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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鄧小平橋牌搭橋
美籍華人楊小燕女士，是一位傳奇

人物，國際橋牌界幾乎無人不知、無人

不曉。1970年代，她以第二任丈夫魏重

慶發明的「精準叫牌法」，五次贏得世

界女子組橋牌冠軍，獲「橋牌女皇」之

美譽。1981年後，曾四次受邀與鄧小平

同桌打牌。楊小燕認為鄧小平「思路清

晰，牌風穩健，顯示出充沛的精力和過

人的智慧。而且他的牌品極好，和他打

牌，你一點也不會覺得他是個有權力的

人，只覺得他像父親一樣。」（註一）

她亦曾說過：「橋牌是一座橋，通過這

座橋，把我成千上萬的海外赤子之心與

偉大祖國的命運連接在一起。」（註

二）

打橋牌是鄧小平20世紀50年代在

橋牌女皇楊小燕
▓沈大川 

四川學會的，此後就一直成為他的一大

休閒愛好。他曾說：「打牌要和高手打

嘛，輸了也有味道。」打橋牌也是鄧小

平休息的一種特殊方式，他說：「惟獨

打橋牌，我才什麼都不想，專注在牌上

頭腦能充分休息。」晚年打橋牌更是他

寄情之所在，平均每星期要打兩、三

次。（註三）

楊小燕三次婚姻生涯
楊小燕，祖籍湖南，1930年出生

在北京一個書香門第。其父楊開道，是

楊開慧的堂哥，曾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

主任及武漢大學校長。她1948年12月來

到美國，翌年，在紐約市河邊教堂與未

婚夫沈昌瑞結婚。新婚燕爾，沈昌瑞成

為她橋牌的啟蒙老師。（註四）1967
年，兩人離婚，楊小燕改嫁船運大亨魏

重慶，開啟了後半生享譽國際橋壇的生

涯。17年後，魏重慶往生，未幾楊小燕

再改嫁給現今第三任丈夫Henry Sender。
他是猶太裔，二次世界大戰時曾服役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 戰略情報局），

到過中國。戰後，成為美國著名的建築

師，而且是猶太人社團的領袖。

關於楊小燕與沈昌瑞結婚17年後

分手的往事，《中國時報》駐美資深記

者傅建中，今年五月初在〈憶沈昌煥日

記人物〉的文章中，寫道：「有一年在

雙橡園的宴會上，與他同席，我不揣冒

▲鄧小平打牌神情。

昧的問了他一些問題，迄今記憶猶新。

我知道他的前妻是楊小燕，離異後嫁給

了一度有船王之稱的魏重慶。楊、魏都

是橋牌好手，和鄧小平在北京打過橋

牌。…我問的最敏感問題是，昌瑞先生

對前妻改嫁自己好友的看法。他答得很

妙，而且對我的問題不以為忤。他說，

Charles（指魏重慶）和自己都愛楊小

燕，既然小燕嫁給所愛之人又是自己的

好友，所以並不覺得遺憾。答得實在瀟

灑自然，對沈昌瑞先生的豁然大度，深

感佩服。」（註五）

沈昌瑞生平
沈昌瑞是筆者的三叔，1920年出

生於上海，較先父小七歲。抗戰初期，

他投筆從戎，21歲前往陝西王曲胡宗南

領導的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擔任英文教

官。不久，進董顯光主持的國際宣傳處

與中央政治學校合辦的新聞學院，隔年

出任軍政部長陳誠的英文秘書，參與美

國特使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處國共和談

時，「三人軍事小組」的傳譯工作。抗

戰勝利後，1947年，以公費留學進美國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就讀。1949年9
月，考進聯合國秘書處當翻譯，1981年
退休後，出任我駐美辦事處顧問20年。

2009年12月，獲頒外交部「中華民國睦

誼外交獎章」，一年後的聖誕節前夕，

以九十高齡逝世於紐約。（註六）

楊小燕家庭事業兩頭燒
楊小燕與沈昌瑞育有一男二女，筆

者1959年赴美就讀紐約皇后區的Jamaica
公立高中，三年寄宿嬸嬸和叔叔在

Parkway Village的家中。這是聯合國總部

1947年為職員及各國代表拓建的一個社

區，佔地35畝，有675戶人家。他們的公

寓坪數不到25坪，一家六口居住其中，

略顯擁擠，我和堂弟只能睡上下鋪。當

年嬸嬸在紐約Idlewild機場的醫護中心擔

任護士長，1963年12月24日，為了紀念

▲楊小燕（第一排右三）與第一任丈夫沈昌瑞（第二排右三）及三位子女，
1959年回台北與沈昌煥（第二排右四）一家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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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前遇刺身亡的美國甘迺迪總統，

