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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捧在掌心，大家也還看不出究竟

這是一齣折子戲、抑或是舞台的魔幻。

二月揆閣，周波布局，舉國展望，

龍蛇起陸，成敗利鈍，萬民拭目。

兩頭騾子一片天

香港人有「平地跑死馬」的隱喻，

馬英九卻明明人在坦途，竟然荊棘奇

布；他與毛澤東是各自先後擁有一片天

的湖南騾子，潤之先生已蓋棺論定，功

過三七分，他膽敢人與天爭，發炎炎大

言，說誰主浮沈，但看今朝，一副看我

「彎弓射大鵰」的架勢；他搞百花齊

放、百鳥爭鳴，清除毒草，讓叫得最勁

的公鷄引頸就戮，坦言這是陽謀，堪稱

一代裊雄；馬先生則徒見致命之勞，他

達達的蹄聲竟常常不是美麗的錯誤！

他不如雷根，雷根有一批拿揑精準

的僚屬，總統每日的功課，只須在選擇

題上打勾。他遇刺受傷，還能在病床上

講美式笑話，幽自已一默。論改革，是

馬場的一注大賭，然路遙知馬力，天天

練長跑的馬英九，能不能與鄧小平作比

擬，尚須假以時日作評估。

三落三起的鄧小平，到協和醫院

探視周恩來，周總理明知病房遍布竊聽

器，以淚眼相看，隨手拿起一隻蘋果，

抽刀便刺，示意小平將有殺身之禍：

「快逃！」他連夜得楊尚昆的護衛南

行，那不是春風得意馬蹄疾，是長程短

跑，逃過一刼，又重握大權，此一謎樣

的祕辛，較之馬英九的無憂無慮到公

卿，是無以倫比的轉折。

鄧小平傾其餘生，推動改革開放，

造就今日中國的和平崛起，全球為之刮

目相對的經濟體，堅持任人欺侮的時代

成過去！可以預見的明天，中國人打個

噴嚏，世界地球村也可能感冒。溫家寶

交捧，向全民致歉，說有些事情沒做

好，請大家諒解，自覺愧疚，是何等高

貴的下台情操！

馬英九若想爭千秋，得具備串得起

萬馬奔騰起風雷的能耐。

領導者需超人智慧

馬氏團隊芸芸者眾，卻屈指難數

出類拔萃的策士謀臣，由是施政粗糙，

令人生厭，尤其缺乏雖居劣勢，也能危

機處理、力挽狂瀾不辱使命的幹才，如

完璧歸趙的藺相如、能使劉備坐擁三分

天下的孔明，論襟抱又不足以延攬縱橫

捭闔的菁英入幕，運籌帷幄，蔚為國

用，相無蕭何，將無韓信，更無孫臏；

韓信嘗被高士說客論相策反，說「相君

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

言」。可見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新黨主席郁慕明，綜觀藍營大勢，

沒有遠景而危機四伏，為之憂心忡忡，

宣告不叛而離，足夠馬英九寢不安枕！

我海巡署在釣魚台海域護漁，頻向

大陸海監船喊話，要求駛離，當然基於

馬總統懼與美日某些核心利益生變，聲

明保釣行動與大陸切割，俱見政治智慧

欠缺高度。

明明雖非聯手，已是分進合擊，

盡在不言，多此一舉的表態，適足以落

