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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且矢言吳伯雄的後援會列有競選

預算，可予贊助宣傳支應。《天報》嗣

即依次動員史學家黃大受、美國洛杉磯

特約撰述胡雍（肇樺）、喬治亞州的朱

定寰，紐約的陳成、劉添財，多倫多的

許之遠，香港司徒華、金耀基，乃至自

新聞局副局長退休、行年九十的鄧友德

（于思），資深媒體人、《自立晚報》

一版主編呂令魁，聯合報海外版前主任

蕭麟等海內外名手，組成喻揚筆陣。牙

醫紀光慎也都成為細數陳水扁劣跡的悍

將，輪番上陣。供稿之外，還有熱忱資

助印刷費者，原中央社的周培敬還到競

選總部兼做義工。梁子衡除在「秀河專

欄」義不容辭作論述，也同時刊載馬英

九的〈真情說台北〉系列自述。許之遠

還專程回台助選，一住半年，《天報》

出刊，即由他調度轉送競選總部及區處

贈閱數量；郵遞部份，則由筆者負責。

許之遠還盛讚時程掌握之佳，《聯合

報》系中經社副總經理卜家勤竟還收到

夾各大報送達的《天報》，還特電筆

者，笑謂如此「借道」，同業應該抗

議。

良駒駿騎貴具靈性

馬英九順利當選，《天報》發行

人梁崇儉拜會馬鶴齡，談及贊助挹注，

馬鶴齡有點錯愕，所釋狀況，竟是：

「《天報》在總統府相當有名，反李反

得很厲害呵！」意謂若果李登輝看到這

樣的支出，可能有所不便。

梁崇儉的訴述，同仁把它視如一則

成人寓言，而無「忍將心力付流水」之

憾，欣為大愛作修行。

如說此時批馬不很厚道，但昨日

之事，今日之史，苟無惕厲，便只見韓

幹筆下無劣馬，獨堪懸壁作圖騰，而八

駿之奇，若非經悉心，仍屬凡品，陳水

扁之狂野、李登輝之陰柔，一為害馬之

群，一為害群之馬，皆非良驥，又豈是

巨匠郎世寧畫桌之上的素材？

馬英九素具溫良恭儉讓的資質，當

為伯樂所喜，然負重不能致遠，臨陣不

能當先，面對怒馬老宋，新小龍女（雅

號為「空心菜」），尚不知積弱成病，

難謂俊俏，自我感覺良好，則何異盲人

瞎馬入賽場？

馬英九於大選之初，即獲台南奇

美醫院時任院長的詹啟賢，藉其寬廣省

籍人脈，促使全台醫界情義相挺，輔選

著力甚深，及至功成，馬所延攬之團

隊，未能以開闊心胸，任天下事，用天

下人，廣招賢才，而以同質性過高的小

格局，與問國政，詹氏竟成野之遺賢。

但位居要津的陳朝餘孽，則遲遲未能撤

換，致有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

去，難見氣象一新，施政抱負有如飛不

起的鴕鳥。藍營雖立委席次過半，居然

不敵民進黨的幾張利嘴，議程常被杯葛

癱瘓，要靠幕後協商。強勢而無功能，

恰似粵人所謂的「高大衰」，俱見主帥

人望不濟、領導力之不足。

由於馬英九的冷淡（如對宋楚瑜三

年來不假詞色，種下心結）、卸責（潔

癖，沒有鐵肩擔道義的氣概，致令死忠

