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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凍結這一霎那，照相機得上腳架。

我們這次旅美，只我帶腳架，老婆

大人第一天拍失敗後，決定去買支來用。

次日我們搭捷運，到舊金山一家頗具規模

的相機材料行去買，店員開價190元，我

們按台北行情再打折，砍他到100元，幾

經折衝，120元成交，比台北買還便宜。

誰說美國商店不講價？

幸福是淡淡快樂的累積
姐姐家的後院蠻大，院裡有大橡樹

和老雪松，九月裡橡子和松子都結出來

了，引來成群野鳥，有兩種鵐、四種山

雀、一種太平鳥、兩種鴉、一種鷦鷯，

都是台灣所無，都值得拍攝。

我最喜歡的是西叢鴉，雖是烏鴉表

親，卻漂亮多了，藍頭藍身子，背上架

個褐色披風，身長約 30 公分，還是最聰

明的鳥。

牠們會在不同的地方囤積食物，而

且能記得每一個「糧倉」的位置。鳥類

學家追蹤研究一個西叢鴉的家族，發現

牠們擁有100多個「糧倉」，親鳥會帶

小鳥去每一個「糧倉」認路，小鳥長大

了，又會告訴小小鳥。

西叢鴉還會行喪禮。當一隻死了，

很快就會飛來一群，圍在附近鳴叫約五

分鐘才散去。鳥類學家認為這是唯一一

種會為同伴哀傷的鳥。

栗背山雀也是常客，牠們和其他山

雀一樣，生性好動，一群十幾隻，乘風

而來，又呼嘯而去，是公認極難拍攝的

野鳥，但牠們太愛吃松子了，每次飛來

後院那棵老雪松上，就饞相畢露，流連

忘返，拍起來也沒那麼難。

有橡樹又有雪松，當然就會有橡樹

冠山雀與雪松太平鳥。

橡樹冠山雀比麻雀小一號，雖是淺

灰褐色，但頭上有一小冠，相當逗趣。

這種鳥顧名思義，喜歡以橡樹為家。在

橡樹下的石頭上撒點麵包屑，就引來一

群，吱吱喳喳，讓你拍個夠。

雪松太平鳥很像黃連雀，牠們的特

徵是都有12隻尾羽，每隻尾羽尖端都是

黃色，所以古人又稱牠「十二黃」，象

徵吉祥。

早上前院拍蜂鳥，傍晚後院拍山

雀。每按一次快門，都有淡淡的快樂，

然後累積成幸福。

讓鞋底沾滿當地的塵土
旅遊異域，不能「上車睡覺、下車

撒尿」。我們出國，從不跟團，自己搭

大眾運輸，在外國道路上行走，讓鞋底

沾滿當地的塵土。

舊金山是美國少數宜「自由行」

的都市，它大眾運輸蠻發達，有四通八

▲最聰明的鳥西叢鴉。

雁背夕陽紅欲暮
美西拍鳥散記

▓柯博文

姐姐旅美五十週年那天，是我法定

生日，而九月也是候鳥過境時節，乃決

定前往舊金山灣區美麗的小山城奧琳達

（Orinda），探望我姐姐。

治安與路燈無關
奧琳達居民僅11 ,000人，林木蒼

鬱，鳥語花香，滿山橡樹和雪松，夾竹

桃、鳶尾花、紫繡球爭豔，白天路旁能

看到鹿。灣區捷運（BART）通到這裡，

到舊金山市中心只要20分鐘。

我注意到整個社區都沒路燈。加州

好的住宅區普遍沒路燈。

譬如有名的1 7哩公路（1 7  M i l e 

Dr），沿途豪宅林立，一盞路燈都沒。

那裡治安超好，房子超貴。

我問姐夫，沒路燈，不怕小偷？他

答得妙：「沒路燈，外人晚上不敢胡亂

進來，所以沒事。」有天我們去奧克蘭

新闢的濱海商區，政府招商經營，路燈

明亮，但治安很差，生意做不起來。姐

夫的結論是，治安和路燈無關。

有人說，美國人愛安靜，喜歡住鄉

下，中國人愛熱鬧，喜歡住城市，有道

理。愛安靜就不喜還被外來人打擾，或

許這是加州好社區不設路燈的原因吧。

誰說美國商店不講價
台灣沒蜂鳥，鳥友到美國，拍到蜂

鳥就算了件心願。我們也不例外。原以

為不大容易拍攝到，沒想到我姐姐家的

前院就有，每天清晨6點，準時到墨西哥

鼠尾草上吸蜜，非常可愛。7點太陽出

來，光線充足，就能拍飛行版。

蜂鳥是一個總稱，最小的吸蜜蜂鳥

只有1.3公克重，最大的巨蜂鳥有20公
克。全世界蜂鳥有300多種，加州常出現

的安氏蜂鳥，身長8公分，體重12公克，

算是小蜂鳥。

蜂鳥停在枝頭上並不難拍，但拍

牠飛行卻超難。這小鳥翅膀每秒振動40
次，不僅能懸空停駐，還會倒退飛。要

▲ 安氏蜂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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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利托（Sausalito）的航線。

