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羈旅雁鳴》 
 
 
       《覊旅雁鳴》第二章采風巴拿馬(續） 
        第20篇：老兵離家八十年 
        老兵郜慶福是我旅居巴拿馬20個年頭（1979-1998)的摯友，祖籍河南南陽，是我的小同

鄉。 
        他與1949年隨軍撤退到台灣的老兵一樣，大半輩子過著骨肉皆分離，無家問死生，默望

明月思念故鄉而淚下的日子。 
        民國106年(2017年)10月14日，兩岸開放探親30年，自他民國28年(1939年)從軍報國以

來，前後79個年頭，未曾回過他的故鄉。民國107年(2018年）6月11日，以98歲高齡，終老

於巴拿馬(1） 
        郜慶福，民國10年(1921年)11月24日，誕生於河南南陽武侯祠以西10里的一個農村。郜

家在南陽夲是望族，自其祖父一代，家道中落。其父育有四子一女，郜慶福排行老三，上有一

個姐姐一個哥哥，下有兩個弟弟。兒時的他是個過動兒，結夥打架滋事是常態，父母拿他毫無

辦法。 
        民國19年(1930年)，經其舅舅的一位河南登封同郷，推薦至嵩山少林寺拜師習武長達八

年，學得一身少林功夫，並且讀完論語、孟子。(2) 
 
       民國26年(1937年)夏天，少林寺的一場火災，燒毀了面南一邊的禪房及臥房。接踵而來的

是，家鄉傳來郜慶福的父親過世的消息，他兼程奔喪，受戒剃度延期。 
        回到家中，看見臥病在床的母親，他一頭栽到媽媽懷裡，痛哭失聲。此時的郜家，大姐

已遠嫁信陽，大哥在湖北襄陽為一家商行當帳房，眷屬也遷居襄陽。兩個弟弟在縣城當學徒，

也不常回家。在母親軟硬兼施、頻頻勸說下，未料生性倔強的郜慶福，順應了母意，打消了剃

度出家的念頭。 
        隔年(1938年)春節前，他與鄰村指腹為婚待字閨中的薛姓姑娘結為夫妻，次年生下一

女。 
        民國28年(1939年)9月18日，郜慶福清楚記得，兩名低階軍官、五名士兵，由鄉長陪同，

來到一處桑田，對正在田中工作的郜慶福夫婦，說明來由。 
         郜慶福被帶往一處新兵訓練中心，隸屬國軍第13軍(軍長張雪中)，被編入新編第1師。鄕

長安慰哭倒在田中的郜妻，鄉公所每季會發放征屬安家費，照顧生活。(3) 
 
       到了新兵訓練中心的郜慶福，情緒起伏跌到谷底，惶惑、驚愕、憂鬱、沮喪、憎恨，甚至

衝動到想要大開殺戒。這不是個案，而是普遍的現象。當時政府沒有一套完整的兵役制度，引

起諸多的民怨。 
        軍方無奈於事實的存在，對待新兵只能用嚴明的紀律和鋼鐵般的訓練教化。訓練中心的

政治教官，更以淺而易懂的史例，説之於理，動之以情。 
        郜慶福比起其他同袍，悟性較快，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念頭轉變。這跟他在少林寺學習

武禪有關。受訓期間表現特別的優異，結訓分發由二等兵擢升為下士副班長。 
        民國30年（1941年)1月底，日本軍基於以戰養戰策略，對民生及戰略物資最富足的河南

南部地區，發動豫南會戰。國軍第5戰區(司令長官為李宗仁)動用18個軍25萬兵力，對抗日軍6
個師團、1個旅團、兩個戰車聯隊，兵力15萬人(全軍總司令為園部和一郎)。 
        日軍沿平漢鐵路，由武漢北上，與國軍第13集團軍(司令官為湯恩伯)激戰於舞陽，第2集
團軍(司令官為孫連仲)及第33集團軍(司令官為馮治安)兩軍支援圍攻，日軍潰敗而退。 



        此役郜慶福初生之犢不畏虎，帶領弟兄衝鋒陷陣、陣前殺敵，虜獲日軍軍車一輛，撃斃

日軍十餘人。深得長官嘉許，記戰功一大功。(4) 
 
        豫南會戰始於民國30年(1941年)1月24日，終於2月13日，全程21天，國軍大 ，是抗戰

中期的一次重要戰役。 
        這年夏天至民國32年（1943年)春天，河南發生大旱災，大部份地區絕收。大旱之後又造

成蝗災，飢餓遍及全省110個縣市，餓死300萬人，消息一直被封鎖，直到抗戰勝利之後。 
        陸軍新編第1師，也就是郜慶福服役的部隊，駐防在禹縣、伊陽一帶。部隊嚴重缺糧，一

