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天散篇之五

但環觀宇內，各國企民生產能量 (GNP: Gross Nation-

al Product J 典人口總數之比值可得而言者。一九七入年美

人際關係的疏離感一種族歧視s這句旁話國每人之生產量約為一萬美元，基灣約為一千二百美元，大陸
可M

~中國別的為四百元(揖陳雪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報告:中共1978

一一為現在或將要留學國外的同學進一言申}
16, 1979,Time, July見企氏生產總量為 360 Billion.

孩4蘭陳以九健人口除之，得上款。)美、臺、中共之比值約P~ 43

在最近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舉世人士對中國人的神棚，關!

起的誤解逐漸在消失，加以臺灣在同一時期由各方面飛躍的邀

展，並且中國的文化、傳統，漸受世人瞭解與欣鼓。這個當口，中文的報

章雜誌，及在留學生的言行上，仍瀰漫著「人家看不起我們J 這種情緒，

為二十四典三與一之比;甘美國每人所產為基3弩之八倍，為大

陸中國之廿四倍;亦即臺灣為大陸中國之三籍。中莘氏族之前

途無壺，但較吾人所期望之目的尚甚遠遠。凡我國人，仍宜力口

倍努力以增產。

里，廳採什麼態度，傲和稀泥的和事佬呢?還是做鐵面無私的包公，然費

常使我大惑不解。筆者大半生居住國外，對人家君不君得起我們這問題自

間有第一手的感受，因此這次的聊天，:就拿這做一個題目，謹獻給現正在

學的年輕學京之前。

筆者到美國來，是受→家棉業公司之瓏，君看這公司屬下四井管理失

當、危如疊卵的劫織廠，有沒有挽救的辦法。這家公司的老間是成年後才

移民美國的德國人，仍保存著濃厚的德國誅，認真、嚴格、精明、暴躁。

手下的工作人員，沒有一個不怕得他要命o 我抵達 HaJlettsviUe 土工，

好心的同事，紛紛給說[豁令子」要我在老闊前講話小心點，犯不若「薄

言往訴，逢彼之怒。」到職之後，新蓋毛周三日:香，沒有什麼，跟著公司

就派我到分散在德州各處的廠妻去看君，每廠住幾個禮拜，收集資料，同

總公司作現察報告。這幾個廠的情況，實在是糟得一塌糊塗。我在這報告

躊躇 o 設想了又想，決定揉取後者。攘我當時的估計，這樣做是得罪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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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講，科技文化企恃能源。美國人臺灣人主產較

高者，所用能源、較高而非因其每個人之生產力較強也。歐西人

發現結與汽沾之能源較平，於是盡量運用以叔隸世人。過來

能源、漸竭，列強乃受制於向被埠摘之叔隸。一且能源告書，生

產力大減，一切武器失紋，料技文化;帶進，所有人類皆處於

(<Have Notγ) 之地位，耶娃是真正平等之花界。「無J

其原來文化根祇較厚者如我中華民族!泣能與台說合作而生活侵

i嗯，于

越;我信中羊氏族在此境界之前途拉夫光明而無疑。為今之

計，中國企國庭、運用 i全力尋充能源、或折令研究，wr位清、;有能源、

則生產力台靜、增加，所謂科技學問吾人已有經驗並不難取得。

易曰「其亡其亡，繫於在祟。」其其iT之謂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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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人，而給老間心理上也不好受，無其將我的職位，作孤注一擲。但如不

這按傲，則我所為何來?

三間公司後第一次的會談，是一個 V.P. 陪我進老聞辦公室的。我只講

了第一句話，德國老間就整個人從椅子襄跳起來，將那位 V.P.嚇得面都

轉了色。至今，放仍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幾句閱場的對白。按說: fMr.

Goedecke ，我君做這幾間廠闖關掉算了。j 他跳起來大吽一聲“What!"

