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ril 13 , 1979

Mr. Al S. York
ET Manufacturing , Test & Facilities
Martin M3rietta Aerospace
Denver Division , Michoud Operations

Dear AI:

This is to offer my congratulations and appreciation to you for your
contributions to the Space Shuttle Program , and especially for your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as a Senior ~anufactuγing fngineer
responsible for the planning of the handlin~ and movement of all
External Tank hardware , from minor assemblies to the corr甲 1eted ET.
For your many achievements , for your excellent pe~form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210 Handling Plans and for your effort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usable shipping containers
to protect our critical hardware , you are to be highly commended.

:My fellow astγonauts and I develop our confidence in the Space Shuttle
Program through training and experienc巴. and the knowledge that ther巴

are-men of your ability and dedication supporting this nation's
manned space effort. Your performance , has b巴 en exemplary in all
respects , and I wish to express my thanks for your contribution.

In appreciation" we wouJd like you to have and to wear the
astronaut'主 personal award for professional excellence , the “Sil ver
Snoopy. "

You may display this in the knowledge that it is given only.to those
whom we regard as the verybest in their respective professions.

dd物
Sincerely ,

NASA Astrona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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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散篇之四

世人對美國所見到的假像

陳蘭蒜、

自從這裡的鄉愿總統卡特，不理會輿情及議會的反對，逕自宣佈與中

華民國斷交後，我們居f于在美國的中國人，也連帶有一份愧作。因此，有

好幾個月沒有勇氣給「友聲]寫作。最近接到273 期的新年升，不料自己

還是有一篇文字在上面，講的仍是美國。郵遞遲滯，這篇東西當然還是去

年下半年寫的，但我仍不禁佩服編輯諸學長的寬容大度，在這樣的空氣

下，還是給登了出來。

我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塗鴉之作，嗯，題吽「聊天散篇J 0 本來開韋拉j

義就是學友們聊聊各國的花漿。既然卡特做出這種事來，今後不談美關也

罷 O 好在還右其他國家好聊。{且能閱一想，我心裡本藏有一些晶亮之息，

要奉勸國人減少一點對美國的過如信賴。這念頭還沒有寫到紙上，美國已

白是其短。現在才寫出來，不免布放馬後砲之前，不過美國還不失是一個

大悶，一舉一動，對世局仍右一定的影響。起這時機，就個人管見所及，

戳穿世人對美國所見到的假像，仍不無相當的意義。

我在 Cuero Texas 惜!一個紗廠的廠長的時候。一到任，廠裡的人就

吵若要我和鄉下一個是人的中國太太見見面。後來，在他們的安排下終於

站到了她。一個三「多歲的女人，幽幽怨怨的神態，艱澀的美語中仍帶者

濃重的中國音。談話中，我知道她是[-多年前和一個駐主的美國大兵相識

而結了婿， ~~丈夫同到美國來的，現在巴右了主這個孩子O 許多事我不便

問。但我的直覺告訴我，這位太太心情並不很討腸，甚至我可以想像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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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農婦。」你說她會聽得進嗎?