日三餐改為兩餐，兩餐均為地瓜稀飯，蘿蔔乾視為佳餚。 
        相反地，日本軍隊雖然受到影響，但後勤補給無缺。這年台灣稻米盛產，由高雄港運往

廈門，再北上河南，到達日軍駐地。民國27年(1938年)5月，日軍就攻下廈門，一直佔據到抗

戰勝利。 
        民國30年(1941年)秋天，由於沙門氏桿菌的傳播，國軍部隊受到俗稱腸熱病，也就是傷

寒的威脅。郜慶福連上的官兵，一半以上受到感染，戰力嚴重受到影響。若不治療，會造成小

腸出血穿孔，甚至死亡。 
        在那個年代，國軍醫藥嚴重缺乏，如此普及性的感染，醫官也束手無策。郜慶福得自於

中醫舅舅的一點醫學知識，帶領連上弟兄，到山 捕捉野狗，燉煮而食，死馬當活馬醫，居然

逐漸康復。(5) 
 
        豫南會戰之後，郜慶福被整編至新編第8師，屬第14集團軍(總司令為劉茂恩)，民國30年
（1941年)5月7日至6月2日，參加晉南中條山會戰，英勇殺敵負傷，成二等殘。療傷數月後，

改派至新編22師(師長為邱清泉），屬第5軍(軍長為杜聿明)。 
        民國30年（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次日國民政府對德、義、日宣戰。 
        民國31年(1942年)1月3日，盟軍中國戰區統帥部成立，蔣中正委員長任最高統帥。 
        民國31年(1942年)2月16日，國軍第5軍、第6軍、第66軍，奉派至緬甸，支援英國軍隊

作戰，因此郜慶福隨軍到了緬甸，成為第一批中國遠征軍的成員。(6) 
 
        部隊由滇緬公路進入緬甸，由於郜慶福年輕、反應靈敏、學習力強、能擔當重任，被分

派到輜重連，擔任駕駛兵，負責槍砲彈藥、重裝備及軍需用品的運輸。行駛在雲貴高原經過滇

西縱谷，這條崇山峻嶺、蜿蜒千里的中緬公路上，入境緬甸。 
        這條由國人自行測量設計建築，動用工兵部隊及百萬民工，粍時近四年的抗戰運輸通道

，起自雲南昆明，終至緬甸臘戍，全長1453公里，建於民國27年(1938年)春天，民國30年
(1941年)全線貫通。 
        到達緬甸的各軍部隊，分區暫駐在臘戍、麥苗、曼德勒(Mandalay)等英軍營房，數月後

有了自已的營區。 
        國軍入緬初期，士氣高昂、鬥志昂揚、前仆後繼，多次擊敗日軍，獲得同古、仁安羌、

西塘河谷、棠古等地爭奪戰的勝利。(7) 
 
       國軍派出遠征軍赴緬，目的在確保印緬國際通道及中國後方安全。英軍目的則在利用國軍

，掩 撤離緬甸保住印度。 
        再來指揮官史迪威指揮無方，與英軍協調不力，經半年的慘烈戰鬥，國軍傷亡慘重。主

力不得已，奉最高統帥蔣中正令，越野人山轉進回國。 
        之前4月19日，新38師師長孫立人，指揮第113團圑長劉放吾上校，率領三個步兵營，兵

力僅1121人，奇襲仁安羌日軍第33師團。因戰術運用成功，以寡擊衆，日軍慘敗，倉皇撤

離。解救了被圍英軍第1師7000餘人，及被俘記者、教士等500多人。獲得國際媒體廣為讚揚

報導，孫立人一戰成名。 



        此時的郜慶福已被擴編至新編第1軍(孫立人擢升為軍長)，隨部隊開赴印度，在戰車第1營
開坦克車，頗受營長趙振宇的賞識，晉升爲上士班長。 
        在緬甸期間，郜慶福有三件事情，記憶深刻。(一)，初入緬甸在英國軍營用餐，官兵不習

慣西餐牛奶、起司、咖啡，也不知如何使用刀叉，近三分之一官兵腹瀉。 
        (二），中英舉行同樂晚會，郜慶福表演少林氣功，將一個5磅重的花瓶，吸離桌面二呎

，在空中停留一分鐘。並臨時起意，一人空手格鬥英軍四人，英軍個個被撂倒在地。 
        （三)，民國31年(1942年)3月，同古之役，國軍大 ，救出日本《兵站指定慰安所故鄉》

，包括來自朝鮮、台灣、中國大陸的數名慰安婦。中英雙方組成專案小組，了解日軍強征慰安

婦的事實，為歷史作了一次見證。(8) 
 
中國遠征軍新22師及新38師撤退至印度後，進行擴編為新1軍，軍長為鄭洞國，後為孫立人。

民國33年(1944年)年初，國民政府空運第14師及第50師，編成新6軍，軍長為廖耀湘，國軍駐

印總兵力達到10萬人。 
 與其同時，國內在雲南，第11集團軍及第20集團軍，組成二次遠征軍，由衛立煌指揮

，於5月11日強渡怒江，向日軍發起攻擊。 
 民國33年(1944年)3月3日，國軍駐印度部隊，進入緬甸，成功突撃日軍第18師團。兩

日後，一舉攻下孟關，然後勢如破竹，3月9日攻下瓦魯班，8月1日攻下密支那。此時，十萬

青年十萬軍，加入了遠征軍行列。 
 民國34年(1945年)1月27日，駐印國軍與二次遠征軍會師於緬甸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

，恢復了中華民國西南的國際通道。 
 在此之前，將近兩年時間，為確保後方安全，維持國際補給線暢通，所有援華物資，

均由印度以美國運輸機，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國內，號稱《駝峰空運》。（9) 
 