Idlewild更名為今日大家都熟悉的John F. 
Kennedy（簡稱JFK）國際機場。 

楊小燕在機場醫護中心的工作責

任沉重，日常生活十分忙碌。凌晨上班

前，必須安排三小上學；下班後，需要

為六口準備晚餐。週末要接送子女去中

文學校學習中文，並經常陪同沈昌瑞接

待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會議的政府官

員。除了每兩年由聯合國出資、全家可

渡假環遊世界一次，平日難得有自己的

休閒時間。

1960年前後，楊小燕正值壯年，機

場醫護中心凡事由她一肩扛起。兩位主

治醫師Dr. Starr及 Dr.Ableson一致認為

Kathie（楊小燕英文名字Katherine的簡

稱）的才幹，擔任護理工作大材小用，

殊為可惜，曾建議送她進醫學院深造，

必定能培養出一位傑出的醫師。奈何楊

小燕有三個未成年的子女需要照顧，只

能婉謝兩位上司兼老闆的美意。

然而，大器晚成，楊小燕的潛能與

才華在1970年嫁給第二任丈夫魏重慶，

踏入國際橋壇，終於大放異彩。

家庭感情深厚
筆者就讀高中和大學時，由於小

燕嬸嬸的人脈與介紹，曾經有五個暑期

在Idlewild機場打工，做過清道夫、助

理園丁以及行李搬運工。1962年，進大

學後，最初兩年的暑期仍住在Parkway 
Village，往後的歲月雖不再同住，但逢

年過節必定回去和家人共渡。

楊小燕和沈昌瑞共同養育包括筆

者在內子女四人，感情基礎深厚。離異

後，仍保持聯繫，從未間斷。

1997年3月，先父、先母為慶祝蔣

夫人宋美齡女士百歲誕辰，前往美國

紐約。楊小燕接獲沈昌瑞通知，立即與

Henry Sender自美國田納西州飛到紐約，

在沈昌瑞家中與我們相會，共進晚餐。

2007年9月，華僑協會總會組團出

席大陸舉辦的「國際孔子文化節」，回

程路經上海。當時，楊小燕恰巧亦在上

海，擔任一國際橋牌錦標賽的裁判長。

▲1976年，楊小燕（左二）偕第二任丈夫魏重慶（右二）回台北，
與沈昌煥伉儷、作者（後立者）合影。

我因此有緣與嬸嬸、Henry Sender、堂弟

沈立和弟妹Debbie相聚半日，共進早餐

及午餐。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十分難

得。

楊小燕和沈家的淵源極其深厚，

她長我僅十歲。在我們朝夕相處的五

年，待我有如親生母親，在我成長的

關鍵年代，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影響。

15年前，先父過世後，楊小燕在一篇紀

念文章中，提及她17歲時遇到我的父

親，從此改變了她的一生。後來，父

親易子而教，將我送往美國，請楊小

燕代為管教。她寫道：「when he gave 
his stewardship to me to raise his son Abe
（筆者英文名字）in New York, I know 
I had to study C.H.'s（昌煥的英文縮

寫）philosophy in life so his son could 
understand part of his dream. Abe grew 
up with Ada, Larry & Ave（筆者堂弟妹

沈慧沈立沈琳的英文名字）and became 
a wonderful human being & I became a 

better person because of that experience. To 
me, C.H.'s spirit and dream will always be 
present.」（註七）  

楊小燕勤奮樂觀、無私無我、果斷

開朗的個性，經由身教，在子女和有幸

與她交往過晚輩們的人格修養上，留下

了深遠的影響。

在邁阿密共敘親情
今年五月，母親節前夕，我懷著

感恩的心飛往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然後去約40分鐘車程的退休勝地Boca 
Raton，探望闊別七年的楊小燕嬸嬸，與

年滿九十的亨利叔叔。他們生活安逸，

健康良好，依然像初戀的情侶，十分恩

愛。亨利叔叔說：「楊小燕與第一任丈

夫沈昌瑞結婚17年分手了，與第二任丈

夫魏重慶生活了17年，魏卻因病而上了

天堂。而我呢，幾年前危機感很深，深

怕這17年的魔咒會降臨，現在不怕了，

因為我們已經結婚超過20年了。哈！

哈！」這段話，足證兩人情感之深。

▲2014年5月，作者（左）與楊小燕及第三任丈夫Henry Sender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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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內，我們兩度餐敘，楊小燕和