實自曝其短的「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

王二不曾偷」屁話，掩耳盜鈴，其誰能

信？言且怯怯，貽誤戎機，不如莫言。

海監船有干擾台灣漁船的前例嗎？

何況北京也承認釣魚台是台灣的附屬島

嶼，處此混沌困局，戰雲密佈，劍拔弩

管窺兩岸政情與人文
▓鄧普勒

馬英九的視聽盲點

偶然接觸莫札特誕生250週年「天

籟音樂會」的錄影，意外發現老叟卡森

的六絃烏德琴與鋼琴的組合，和亞歷山

卓五重奏，以「莫札特在埃及」單元，

詮譯他的K字488，於焉融入饒富埃及風

味的華美，呈現出這位樂壇鬼才的多元

性，而且沒有國界的特質。我為他的獨

特風格與魅力，一再重讀，因為：

一支洞蕭的沈鬱，獨步凄切，行板

如歌，幽怨如縷，繞樑迴盪，直到一激

而起，與烏德琴惺惺相惜的呼應跳接，

又是另一番神采。

僅僅一隻壺頸陶甕，一雙纖手的溫

婉，以莊伴諧，蔚為不可或缺的流蘇，

聲聲低吟郤讓你悠然神往。

手鼓切入成定調，導度每件器樂的

跨界，都是全新的間奏，低音大提琴一

段漫長的蜂鳴，讓高手過招。

樂團居然有東方美媚，一臉快意，

操弓領航，把韻律嬝嬝於指掌，甚至連

間歇撩撥魔鬼的顫音都醉人！

馬英九若是大交響曲的指揮，當知

和諧的協奏，默契完美的奮起，才會贏

得全場的掌聲，提琴手才不會為好整以

暇的定音鼓和三角鐵懶慵慵的輕慢，享

同等待遇而頻傳異聲。

托斯卡尼尼辭世，NBC樂團以無指

揮演奏，悼惗這位國寶級大師，用没有

時差的進程，為他寫下不朽的定位。

一個冷面法匠入殿堂，數載浸潤，

似乎不但沒有音感，甚且幾乎跡近音

盲。

蔣介石能禮賢下士，如錢穆、如王

雲五、如胡適…，適之先生在擔任中研

院院長時，還曾公開頂撞老蔣。

蔣經國能聽得進逆耳之言，陳若曦

可以犯顏直諫。

中共以養士建構筆陣，壯大紅潮；

連李摩西都尚知年年在圓山飯店舉辦新

春文薈，廣邀藝文界，促進交誼；小馬

哥則削足封喉，自廢武功，自毁精神

堡壘，忽視傳統壯耆，任令偏頗紙本論

述，恣意荼毒，權衡得失，罪在棄養喉

舌耳目，猶無感於財團為何爭食傳媒大

餅。

明知人望不足，猶昧於抓黨可以輔

政，經國先生能讓嚴家淦走在前面，淡

化世襲，惶惑在古道西風之下的瘦馬，

懵然未記前車之鑑，寧招巷議街談而硬

撐，不知通權達變，覓個知音替代役，

暫息仔肩，進退有節，偏聽兩隻黃鸝鳴

翠柳，三隻知了唱枝頭，須知低空掠

過，既非持盈保泰之道，也勝不足喜，

致令草木同悲！

中廣國樂團前有林寬，能把「丟丟

銅仔」這樣的民謠，交織成繫心之趣，

凝聚族羣的融和，海峽對岸將梁祝，璨

然譜成動人的樂章，宏揚國粹，馬哥

哥把一團幾乎燒死「梅毒老母」的《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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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嫌煩瑣，遇到弱勢族羣登車無座，還