        隨部隊到達印度的郜慶福，進駐藍姆伽(Ramgarh)美軍訓練基地。立即換裝並接受為期三

個月的密集訓練。開訓典禮由駐印軍總指揮史迪威及廖耀湘、孫立人兩位軍長共同主持。 
        開訓典禮前，官兵接受換裝，中正式步槍改為湯姆生衝鋒槍，布帽、草鞋換成鋼盔、皮

鞋。棉質軍常服，換成輕便的卡其布軍便服。尉級軍官每月可領薪餉美金30元，士官20元，

士兵10元（民國42年時，國軍一名陸軍上士，月薪是新台幣30元，1美元可兌換新台幣40
元)。 
        郜慶福接受美軍教官的坦克作戰訓練，受訓時數比一般官兵多出四分之一。教練坦克為

美製M3A3，作戰時則為M4A4。 
        每週六下午及星期日放假，官兵多半在營區內的美軍官兵俱樂部活動。也可外出至藍姆

伽市中心逛街丶用餐、採購。 
        由於郜慶福 於學習、領悟力強，沒多久，就能用英文簡單句，或單字或肢體語言，與美

軍交談。(10） 
 
        民國30年(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中華民國對曰抗戰進入

後期。民國33年(1944年)春，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一再失利，敗象已露。國軍在亞洲戰場上英

勇殺敵，與美英同盟國協同作戰，反攻滇緬，打通了中印國際公路。 
        郜慶福回憶在印度開戰車，反攻緬甸的往事，在五次攻城戰中，戰車打前鋒，步兵通信

兵隨其後，戰機情搜掩 在空中，(遠征軍戰車營，配備無線電通信車五輛，可與空中聯絡)，
有三場戰役記憶猶新。一，民國33年（1944年)2月，在緬甸北部胡康河谷，與日軍激戰三日

後，佔領孟關。 
        二，民國33年(1944年)3月，瓦魯班戰役大 ，撃斃日軍大佐(團長、步兵聯隊長)兩名，

中佐(戰車兵聯隊長)一名，及官兵450餘人。並擄獲日軍第18師團(司令官為牟田口廉也)關防

等重要文件。 



        三，民國33年(1944年)12月10日，戰車第1營，在密支那附近叢林，涉水搶攻日軍八莫基

地，完成任務。 
        民國34年(1945年)5月1日，國軍支援印緬英軍光復仰光。中華民國駐印國軍，奉令返

國。郜慶福隨軍回到昆明，這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9月9日在華日軍代表岡

村寜次，在南京陸軍官校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之代表何應欽上將投降。(11) 
 
        中華民國對日抗戰最終以慘勝結局，國際及國內輿論醞釀裁軍，這對八年抗戰精疲力畫

，極須恢復元氣的國軍而言，無疑是個佳音。此時離家已經六年的郜慶福，極欲解甲返鄉與家

人團聚。 
        無奈抗戰勝利後的次月，中國共産黨發動全面解放戰爭，民國34年(1945年)年底，內戰

就在東北開打。使得原本應該在戰後進行建設的中國，失去了和平的機會。 
        國民政府迫於現實，非但沒有裁軍，反而擴編部隊。 
        有《天下第一軍》美譽的遠征軍新一軍，奉令調往東北打內戰，郜慶福因此就到了遼寧

錦州。(12) 
 
        郜慶福在東北參與了兩次戰役，一為四平街會戰，一為長春保衞戰。四平街又稱四平市

，位於東北松遼平原中部，1946年時人口只有10萬人，中長鐵路與四梅鐵路交會點，東北的

軍事重鎮，蔣介石曾說沒有四平就沒有東北，毛澤東在四平會戰中，曾下達近十道緊急命令，

不惜代價務必攻下四平。 
        中共軍在林彪的指揮下，動用了30萬兵力，與國軍新一軍、新六軍、青年軍等七個軍28
萬人對抗。 
        此時的郜慶福已是新一軍戰車連的一名少尉排附。 
        在四平街會戰第一次回合中，孫立人的新1軍，只動用了一個團，就頂住了林彪4個師2個
團的圍攻，提起孫立人林彪就聞風喪膽。 
        在以後的三次回合中一次比一次激烈，第四次回合中，中共啓用人海戰術，驅趕百姓打

頭陣，屍體堆集如山。如此慘烈，國軍已不忍心再戰，郜慶福當時涙流滿面，無法扣動板機，

奉令撤退。民國37年(1948年)3月13日，四平市淪入中共手中。會戰自民國36年(1947年)6月
11日起，一共277天。(13） 
 
       四平街會戰之後，遠征軍新1軍駐印度時的一位翟姓連長，是郜慶福的直屬長官，奉調新7
軍，郜慶福跟隨這位翟連長，也到了新7軍，駐守在長春。 
        民國37年(1948年)5月至10月，中共解放軍向長春圍城，指揮官材彪下達上級命令《要使

長春成為死城》。國軍指揮官鄭洞國率領第60軍及新7軍抵抗，並實施宵禁，平民不得出城。 
        長春位於四平市東北方約100公里，伊通河在其東，各支流經過南門、五虎屯、西北門，

