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辦喜事在會間還是第一道，我一向目的有長幼有序，可是老三主IJ拾了第

一棒，大一認識，大三時感情已成熟，走出了成大投門進λ章中，一年後

舉行了文定之喜，去年退伍後有了差事，小倆口 gp陸續訂購偉俱，今年春

節過後票報倆老: r萬事全備，只欠東風。 J 孩于們既已準備就緒，怎能

不成全他們。

第一次辦喜事沒有能驗，一切茫無頭緒 9 他到底比我能幹'先確定換

個原則:先選日子，三月廿九日是青年節放假，家控的人和眾親友不必請

假，。其次咱家是基督家庭，當然在教會結婚，用教會儀式。然後列出邀宴

親文名單，計算桌數，不可超過政府節約規定一一十桌。接若訂酒席?印

喜帖 o 外地一段同學故當概不驚動。但我卅年的手帕交和在宗僅有的鐵一家

親戚，經常右聯絡，雖在遠地 9 部三頁懇遨 011日倆私下有個心顧 i 一來藉若

「吃喜酒j 使親朋好友架設一番，我知道有些親京雖在臺f主了升1-年，還未

來過高雄呢，右些則是一二十年前來過?因此亦可乘機南來一遊 O 一方面

探願咱家頭一穗喜事，能重混昔日古老社會辦喜慶連續熱鬧漫天的路況。

各地親友接到咱家喜III古邀函，反應熱烈，臺北、臺中、奎南、新竹、

屏束紛紛來函表示決定參加 o 咱就羞于為他們預訂技缸，準佈車的，若意

安排遊樂節日，務{吏做到遠地賓客有「賓至如歸J 之感。

姑期海rr迫，老屋也曰:張新氣象，做新門，換筒于冒雪添吊燈 n 粉1告:哇，

按門窗，我驟覺這「家有喜事j 的序幕不正在徐徐J品開嗎?鄰居都以為新

房設在老屋中而頻頻來君新房呢!

111司何和孩子都希望他們白己另立門戶組織小家庭.，日下交通方便，也

話亦可隨時聯絡， I日倆還不需兒媳照顧，而將來右了孫子若要交我官ITIJ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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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飛機尚未能普遍運用，無線電正在萌芽，電視尚未發明。本年五月

林白 Charles A. Lindbergh 獨駕單引擎飛機由紐約直飛巴黎三十三小

時抵達;此接飛越大西洋航空事業逐漸興起。當時美國風俗醇厚，生活安

定，未間有罷工，遊行詰頤，罷課罷教諸事;至於犯罪方面祇有偷竊與搶

掠，尚未聞右殺人放火強姦綁票之事。支加哥官出一綁架勒贖之事。被綁

者係一于萬富翁之幼子，經多方偵查，知係另一千萬富翁之于前焉。這位

富家子在支加哥大學攻讀刑事法為高材生，忽然異想天開h 要做一件驚天

動地而不會破案 (a perfect crime) 之綁架勒贖案。結果他的眼鏡落在

屁身左邊被破案;係一種自作聰明之間法案。南方黑白相處各守其份，公

共場所，黑白廁所分間，電車上黑白各有指定地方不能逾越，然各守崗位

不相侵擾，社會安寧。返觀中國情形則不可以同一標準比例。

船經日本與吳兄同去東京玩了一趟，說們有同一感想就是美國日本物

質進步神速，高房大廈電車汽車，我們君來不免羨慕，但都J起這些繁華成

就非常可佩服，但與我們無闕，既不在我們國士內，且不是我們人力前辦

到，徒與感嘆，而無補於中國之前途。但引起愛國熱忱際共救國之火耳。

在上海登岸時又是人山人海，碼頭上迎接船客之親戚朋友主滿每方吋

面積。哉也未能免俗與全船客人同挂在船邊探望，明知不會有人來J妾，然

亦不作懊喪狀。想當年清廷召同詹天佑等一百餘留美學生到上海時，但由

;有兵押解製造局拘留，我能自由登岸，豈不快哉。這種阿Q精神倒是人人

應有之衛生辦法。下船後仍往往英租界一品吞飯店。當日先去鹽業銀行探

望欠親及表伯位遠市，見宙語安問好後，知上下平安大家歡喜。晚間→品

者照常熱鬧 9 仍為個賠娟吉萃之所。

到活本J援部電粵骨;主甫求職，乃避逅當同學，如甘因共黨(呂亂，已辭

職北京，須俟國府遼南京方右辦法。這真是一盆冷水迎頭~91下。學得一身

木:事乃無處報妓真悶殺人也。不得已將笨重行李及書籍:lJIR存女親處，自己

先向揚州仙女鎮再作計較。此郎四年留美之總結束，以後如何尚待事態發

展也!