離去），加之，又無王金平任事之圓融

與周到，乃有「馬英九沒有朋友，王金

平沒有敵人」的評議。他溫吞、瞻前顧

後、慢半拍、缺乏當機立斷的意志力，

因之有光無熱，不如拿破崙的「先接

坐看風雲起 
      平心觀浮沉 

▓鄧蔚林

人在公門好修行

《僑協雜誌》99年5月第122期，總

編輯劉本炎〈平論馬英九治國兩年之危

機〉，指他「不知十月江寒重，陡覺三

更布被輕」；129期陳澤豐以讀史散記，

書評闡述《馬英九必修的十堂課》，作

者鄧予立於2009年3月出版此書，正值

馬氏施政滿意度江河日下之際，陳先生

的推介稍嫌遲了一些，但行文切要，而

鞭辟入裡。馬英九如果耳聰目明，或應

早已涉獵，即使未曾接觸原著，讀此書

評亦足增益。問題在他不如兩蔣之活用

餘暇，老蔣總統常常手不釋卷，溫故知

新，鑽研國學，有些綱本發為話頭，往

往能夠啟人深思，如「窮理於事物始生

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千秋

氣節久彌著，萬古精神又日新」，又僅

僅以「處變不驚，莊敬自強」作號召，

就能安定民心，舉國上下，淬礪奮發，

咸信一切能操之在我。蔣經國酷愛《貞

觀政要》，治國理念，悉有所本，他親

民而重誠信，行事每能為大於微，凡有

承諾，侍從一定為他記下，雖事隔經

年，仍能如期踐履篤行，致令弱勢小

民，備感榮寵溫馨，魅力猶在親切、自

然、實在。

馬英九之於民間步履，總覺有點生

硬，他的努力與用心反而不及一個低調

融入的周美青，綜觀其行，更比不上中

共總理溫家寶之孚民望。

馬英九是否承襲某些父風，我們

未可遽下斷語，其尊翁馬鶴齡與本會耆

宿梁子衡，具八拜之交，與筆者並曾在

救國團經國先生麾下共事。一次社團集

會，馬老先生讜論滔滔，一瀉千里，但

頗令人不耐。應邀與會的梁子衡偶與鄰

座細語，還被以「我講話，你都不聽」

見責。

民國87年，馬英九千呼萬喚，始改

變心意，決定競選台北市長。他原期俟

國民黨改革完成之後，再行從政。梁子

衡與共同創辦《天下評論報》（即《天

報》）之同仁認為，改革志士應率先挺

身建基立業，自成標竿，豈可倖存坐享

其成心態。中外通訊社發行人張雲家還

踵府熱忱敦促再三，卒告順應輿情。

舊事今史有助惕厲

馬鶴齡先後兩度邀約熱心贊助的

趙仰雄博士（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秘書長

辦公室主任趙林之父）與筆者等人，在

台北信義路蓮池閣和聯勤信義俱樂部餐

敘，希望藉由各方輿論支持，拉高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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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對手與敵人，把你看得最清