可說是四面皆河。解放軍動用20萬人，將長春城團團包圍，在戰術運用上確是上上之策。 
        解放軍在城外挖掘戰壕，切斷供應給城內的地下水，長達五個多月，國軍彈盡糧絕，平

民16萬人活活被餓死，彷如人間地獄。國軍數度突圍，均未成功，郜慶福是少數脫困的散兵

之一。長春圍城國軍傷亡慘重，東北情勢急轉直下，10月18日長春失守，11月 2日瀋陽、營

口 共，11月12日錦州10萬國軍被困，部分突圍成功，解放軍佔據整個東北。國共第二次內

戰，中共發動三大解放戰役之一的遼瀋戰役結束。接下來就是平津戰役及淮海戰役(徐蚌會

戰)。 
        民國36年(1947年)9月16日，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重建於福建馬尾，有六個陸戰營直屬於

海軍總部，郜慶福這名散兵，被收編至第3營，民國38年（1949年)3月19日，海軍陸戰隊第1
師成立，郜慶福服務於第1旅2營移駐海南島，民國39年(1950年）5月，國軍撤離海南，郜慶

福到了台灣左營。(14) 
 



        郜慶福在台灣工作了15個年頭(1950－1964)，在陸戰隊第1旅服務期間，以少尉軍階擔任

該旅外島官兵聯絡室中的一名聯絡官，常駐高雄碼頭。 
        政府遷台初期，頒佈《大陸來台軍士官全面補辦核階任職條例》，他因沒有軍事院校學

歴，被核降為陸戰隊上士。民國44年(1955年)調往海軍軍官學校，車輛調度室任職，當時的校

長是宋長志少將。 
        郜慶福工作之餘，常結伴至高雄旗山，今高雄休閒農場附近獵殺野豬，成了同袍加菜的

美餚。 
        郜慶福是個老饕，也是一位烹飪好手，尤其是海鮮料理，是在高雄旗津一家海鮮餐廳拜

師學來的。(15) 
 
        民國44年(1955年)4月，當時郜慶福仍在陸戰隊第1旅，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

福海軍上將，訪問中華民國，參訪左營海軍軍區是行程之一。 
        國防部康樂總隊巡迴康樂隊，受邀在左營四海一家演出，節目精心製作，除了雜技、魔

術外，還安排了40年代美國流行歌曲演唱，及50年代美國時尚舞蹈。 
        當晚四海一家，中美將領雲集，雷德福上將伉儷，心情愉快輕鬆。節目最後，全體演藝

人員表演當年的美國熱門運動扭扭舞。邀請台下貴賓及官兵同歡，雷德福的夫人，興緻盎然，

臨時起意上台。沒想到郜慶福也跳上舞台，與雷德福夫人共舞。台下一片鼓掌叫好歡呼。海軍

總部政治部主任，卻顯得有些緊張，生怕郜慶福會失態，出了差錯。居然雷德福夫人稱讚郜慶

福的舞姿優美，翩翩曼妙。當時聯勤總司令黃仁霖也在現場，對郜慶福這位國軍士官的 巧、

氣概，表現的優秀，留下深刻印象。(16) 
 
        黃仁霖有一位在抗戰時期勵志社的廖姓舊屬，廣東蕉嶺人，國立武漢大學農學院畢業，

退役後與兩位昔日袍澤弟兄，在高雄旗山合開農場。與當地農民互動良好，切磋農技，産銷皆

有成績。 
        民國46年(1957年)夏天，黃仁霖伉儷受邀至農場避暑，享受山林之秀，田園之美，品嚐

山珍野味。 
        某日在旗山老街，黃仁霖等一行人，在餐館用餐，巧遇入山打獵歸來的一夥人，也來用

餐，手中還提著野兔、山鷄。黃將軍一眼就認出郜慶福在其內，相談甚歡。 
        之後每逢春節，郜慶福幾乎都會到台北黃府做客拜年。並親手烹飪一桌佳餚，為黃將軍

宴客。其中一道魚翅湯，頗受歡迎。 
        民國53年(1964年）11月，黃仁霖受命出使巴拿馬，需要一名侍衛及駕駛，黃將軍想到了

郜慶福相當適合，於是向軍中借調，郜慶福隨黃大使到了巴拿馬。(17) 
 
        甫至巴拿馬時的郜慶福，年僅43歲，正值人生中最具活力的階段。為了職務上的需要，

首要之務就是熟悉環境及學習西班牙語。幸得前任馬星野大使的司機，剛退休不久的一位略識

英語的巴拿馬人帶路，認識了由大使館前往機場、總統府、外交部、美國南方軍司令部等地的

行經路線。 
        大使館內有一位小郜慶福近20歲的薩爾瓦多籍，擔任雜役的安娜小姐，工作勤快、為人

和善，看見郜慶福眼神烔炯、反應敏捷、體格健碩，留下良好印象。在郜慶福的請求下，她很

樂意義務擔任西班牙語老師。不出數月，就可以用簡單西語與人交談，但陰陽不分、時態混亂

，閙了許多笑話。 
        大約是1965年春天或是1966年夏天，召開使節團會議，在巴拿馬酒店大廳，郜慶福認識

了兩位新朋友，分別是美國大使及日本大使的座車駕駛，當時中華民國與美國及日本，均有外

交關係。(18) 
 



