作家向來肅然起

敬，因為寫了不少小說，豐富了生活，

在現實與虛幻之間，予人無限的想像。

他以歷史學者的角度說，史學工作者是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不能天馬行空，

因此寫出的歷史書籍就不像小說那麼生

動。總之，作家的作品不管是散文或是

小說，讓社會多了書香氣息，提升了精

神生活層面

黃玉液感謝陳三井推掉兩個會議特

來歡迎他們一行，這次台灣采風團成員

來自十個國家十四個地區，此行要將所

見所聞化成文字，在當地推銷台灣，讓

更多的人瞭解在台灣，認識台灣是中華

文化的守護神

歷時兩個小時交流，從陳若曦的

《尹縣長》到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中國元素確實是寫作無窮盡的資料庫。

陳三井對作家肅然起敬之心，果真是其

來有自。（編輯室） 

愛瑪想在美越關係和緩時，要回越

南看看，順便給惠阿姨上個香。

閱書感想

看完整本書後，眼淚竟不聽使喚，

在眼眶中潰堤。

最感人的一段是，洪璐詩去世前幾

天，艾默迅自美飛奔而來，送她人生最

後一程，全家人圍在洪璐詩身邊禱告，

在「鋼琴詩人」蕭邦音樂中羽化升天。

最溫馨的一段是，愛瑪、伊莎貝到

洪璐詩的春捲店幫忙，看盡顧客百態。

打烊時，愛瑪、伊莎貝與媽媽溫馨對

話，攜手回家。

最纏綿浪漫的一段是，洪璐詩與

艾默迅兩人到大叻度假的性靈之旅，肌

膚之親，既滿足快樂，而又有點筋疲力

竭。

最好男人的一段是，彼爾不計洪

璐詩懷了艾默迅小孩，仍娶她為妻，化

解了洪家可能的家庭革命，也替自己找

到了好老婆。婚後，一如婚前，一路走

來，始終如一。

最驚險一段是，洪璐詩即將臨盆，

馬路上都是拒馬相阻，軍警關卡層層，

彼爾鎮定處理，施小惠給管制軍警，讓

洪璐詩順利迎接愛瑪來到人世。

最危險一段是，愛瑪在學校練鋼琴

時，砲火襲擊，炸毀了建物，倉皇逃進

地下室躲避，此時有人拉起巴哈大提琴

曲，安撫情緒，可說是戰火漫天中最安

詳之處。

最緊急一段是，越共兵臨西貢，洪

璐詩一家人趕赴機場，離開西貢前夕。

最現實一段是，艾默迅為了自己

軍人生涯升遷，與國會議員女兒結婚，

希望能攀龍附鳳，豈料一場車禍，妻亡

家毀。在最無助的時候，想到洪璐詩母

女，成為他人生的絲縷希望。

最姐弟情深的一段是，愛瑪為因車

禍而成植物人的弟弟威利講故事，十年

來如一日，終使威利甦醒。

最姊妹情深的一段是，伊莎貝寫長

信給愛瑪時，因為掉了眼淚，以致信

紙字形有點暈開。因為，伊莎貝要離

開爸爸媽媽到巴黎音樂學院就讀，無

法再到春捲店幫媽媽的忙。

最家庭溫馨的一段是，艾默迅

頭一次到卡涅家作客，伊莎貝在用餐

之前，念了一大串菜單，有紅酒燉牛

肉、普羅旺斯乳酪等等，像似演講一

般。從這裡看到家庭的溫馨，是無可

取代的。 
對越戰最批判的一段是，美軍自

以為是上帝來解救越南人，戰爭中，

同情心與人道是不能存的，戰爭的目

的就是殺戮，不計代價、不擇手段，

剷除敵人。在殺戮過程中，人性遭到

扭曲，身心靈俱創，只能喝酒買醉，

在紅燈區消磨，因為過了今日，明天

是否還活著，真的只有天知道。

翻開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

越戰只是無數戰役的一小部份而已，

藉由林小萍這本《孤單的美國人》小

說，述說戰爭的殘酷、人性的醜陋以

及家庭的溫馨。我們都知道戰爭是殘忍

的，但卻永遠無法根絕。

書中提到不少美食佳餚，諸如烤

明蝦、香茅雞柳、陶鍋燉魚頭、焦糖布

丁、法式紅酒燉牛肉、油封鴨、反烤蘋

▲陳若曦（左三）、黃玉液（左四）、陳三井（左五）、林小萍（右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