內河碼頭在繁華的市場街底，每到

周末，外面廣場成為臨時市集，各式各

樣的攤販，沿市場街擺過來，綿延好幾

公里，賣各種吃食飲料和農牧產品的，

賣手工百貨的，非常熱鬧。有人反歐

巴馬，高掛加上希特勒小鬍子的歐巴馬

畫像，拉我簽名聯署彈劾他，我聳聳肩

膀，說我是外國人，他說沒關係，簽名

就好。如果我真簽了，能算數嗎？

市場街的人行道每隔幾百公尺，就

有一座精巧小房子，男女分兩邊進去，

看到上面的Toilet後，才知道是幹嘛用

的。攤販依著公廁擺，遊客在攤販間排

隊上廁所，蠻有趣。

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橫躺

在舊金山市的北方， 成長方形，範圍相

當大，東西約5公里，南北約900公尺，

裡面有8個湖、1個水塘，還有2個沒名

字的水池，綠草鮮花伴水而生，老樹參

天，道路縱橫，野鳥夾道爭鳴。

這個世界還挺美好
諾斯湖（North Lake）位於西北角，

遊客很少，我們在這裡拍到大量的水

鳥。有些水鳥遠看和台灣的一樣，似乎

沒什麼好拍，但是仔細一看，發現就是

有那麼一點差異，原來又是沒見過的。

譬如小鸊鷉，台灣四季可見，不

稀罕，但諾斯湖的嘴尖上卻多出一環黑

紋，是新大陸特產的美洲斑嘴鸊鷉。差

這麼一點，差很多。跟做學問一樣。

舊金山植物園在第9街街口，是金門

公園的精華，入場要收費，票價7元，不

便宜，所以沒有摩肩接踵的人潮。

植物園水池旁有一群暗背金翅雀

在吃灌木的種子，這種鳥只有美國西部

▲褐鵜鶘，迎向夕陽飛回棲息地。

達的灣區捷運，還有觀光客鍾愛的電纜

車，和本地人搭乘的電車、公車。

灣區捷運班次比台北的少，裡面座

位像公共汽車，橫著排，有些面向前，

有些面向後，如此就能前後排面對面，

方便朋友談話。

座位多，能站立的空間就少，乘

客蠻多。入口處設有給腳踏車停放的空

間，還有博愛座，上面標有依據聯邦法

律，必須讓位給老人等等字眼，但還是

有不該坐的人坐。

乘客水準參差不齊，有些人會讓位

給老人，有些人卻橫躺在兩張座位上，

或腳放在前座。如有人硬要去坐，他們

也會把腳移開，但我看大多數人不願意

去要這位子，因為座椅是布面的，鞋子

放上去，很容易髒汙，擦都擦不掉。

灣區捷運的票價比台北貴。由奧琳

達坐到舊金山市中心，票價4.4元，合新

台幣130元，敬老票1.65元，打3.75折。

車站設計並不周到，譬如進站口在

一樓，列車停二樓，如果帶行李要乘電

梯上樓，必須在刷票的地方先刷票才能

進電梯，否則逕行上去，就上了車，形

同逃票，到站下車時就出不了站。

很多車站的服務窗口，都貼著一張

紙，大字寫「站務員沒錢（Agent Has No 
Money）」，可能有兩個用意，往好處

想：不要向我換錢；往壞處想：不要來

搶我！

司機吃飯去了
舊金山的有軌電車歷史悠久，一輛兩

節，上車2元，老人票7毛5，司機會給你

一張紙條，本日憑條轉搭其他公車免費。

公車司機很大牌。我們等車，車來

了，車上還有乘客，司機下車把門一關，

看他進漢堡店吃飯去了，十多分鐘後回

來，再開門上客。乘客見怪不怪。我想這

要是在台北，民進黨會要馬英九下台。

舊金山灣區有渡輪，而且航線多。

觀光客多，當地人也多，班班客滿，譬

如內河碼頭（The Embarcadero）通往索

▲舊金山灣區捷運的服務台告示：站務員沒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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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身軀，讓出空位給褐鵜鶘落腳。在

