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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15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率為 13.3%；五百類 41 本，使用(或外借)5

本，比率為 12.2%；六百類 127 本，使用(或外借)1 本，比率為 0.79%；七

百類 34 本，使用(或外借)4 本，比率為 11.8%；八百類 5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率為 0%；九百類 0 本，比率為 0%。 

就西文書的採購來看，以六百類的 127 本為最多，佔全部西文書的

32.65%(使用或外借為 0.79%)；其次為三百類的 93 本，佔 23.91%(使用或外

借為 6.45%)；五百類的 41 本則居第三位，佔 10.54%(使用或外借為 12.2%)；

此三大類進館的總數皆超出 40 本。 

就各大類的使用(或外借)比率來看，以總類的 32 本使用(或外借)11 本，

比率為 34.4%為最高；四百類的 15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率 13.3%居次；

五百類的 41 本使用(或外借)5 本，比率為 12.2%居第三；七百類的 34 本使

用(或外借)4 本，比率為 11.8%居第四。此四大類的使用量 (或外借量 )皆超

過西文書總借書比率 (7.97%)，可看出讀者對於西文書的使用偏向。 

5 月份的新書展示統計，中文新書有 479 本，西文新書有 389 本，合計

868 本；中文書是佔全部的 55.18%(使用或外借比率為 47.18%)，西文書則

佔 44.82%(使用或外借比率 7.97%)。 

三、結語 

5 月份的新書展示計有 868 本，若僅統計 5 月份的新進書籍，總館一般

書庫與各組室合計 1168 本(光碟 151 片、中文問題書及改號不移送 21 本不

計)，但一般書庫僅 868 本，與各系圖(含光碟)加上專案借書合計 2161 本，

明顯少了 1293 本，雖然仍與下學期購書經費運用與幾個系圖回溯建檔的

措施有關，也是讀者認為總館的新書缺乏的一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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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王國的啟示之三--猴子社會能實行「民主」嗎？ 

方謙光 

自從破鼻子打敗了老猴王登上了王位，已經統治了這個猴群快滿四年

了，在破鼻子「執政」這一屆中猴群還算穩定，沒有什麼天災猴禍，猴子

們的生活也比較安定，猴丁旺盛，添猴進口，猴群也逐漸擴大了。正當破

鼻子看著自己統治的猴群揚揚自得的時候，突然就在自己的猴群中躥出一

隻年青的公猴，向破鼻子進行公開的挑戰，破鼻子勃然大怒。定睛觀看，

向它發起挑戰的並非別猴，正是平時對破鼻子最順從，最得意，最會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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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歡心，最會拍猴屁的小跟班。平時總是跟在破鼻子的後面，幾乎是寸