       安娜是一位自恃，不屑依賴他人庇 而營生的人，又是一個厲行克己，耿直寛宏與真愛的

女性。但是她遇人不淑，令人費解。 
        她一生有過三次婚姻，為前兩任丈夫，七年之中生了五個男孩。兩個大男人都沒有正當

職業，又很縱情，見一個愛一個。夫妻仳離後，孩子歸母親撫養，孩子的爹一走了之，不知去

向，生活的擔子全壓在安娜身上。郜慶福見狀，不時給予經濟上的支助，安娜自然是感激不

盡。(19) 
 
        民國58年(1969年)12月16日，一次軍事政變，杜里荷上校取得政權，選擇拉卡斯

(Demetria Basilio Lakas)當總統，杜里荷升上了將軍，成為巴拿馬共和國實際領導人。 
        民國59年(1970年)11月，黃仁霖大使在官邸宴請拉卡斯總統，由郜慶福協助廚師烹製海

鮮酒宴，安娜也一起進廚幫忙。 
        各菜式均去剌、去骨、去殼，以迎合客人飲食習慣。席間主客談笑風聲，相當盡興。 
        拉卡斯總統對三絲魚翅羹，頗為偏愛。並對烹飪方法及食材進行暸解。更對郜慶福的廚

藝，讚譽有加。 
        哪曉得第二天一大早，總統府的御廚，將一箱約20磅的新鮮沙魚魚翅，送到大使官邸，

請教郜慶福親授三絲魚翅羮的製作方法，弄得大家啼笑皆非。(20) 
 
        黃大使對這位一大早就來到官邸的總統府廚師，非但沒有不愉，反而愉快地進行了交

談。原來這位廚師還受過專業訓練，結業自西班牙巴塞隆納的一間知名的廚藝學校Coquus 
Escuela de Cocina。 
        黃大使於是召來郜慶福與他認識，雙方可以切磋廚藝。因此郜慶福也學會一兩樣西班牙

名菜，包括西班牙海鮮飯和安達盧西亞冷湯。 
        大約是1975年左右，拉卡斯總統任期最後一天，別出心裁地邀請了兩百多位，全國各地

貧困家庭的殘疾兒童及孤兒院的孤兒，到總統府參觀，鼓勵孩子們努力求學，做一個對巴拿馬

社會有貢獻的人，並且與孩子們共同午餐。 
        這次午餐會，郜慶福應邀至總統府，為孩子們做了五百多根春捲。中式春捲在巴拿馬很

受喜愛，孩子們吃得津津有味。(21) 
       
       安娜1964年認識郜慶福，因為同事的關係，彼此有了深一層的瞭解，兩人不由自主的，

一天一天換來了真感情。彼此都很在乎對方，相互理解照顧，所有的討好，都化為深愛。 
        1971年，郜慶福已經50歲了，安娜35歲上下，正值花樣年華。郜慶福考慮到後半生的生

活和安娜的歸宿，在反攻大陸無望，又值大陸文革期間，不可能與故鄉的妻子重逢的狀況下，

他決定與安娜結為連理。 
        安娜帶著五個孩子，最小的才7歲，搬進郜慶福在San Felipe區一間兩房一廳，租來的平

價屋內，郜慶福做了一個五個孩子的現成爸爸。(22) 
 
        面對這個新組成的七人家庭，經濟的壓力是最大的問題。輟學在家的老大、老二，已讀

完六年級，老三、老四、老五，尚在公立小學讀書。夫妻倆最大的願望，是五個孩子至少能夠

完成高中教育，未來十年將是最艱困的時期。 
        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安娜辭去了工作，在巴京公共市場Mercado Publico附近，租得一

個小舖頭，擺攤售賣以炸鷄、炸魚、炸薯條、鷄飯為主的大眾食物，加上郜慶福自做的春捲、

雲呑，種類近十種。由於迎合當地人的口味及服務親切，生意不俗。 
        正因為生意不錯，引起心生歹念的兩名小賊俟機搶錢。不巧，正好遇上到店上幫忙的郜

慶福，三兩下功夫打得小賊落荒而逃。(23) 
 



        1975年，郜慶福已經54歲，這年2月13日，安娜為他生了一名男孩，他激動落淚。黃仁

霖大使給孩子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叫郜有成。與其同時，黃大使接奉退休人令，郜慶福也中止

了軍職外調的身分。 
        郜慶福面臨去留巴拿馬的抉擇，受限於現實的環境，他不可能回台灣，只好留在巴拿

馬。 
        為了一家人的生計，黃大使介紹他到紐約皇后區一家中餐館當廚師，兩年下來雖然攢了

一點錢，但是思親心切，又回到巴拿馬。 
        巴拿馬僑領鄭冠英在巴京開了一間頗有名氣的中餐館，青睞他的廚藝，延聘他到文華酒

店當二廚，解決了失業的問題。(24） 
 
        1978年郜慶福親生的兒子已經三歲，視為己出的五個孩子，老大、老二、老三，皆自高

中畢業，且找到一份能夠養活自己的工作，沉重的生活擔子，輕鬆了許多。 
        由於長期工作在廚房，受到油煙的熏蝕，視力受到嚴重傷害，醫生囑咐不能再工作下去