會廣播請予禮讓，對台北人來說，這不

過是和諧社會的常態，不足為奇，但會

讓你有感。

台北公車除了以普通話、台語、

客家話和英語預報站名，欣欣客運公司

有鑑於大台北都會地區環境生活緊綳，

須要紓壓，為營造更好的乘車環境，耗

資二百多萬元，為旗下近四百輛公車安

裝音響，又花費20萬與唱片公司合作，

取得四千多首音樂版權，每個時段搭乘

公車，都能聽到從古典到爵士不一樣的

樂曲，而且統一規定，日夜音量不同分

貝；這種創意，可謂已開城市業界先

河。

廣州公交車，站站停靠，前上後

落，少有擠在一起的現象，候車站名，

大字排列，不必摸索，一目瞭然，台北

則為人詬病之處，站名檢索，密麻如

蟻，待你費時傷神弄清楚，班車已絕塵

而去，預告動態跑馬燈，一些重點站反

而未見裝設，足見某些官員，如非蠢

材，即未用心！造成為德不卒之憾。

我在白雲機場開往廣州捷運（地

鐵）的中途，也領教蜂擁而至的乘客

中，年青小伙子一個箭步佔到座位的得

意，無視拖着行李箱渴望眼神的需求。

尋尋覓覓，想在短暫居停發掘這個

大城的核心價值，以及社會公德心，所

得竟是：淒淒慘慘戚戚！

問路，隨手一指，懶得理你；斑馬

線，是失能的符號。

垃圾，是順手拋棄的秋扇，老社

區公寓樓下住戶，得承受自天而降的污

水、器皿、甚至衛生棉、以及可以穿透

你家遮雨棚的重禮，你只能仰首問上

帝，祢到底給誰多開了一扇窗？

和朋友在大賣場一家叫做X苑的茶

樓進餐，服務員不慎傾倒菜餚，盤破湯

濺，污及錦衣，找來大堂經理善後，藉

濕布風筒吹乾了事，未置一個歉字。

台北大直一個「達X」小餐館，被

吃出一小段刷鍋小鋼絲，主廚、店東、

服務生，鞠躬、換菜三致歉，讓顧客不

能無感。

以向國際化放步的廣州，看見進步

的落伍。

大城市的死胡同

電信局辦五花八門的手機促銷業

務，電腦作業卻流程繁複，一案之成往

往耗時一兩句鐘， 大廳近百鵠候顧客細

數不及十張座椅，少見如此待客之道；

如果你是外籍，呵哈！證照查驗影印，

你只能自唱「痴痴地等」，繳款持用國

際信用卡，也刷不出銀子來；連頗具規

模的電器行，仍然此路不通！

銀行也有形同僵化的一板一眼，

本來提存是最可簡化手續之事，竟需幾

度簽單，作業之慢，你也只能枯坐排號

乾瞪眼，視不便民的措施，成為一種因

循，寥寥幾個窗口，常見執勸成員不

足，在在考驗客戶的耐心。頓覺台北開

放式多達一、二十個窗口，入門即有接

待人員周到協助，作業流程效率之高，

那才叫做進步！

大陸人士來台，最有興趣參訪總統

府，看看兩蔣當年和現在領導人辦公所

在地，台北市政府可任意進出，沒有門

禁，無須過濾你的「上訪」，覺得滿新

鮮。

張之際，一語之失，即自甘淪為無足輕

重的配角。

中共副參謀總長戚建國坦言：「國

家核心利益不能損，主權不能丟，領土

不能少，不排除該出手時要出手！」何

其嚴峻！

共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高調嗆聲：

「美國和日本就怕中國趕上來，千方百

計要遏制中國發展」，還特別宣示：

「現在沒人打得了中國，除了內部不爭

氣，我不相信還有那一個國家的軍靴敢

踏上中國的大陸」。這個大國雖然面臨

前所未有的挑戰，而貴在其氣如虹，錚

錚其言！其北海艦隊春節期間即完成為

期18天五千八百多海浬，西、南太平洋

實戰化演訓，並非徒逞口舌之能。

猶記1968年越共攻擊美國大使館，

佔領六小時；北韓在公海上劫持美國價

值一億美元的新式電子裝置Pueblo情報

船，老美亦只陳兵於12海浬之外，不願

對元山、蔚山諸港有一矢之遺，而於板

門店腆顔進行談判，日銷三百萬份的

《芝加哥論壇報》社論揶揄：美國的尊

嚴，竟然栽在一個不堪一指即能捺死的

臭蟲手裡。

越共武元甲，藉叢林游擊戰，以捕

獸陷阱，佈土法竹籤，穿透軍靴，使裝

備現代化的美國大兵，臨陣膽喪。

南韓派遣「虎師」參加越戰，旨在

以實戰訓練勁旅。

馬紀壯曾希望勿輕率讓曾經戰陣的

基幹離退，認為其機敏歷練，即勝算保

證。

老總統檢閱實兵演習，看到彈著點

處樹有「績效」木牌，於統裁訓示中告

誡部屬：「矇騙我容易，但是你騙不了

敵人。」

身為三軍統帥，設若治軍無方（不

知兵），治黨失能（一個黨主席當到地

方選舉時大家想跟他切割）、治亂無望

（甚至門下立委造反也無可奈何）、論

法不如韓非（「依法行政」成為搪塞口

號），則最大的悲哀，不是決定歷史而

為歷史所決定！

台灣地處要衝，關鍵籌碼如何靈

活運用，舉足輕重，存乎一心。東鄰畧

地，野心勃勃；山姆叔叔則是最好的敵

人，最壞的朋友，我們如何因應？近史

殷鑑猶新，在在考驗高層決策。

蘇貞昌訪日，在釣島問題插花，

說民進黨和美國立場一致，無異依坿在

美日的羽翼之下，何其失格，台灣人也

不生氣。五星旗可在台北街頭穿梭遊

行；青天白日在對岸則無此待遇。兩岸

「人」「文」，彷如雜花生樹與觀葉植

物，本是同根却各具生態！

從庶民之小看差異

台北247公車一位陳姓女駕駛，因

為一個身有異味的街友（流浪漢）甫下

車，她即沿途關照乘客，暫時勿坐司機

後面的第一個紅色博愛座，等她清理之

後再使用，筆者現場目擊她每遇路口紅

燈暫停的片刻，利用車上的消毒劑，慎

重以塑膠手套和抺布，數度擦拭，還煩

請後座車廂的乘客，打開僅有的小窗，

讓空氣浄化，外加細心的叮嚀，為大眾

的安全，呵護有致。她起、停操作，不

會讓你前傾後仰，驟然失衡。

我也目睹低底盤的駕駛，純熟處理

排除障碍的連動，讓輪椅族順利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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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選民，擁有一日「國家主人」