我有許多共同美好的回憶，有談不完的

話題。飯後回到他們府上，得悉嬸嬸正

在撰寫第三本回憶錄，希望能在九十歲

時完成，當場還取出原稿，中氣十足的

唸了一段，聽來文筆流暢，內容紮實。

讓我們對大作的早日完成，拭目以待

吧！

分手時，大家依依不捨，互道珍

重，約明年再會。

隨著年歲的增長，我終於領悟，與

至親好友相聚的時光，無論長短，是多

麼的珍貴美好！我們有生之年，應經常

提醒自己，世事無常，務必虛心學習，

活在當下，真正體驗並享受人生！（作

者為本會常務理事）

註：

一、楊小燕《我的中國往事》，中

文版，文化藝術出版社 2010年10月 
二、于俊道主編，《紅牆裡的領袖

們：鄧小平實錄》（中國人民出版社，

2012），頁152。
三、同註二。

四、章濟塘，《我的回憶  三、紀

念一位老伯》2010年12月25日、民間歷

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

辦）。

五、傅建中，〈憶沈昌煥日記人

物〉《中國時報》A25時論廣場，2014
年5月2日。  

六、同註四。

七、楊小燕，〈A memor ia l  fo r 
C.H.〉，《寧靜致遠  美麗人生─沈昌

煥先生紀念文集》中華民國90年10月出

版，頁469。

令狐榮達大使訪多倫多分會

勝利帶來喜悅
九月對全球華人來說是一個光彩的

月份，民國34年9月2日這一天，日本天

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營的代表在美軍

密蘇里號（Uss Missouri, BB–63）艦上向

同盟國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我政府則

派軍令部長徐永昌參加受降典禮，為二

戰的結束畫下句點。中國抗日戰爭也勝

利結束。中國戰區的受降典禮則於9月9
日上午9時在南京中央陸軍官校舉行，日

本降使岡村寧次代表在中國境內及越南

北緯十六度線以北地區所有日軍，向我

國最高統帥呈遞降書，我國由何應欽將

軍代表受降，標誌著長達八年經由億萬

人血淚交織的犠牲奮鬥，最後贏得中華

民族的光榮與尊嚴，結束了百年來的屈

辱，走向強國之列。為紀念這一偉大的

勝利，國民政府於民國35年4月訂定9月3
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東亞日趨緊繃
物換星移、幾度春秋，倏忽間有關

中日在近代史上的衝突，發生在滿清政

府時期的甲午戰爭到今年已有120周年、

民國以來的七七抗戰已77周年、二戰抗

日戰爭勝利也已69周年，展望東亞，

中、日間好像又回到過去，從外交、軍

武、到經濟，拚鬥處處、關係緊繃，似

乎隨時都有擦槍走火的可能，這可從日

本年來對中國的內外佈署顯示出來：在

法制方面，自日本政府宣佈釣漁台國有

化後，今年4月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

正視抗戰史實  深化和平發展
▓藺斯邦

則」，為日本武器出口開了大門；7月

1日通過「武力發動新三要件」、修改

1972年以來「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

案，認為即使他國受到攻擊，也有可能

威脅到日本的生存而有必要行使武力，

只要合乎「武力發動三要件」，就可對

外動武；在強軍方面，將自衛隊升格為

國防軍，增加軍事投資，渲染中國威脅

論，與美軍進行各式軍演，引進美軍新

銳武器；在對外戰略佈局方面，拚鬥已

遍及全球，透過經濟利益等手段，離

間或爭取大陸周邊相關國家與大陸的關

係，同時以船艦等援助菲律賓、越南與

陸方有島嶼之爭的國家，提升與「中」

方纏鬥的實力，以期能與日本行成南

北擠壓大陸的戰略態勢。強化與澳洲同

盟，協助澳洲改善潛艦等海軍科技，這

也是擴大解釋「集體自衛權」的實踐。

此外，到中亞挖大陸的墙腳、到

中南美與大陸展開外交爭奪戰等；在經

濟措施方面，想利用加入由美國主導

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

議）談判，遲滯RECP（區域全面經濟伙

伴協定）的進程，以期能夠抑制大陸在

與東亞經濟合作中做大做強之目的。

憂患中的新生
在中、日的多面向鬥爭中，以兩

者綜合實力相近，又各有優勢的現況看

來，一旦不幸發生衝突，雙方將陷入較

長期損耗，都將付出代價，難有真正的

贏家，亞洲甚至全球也都將受到連累。

甫抵任履新的中華民國駐加拿大代

表處代表令狐榮達，8月23日，分別前

往安省中華總會館、華僑協會總會多倫

多分會拜會。

當日下午令狐代表出席在僑教中

心由僑學各界人士共同舉辦的「多倫多

各界歡迎令狐代表蒞訪茶會」，共有近

300位僑界人士參加，該活動安排多倫

多佛光山醒獅團引領令狐代表進入會

場，會中共同發起人分別致歡迎詞並介

紹令狐代表資歷，以及各僑團成員向令

狐大使致意並合照等，讓令狐代表對多

倫多僑社人士的熱情留下深刻印象。

當晚並於鼎泰豐餐廳宴請多倫多

地區僑領及政要，增進彼此互動交流。

（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