~ 28 一

{,

家有喜事 修 J、r.-究

口巨



有精神，而且牙齒還有高低，還是離居維持客氣一點好。

新居是在地點離老屋不遠帶小型花園的一值平房，若他們艾于兩人設

計佈置， 'I亡進忙 LU使我更感到有濃厚的喜氣。

那些天技除了徹底將老屋整理擦拭乾淨以待住賓外，把久已擱置的小

指筆找出來勤缺小椅，因為孩子的結婚證書和寄發喜帖非迫我這個老媽媽

獻醜不可，多日的「臨陣磨槍J '竟遠勝以往數卡年操缺呢!

喜事在正日(三月廿九日〕的前一晚家宴巾正式展開了序幕。人家管

做壽的前一晚宴客稱: I暖壽J '說就稱當日之宴為「暖喜j 吧!這「暖

喜」之鐘，少不得又要搬出我多年君家本領來了。

孩子的婚禮很特別，是在廿九日清晨六時半在高雄教會舉行，咱教會

稱: I晨更結婚聚會J '一清早親近神，祈求祝福。當天參加婚禮的教友

約四百人，是頗tIl我們意料的，我們唯恐賀客來得太早空若肚子，每人贈

送餐點一章。結婚聚會先以詩歌開始，以另紙印出特選詩歌兩首，人于一

紙，這一張印上詩歌的紙夾，設計得很別敏，是彭色的，封面是晝的紫色

葡萄園中有三只安息的小羊，是一位國立藝專專攻國畫的姊妹(女教友)

的作晶 o 接若是祈禱，祝福，交通(見證神的話)新人亦起立唱詩，禱

告，交通 O 最後是長老們為新人舉行「按古奉獻禮J '大家跪在地下，新

人低下頭，四位長老都把手按在新人頭上禱告奉獻。人人感動，大家在靈

中都感無比的振蕩，婚禮近兩小時才完畢。

婚禮中右三位親友，可稱攝影高手，分別攝下了寶貴的鏡頭，在相慎

咯擦聲中我同憶彷佛廿九年前自己走向地毯那一端，當時是我上海電話局

同事蔡南式兄充當攝影師，洞房坐M本是吳伯禎學長為我們攝的，這些照甘

至今仍珍蔽在相加中，真是時間無情，曾幾何時， I朝為古一絲暮成霜」。

我的同事都恭賀我升作婆婆，升了一級，也不無慰藉。

結婚聚會完畢，外于自帶若泉賓客參觀新房，先一天潔兒已先睹為

- 30

~. I i ,i

究會

(

只

快， 1Z'?i.讀: I三哥這愛的小屋，真是太美太美了。 J 原來我的另一半一直

指我駕去君主rr房，一定要等(布置就給結婚當天才讓我觀賞 o 今日一兒，果

然女兒的話不虛，房、廳、衛、浴、閥，柚王金精巧，我就喜愛平房，傢俱

也式式齊備，雖不豪華，卸美觀而堅固貫用，窗前、 m煒、壁紙典故俱的

顏色配得不差，兒子是學 i二木建築的難怪對室內佈置有些研究。平房的三

面是花園，的確是一幢美麗的「愛的小屋J 0 ltP[~l當年真是強上百倍，不

禁為這一代孩于慶幸，也向這大有昂的政府感恩 O

利用午宴前的時間，他帶若泣地來的親友遊覽澄清湖，新人則去照{~t

F有攝影，我和孩于們陪若部份親友在新房品茗油位 o

中午設建宴請教會弟兄姊妹們，這家飯館清靜幽雅，以臺菜見稱，婚

宴前先由長老祈禱，婚宴在播放詩歌錄音中進行，一面享受精美的菜點，

一面讚美我們的主。婚宴完畢，我問老屋準備接待賓客，外子和孩子們分

別到車站等地迎接遠地各處來的親友(不是基督徒的不參加 t午教會舉行

的結婚聚會，但來參加晚間的喜宴。〉右的安排在預訂的旅社，右的帶領

來舍。

在下午到的賓客中我要特~Jj一提的是我卅年的手IF白交一一艾美、佩

絲，和簡聯抉南下，真是太難得了，因為目前大家有了「家J '丈夫要上

班，孩子要上學，此次為了參加我孩于的婚禮，把一切放下，來高相聚四

日，何等難得!向憶卅年前，我們同在臺北龍安國校教書，俱是隻身萍

飄，右諒寄宿一室，就彷僻、名著小婦人義結金蘭，我是四姊妹中老二一一

蜀，那時我們四姊妹在校是無人不曉的，食則同席，出則同遊，夜則同

室，人人羨慕 o 我第一個出撮，脫下白紗禮服後穿上股証色絲絨旗袍，說

記得姊妹們也一律紅色旗袍，顯示出小婦人四姊妹的特殊情誼。賀客中不

少為小姑居處紅衣少女傾倒呢!

晚間的喜宴設在新還開張不久的欣欣餐廳，各方親友同事均來道賀，

歡位一堂 o 相交:!tr年的姊妹們圍坐一桌，開朗的笑聲，一如少女。龍安;投

一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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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時短，未能陽役，祇有相約後會之朗。我則陪其他親友逛大統公司。

當夜出好友綺華夫婦設宴於著名的鴻賓西餐廳，說是「土包子J '在

這樣表了在備有套房的西餐廳，我還是第一次。主人忱儷均是健談者，於是

談古論令，腸既欲言。在三五暗的燈光下，我凝視她們每一位，驚覺雖均年

過五十，仍是風韻動人，不減當年，卅年或月1以乎侵蝕不到她們o 大概是

Ih於奎灣生活舒適昕致p巴!

