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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穫北美洲世界日報 及 孟郊母親節徵文比賽獎）  

  媽媽，我愛  妳  
王申培 ©（筆名 山風、海山）《劍橋遊子吟》 --- 我的遊子情懷 

「噢！當我能叫出母親這甜蜜的名詞，而她又能聽見的時候，誰又比我更幸福？

」  ─樂聖  貝多芬（Ludwig Beethoven）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漢·韓嬰《韓詩外傳·卷九》 

「孟郊故居遊子吟，曲罷不禁淚盈盈；  熱情學妹鮮花獻，轉與慈母何處尋  ？」  

  

我親愛的媽媽雖然已離世多年，但仍然好像無時無刻不活在我身邊。永恆的愛

，不老的心。  

 

   在我教學作和研究工作多年的美國麻州劍橋市﹐ 沿著牛津街和查爾士河邊﹐美麗的長

春藤聯盟哈佛大學校園內﹐有一座歷史悠久的音樂廳 - 培恩廳 (Paine Hall) 。長久以來﹐

不知演出過多少場精彩的音樂會。自然也包括了旅美華人的 MIT劍橋合唱團在內。每一次那

優揚樂耳的中外名曲﹐往往能激勵起中外聽眾熱烈的回響和感動。不僅宣揚了中華文化﹐促進

了東西文化交流﹐更不知撫慰了多少海外遊子的鄉愁。 

    在培恩廳舞台的上方,刻了許多偉大音樂家的姓。包括了樂仙莫扎特、舒伯特、 

音樂之父巴哈、樂聖貝多芬﹐噢﹐對了﹐還有常被世人與巴哈和貝多芬合尊稱為 

三 B的布拉姆斯。多少年來﹐不論是在臺上表演高唱或是在臺下聆聽欣賞﹐我總能覺得被一種

溫馨的氛圍環繞著﹐能感受到這些偉大心靈的振撼。譬如一見到貝多芬的名字就會想起「第九

《合唱》交響樂『歡樂頌』」﹐一想起莫扎特就會聯想到歌劇「費加諾的婚禮」﹐巴哈﹐則是「佈

蘭登堡協奏曲」﹐舒伯特﹐「鱒魚」、「聖母頌」和「野玫瑰」。而布拉姆斯呢？噢﹐怎能不教人

想起他的傑作《大學慶典》序曲。尤其是其中由銅管合奏出的莊嚴主題「耶拿」（Jena）大學

的學生會歌「我們建造了巍峨的殿堂」（Wir hatten gebauet ein stattliche Haus）《《且且讓讓我我

們們歡歡笑笑吧吧》》（（GGaauuddeeaammuuss  iiggiittuurr））。有趣的是﹐此曲與我國唐朝大詩人孟郊膾炙人口的傑作《遊

子吟》﹐無論是在意境、結奏、和韻味上都自然而然地配合得天衣無縫。至今還有很多人以為

這有濃厚中國風格的歌是中國人作的曲哩。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中外英雄所見略同﹐

文學、藝術、音樂、文化本無國界﹐雖有差異但更有不少相通處。多麼有趣有意思的巧合阿。.... 

http://tw.myblog.yahoo.com/dieskau-dieskau/article?mid=7922&prev=7924&l=f&fid=27
http://mypaper.pchome.com.tw/cfh95/post/1312214544
http://mypaper.pchome.com.tw/cfh95/post/131221454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kDjH8sK7m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kDjH8sK7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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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 無論是海峽兩邊和太平洋兩岸﹐或全世界各地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能聽

到這首歌曲《遊子吟》。尤其是每年母親節﹐籍著這首充滿感性的曲子﹐由衷傾述了普天下的

慈母心和遊子情懷。更不知激發了多少人的熱淚。少小時在台灣長大﹐從小學到中學到台大

合唱團﹐乃至來美後在 MIT 劍橋合唱團﹐這首歌一直是我的最愛。每每帶著淚水唱這首《遊

子吟》時﹐又怎能不想起自己的母親來﹖. . . 