楚。

馬英九並非一無是處，他只是毀譽

參半，仍須面對未來，奮戰不懈。論政

績，最大成就，三年來兩岸關係相對穩

定，活路外交的成果，持我護照旅行獲

得117個國家免簽證之優遇，經濟成長活

絡，台灣的世界競爭力與各國貪腐印象

指數排名均呈進步，政府之清廉度大幅

提升。

大體而言，馬英九確具貢獻。若能

在人和方面再加努力，定卜政通。

馬、宋之間的恩怨情仇，勢必衝擊

2012年的大選。宋楚瑜已劍拔弩張，拉

弓待射，甚至抬出鄧小平曾三落三起、

邱吉爾曾六進六出、林肯有八次慘敗、

雷根71歲才當選美國總統、75歲連任成

功，以之作為試水溫，為自己重出江湖

的正當性解套。他必須跳脫媒體的善

變、譏諷與揶揄，故意不提邱翁的「酒

店關門我就走」、鄧小平的「會抓老鼠

的貓就是好貓」。

他兩次選舉都與大位擦身而過，就

是不肯認命，含幽帶怨，拿得起而放不

下，難忘呼風喚雨、權傾一時的逝水年

華。頂著「大內高手」的盛名，自認曾

經追隨蔣經國和李登輝兩任總統，從政

卅餘年都在政治核心領域，歷練完整，

能力之強，無與倫比，不信歷史光環喚

不回。朱鎔基豈非強人，吳儀豈非能

手？他們退出政壇均自有風格。

嚴家淦知所進退，手腕靈活，無須

高張氣燄，而得政通人和，即便人皆擾

攘，彼獨安安。在政壇上，晉此境界，

允稱勳業。

宋楚瑜的氣與勢

將門之子宋楚瑜，自美國喬治城

大學學成歸國時，經國先生受宋達將軍

之託，予以照拂，入府尚無員缺。一次

機緣，充任外賓口譯，受知於經國先生

刻意栽培，官至行政院新聞局長。中美

斷交之際，美使克里斯多福銜命訪台，

群眾還蛋洗座車，外交部金樹基發言欠

當，時為新聞局代理局長的宋楚瑜面對

媒體，不疾不徐、不卑不亢，一字一

句，清清楚楚地表達政府立場的這一段

話「（蔣經國總統）對於美國突然宣布

跟我『斷交』的決定，再度向美國提出

最嚴重的抗議。」說得十分得體，朝野

為之印象大佳，仕途因而一帆風順，藉

其才具，嶄露頭角，並得層峰倚為幹

才。其鋒芒盛時，筆者隨各新聞機構專

業幹部，奉派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

48期受業，蔣緯國、汪敬煦、吳伯雄、

宋楚瑜等時彥，均為講座，宋還缺課。

他一直陶醉在「宋省長」時期的治

績和愛戴、感佩中，權力慾望的幽靈，

不時做著「我將再起」的呼喚，於是他

周旋在胡錦濤等大陸高層之間，累積政

治資本，非常不甘於輝煌之後的落寞，

▲作者與宋楚瑜合影。

戰，再看未來發展」，果決勇毅意義之

所在。

台北記者俱樂部每年舉辦一次新聞

記者子女獎助學金頒獎典禮，筆者忝為

管理委員之一，馬市長寧可去跑步，受

邀卻從未光降勗勉，現在才把視線放在

首投族、青年群。

民進黨一批法家，玩法弄權，固

不足取，「法匠」馬英九卻也不諳儒家

和法家的治道，不外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政是以和，蓋政寬則民慢，猛則民

殘；而司法之良寙，影響民生至鉅，作

為總統僅說尊重而置身事外，能不招民

怨者，幾希！

曾任國民黨文傳會媒體服務部的一

位視導，於報刊為文說，馬英九似乎一

直未能從教訓中獲取經驗，這才是危機

所在。

李敖乘機引用林肯總統「別在過

河時換馬」之說，但這匹馬要是過不了

河，當然要考慮換馬。

安內尚且無力，妄圖作為「全民總

統」，豈非陳義過高。

毀譽參半 對決未來

老蔣總統當初起用嚴家淦作副手，

繞過許多國之大老，如何應欽、張群

等，事前曾作良好溝通，說嚴靜波的長

處恰好補其所短，還聯袂親訪國大代表

尋求支持，結果選票之一尚意外發現一

隻烏龜，老先生不以為意。

蔣經國邀聘梁子衡到中央黨部任

職，梁氏以常在香港《華僑日報》專欄

批評時政，恐有不便而婉辭。經國先生

不僅同意他續寫，還不時博採他的建

言。總統府任用素無淵源的王家驊為秘

書，也事先間接徵詢王的意願，是否可

以借重他的長才。馬英九在總統府沒有

學到兩蔣的風範，宋楚瑜列舉馬團隊的

沒有方向感，缺乏執行力與用人不當，

「論缺點，可以有一籮筐，講不完。」

▲ 民國87年12月，《天下評論報》布刊〈馬英九的志工群〉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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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帶領他的子弟兵，爭一日的長短。