;鳴賓西餐廳臨近高雄有名的→愛河，跟隨若他先欣賞愛河夜景，漫

步河邊，輕風拂面頗有羅曼帝克情詞，過橋就是全國古創的一一「地下

{.EJJ '地上是仁愛公園，這個公因也是土 4天才正式開放的，沿若河邊迂

迴曲徑，從葉在花叢中穿過，真如一首歌:燈朦朧，月膜攏，心也罩上了

膜朧翼7位 o 走出公園再逛地下街，這是高雄市王玉雲市長的傑作，地下的

右故利用，已到了極緻。規摸龐大，燈火輝煌，人影 l區位 ， ~J干繁華景

象 o 她們都是首次南來，對高雄市的建設讀不絕口 O

晚上四位姊妹下搧舍間，我把敞亮的前後房分給她們，秉燭夜談'.真

是人生一大樂事。

時又→墊友瓊草由屏東帶來學家五口賀喜，真正是溫了四[-年前大陸鄉村

裡拖男帶女大吃喜酒的古風了。席間，航籌交錯互祝的歡欣中驟然同憶起

廿九年前自己喜日時，由於遠離雙親，隻身來去，滿是愁忠、悽 ι惶、迷

惘，把興奮沖淡了大半 o 如今這對新人，父母庇護，兄弟友愛，大學凹

載，同窗戀人，終生相伴，何 1至笑得那樣甜，洋盜若:全備的幸福，我真為

這一輩的年青人慶幸，成長在自由寶島，真是天之驕子，人間寵兒 o

宴散後，卦送遠地親友同旅社，畫中的老友們則用合問住宿 O 我則陷

姊妹們先到主ffg.參觀，再伴送至下蹋的南亞飯店，進入旅社居 [I日，我自先

把身子投向你 j茗，告訴她們快溫龍安舊夢吧!立即爆發了笑聲，越話，由

佩絲的好記住，真的拉進了時光隧道。古友相聚旦去 IJ飲醇酒， I回味無窮，

可惜時已夜深?不得不被他綁架 l司府，一如l]-九年前龍安時故他 J辛出了少

女生涯‘艘。

望日一早一對新人出其不意地由新房返向老巢，該是「洞房昨夜停紅

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J 的幸意吧!和我們共進早餐後，他倆開始踏上了 EH

IDe

:y，~

三採

望日上午咱倆上班，詰精華陪她們遊佛光山和花龍山 ili: '一處是南部

佛教聖地，一處則是新聞高級花園新坡，其氣象景色，各布于秋，她們感

讚南部勝地不少，中午由瓊華作束，設宴於冠華川菜筒，真是談笑風生，

右時則又「語驚四座 J' 套句我女兒的口頭蟬: r笑得東倒西歪 J 0

月旅行的行程 o 我深深祝福他們;毛上了人生的起步。

第二天 9 咱倆都請位陪客，慶祝喜辜的餘韻，也是知己設i闊的開始。

三個孩子都走了，正好可陪留下來的親友作終日遊。

是

主不

立自

!}當

→旦掌

→再

，幸

晚上由我洗手作羹，他在旁作助手，是她們三日來在舍間唯一的一

笠，菜色採清淡兼精蔽，以調劑j多日泊膩，她們又讚不絕 n 0 飯後又一起

去拜訪一位舊友，相談頗歡。這是遊程的壓軸節目 o

夜深陪對，他們都感此次由來參加咱老三婚禮而順道旅i盔，節目安封:

之突出，非但有「賓至如歸」之感，且終生要在芯，大布: r聚雖三日，怯

怯于秋J 之感。

此次三兒喜事，雖已數刀，但親友歡聚，但]昧無窮，特為丈記之，以

充友聲之篇 i惘。

上午遊覽高雄拉出色的風云區一一西于灣和澄清湖，這兩處本來風光

明媚，叉逢三春時節，滿目絢爛中襯以波光嵐影，益見景色古IJ畫，西于消

動物間是土一天才正式開放的，也算躬逢其盛 o {旦賓客做較愛澄清朔，身

處水中央的宮國島，清風徐來，湖光水色，一面剝若批j巴， ‘ 1頁流覽景

色，竟有 rJI}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J 的出lJiff之概。他們都諒他是最

佳導遊，殊不知他的攝影技術也相當出色呢!在我們大瞥見不知不覺中，

他一直把握若鏡頭，留下無數觀友共遊的雪泥鴻爪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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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處遊旱，巳過正午，車子直馳聞名國內的大航公司附近的「喜萬年」

進餐，廳內燈光壁飾佈置優雅，餐點菜街價廉物美，眾親友均感滿意O 笠

後，主中來的好玄妙且n ，月華出他陪送車站笠中與號離去，兩日作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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