能有背人垂誤的時候 O

。因此，外面去的人，不學不講他們的本國言語，心裡

。全國的學童都在學英丈，只有少數學到 1司應用的地步。

還算是「不識字j

「鋼琴家」

巴基斯坦做了很多年的美國前民地，大約有一半的人可聽講英文，凡

是聽不憬的λ ，別人就i立刊也是 "illiterate" ，不管他 Urdu:搞過得如何，

上勢不可擋的因素。

英語一一一一個最有勢力的圓際語言

非III細想過很多侍候。歸結 F來，我想我找山了豈是種君來不足道?而寅睬

去，一‘方面是甘心接受。

巴基斯坦是這樣，我們巾國文如何呢?若到這篇文字的人，每位都有

我的事 O 這種萌道心理的形成，雙方都有責任。一方面是強加到別人頂上

學英文，最初步記得 A. B. C. D. 一批人到此為 It 0 其次死記死背

一點都沒有抱歉，也沒有什麼不便。正如你聽我不僅是卸的問題，不關

這種假像，在國外風靡一時，直到今天，還其勢不去 O 我曾就這問題

一段艱古學習英文的經歷。我們部知道，要學女子一種外問話，就立 !l學好鋼

演(應用)的機會，再要加上天份。一于個小孩子學鋼琴，未必出一個

琴，提琴一這類樂器，第一要開始得年的平，第二要勤學 i.(l 睞，第三要有表

站。這許多階段，代表了學習的年數，昕下的功夫，語言方面的天資 O 最

三批學到各種程度的諧，寫，而不能講 O 第四批能讀挖誨。最後最寫講皆

Noun is a name of a person or a thing 第二批人就到此為 It: 0 第

譜中文一樣，是 PhD ，講的是JIE 丈 9 肢夫走卒講站也是英女，和他的學

腔，功夫，社會階層，風馬牛不相及也。

後寶塔結頂，最好到英語國家去留學說2年 O 這又代表家境，學業基礎，加

上種種可羨的社會條件。不錯，作為 4個中閻人，英語知識的優鼠，確多

少有點透露這些消息。但是?生為一個英國人或美國人，講英丈就如我們

華

』學

。那時右人講殺風景的話，說[你去了一生一世在一個窮鄉僻壤去做

f!豆像的形成，這美國大兵就是最好的例子，美軍的軍服確宜設計得裁

Cuero 是一個小地方， Cuero 的鄉 i芋，其偏~]¥!lj 知，找到那種地方去

車，凡是一個羅曼蒂克的女孩于心目中製站得出來的幻去，都是「天國近

這就是假像的故果，害苦了這女人，也害苦了許許多多如同她一樣的

神氣起來。我們前後接班的學友，總有好幾百曾穿過這制服，試問右多少

骨藉以在嬰宛歐中站了光。在二次大戰中，美軍中每一個兵只要化當時三

萬塊錢的裝備。 tl，今日的幣值要折合多少錢?投軍詣的一個小監三，投了

但同一個主郎，當年出結識一個美國大兵而結婚，而束裝就道，遠渡

少女的芳、心?如不巧碰到的是假大少爺，跟了向來，就只好做旦控三太

f草就搖身一麗而為大少爺。這班真假大少爺在國外逛來逛去，要騙去多少

剪得很自III 。人要衣艇，佛要金糙。阿貓阿狗，穿土這套老虎皮，人就整個

美國的花花世界，說不上是朝朝笙歌，夜夜元1'{'住的是誰房，坐的是汽

女外，就如索居在一個無人的荒島上一般。

重洋，其意氣的風婪，也是可想而知的。當時她也許曾遭家人的反對，去:

伴的勸告。但一君她的美國大兵，斜扣著一頂船形帽，領帶;挂在胸襟捏，

褲子翩翩逢，燙得筆蜓，那般英俊樣兒，已經移心跳的了。再加上想像中

主持一丹廠，每天;有許多興興哄哄的廠務佔按了全部時間，廠內外面，偏

僻也好，荒蕪也好，沒有閒功夫去領略。但想像這位中問女人，背離鄉

士，遠按異國。對丈夫縱有過火一般的愛情，也會平淡下來了，言語的不

流腸，使她無法深入本地的社交圈子裡去，除了給丈夫主理家務，生見育

了J

人，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害苦了很多國家。

太。 但英語國家以外的人，深刻I學英語的艱苦，下意識中，將講英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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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西君，就是不君敵人。誰碰到這種神搶手，他要你死，你就死定了，毫