旁邊看熱鬧的短嘴烏鴉，抓住機會，就

飛到比牠大好幾倍的褐鵜鶘身旁，搶食

吃剩的魚肉。這種自然美景，生動精彩

此時此刻。唯有周邦彥《玉樓春》「煙

中列岫青無數，雁背夕陽紅欲暮」二句

方能勾畫。

17哩公路靠海那一側，一棟棟美麗

的寬敞房屋，巧妙地和大自然結合在一

起。朝向道路的一面，住戶努力種樹來

保護隱私，而面海的那一面，總是有大

幅的玻璃窗，夕陽在落地窗上反映出的

色彩，絢麗璀璨的折射到觀光客眼中，

彷彿是虛幻的天界。看到這樣的房舍，

再回頭看台北所謂的豪宅，真都是一些

水泥陋室。

可惜17哩公路只有17英里，再怎麼

慢慢欣賞，很快也就走完了，當太陽愈

來愈紅的沉入太平洋下，夜幕隨著退潮

的波濤聲迅速捲來，路旁的豪宅，在樹

蔭深處逐漸開亮燈火，一日又逝。活在

當下，在這裡不是口號，而是能讓你深

深感動的真情實景。

如果讓火雞的左腳抓箭
太浩湖海拔2000公尺，我們很早起

來就去山上找美國的國鳥白頭海鵰，剛走

出渡假村，就聞到一股煙味，問代客停車

的人，才知道西邊40英里處有火燒山。

早餐後開車出去逛，山火冒出的濃

煙，把西方天空染出一朵形狀古怪的烏

雲。當天晚上看電視新聞，原來有人縱

火，火勢相當猛烈，三天就燒掉9萬英

畝。二周後，我們回國，姐姐來信說下

了一場小雨，對控制火勢有幫助。

美國鳥書上說，以前在太浩湖周圍

森林很多白頭海鵰，現已瀕危。這場一

燒就好幾個禮拜的山火，恐怕更讓那裡

的白頭海鵰存活艱難。

白頭海鵰體型巨大，翼展超過2公
尺，外觀華麗，雖然英文稱之為「Bald 

才有，相當美麗又貪吃，當牠埋頭大嚼

時，能站在離牠五公尺的樹木後方拍

牠。那麼近，小小12公分長的鳥，完全

塞滿相機視窗，甚至爆框。拜收門票之

賜，沒有其他遊客來驚嚇牠，任我們拍

到飽。

梅希德湖（Lake Merced）在舊金山

西南靠海邊的地方，由一道人行陸橋分

隔南北湖，南湖較小，是候鳥棲息地，

我們去時，正逢加拿大雁南來過冬，放

眼過去，少說也有三百餘隻。

加拿大雁很漂亮，黑色的頭和頸，

由下顎到耳際，插一道斜斜的白羽。這

種大雁很守秩序，走路、游泳、飛行，都

排隊而行，一隻領頭，後面跟一排。在湖

邊椅子上，當地居民一面圍坐聊天，一面

拿麵包屑餵大雁。大雁就像小狗一樣依偎

人旁，人鳥關係和諧，在旁看著就覺得溫

馨。人對社會要求的並不多，小小的溫

馨，這世界就變得挺美好。

讓你深深感動的活在當下
原打算先去蒙特雷（Monterey）看

水族館，然後付10元維護費，走17哩公

路，至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但是遇到山

火，路都封了，只好改去太浩湖。

17哩公路濱海而行，風景秀麗，沿

途野生動物之多，令人大開眼界。遠處

有五條座頭鯨噴水抓魚，不時翻騰起大

尾巴，露出海面，路邊賞鯨人紛紛拍手

叫好。瀕危的紅嘴灰鷗，翹起鮮紅的大

嘴，驅趕想要搶地盤的西美鷗。一群阿

拉斯加鸕鶿和巨大的加州海獅擠在一起

曬太陽。褐鵜鶘迎著夕陽，緩緩飛回過

夜的巖窟，巖石上的港灣海狗，慵懶的

▲加拿大雁。

▲美國國鳥白頭海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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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分會慶祝華僑節Eagle」，卻非禿鷹，頭部白羽豐滿，相

貌威猛，是「鳥中王者」。美國開國時

選牠為國鳥，有慧眼。

1 7 7 6 年 7 月 4 日，美國

「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在發表《獨

立宣言》後，就任命一

個委員會，負責設計代

表美國國徽，這委員會

搞了很久設計不出來，

解散了，又組職另一個

委員會，還是沒辦法，又

解散了，再成立第三個委員

會。這已是六年之後。第三個委員會

比較聰明，既然眾議紛紜，乾脆交給當

時很有能力的國會秘書查爾斯．湯姆遜

（Charles Thomson）來處理。

湯姆遜找來律師兼設計師的好友

威廉．巴頓（William Barton），把三

個委員會設計的草樣，拿來拚出一個新

圖案，一隻白頭海鵰，左腳抓13根箭，

右腳抓橄欖枝，頭上頂13顆星，嘴裡

叼一條寫有拉丁文格言「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的絲帶。1782年6月20
日，大陸會議通過，並刻為國璽（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