，否則有失明的可能，於是被迫辭去文華酒店的工作。 
        沉寂了一段時間，1980年我在台北認識的一位商界朋友范金城先生，到巴拿馬來推銷手

錶及其配件，想要物色一位推銷員，擴展業務，我把郜慶福推薦給了范金城。(25) 
 
        當了推銷員的郜慶福，像初期的台商一樣，拿著007手提箱，走遍巴京各鐘錶店，挨户推

銷，這種早出晚歸、風餐露宿的日子，一晃就是三年。生意雖說不如預期，但勉強可以維持一

家人的生活。此期間，經營的小吃店，且因生意競爭，安娜體力不能負荷而歇業。老郜(郜慶

福)又面臨家庭經濟的壓力，以至寅食卯糧。 
        1983年，排行第六的小兒子，已是小學二年級的學生，老四、老五也進入初中。正值青

春期的老四，卻因與同學談戀愛，傷了感情做出胡塗事，從50公尺高的美洲大橋，一躍而下

，結束了生命。留下一封家信，尤其對這位視如親爸爸的老郜，感到愧疚。 
        這個家庭渡過了一段極為暗淡傷痛的日子，安娜得了躁鬱症，在老郜悉心照顧和勤於就

醫之下，病情逐漸好轉。 
        老郜對親生子郜有成寄予厚望，一心想培育他功成名就，基本上能夠大學畢業。更希望

孩子能夠接受一些中華文化，能說一些中國話，看懂一些中文。 
        老郜給孩子上第一堂中華文化課，是用講故事的方式傳授。用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篇》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當時老郜給我講這段故事時，我很驚訝，孩子能

領會嗎？老郜說，孩子似懂非懂，多講幾次就會懂了。對我而言，我只有這一點點學問。想當

年我在少林寺學習時，因為背頌不出這篇孟子見梁惠王，被師父罸跪兩個時辰。(26) 
 
       民國76年（1987年)10月14日，中華民國執政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開放《大陸探親

政策》，次日，行政院通過這項政策。11月2日，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辦理探親登記，首批老兵

於38年後，回到大陸故里。 
        1949年政府遷台，隨政府赴台的200萬名國軍、公教人員及眷屬，就斷絕了與滯留大陸

親人的聯繫。被謔稱為《外省芋仔》的遊子而言，基於兩岸情勢的和緩與交流，此項大陸政策

的實施，其意義與作用不容忽視。 
        與其同時，老郜的家庭卻在妻子病中、自己待業、孩子在學，經濟拮据的處境中，現實

打斷了他的探親之路。 
        老郜日日以酒解愁，長夜不能入眠。頗有范仲淹筆下《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

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情節。(27) 
 
       1989年12月20日，美國發動巴拿馬戰爭，重創巴拿馬的經濟，政府實施外匯管制，銀行

凍結客戶存款，每人每月只能領取生活費美金50元，老郜一家人在此艱困的環境下，銀行存



款最多只能維持半年，這個一家之主如坐針氈。 
        大約是1990年2月初，老郜到報社來找我，將他的情況告訴了我。使我吃驚的是，他結束

軍職外調身分後，已屆士官退役年齡，卻沒有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報備。事隔已經

15年，國防部可能將他列為失蹤官兵名單，如想領取退休俸，將是一項艱難複雜的路程。我

建議他，去找他的老長官宋長志大使。(28) 
 
       老郜邊講邊回憶他的從軍歷程，我一面聽一面作筆記，整理出一份約600字的報告，陪老

郜到大使館覲見宋大使。 
        事先與使館秘書約好了時間，到達時宋大使正在會客，我們在會客室外等候。宋大使送

走了客人，立即召喚我們直接到他的辦公室內談事情，宋大使沒有把老郜當客人看，正因爲老

郜多年前是他的舊部屬。 
        宋長志大使看完了報告後，親切地詢問了老郜的生活情形，並且說：我可以試試看，給

你爭取。當即指示副武官李建國少校，兼程赴台北國防部及輔導會接洽辦理。我們看到了一位

四星上將，在他的辦公室內，與一名陸戰隊上士，溫馨對話的場景。 
        不到一個月好消息傳來，老郜接納建議，摒棄一次全領，改為每月領取，按八成發放，

半年領取一次。兩個月後，老郜收到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巴拿馬分行近2500元美金，首次電滙

款。老郜相當激動，直呼宋大使萬歲。這筆半年期首次款，在當時巴拿馬的物價指數下，對老

郜來說，可以支撐家計了。(29) 
 
        民國79年(1990年)12月，宋長志大使因健康因素，回任總統府戰略顧問。這是中華民國

延續清廷宣統元年(1909年)12月6日，與巴拿馬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81年以來，邦誼最為友好

鞏固的時刻。 
        宋大使離任前，贈送老郜玉照一幀，民國80年(1991年)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那天，老郜