之榮，不過，如果所擇非人，如李登

輝、陳水扁，則你將淪為魚肉，人為刀

銼，廿年來自吞誤信政客的苦果與折

磨，像揮之不去的夢魘，方知假民主之

名，也可玩法弄權，為所欲為，操諸在

我。

我特意自大陸携回台灣菜場少見

的一把枸杞，論斤只要人幣二元五角，

嗣向菜販說明我要根莖不要葉，她把葉

子拔下，退還價款二元，隔日回台試作

盆栽，觀察兩週，欣見新綠，期待開花

結子，功收明目，助我看清這個社會百

態；我也感念海珠區這位菜販大嫂的不

苟取，只收區區擲地無聲的五毛錢。

二月初，温家寶直接把北京菜市場

的一名菜販，叫到中南海國務院開會，

劈頭就問：「今天番茄的價格四塊五一

斤，為啥這麼貴，你說說。」

習近平訪甘肅，李克強去蒙古包

頭，都從貧民區着手，探求民癮，顯示

解決貧困問題的決心，劍及履及，都無

預警，讓陪同官員直冒冷汗。

馬英九對新任海基會董事長林中

森月薪24萬6,850元，比部會首長19萬5
千元還高（前任不支薪），陸委會主委

王郁琦19萬5千元，（五院院長約31萬
元），高孔廉年終領90萬，他無感於社

會的不平！

近四千退役將校違法溢領退輔會

公費，不公不義，立委質詢，也未見明

快決斷，懲處主其事的退輔會，因循違

失，給榮民弟兄一個明確負責的交代。

（作者為本會理事）

交遊最廣的人物 
讀《吳鐵城與近代中國》

▓石永貴

很感謝華僑協會總會陳理事長三井

兄的厚愛，按期賜寄《僑協雜誌》，近

又承寄下《吳鐵城與近代中國》一書，

如獲至寶。

無論中外，一本雜誌每期約有三、

二篇可讀文章就很難得，令我意外的，

是《僑協雜誌》廣發海內外與僑協有關

讀者，不公開發行，可以稱得上精質的

好雜誌。難得的，每期不只是篇篇可

讀，更有實用的價值。前者，如本期

（一三八期）創會七十週年南洋之行兩

篇報導，可謂文圖並茂，令人如踏偉人

的足跡；後者，如著名報人、籃球健將

蘇玉珍女士所撰的〈印尼僑生名眼醫何

一滔〉，仁心仁術，救人無數。恰巧，

筆者服務《台灣新生報》的老同事徐睦

洲副社長，深受眼疾所苦，甚至只能聽

廣播、無法看電視的困境。最近，我們

《台灣新生報》老同事相聚，聽者無不

同感苦痛。筆者讀蘇大姐的宏文，立即

剪報寄到新竹清華大學徐副社長的公子

徐教授伉儷，並煩請他們字字念給其尊

親聽，如有進一步探詢，可電台北蘇社

長處。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一書是華僑

協會總會為慶祝創會七十週年，於2012

▲華僑協會總會出版的《吳鐵城與近代中國》。

跟著王曉祥看電影
101年12月12日、102年1月23日分

別放映「風流寡婦」及「歌王卡羅素」

兩部經典電影。

「風流寡婦（Merry Widow）」

1952年出品，改編自雷哈爾的維也納輕

歌劇。由美艷動人的拉娜‧透納擔綱，

演出一位愛上異國王子的美國富孀，家

喻戶曉的音樂旋律與豪華絢爛場面，令

人擊節稱讚。

「 歌 王 卡 羅 素 （ T h e  G r e a t 
Caruso）」1951年出品，描寫20世紀最

知名的義大利傳奇男高音歌王卡羅素的

故事，他從無名小卒變成舉世有名的男

高音，一生演出六百多場歌劇。片中由

義裔男高音馬利奧‧蘭沙演出，猶如

「卡羅素再世」。

影評家王曉祥先生詳細解說這兩部

歌劇電影的精髓，讓數十位參與者深刻

瞭解到什麼叫做經典電影。（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