    那正是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歷史上最多災多難天翻地覆動盪不安的時代。腐敗的滿清政府剛

被推翻﹐ 民國初年軍閥各地割據分裂的局面眼看就要被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成功。卻引起強

鄰日本帝國主義的覷覦﹐發動全面侵華﹐掀起二次世界大戰。億萬炎黃子孫民眾倒懸﹐神州錦

繡河山慘遭蹂躪﹐中華兒女生靈塗炭﹐龍的傳人遍地呻吟。爸爸毅然投筆從戎﹐從山東老家離

鄉背景，跋涉千山萬水 隨著部隊 轉戰到 四川成都。在那兒認識母親，結婚生下姐姐川培和

哥哥蜀培。抗戰勝利後，不幸國共內戰接踵而至，全家再隨政府逃難到剛剛從日帝手中光復的

寶島台灣省。於是乎，我就如此這般地在新竹空軍基地樹林頭 眷村長大。  

    爸爸常隨部隊調動，很少在家。學醫的媽媽一面在空軍診療所服務，一面照顧家事養兒育

女倍極艱辛。母親教養子女，非常尊重我們的性向和志興。姐姐從小就喜歡音樂。小學時家裡

買不起鋼琴，她就把媽媽的洗衣板抱在腿上，把板上凹凸不平的格子當作是鋼琴的黑白琴鍵，

一面唱著旋律一面用雙手手指演練彈琴的動作。看得媽媽心愛、心酸又心疼。終於咬咬牙費盡

心血積蓄買了架鋼琴，培養姐姐進入音樂學校。哥哥身材魁武一副山東大漢的模樣，從小就喜

歡玩飛機模型，常常看著蔚藍的天空出神，壯志雲霄。媽媽雖然捨不得覺得危險，但仍然尊重

哥哥的志趣，培養他進入空軍幼校、官校。後來果然跟爸爸一樣作了飛將軍，翱翔青天白雲間。

而我哩？從小喜歡數學理工，後來自然就進入交大和台大電機研究所。三個小孩能各得其所，

志趣得以發揮，人格正常成長，母親相夫教子，操勞家務，愛心養育，實有莫大的影響。  

    但影響我們更深的是爸媽的宗教信仰，帶領全家都成為基督徒，相信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

主宰， 耶穌基督的愛可以拯救世人得永生。這信念影響我們全家至巨，支持著我們屢屢度過

慘烈的遽變和危難。 想著、想著，我的眼睛不覺再度模糊起來。淚光閃閃中，我彷彿又回到

交大要畢業的那年，在空軍當飛行軍官的哥哥不幸為國捐軀。噩耗傳來有如晴天霹厲，家中一

片愁雲慘霧。爸媽更是傷心得悲痛欲絕。親友和姐姐在新竹一女中的學生紛紛攜帶鮮花來慰

問，至表哀悼。媽媽卻強忍著淚水拿出聖經要姐姐翻開《約伯記》，一句一句唸給他們聽，反

而安慰大家。我當時望著房間角落哥哥心愛的吉他和聖經筆記本，想起他在信中對我說的：『小

弟，記著，我們如果勇敢作戰，如同英勇的士兵，神必從天上幫助我們！切記，﹤詩篇二十三

篇﹥：「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 . 我雖然行過死陰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