無還價。君過這種電影，有沒有靜下心來想過，這種人究竟有沒有?有的

話，究竟出過幾個。

美國上電影的女明星，確是百中帥一，于中抗一的精選。寶安莉，伊
,t♀}

君成高人一等。美國人到了國外，除了自己的母語，什麼都不會講。這本

是一件很明台的事，但別人還是要結結巴巴去迎合他，必要時還要派一個

翻譯跟來跟去。這種不處之譽，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

右一次，秦王武陪拉到重慶外交部去玩，身邊右兩個人走過。一個悶，
莉莎白泰勒，奧居萊赫本，確是好君。用那一個人的標準都一樣。而且百

"Had your breakfast?" 一個同答 "Not yet" 那時，說也已在英文上
質列陳。你要貴婦型有貴婦型，青春型有青春型，隔壁妹妹型有隔壁妹妹

型，總之讓觀者大悅。男朋星，不必多說了，r司去問問太太小姐。她們也

一定蘿蔔青菜，各有昕愛。

再說電影裡的屋子，富麗堂皇的讓你張口結舌，清秀精敵的讓你衷心

喜愛，就算西部墾荒人住的log cabin 也自有一種「雅J 趣。鏡頭拍到

戶外，只見草木青翠，江山錦繡3 就算揭死人的沙漠，凍死人的雪嶺，或

-n~十年以上苦功的人。那一個yet ，猶如畫龍點睛， TI直聽得我五體投

地。另有一次在吞港，太太「帶]我去參加值江，金跤，聖約翰等五教會

大學的聯合校友會。那個司儀用的英語，帶了點美國口音，我同桌上就5

人大加擊節，就如聽到名家鋼琴演奏一般。這種心態，在我們中國人間百

遍存在若。因此，對母語是英語的人右一種盲H而不自己的推崇。這是我

所謂「假像」造成因素之一。
詭異，或雄偉。總之讓人覺得縱然渴死凍死在這種地方也頗為值得。

美國的電影技銜，確高人一等，何況電影業本身就是大生意。他們的

出品要朦你歡笑，賺你流淚，才能賺的t荷包裡的鈔票。歸根結蒂， r移情

作用 J 是無上法寶。美國電影當然絕大多數以美國作背景。美國的人、

電影一一最有了1的宣傳品

世界上，沒右君過美國電影的人很少很少0 克拉克蓋{車，伊莉莎伯泰
「仙樂飄r (飄) J軸，成為全世界家傳戶誦的名字。提起「隨風而去j

事:、物在你眼簾前長期地映現。使他國的觀眾對美國的一切都「限」熟能飄處處開J 這種名片，沒右君過也至少聽到遇。

美國是生意人的國家，做生意重要法寶之一就是廣告。美國人為他們 詳。再加上「移情」的作料，安得不使人對美國生憧憬。但憧憬與現質是

有距離的。這裡固然有美如麗莎，英俊如蓋博的人，但也有粗壯如圓桶的商品在國內外傲的廣告就盡五光十色的能事。但他們做了一個最偉大的

廣告而不自覺，這就是電影。藉這個無孔不入的媒介為他們的國家做了最 。蔥如乾柴的人。堂皇的第宅固然有， {旦束歪西倒的破室也有，絕非想像

中那麼完美。

大概很少人腦海中沒右美國西部牛仔的形象吧?牛仔片裡的英雄(或

'槍法的神妙，中國五六千年的歷史裡'只出過兩個。一個是射下

深入人心的宣傳。

留學生一一最熱心的義務宣傳員

陳公于完逃到齊國去，齊王室將個公主婊給他。老丈人!叫，人←了一

←。←辭說「鳳鳴鏘鏘，五世其目」。五tit其昌四個字就成為後世按娶ICP

常用的善祝苦頌。姓陳的人，往往有這樣的話。「五世其昌，是我們陳家

惡霸)

定要出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神槍于。他要射掉對;打手裡槍，絕不會傷及手上

八個太陽的后羿。一個是百步穿楊的養出墓。但美國有一部牛仔片- ，就必

的典故，別性根本沒右資格用。|說這話的陳先生，也許與公子完根本搭

弓
，

At

手，非等對方槍已拔出一大半，絕不動手，而且要一立得吊兒郎當，眼睛束

一根汗毛。要不客氣射進心職，這活該的人一定應聲咧斃。而且這種神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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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邊 O 即使他有誰可攘，他身體裡公子完的一rIll' 恐怕已淡而文淡，一點

點公于味都沒有的了。

人的共同心裡，喜歡「故名以自重」。廣東人可以和 國艾拉同鄉，

小籍貫是中山更好。籍隸徐州的可抬出劉邦來，姓闊的右開公，姓孔的有

孔子一，至於我是交大的，我是北大的，更不在話下。這一個世紀，自從清

廷遣詹天1佑等一批幼童留美以來數赴美求學成為一大潮流。留美而得學士

，碩士，博士取代了科學的秀才，學人，進士，得諾只爾獎猶如中狀元。

於是赴美留學，猶如上京趕考 O 一旦方l陌蓋]頁，就耀祖榮宗。自己的野

心，父母的期望，親戚的讚譽，朋輩的艷羨，以至女朋友的條件，無不指

向這一個方向。何況事質土進過美國大學，多少學到些具於「常人J 的東

西，學以致用，在本國社會上多多少少有些貢獻。好多出人頭地，在政、!