說說: f你這四封廠沒有一jj 不在蝕大錢。」他大聲咆l廟「你一個廠只住

了進個禮拜，你怎敢講這個話(How dare you say that!) J 我說:

[一個做了三十年廠的人R 幾個禮拜還若不出一家廠蝕本還賺錢，你老遠

從香港諒他來幹嗎?J

結果，我沒有被抄就魚，但廠也沒有被挽救過來，而一個德國老間，

一個中國伙計，郁結了深厚的友誼。有一次，他慨乎言之，f我知道傲是

個 perfoctionist 。我也是。世界上許多人種中，在這點上中國人和德國

人最像。但我勸的1有時候只好遷就些，不然的1到處要碰釘子。人家說我脾

氣壤，實在是我受不了，你是明白的」。

在這裹，我不是鼓勵年育的學友們上來就和人家碰抬拍克來證明自己

?不起，不過舉例說明于一個事賞。perfectionist 這雅號，非但。我個人受

之無魄，中華民族心伴為個整體，也受之無愧，因為中國人在血液襄就有

per£ecdonist 的傾向月 4、時候，.挨在表姊身邊君她繡自己的按紅。一根

穌線，一劈雨，兩劈四，四劈八。穿到細如牛毛的針衷，只是豈是根單絲'

，這種「一絲不苟J 的傳統，在別的人種中，極少見到。我們學家搬到美國

來，自知歸國無摺，就帶些中式的雕花傢俱，及一點景泰藍，瓷器，象牙

玉石等小擺設來。本地朋友來作客，沒有不若得張口結舌，羨慕得耍命。

中國人手巧，精益求精的精神，在世界上數一數二是毫無凝間的。

但我們為什麼至今有這份頑固不化的「我不如人J 這念頭?我想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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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溯源到中國文化歷數干年遙遙領先所起的反作用。因文化領先而講致

「白大J '由「自大J 而導致[茵步自划，因「固步自封」而無觀世界

上別的部份正在發生的進展。尤其 f-九世紀的一百年中，人家已由工業革

命而飛躍向前，而設們仍關起大門自號「天朝」這一百年的停步不前太可

惜了。其損失對我們掏國底是一場大病，等到甦醒過來，人家己遙遙領

先，我們一生，朋好筆要買美國的派克，好錶要買瑞士的奧米茄，穿好絨

料要買英國的 Fintex. ，玩好照相機耍，買德國的蔡司，同君自己，一位像

樣的都沒有，怎不令人喪氣。這口氣，一喪喪了兩三代人馬造成深民的自

卑感。甚至今天國內工商業，科技在迎頭趕上時，還是頑固地盤閑在我們

心中，只覺得自己抬不起頭來。

我的女見，喜歡君中國現代小說。我偶然也拿來翻翻，翻過幾本!我

就當她是大笑話。小說中，主角之一必定出於富有之家，這家屋子，~不

有「落地長窗J '掛若「白色輕沙的窗前J '地上一定是舖了[猩紅的時

毯。」那個少爺或小姐一定是閉一架「乳白色的跑車J ."'君了第一本，第

二本不君也猜得到，各位一定知道說指的是誰而作會心的徵笑。無可J否

認，一家有落地長窗，猩紅地毯，乳白跑車的並不太多。但有了這些，又

怎樣了呢?這種淺薄的意境，作者著意渲染，對象的讀者文大多是幻想多

多的十來歲的少男少女。即使那少爺或小姐的父母是君不起子女的第愛

人的大壞蛋，那種排場仍不由不令人油然而興「大丈夫不當如是乎」的嚮

住。討自己的「土東西J '不出自己地起說不出的厭惜。

物慾本是人人;難免的事，但在現實生活中，生下來卿一只金匙l羹的人

究竟不多，像我們這樣生於足堪溫飽的人家， litn一只銅匙羹已算不錯。但

要爬到那大壞蛋一樣落地長筒，猩怔地毯的地步，也差不多垂垂不覺老立

將至。青年的朋友，正在打天下的開頭，物質享受上和這批老傢伙有段距

離並不足以為厚。但身受者的想法也許不是如此。筆者就知道→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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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打