為你與我同在。你的竿你的杖都安慰我 . . .」我一時竟悲從心來，淚如雨下泣不成聲。原本

懸掛在客廳天花板上的吊燈，不知怎的忽然掉了下來。只聽見『嘩啦！』一聲，玻璃碎片砸得

滿地都是。所幸無人受傷，但卻把我從極度悲痛的昏玄中，驚醒了過來。好像上帝藉著哥哥在

天之靈，給我們敲了一記暮鼓晨鐘，要我們不要太傷心，要警醒振作起來！  

    三兄弟姐妹當中，哥哥長得最像爸爸，最有愛心也最孝順。他在家時，常以身作則教導我

如何作家事為爸媽分勞。爸媽的皮鞋他擦得最亮。後來他去了岡山空軍官校，有一次收到媽媽

寄去的雞腿，他馬上回信說：『一隻雞只有兩隻腿，應該讓爸媽享用，寄給我實在太不敢當

了 ...』媽媽看了信，眼圈發紅。哥哥去世後，我為了安慰爸媽，討爸媽高興，常刻意把爸媽

皮鞋擦得亮亮的。但爸媽卻抱著烏黑發亮的皮鞋，老淚縱橫，因為：『一看到就想起哥哥。』 ...  

    我們全家都極重感情。這麼多年骨肉手足之情，更何況哥哥是三代單傳下來的長子。家中

突然遭受這麼大的打擊變故，本來是很容易就被擊垮，從此一蹶不振的。好在信仰給了我們力

量，聖經的話成了我們日用的靈糧，支持住我們全家於不墜。爸爸更因此進入一傳道學校，後

來成為傳道人，四處宣楊福音。這一切奇異恩典若不是因著神的大能大愛又是什麼呢？  

    父親去世後，正值大陸從閉關自守中逐漸開放。我陪伴年邁的母親回到成都老家探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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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親友早已在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鬥慘死，母親與四十多年不見浩劫餘生的親人相擁哭

成一團，隨後更哭倒在外公外婆墳前。可憐母親早年隨從軍中的父親離鄉背井，『別淚遙添錦

水波』，在亂世中巔跋流離，輾轉征戰倍極艱辛。從此海峽兩岸隔離，四十年音訊全無。如今

母親『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白髮」衰』，不見爹娘最後面，哭倒墳前淚雨垂。在這天

災人禍的大動亂時代裡，不知有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相愛的人被迫分手，『悠悠生死

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人世悲涼如此，情何以堪？那年春天，到碧潭空軍公墓為哥哥的

墳掃墓種松。在高高的「碧血英風」紀念碑前，我一直擁著母親輕拍她老人家的背，手巾全濕

了。我強忍著淚水，抬頭舉目仰望滿天的晚霞。唉，多少青年離開心愛的人，為國捐軀，埋骨

在這青松翠柏的山間，精神靈魂與天地常存。想想，才二十多歲的嫩骨啊，那不正是當年推翻

滿清創建民國的革命先烈﹐林覺民一般大的年齡嗎？不正是生命力最旺盛﹐充滿希望前程似錦

的豆蔻年華嗎﹖怎不教媽媽錐心泣血慟哭愛兒 ？  

    來美二十多年，幸賴老天保佑，辛辛苦苦總算學有所成，成家立業，媽媽她老人家來往於

東西兩岸姐弟家中含飴弄孫安享天倫晚年。然而『神未曾允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香常

蔓』，萬萬想不到家中災變再起。那年紐英倫的冬天特別冷，創下最低溫和降雪量的最新紀錄。

寒風刺骨的凌晨，天還沒亮，白色的雪花自天空中冉冉飄落。我和小兒球球睡眼惺忪地勉強起

床，出門刷車鏟雪然後挨家挨戶送報。天雪路滑，寸步難行，真個是『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

太行雪暗天』。一不小心倆人都摔了一大跤。腰腿摔得好痛，父子不禁相擁成一團，互相安慰。

我緊緊的抱著小球兒，望見他被寒冷的西北風吹得鮮紅的小臉，發紫的嘴唇，頭上帽子破的洞

一直沒縫補起來。唉，可憐沒娘的孩子，不知怎的忽然想起那首兒歌：『世上唯有媽媽好/ 沒

有媽媽的孩子最煩惱/ ..』 一時激動莫名情不自禁，滿眶熱淚一滴滴落在雪地上。把大地的

冰雪融化成一道道江河﹐ 好個﹕「無邊『熱淚潸潸』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君不見黃河『淚