參加完大使館暨僑學各界的升旗典禮之後，將宋大使玉照置於案檯之上，每日晨昏向宋大使行

舉手禮致敬，並云：報告大使，老兵郜慶福，向您問安了。 
        民國91年（2002年)8月21日，宋大使病逝台北，消息傳抵巴拿馬，老郜哀思落淚。從此

，案檯上多了兩幀照片，國父孫中山先生像居中，先總統蔣公像在其左，宋大使像在其右。老

郜晨昏問安從未中斷，從舉手禮改為行三鞠躬禮，每逢年節生辰忌日，備香燭素果祭祀。(30) 
 
       民國106年(2017年)6月12日，巴拿馬共和國背棄了維持近108年邦誼的中華民國，轉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各單位暨僑胞，在大使館16樓頂樓陽台，在曹立傑大使

主持下，舉行降旗典禮高唱國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國旗歌聲中徐徐下降。在場百餘

人個個涙垂襟 ，悲憤情傷。人群後，傳來抽泣聲，正是老兵郜慶福，掩不住心中悲痛，振臂

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然後嚎咷大哭。 
        一年後的民國107年(2018年)6月14日，老郜以97歲高齡辭世巴拿馬。 
        民國106年(2017年)11月24日，中國國民黨建黨123週年，適逢老郜96歲生日。老人預感

來日不多，在友人為他舉辦的慶生會上，說出他的生日感言。 
        他民國28年9月離家，已近80年，從未回過故里。其間參加對日抗戰，並遠赴印緬作戰，

再經國共內戰，前後12年，於1950年到達台灣，一直服務軍旅。1964年隨黃仁霖大使來到巴

拿馬，迄今也有53年。自知老邁無法還鄉，空留遺憾。在外飄泊八十年，處處無家處處家，

我思思念念中國大陸的那個故鄉，也會在夢中，找尋到我酷愛的台灣。 
        我信佛，活到這把年紀，有妻有兒有孫是老天爺的恩賜。領悟出《山川異地，日月同天

，寄諸佛祖，再生來緣。》，我期望吾子有成，名如其人，做出一番事業，不忘自己是巴拿馬

人，也是中國人。如有機緣，帶著媽媽孩子，作一次寶島台灣及中國大陸的尋根之旅，去看看

當年我生活過的高雄旗山左營，以及咱們的老家河南南陽。(31，夲篇完) 
 



 
第21篇： 
    兩部電影看僑心 
        民國67年（1978年)12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中共第11屆中央

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次年開始落實。 
        在此一政策下，有著海外關係的大陸人士，以探親、依親方式，一批批到達巴拿馬。個

個憧憬未來有個安定自由幸福美滿的生活。 
        這些人多半經歷是過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人。對過往在

民粹主義思想影響下的階級鬥爭、對立批判，回想起來有如一場驚恐的夢饜。 
        1980年 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經濟快速發展，不到十年，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各行各

業齊頭並進，其中包括影視產業。 
        1981年，台灣的中央電影公司發行了兩部反映大陸社會及文化大革命為背景的影片，轟

動海內外。一部是《皇天后土》，一部是《假如我是真的》。(1) 
 
       兩部電影發行後的民國71年(1982年)10月，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將影片拷貝，寄達包括

駐巴拿馬大使館在內的全球駐外單位。 
        正因為這兩部電影在海內外造成轟動，巴拿馬的媒體也有報導，華文《共和報》也作了

影片介紹。華僑引頸期盼，能夠早日在僑社放映。 
        巴拿馬中華總會每月都會在會所，安排電影欣賞會，放映來自台灣製作的影片，古裝、

時裝、文藝、武俠皆有。有關反映大陸文革及社會官僚體系內幕的影片，還是首次。 
       中華總會議決另租大型場地，優先放映《皇天后土》，情商相關單位支援。 
        大使館新聞參事舒立彥、僑務秘書吳光定，中華總會秘書鄭華秋、助理吳秀蓮，共和報

編撰陳昌智，立即著手放映事宜。並在共和報以8．5吋寛、14吋長的版面，刊登廣告連續一

個月。(2)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於1966年5月，終止於1976年10月，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理

下的中國大陸，發生的政治運動。由毛澤東主席及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上而下動員數十

萬紅衞兵，發動的全方位階級鬥爭運動。 
        影片《皇天后土》The coldest  winter  in  Peking，由台灣的中央電影公司出品，發行於

198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四年。是以國家科學院人士的更替為主軸，將文化大革命和四個

現代化，在中國大陸風起雲湧的經過為背景，歷經父母、子女三代，長達20年。導演是白景

瑞，由趙琦彬編劇，由秦祥林、劉延方、郎雄、柯俊雄、胡慧中、歸亞蕾主演。 
        在香港只上映了一天，就被港英政府下缐禁映，理由是《影響與鄰近地區關係》。目前

已可在大陸社群網站《豆瓣》點閲，2012年曾建置《皇天后土條目》，多次刪除及復元。 
        為便利僑胞觀賞及場地容量，放映地點選在巴博亞大道，近唐人街附近的大華酒樓。寬

敞的大廳，用折疊椅排列，可以容納500餘人。(3) 
 