多人終其整好

上去。于向來

。

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是比較內向的民族，美國人到什麼地方，喜歡「聚

(Colony 本來就是這意思。中文譯成殖民地，在當時激發對外

娶媳婦，女見婊丈夫， r最好」是中國人。如「不幸J 下輩揀了個「外國

們中國人，倒是不折不扣排他性很強的民族。在們居住國外的華僑，兒子

歧說，整體講是被侵略 6 這邏輯，實在是非常滑稽。平心靜氣地自間，我

族而居j

人的抗拒，確收妓宏大。尤是這:程字，隱含蒼生殖，繁殖的吉、思，

中的中國人最敏感的禁忌，文字的巧妙，右時真不可思議。我想外國人被

安上這不堪的字眼而受中國人的嫉恨，至今當在夢夢。)他們總喜歡攪個

自己人的 club ，玩玩他們獨有的滾球，喝喝他們國粹的奶茶，威士忌。

因而美國人到東到西，不易得人閥、。但是同接毛病，發生在美國人干

上，個人說是驕傲，整體講是有國主義，發生在中國人身上，個人說走完

s ，可以引申到無數別種場合妻去。新
這就所謂的 self-cons

挂一個機構故事了，新被男朋友介紹給他的家人了，搬單U~個新的按市去

L了，第一次上台唱歌演戲了。這種在新團體，新環境中怯場的毛病，越

年苦的朋友越嚴重，而以青年的朋友一間跨進異國最嚴重

個留學期間，這蝶鴻溝不能越過。

實在在的感受 O 但客觀地講，究竟多少是實在的，多少是你腦袋裹的幻

覺?一個生面孔進來，大家抬起竄來君一下是非常自然的事，但戚了{樣眼

光集中焦點，確使有血右肉的目標發窘也在情理之中，至於人家已是一年

以上的老友，要勾肩搭背並不意味他們永遠杯葛你。-他們有有趣的事耍大

家在憐恤你，更使郵)難過得抬不起頭來。這種情緒，在當事人自己，是質

誨，好像都在議論你一個人 o 假使有個好心的老生來和自1搭三，你又覺九

‘聲笑，小聲講，更與在J\ r不搭介J 0 不必全部拉手Ij做自己頭

了個更新的同學，而做己說進老生園子，你的一舉」動，在那更新的同學

眼里豈不就如但從前君別人一樣。

\l

4

6

撓的場合要遇到客人之一的一位小姐，正想打個照呼，不料小姐忽然同轉

是張口結舌，詰屈聲牙，這已經是移難受的了。不巧還「淪落J 到餐館襄

說碗，給學校割草皮，心理上的一份委屈感，就甭講了，直接的結果，是

一家人家詰了一批中國留學生到家中吃飯派對。隔了一個禮拜，主人在偶

, r骨氣J '但明限的讀者，也許同意我的若法，這種心態，非但不

是什麼清高，骨氣，卸流露了「換隘J 和「自卑」

這種情形，發生在同挨人之間，過去了就算了。但發生在和異囡人士

的交往上，就牽涉到「種族歧視J 這大題目上去。一位背年學生，寸

寒窗苦研-最後嚮往成為現貫，就耍束裝就道，出國吏求深造。蟾宮折