水心中』來﹐安奔流到海不復回」。前些時候不是還與『她』在一起歡唱麼？不是還手牽著手

沿著劍橋美麗的查爾士河邊﹐ 哈佛和 MIT碧綠校園青翠的草地上散步嗎？不是還歡歡喜喜地

一起參加愛兒小球的音樂劇表演嗎？不是還在孤燈月影下幫她把論文一頁頁掃描進電腦裡，再

一張張打印出來合作愉快嗎？十多年來好不容易父兼母職，幫『婦』教子，千辛萬苦幫助她來

到美國，得到公民，完成她心願得到哈佛博士學位，找到她所喜歡的理想教授職位 ...怎麼如

今轉眼義斷情絕翻臉就走？...我屢屢在電話中跟媽媽說著說著就會泣不成聲，甚至忍不住大

聲哭喊道：『媽媽呀！媽媽呀！我怎麼這麼笨？十年了，居然一直被瞞在鼓裡一點都不知

道 ...』年邁白髮蒼蒼的媽媽於心不忍，從西海岸加州那兒飛過來，抱著安慰我拍我的背，說

道：『乖兒子，你不笨...因為你太愛她，全心信任她，從不懷疑她，也從不懷疑自己一向尊敬

的有婦之夫爺爺輩長輩，所以才不知道 ... 真虧 老天保佑你，還好你一直都不知道，所以才

能安然度過。否則萬一被你無意中撞見 ... 那後果真不堪想像 ...』  

     阿，不是嗎？想想【金瓶梅】裡潘金蓮的丈夫武大郎不幸被西門慶和潘金蓮害死的故事，

還有最近發生在 D.C.年逾古稀 張天 X老作家『乾女兒』賀 X珍女士的丈夫周 X 揚君的命案，

不都是因為被當事人撞見，洞悉秘情，而釀成的不幸家庭大悲劇嗎？... 真是感謝上帝藉著媽

媽慈祥濬智的言語，一針見血，最佳良藥。使我心胸豁然開朗，不再怨天尤人。每當偶而情緒

不佳陷入痛苦的回憶中無法專心作事，我就會想起媽媽引用聖經激勵我的話：『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向著標竿直跑！』就會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從天而降，支持著我從新振作起來。 

    1996 年欣逢母校交大百周年校慶，大陸四個校區和台灣省校區聯合起來舉行盛大隆重慶

典。我接到請柬，卻猶疑良久，不肯成行，很怕碰到同窗老友攜家帶眷妻女成群歡歡喜喜來參

加，我能說些什麼呢？多尷尬阿！但媽媽不斷鼓勵我應該去，：『孫兒我來帶，你就去散散心

罷。』多謝慈母心，我終於參加了這次百年難得一見的，橫跨中華大地海峽兩岸五市 新竹、

上海、西安、成都、和北京的歷史壯舉。到達西安交大時，經過李白、杜甫、白居易、孟郊等

的故居，我籠罩在一股濃郁的唐詩氛圍中，興奮極了﹐感觸啟發良多。在依依不捨溫馨的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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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我忽然又想起當年出國留學在機場上爸媽送行的時候，和參加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

當春末夏初遍地油綠似海的六月哈佛園 (Harvard Yard)﹐按傳統在畢業典禮上高奏起布拉姆

斯的《大學慶典》序曲時﹐我自然而然地唱起那首《遊子吟》。而此刻人就在孟郊的故居，深

覺慈母祖國的溫馨感招﹐更是情不自禁地懷著遊子回鄉回到母校的心情高歌起孟郊作詞，布拉

姆斯作曲的歌來：『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

春暉。』 唱完，一群可愛的交大母校學妹抱著鮮花蜂擁而上，獻到我胸前。我接到這些各色

各樣美麗的鮮花，一時驚喜莫名，下意識轉身想遞送過去給『她』，才猛然醒悟到那個人早已

遠離我而去。一時觸景傷情 悲從心來，鼻子一酸，眼睛一濕，淚水像秋雨般奪眶而出，沿著

面頰滾滾落下。只見一顆顆豆大的熱情淚珠﹐轉化成一個個美麗的中國文字，串聯成一首短短

的詩句： 『孟郊故居遊子吟，曲罷不禁淚盈盈； 熱情學妹鮮花獻，轉與嬌妻何處尋 ？』  

    這首短詩後來發表在交大【友聲雜誌】裡，但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能了解其中的心酸。恐