當這個圖案定型後，班傑明．富蘭

克林非常不以為然，他在1784年由巴黎

寫信給他女兒，說白頭海鵰不是好鳥，

應該用火雞來取代。但木已成舟，反對

無效。試想若當真用火雞當美國國鳥，

火雞左腳抓箭、右腳抓橄欖枝；哈！

美國國璽上的海鵰，頭是向右看牠

右腳的橄欖枝，總統旗也理應如此，但

1916年威爾遜擔任總統時，把總統旗的

圖案改了，海鵰頭轉往左，看牠左腳的

箭。這圖案沿用了將近30年，直到1945
年才改回朝右看。電視連續劇《白

宮風雲（West Wing）》說

這象徵戰爭時期或和平

時期。

威爾遜讓海鵰轉

頭的行政命令，頒布

於美國介入歐戰的

11個月之前，而杜魯

門下令把海鵰頭轉回

來，是在日本投降後兩

個月。《白宮風雲》的解讀

對或不對，都有人支持。

美國國鳥幾乎絕種
美國人對不起白頭海鵰，幾乎讓牠

絕種。

1940年美國國會通過《白頭海雕

保護法》，禁止捕殺和買賣白頭海雕，

但沒有效果，1963年所作的全國性調查

中，白頭海鵰只剩417對。

動物學家研究牠數量銳減的原因，

並非獵捕，而是殺蟲劑DDT的濫用，

DDT汙染水域，淡水魚飽含毒性，而這

種猛禽的主食又是淡水魚，間接受害。

在20世紀的60、70年代，美國本土有43
州已絕跡，另5州零星發現。

1972年全面禁用DDT，白頭海鵰數

量緩慢回升。動物學家開始人工復育計

畫，再放歸森林。到上個世紀90年代，

已有7678對復育成功，而野生白頭海鵰

數量也已穩定，無滅種之虞。

美西之旅，我們終能一睹牠的廬山

真面目，還能拍照留念，也算不虛此行

了。（作者為本會會員）

華僑節對巴西僑胞來說很陌生，本

會巴西分會特於11月2日中午，舉行巴西

地區首次華僑節慶祝大會，由會長謝國

彬主持。六十幾位僑社俊彥及分會幹部

前來共度自己的節日，場面熱鬧溫馨。

華僑節在10月21日，惟因謝國彬回

台北開會，甫返回聖保羅即補辦慶祝華

僑節，邀請台北經文處處長王啟文、文

化中心主任郭殿臣、秘書黃文聰，董乃

虞前僑務諮詢委員，許躍議和扈雙貴僑

務促進委員、李桑田社長，還有僑界負

責人，代表來參加。

慶祝餐會在司儀王美嬰的宣佈下正

式開始。謝國彬感謝大家踴躍參加今天

的慶祝餐會，他說慶祝華僑節就是把僑

胞凝聚心在一起，明年三月，總會將在

法國舉行世界年會，希望大家參加。此

外，謝國彬也簡述華僑節的由來。

王啟文表示，這次華僑節慶祝餐

會是華僑協會總會巴西分會成立以來的

第一次活動，非常的有意義。今天雖是

延辦，但是經由這個有意義的活動，來

促進僑社團結，增強對中華民國的向心

力，令人欽佩。

僑界先進董乃虞表示，在聖保羅

很少慶祝華僑節，這次巴西分會剛剛成

立，第一次就舉辦華僑節慶祝餐會，可

喜可賀，我們看看華僑協會總會的宗旨

就知道它是一個愛國、愛僑、協僑的組

織，巴西分會有幸在謝國彬的領導下，

一定能夠發光發熱，大有作為。

謝國彬致送陳三井理事長的感謝函

給李桑田社長、許躍議顧問、黃白娥副

會長等人，感謝他們在成立大會期間的

協助支持，並致贈148期《僑協雜誌》和

協會胸章給王啟文。大家舉杯互道華僑

節快樂，身體健康，慶祝會圓滿落幕 。
（編輯室）

▲巴西僑界先進董乃虞先生。

▲謝國彬會長致送王啟文處長雜誌及胸章。
▼致送顧問許躍議感謝函。

▲致送副會長黃白娥感謝函。
▼致送社長李桑田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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