宋楚瑜說，他要做大事，不在乎

做大官。但不做大官，如何能做大事，

除非能以慈濟的證嚴、佛光山的星雲自

況，他們所持者，不過是願景，宋先生

則仗衝冠一怒。

國、親兩黨為了興票案的2億4千

萬，爭議不休。宋營強調，此係選票計

算所得，則屬受惠於全民。宋楚瑜若果

不愛財，何不捐贈公益，還諸於民？

由於輿論對宋貶多於褒，認為就

算他的字典裡沒有「放棄」一辭，雄心

萬丈，但人生歷程有時就是回不去了。

因之，他必須造勢握機，還要權衡勝負

之數，才能定格。在回不去的路上，進

退維谷，故作懸疑，說在網路連署已達

25萬人門檻，實乃操術待勢，想從關鍵

少數，加注起雲劑，攪渾一池春水，無

視大江東去，自認餘勇可賈。不過，儘

管他凡所論述，綱舉目張，頭頭是道，

口若懸河，退役老兵們卻不喜歡他的權

謀，尤其曾與陳水扁攜手的失格，未能

換得真誠相待，成為敗筆

英國獨臂海軍上將納爾遜，於危

殆震撼之際，振臂高呼「大英帝國希望

她的子民，人人竭盡職責」乃得將士用

命，一戰而勝。宋楚瑜除了「鞭」馬，

尚無救亡圖存、氣壯山河的氣概。

記得我國在「反共抗俄、漢賊不兩

立」期間，周書楷在聯合國與蘇聯代表

握手，引發議論。他說：「若對國家有

利，即使和魔鬼握手也願意。」

宋楚瑜於今加入戰團，予人的觀

感咸在一黨之利，個人政治生命最後一

搏，影響大局如何，尚待觀察。

直道而行的小馬哥，能否以拙制

巧，俱須接受高度智慧的考驗。（作者

為本會理事）

▲「反共抗俄、漢賊不兩立」時期所立的石碑，深具歷史價值，圖為位於大屯山石
碑。

讀史散記
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

▓陳澤豐

一部創新的傳記書寫

莎士比亞曾說：「有些人生來就偉

大，有些人成就偉大，還有些人不得不

偉大。」隨著《蔣介石日記》的開放，

蔣介石傳記不但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

有關蔣介石傳記的書寫也逐漸在改變。

根據本書策劃呂芳上教授的說法，過

去有關蔣傳的書寫，大約可歸納為三個

寫法、四個觀點。先談寫法，形態上，

一是偉人傳。在黨國體制下，這樣的歷

史很可能變成宗教史，即使有各種新資

料出現，書寫方式也容易浪漫化，滑向

「民族英雄」、「愛國主義者」、「開

明專制者」。二是揭密式的記載，近於

坊間稗官野史，或以政治理由主導無稽

的內容；時過境遷，往往成為廢紙一

堆。三是工具性的年譜、年表、長編、

事略，多少提供治史研究的基礎，但內

容中不無隱含春秋微言大義。

次談四個觀點，一是一種價值批判

書        名：《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

策劃導讀：呂芳上

作        者：王奇生、汪朝光等9人

出  版  者：時報文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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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數：2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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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態度，稱之為塑造「偉人」型，往往

有神化、製造偉人的時代背景和條件；

二是反對型，來自敵人或權力競爭陣

營，對人物生平作全面或分割式的肯定

或否定，近乎政治評論；三是「成王敗

寇」為準則的品評法。以上三種都犯了

一個毛病，只讓一部分史料說話，而不

讓另一部分史料說話。第四是為做出不

平凡事業之「凡人」立傳者，是走出威

權時代，為社會民主化、自由化之後，

最有可能的書寫重要人物的方式。1980

年代以後的台灣，有這個條件，也有這

個傾向。這種研究與書寫的新方式，正

悄悄地到來，而且已經逐步開始。

本書以蔣的人際網絡為研究對象，

亦包含蔣個人性格、內心世界、處事方

法、治術及謀略，並探討蔣的親情、愛

情與友情的各個面向，反映了蔣個人的

奮鬥史，更構成了波瀾起伏、複雜多變

的民國史重要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