怕知我者唯有我那年邁白髮的娘罷？唉，真想不到，人進中年，早該反哺孝敬母親才對。卻反

而還要母親操心，倒過來照顧安慰我，我何其不孝？ 

    前一陣子到加州蒙特里公園小鎮母親的公寓去共度聖誕和新春佳節。看見她老人家日益灰

白的蒼髮和微駝的背脊﹐心裡又是一陣抽痛﹐忍不住再掉了淚。趕快把頭調轉回去﹐以免媽媽

瞧見我眼眶的淚跡。好在老天保祐﹐母親去年通心臟血管手術順利成功﹐在醫師定期體檢和護

士經常的細心照料下﹐身體健康恢復得也很快。後来又能照常參加教會詩班練唱﹐生性樂觀豁

達的老媽總是樂於幫助照料其他老弱病患。以前在臺灣新竹樹林頭軍眷的鄰居，有一幼子深為

氣喘病所苦。經常半夜三更哭鬧得睡不著覺。媽媽二話不說，提起針筒就去義務給他一針。他

馬上就安靜下來，可以安穩飽睡一覺直到天明。後來移民到美國加州蒙特利公園市，義務教新

移民英文﹐大家都尊稱媽為“王教授”。和協助移民局和市府官員，以及幫助經營旅行社的朋

友當翻譯，“打電話服務就來。”鄰居都半開玩笑地說：“你們家一老、一少，有兩位教授哩！”

當時大家庭都生活得充實快樂。尤其看到了孫兒和外孫﹐三代同堂﹐共享天倫之福﹐全家歡聚

在一起﹐其樂融融。媽常說﹕『知足常樂﹐不求榮華富貴﹐不爭名利權威。生活得健健康康勝

財富﹐平平安安就是福﹗』聖經上不是也教導我們說﹕『要常懷感恩的心﹐神的恩典超出我們

的所需所求。』的確﹐神愛世人﹐所以創造母親﹐把 祂的愛伸張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回想母

親坎坷的經歷﹐使我再度感受到慈母無私的愛心浩天罔極﹐身為兒女的我們再怎麼作又如何能

報答母愛的萬分之一呢﹖噢﹐難怪一千多年前﹐唐朝大詩人孟郊就吟詠道﹕『誰言寸草心，報

得三春暉。』不知激起多少人的感動和共鳴。 

    我不禁又再度回想起我最敬仰的 樂聖 貝多芬 來。這位被 樂仙 莫扎特 讚譽為﹕『一定

會震撼全世界的』曠世天才中的天才﹐不僅有登峰造極世人無以倫比的音樂上的巨大成就﹐更

令人欽佩的是他崇高的人格和孝心。他早年就離開波昂的家鄉遠赴維也納遊學﹐心中卻時時惦

念著慈母。我曾數度前往維也納踏尋樂聖的縱跡﹐造訪貝多芬的故居。在維也納中央公園景仰

憑弔他的墓碑時﹐往往激動的不能自己。我最不能忘懷的是他所說的﹕『母親對我這麼仁慈﹐

那麼值得愛戴﹐『噢！當我能叫出母親這甜蜜的名詞， 而她又能聽見的時候，誰又比我更幸

福？』 』而 布拉姆斯之墓就在樂聖的鄰近旁邊。我每次含淚聆聽口唱布拉姆斯作曲﹐孟郊作

詞的這首《遊子吟》﹐就會想起樂聖這句名諺。啊﹗上帝創造萬物和人類多麼神奇奧妙阿。無

論東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少﹐所有全人類原本都是出於同一根源﹐大家原來都是同一家人骨肉