工、商、學等等各界淒淒然居領導地位。「留學美國J 就成榮顯的張木。

留美的「美J 字，就成為 t京趕考的曰(J字。現代的美國成為中國的漢

店，天朝上國，聲勢的顯赫就不用講了。

以上是客觀的形勢。至於留學生自己，在這其囡囡土土住了幾年，有

意無意間，嗨，不免將自己舊遊之地向未履斯土的人介紹一二。於是紐約那

接那樣，舊金山這般這般，只聽得沒有「出過洋」的人自覺孤陋寡聞。一

個反應就覺得如不一遊美國，就終身遺憾。那麼對美國又如何不油然而生

仰慕之心呢?

(筆者自己也一樣犯 t面的毛病，專講些中東如何如何，美陸那樣那

樣，誠所謂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o II貝此致歉。)

美國一一近代國際上的俠客

美國是有兩條最深廣的法溝保護住的國家。東有大西洋，西有太平

洋。立國兩百年來?只有他渡伴去打人家，沒有一個國度可以碰一斑其本

土。(日本人炸珍珠港算是最深入了)反之，牠對世界上其他區域的土地

也沒有興趣。連本己置於旗 F的菲列賓部自動放棄，遑論其他。

同時，牠是既得利益國家，最不高興見任何國家稱王稱霸 d。牠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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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大家太太平平，和和氣氣做生意。讓牠昕需的原料;里得逛， 131'製的商

品運得血。誰要搗亂這個秩序，牠就急起上來，攘臂而起 O 這客觀形勢所

形成的國策，使他昕反對的一定是l掘起的前權間，即接于的往往是受霸權

國所敢凌的弱國。從這國策上直接受惠的，中國就是其中之- 0 列強躍

躍要瓜分中國時，高唱門戶開放而挽危機於一線的是美悶。當日本縱橫於

中國國土時，切切寅貴，與中國並肩作戰的也是美國。在世界其他角落

裡，這種「英勇J 事蹟，也不勝枚舉。大家一定記得，當我們的西南市?

被日本人炸得七宜λ京時，首先凌空邀擊日機的是陳納誨的;fIt虎隊。 {L~老

先生自我介紹「敝姓|凍J' 中國人沒右辦法不陶陶然。他昕代主的美國，

讓人由衷銘感是可以理解的。

但用感情的眼光去解釋美國的每一個學勤部出話「正義 I '就差之毫

崖，謬以于里。國際政治，沒有不以現實利己的劫機為山渡的 O 我們liT闊

人，真應該把左傅，三國演義那種書燒燒光。孔子的徵古大義，倍;在秋來

發揮。和人家打仗，要講究王者之師 O 美間人誤打誤撞，做了幾夫王者之

師。骨子裡，什麼玉者之帥的影子也沒有 O 反之，美國人很犯眩，你越對

他狠霸頭，不頁帳，他私底下越佩服你。你越同他客氣，譯文右，拉交

的，他越當你「嘸介事」。例子是不勝枚舉，南北越是最好的榜樣，放在

云乎哉 O

對美國幻覺的形成，當然不丘上述幾種原因 O 譬如說美國崎物質進

步，使人連想美國人個個安宮尊榮。國家富足使人連想到遍地黃金，俯拾

皆是 O 科技發達使人連想到個人不是愛迪生，就是愛因斯坦。民性的豪爽

快熱，使人連想到禮義之邦。這些，都是遠離事賞，不切質際的，由而引

起的過份崇美，對這國家逾份的信賴 9 尤其要不得。人有人格，國有閥

格，我們中國人，置於 i世界任何人種之前，毫無遜色。技們固不必白滿，

也不必自卑。本文的用意，就是要揭穿關人昕見美國和美國人在注人前面

所拉的一層輝煌外衣，從而自客觀現宜的角度來認識這國家及其人民。並

減少些由崇美而引發的社會風氣的丕變，是國人今後一二c_1吋廿五半個世紀

所值得重血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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