       影片放映時間是下午七時，五點鐘不到就有人卡位，一個小時之內，已坐滿所有座位。始

料未及，放映前居然站立者，也近400人，整個大廳擠得水泄不通。人潮繼續湧來，不得不加

以管制。 
        放映過程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影幕上，個個情緒跟著情節起伏。一位大嬸在抽泣，她年邁

的父親被鬥得上吊而亡。一位大叔掩不住心中怒火，他的兒子在武鬥中，被紅衛兵拳腳相加活

活打死。 
        中場休息，聽到義憤填膺之聲此起彼落。一位僑團主席感慨萬千地說：這場浩劫，是全

體中國人的夢魘，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但願歷史不會重演。 
        文革發起至今已有53年，漫長的歲月很難撫平人們心靈的創傷。我與一位來自福建的鄰



居談及，如果沒有文革，現今的中國會是怎樣？他的回答是：那就不會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中國的崛起會再慢20年。真會如此嗎？他說得還有點道理。(4) 
 
       兩個月後，一部描述中國大陸官僚特權，走後門、行關說等荒謬情形的電影《假如我是真

的》If  l  were  for  real在巴拿馬中華總會大禮堂放映。 
        故事改編自轟動華人世界的中國大陸著名劇作家沙葉新的同名劇本。台灣永升影業公司

出品，王童導演。譚詠麟、胡冠珍、常楓、葛香亭、崔福生主演。譚詠麟因此片獲得1981年
第18屆電影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奬，同時獲得最佳劇情片及最佳改編劇夲獎。 
        《假如我是真的》劇本，是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第一部大膽揭露大陸當局腐敗的文藝

作品，不但驚動了海內外華人世界，也驚動了中共中央宣傳部。 
        時任中央宣傳部的部長是胡耀邦，對作家沙葉新採取保 態度，反對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

，保住了沙葉新不被批鬥，但其《假如我是真的》劇本禁止出版及改編演出。 
        因此這部由台灣出品的影片，在巴拿馬僑社如同《皇天后土》一般，在中華總放映時，

引來一場近400人的觀賞。並巡迴至巴拿馬中部地區及西部智利基省、北部箇朗中華公所等僑

社放映。(5） 
 
       兩部影片在僑社放映後不久，我收到自1979年11月我擔任《共和報》編撰以來的第一封

讀者投書，敘述他的一位至親，在中國大陸屈就於某縣委書記，使用特權欺壓就範的經過，並

説出《權力使人腐化，危害國家至深》的句子。 
        沙葉新病逝於2018年7月26日，享年79歲。他的女兒沙智紅接受中央社訪問，形容她的

父親《一生不為錢活，不為權寫》。 
        網上瘋傳沙葉新在2009年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第4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內容：權力使人

腐敗，使人愚蠢，使人折騰，使人殘忍。不為權力寫作，不為權力的意識形態而寫。 
        沙葉新更進一步的說：一個稱職的作家，一個有尊嚴的作家，一個真正想為這片多災多

難的熱土、為你深愛著的人民寫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須要獨立蒼茫，頂天立地。天馬行空，無

傍無依。無拘無束，豪放不羈。不當奴才，不做工具。敢想敢說，敢於直筆。 
        沙葉新的這番話，是在十年前講的，迄今仍然發揮了影響力。可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

理下的中國大陸，言論自由的尺度開放不少。(6，夲篇完) 
 
 
第22篇：一生為僑社 
        服務的吳祕書 
        清光緒25年(1899年)11月，中法越南戰爭之後，法國軍艦開進廣州灣，強迫清廷簽訂

《中法互訂廣州灣租界條約》，次年按約落實。 
        廣州灣，濱雷州半島東北岸，今屬廣東省湛江市。湛江港水深港闊，形勢天成，兼有軍

港、商港之美。被法國租用45年，民國34年(1945年)中華民國對日八年抗戰獲得勝利，政府

收回湛江。 
        1920年代，在法國殖民下的廣州灣，有一位世代經商致富的吳府耆老，因健康因素，將

事業轉交給三個兒子經營，但么兒對做生意不感興趣，選擇了去法國留學，學成後在殖民政府

，當上了一位事務官，這名法國留學生，名叫吳炳。(1) 
 
        美國為快速結束二次大戰，1945年8月6日及9日，分別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新武器

原子彈，盟軍勝利已成定局。 
        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前，法國政府照會中華民國，戰後將租期99年的廣州

灣提前歸還中國。 



        這年七月下旬，在湛江的法國殖民政府發表人事命令，派吳炳前往越南海防，處理一宗

與華人有關的偽鈔集團案。這時的吳炳，已是法國殖民政府內的一位副局處長級官員。 
        到任後的吳炳，公務纏身，除了協助偵辦偽鈔案外，還要處理華僑事務。公務家庭不能

兼顧之下，1948年6月，將家眷接往越南。 
       吳炳妻陳善英女士，帶著四兒一女，離開故里湛江，搭船去了越南與夫婿團聚。 
         這四兒一女之中，二哥吳光定年僅八歲，幼女吳秀蓮三歲。民國60年(1971年)8月，吳秀

蓮成了我的妻子，吳光定成了我的內兄。 
        1979年至1996年，我和秀蓮在巴拿馬，與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館僑務秘書吳光定，相

互支援僑務工作，長達十八年。(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