兄弟情同手足阿。也難怪種族國籍地域雖有差異﹐但慈母愛心和遊子愁情卻不隨文化語言風俗

而有所不同。不是嗎﹖樂聖貝多芬和詩人孟郊的肺腑之言不都一語傾述出了古今中外普天之下

的慈母心和遊子情嗎﹗多少年來﹐偉大心靈不知啟發了多少人啊﹗ 

    那年母親節﹐在模範母親表揚大會上﹐我站在媽後面﹐自然而然地輕唱起﹤遊子吟﹥來。

唱完，只見媽和旁邊幾位老太太眼眶中都閃著淚光。媽媽很喜歡大自然﹐客廳和陽臺上種滿了

各種各樣的花卉和番茄黃瓜等蔬菜﹐並經常與鄰居好友分享。媽媽也很關心國家大事。香港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y2jWBwiGWs&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0CXgPnNcJ4&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pv4M8ClJns&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rqtUQD-5M&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rqtUQD-5M&feature=related
http://tieba.baidu.com/f?kz=206094311
http://www.hudong.com/wiki/%E8%8E%AB%E6%89%8E%E7%89%B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3XlCEY3o1I&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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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祖國那天﹐媽從電視實況轉播﹐眼見英國八爪鱆魚烏賊旗墜落下﹐中國旗冉冉升起﹐雄姿英

發地飄揚在青天百日蔚藍的天空。分離了九十九年的香港終於會歸到祖國的懷抱。媽感動的熱

淚滿眶。因而激勵我的靈感作成一首中英對照的詩﹕“小龍回歸母親懷抱”﹐被入選為 1997 

年美國詩人協會最佳編輯獎。媽經常提醒我們要愛惜環境﹐不要浪費食物。帶回家的朔料袋和

打包器皿﹐凡能再使用者﹐一定洗乾淨保留﹐絕不輕易丟棄。媽常說﹕“人類若再不好好保護

環境﹐地球恐怕很快就要毀滅了﹗”媽愛家人﹐愛親友﹐愛國家﹐愛社會﹐愛世人﹐更重要的

是﹐媽敬愛上帝﹐宇宙萬物的主宰。 

    如今﹐媽媽已離開了我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心中萬萬捨不得。但

媽媽走得安祥寧靜﹐沒有痛苦﹐俩個孫兒、四個外孫兒也都長大成人﹐沒有遺憾﹐也不再有憂

愁。媽媽被  神接回天家﹐安息在主懷裡。將來我們都會歡居在天家。誠可謂 “這世界非我

家﹐我無一定住處。我積財寶在天﹐時刻仰望我主。天門為我大開﹐天使呼招迎迓。故我不再

貪愛這世界為我家。” 媽將永遠活在我心中。 我永遠不會忘記媽的愛心 和關愛鄰舍﹑社會﹑

國家﹑和世界的胸懷。我何其有辛﹐能有這樣充滿 愛心 ﹐全世界最美麗的媽媽。              

 -- 謹將此文獻給普天下慈母﹐並祝禱我的祖國和同胞國泰民安富強康樂 

附﹕作者與母親及家人照片 數張 

  

    作者與母親攝於模範母親表揚會(美國 LA)         作者與母親王羅淑貞女士攝於洛杉磯演講會(美國加州)  

        

                    母 與 子                                   《劍橋狂想曲》 作者 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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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母親、大兒大元、小兒大文孫兒三代同堂 (攝於加州家中) 

 

  

作者、母親、大兒大元、小兒大文孫兒三代同堂 (攝於加州，蒙特里公園家中) 

 

       

           作者、母親、大兒大元、小兒大文孫兒三代同堂 (攝於加州，蒙特里公園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