控，出人頭地，現友交讚?崩輩欽羨，真是顧盼自豪，不可一世。但一踏

上異囡囡土，卸全不是那一同事，人家神高馬犬，高鼻深白，金髮碧眼，

蟻，假裝沒有看見，雙方就尷尷尬尬地擦肩而過。應該要申明一下的，主

客雙方是那次聚會中才介紹相識的，還來不及結什麼人的恩怨，同時，時

間也不移長得要忘記的程度，接事後的瞭解，是這位小姐，覺得主人家派

頭太大，犯不上高擊。這種態度，在她幼稚的It.，目中，也許是自命「清

歧說j 這現成口號上去。

在自己週園，築起一個堡壘，孤立起來。日常，就縮在幾個中國同學的小

是味道，站起來更加壓7位。但見人家三三兩兩，勾肩搭背，大聲笑，小聲

上來的怪物一般。一下諜，人家吵成一斤，只有你釘住課抬後面，坐著不

自己是屬於少數的體型。人家講話，快如滾珠，自己下了十來年劫夫，還

畏懼陌生環底是人之常情，我們犬多數人有個共通的經驗，就是到一

個學校去做插班生，一踏進課室門，全班的眼睛都盯住你，好像你是火星

、圈子襄。吃吃中國東西，玩玩中國消遣，對地主國人士，下意識中豎起一

般敵意，除了沒法姐避的如教授、註珊處等，其他交往，一概能免則免。

四年六年八年，一幌而過，懷著一肚子烏氣間去，一股腦兒歸罪到「種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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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母就如「大禍臨頭J ' 。

來的人種，那一份屈厚感，早應該丟到垃坡桶襄去的了。

霉的罵人話。至於別民族的家庭，搬到中國來入籍，我敢斷定這家人就算

。

最後，說用兩旬老古話結束本文，于路是按他老師橫批評豎批評的學

點自卑感都沒有 o J 老夫子讀揚他是內心的，精神上的勇氣。他用八個字
形容這種精神， ，不吱不求，何用不恥」一個人能不妒跌，不強求，宇
任何環境里都胸懷坦坦髓。這種人非但人極美，也到處受歡迎，什戶戶

視和若不起都輪不到頭上去。

生。右一次孔夫于良心發現，說， ，阿由這個人呀，雖然缺點多多，倒有
一個長處。他穿了件破棉袍和一個穿狐皮的人立在一起，仍揚揚自悍，~

魚」了。

有次，人家的富足，人家的科技進步，不是一下好追上的事，也想
永遠迫不上的事。聰明才智之士到外國去試上幾年，偽的本是[偷師J p

以便以後將自己前學到的一點→禍，千名2同去投入國家進步的洪流，達成?

項了不起的使命。「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桐， J 光是君人家的富足，進
步。亂起我不如人的自辱感，而不去吸收人家的長處，才真正是「緣木求

以前的孤陋啞然失笑。其他一切的習俗，都可作如是觀

命F 必有其理由，捏起鼻于r.嘗試→下?♂也許覺符還不錯f.·EE而能然對自己

直

「雜種j 兩字，在中國國語中本就是很惡人」

斥，應該君成華北人在華南受到掛斥，並不意味華南人一定是看不起華北

人。若不君起這問題，是在乎被岩的本人爭氣不爭氣。我們中國人，放在

任何人種在一起，不論從那一個角度君都毫無遜色，是一個堂堂然抬起頭

l往上二三代，也還是「外國人」和祖籍的中國人，像水和油一般，永遠混

不起來。我祖人的意見，這也未必是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自保與訴他，是

動物的本性，包括人類在內。「相見好，同居難J ，是謂家庭的拼斥外

人" r 在鄉三世好，出門一日難 J'是謂地區的排斥。至於民族闊的掛

斥，更是常態。四川人將一切非四川人一股腦見吽腳底下人，廣東人將研

工宿非廣東人一律吽做土海入，布歷史有說模的星島日報有一次將一個新聞

人物吽做「湖北籍的上海人。」可見這種心理的普遍。筆者耍解釋一項事

，賀，排他性是普遍的人性，歐洲火排斥亞洲人，亞洲人也排斥歐洲人，是

已一個獨立的事實，應該與種族歧觀分開來看。我們在國外，即使是受到排

除了這基本問題外，留學生將面對幾個質質的問題，首先要學言語。 一後
毛主

， 11口

值的動物，一下子被迫作誠口的金人，味道確是不好受。人際關係的建

在國內雖然在外國語上花了十年左右的功夫，但平時接觸的是純華語的環

蹺，外國語應用的機會，少而叉少，尤以會話為然。人本是比麻雀還要嘰

生活習慣是另一個障礙，接受外來事物的程度，因人而異，有人柯:麼

都肯噹試叮'右人硬要什麼都不能接受。好多中國人見了芝士就皺眉頭。

好多外國人見了乳腐就耍逃命。但我一佐親戚的德國太太就吃乳腐上了

癮，每餐無比不歌。人如放寬胸餘，恕想某種可怕的東西也有人嚐之苦

「逗

一個手段，不是一個目的。說們到外國來留學，除了學到了學街上的知
識，奧地主國的人士能水乳交融了，還是不侈的。國家進步?並不能全靠

純學問識可以達成，主要還是赫人家好一面ZIZfL
13\這篇文字中沒有提到。 J 說說，:不錯，但一個題 H 只一

一我寫完7上面→篇的文字，拿去給說臺灣生長的兒媳君。故說一:

是專誠寫給您們這一代人的文字，你君君右什麼意見J 。她仔細閱讀τf

道，說: ，僻的那種心理狀態，是中國來的留學生確確實質的5受:穹
的用意，無非是想激動他們的自信心，來面對一個全然陌生的環罰。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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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家~立，語言是必需的媒介，這一關衛不破，你只好認命做「局外人J

和做生份，客氣不是別人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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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建議的也大右可談之處，只有留待之六之七了。要語者不要當我是說敬而

厭惡才好。 新 城 四 年

陳鵑蒜學長(右)訪問加卅日寺與陸俏如學長合攝於

金山大橋吽。(左=為金山橋所用鋼索擴切面)

編者按:本文作者蘭莘學長是美國西南區針織協會本年度主席。在

公共服務方面，曾經擔任所居住 Abernathy 布特種教育委員會委員。足

見陳學長的見地和經驗對本文所述極具權威性，語短心長。

原學長久居德州，今年年初往洛拉磯按女，順路往三藩市訪系封給

球、陸掏如兩對學兄授;適逢張痔基學兄由臺來美公幹'也道出金山，參

9商朕達三卡年，一旦歡聚一堂，引為生2j5:一大樂事。!拘如學長摺下公務，

整整陪遊闊天，極盡觀聽味覺之娛。並在金鬥橋頭，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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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新戚在新店小初墾(小姐坑)，是基北縣一個新社區，由新誠實

業公司所聞闊。公司的創辦人，就是我們的技友搏積寬學長和學艘修澤蘭

姊妹。社區的名稱比較新額$11酸，按說海出聖經啟示銬，就是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海拔的意思。車進花園新誠，順故而下向右大轉彎，在公園背後

一個詞坡上就可若見用小禮木栽j亮的「人間天上J 四個大字，巧妙的點出

了花園新坡的意義。持兄vt儷，辜路藍縷，以啟山林，他們的眼光和毅

力，創業精神，使人敬佩。

我們怎會 F居花園新坡呢?說來話長。早在民國六十一年，故們就打

算為退休以後找個合適的養老之處。有一天在報上君到新說實業公司的廣

告?並經送次實地察君，認為尚合理想，於是憑信心付款簽約，定購萬壽

樓六樓相聯的三個房間，委託新鐵公司另為說們三人設計承造。當時筆者

個人的想法:第一，社區有基督歇會，從神的家襄可得些人間溫暖。第

二，我們是前江蘭給人，對社區襄新建的蘭溪公園，倍感豆豆切。第三，廣

告說明:萬壽樓專為單身的軍、公、教人民設計建造，右食堂、理髮、洗

-3史、圖書、娛樂、診療所等公共設施設想週到，不宮是老年人的安樂鄉，

正合我們退休養老的需要。第四，地點在郊外，比較闊車安靜，空氣:高

新，散步空間較康，有五十甲的大花園，讓我們徜徉，交通也還方便。雖

這攘，我們毅然決然的把前有的辛苦積蓄擺上了。

事過三年，度過了石油危機，到了六「四年卡一月，我們三合一的房

間大致完工，十九日遷入新居。光陰如超音速，蟄居瞬息將近四年o 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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