步不離，對破鼻子百依百順，破鼻子「上朝」的時候，它站破鼻子身後充

當侍衛，破鼻子到處「視察」的時候，它跟在身後亦步亦趨。破鼻子曬太

陽休息的時候，它會替破鼻子梳理毛髮，抓蝨子，當破鼻子拉屎的時候，

它也會湊過去聞一聞，到底是香還是臭。雖然它對破鼻子表現的是如此畢

恭畢敬，對於其他的猴則總是橫目斜視，滿臉的瞧不起，自以為猴群之中

除了破鼻子之外就數它大，處處以猴老二自居。久而久之猴心膨脹，對老

二的位置頗不滿意，整日苦心積慮，總幻想有一天自己能登上猴王的寶

座，對破鼻子的位置自己能取而代之。也許是因為心眼太多，心思太重的

原故而影響了身體的發育，因此身體較其他的成年猴瘦弱矮小，別看個兒

小，詭計多端，兩隻賊眼睛咕嚕嚕的一轉，馬上就有一個壞主意計上心頭。

這次敢於向破鼻子挑戰，也就早有準備，蓄謀已久。選擇在此時發難主要

有兩個原因，一是破鼻子從當上了猴王之後，好吃懶做，不愛運動，體內

脂肪堆積，體態臃腫，肚大腰粗，動轉不靈已經早就失去了當年猴王爭霸

時的那種精神和體力，另外一點就是自從當了猴王之後整天作威作福，欺

壓眾猴。群猴懾于猴王的殘暴，敢怒而不敢言，內心裏早已是猴怨沸騰，

有如乾柴遇烈火，一點就著。故此「猴老二」看到時機成熟，向破鼻子公

開宣戰。 

此刻整個猴群一陣大亂，眼看一場兇殺惡戰不可避免。母猴夾著幼仔

紛紛躲避，年青的公猴們紛紛圍攏上前為雙方觀戰，膽小一點的站在後排

窺伺動靜。破鼻子蹲在樹杈之上，指著猴老二破口大駡，罵猴老二「口是

心非」是吃裡扒外的無恥之猴，應當開除其「猴藉」。猴老二不甘示弱，

歷數破鼻子的種種惡行惡狀。猴老二憑著三寸不爛舌，兩行伶俐齒把破鼻

子罵得猴血噴頭，無回嘴之力，只是氣得嗷嗷怪叫，揮爪舞拳，齜牙咧嘴，

做出各種嚇猴的姿勢，對猴老二進行恫嚇，沒想到猴老二不但不害怕，反

而對破鼻子擠眉弄眼，嘻皮笑臉，故意的來激怒破鼻子，破鼻子實在忍無

可忍，一躍從高高的樹杈上跳下直取猴二，此時猴老二明知硬拼不是破鼻

子的對手，若想獲勝只能智取。破鼻子憑藉著自己身沉力猛，恨不得一把

就把猴老二抓住，將其撕成碎片。猴老二憑藉自身瘦小靈活，竄蹦跳躍，

閃轉騰挪，使破鼻子屢屢撲空。打鬥了半個時辰難分輸贏，猴群中議論紛

紛，眾猴一起鼓燥呐喊：「打得不精彩！打得不好看！」猴群唯恐天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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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拼命地搖旗呐喊：「摔死猴老二」！「掐死老猴王」！在群猴的鼓動

之下，破鼻子使出全身的解數，憑藉著身高肩長的優勢一巴掌把猴二扇了

一溜跟頭，群猴一陣歡呼。猴老二並不服輸，一咕嚕從地下爬起來，隨勢

抓起一把土，喊了一聲：「著法寶」！隨著喊聲這一把土，揚到了破鼻子

臉上，破鼻子沒有防備猴老二會出此「賤招」，被土迷了雙眼，稍一遲頓，

猴老二一躍而起雙爪直取破鼻子面門，一把抓掉了破鼻子剩下的那半個破

鼻子，這時破鼻子徹底變成了「沒鼻子」。一時疼痛難忍，血流如注。此

時觀戰的「猴奸」們，似乎已經看到了勝負，覺得此刻應該出手幫助猴老

二攻擊沒鼻子，猴老二也洋洋得意，認為自己已經勝券在握，應乘勝結束

沒鼻子的性命。沒鼻子畢竟是久經沙場，經驗豐富，趁著猴老二得意忘形

之際，一躍而起，用足全身的氣力照著猴老二的面門就是一記老拳，這一

拳不但把猴老二打了個四腳朝天，而且打斷了猴老二的鼻樑骨，頓時鮮血

直流，從此猴老二就變成了「扁鼻子」。猴奸們震驚了，一時安靜下來，

看看沒鼻子滿臉鮮血坐在地上，再看看扁鼻子血流滿面躺在地上白眼直

翻，這一場血戰各自掛彩，仍然是難分輸贏勝敗，猴奸們一時不知所措，

不知應該站在哪一邊，萬一選錯了邊或站錯了隊可不是鬧著玩的。此刻無

論是沒鼻子還是扁鼻子心裏都明白決不能就此認輸，誰都明白失敗者的下

場，勝者王猴敗者賊，一旦戰敗輕者被逐出猴群，重則性命難保，無猴同

情。因此誰也不能輸，誰也輸不起，只有拼死一博，別無選擇。 

沒鼻子掙扎著從地上爬起，指著扁鼻子破口大駡：「無恥的賤猴，使用

暗器算什麼本事，卑鄙無恥」。扁鼻子道：「兵不厭詐，只要能取勝，什麼

招都能使，三十六計智者勝，你純粹是個笨蛋，什麼都不懂」。二猴話不

投機二次動手，這一仗從山上打到山下，又從山下打到水邊，從天明一直

打到黃昏仍未分出輸贏勝負，猴群也開始焦燥不安，眼看戰事久拖不決，

眾猴也都失去了耐心，恨不得親自參戰，但又不知道應該站在哪一邊。正

當雙方打得不可開交的時候，突然從河對岸又來了一群猴，眾猴一起仔細

觀看，只見來的這一群猴中為首的猴是一隻風度翩翩，風流瀟灑，相貌不

凡的大馬猴，大馬猴身後還跟著一群小馬猴，原來這一群猴渡河而來，也

想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建立自己的「政權」。 

正在酣戰的沒鼻子和扁鼻子也被這突如其來的事情驚呆了，雙雙住手

跳出圈外，望著新來的同類，是善者不來，來者不善。沒鼻子先是一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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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怕，心想本來一個扁鼻子就夠難纏，如今又來了一個身強力壯的大馬

猴一起聯手來對付自己，豈不是定死無疑。此時扁鼻子在驚嚇之餘似乎看

到轉機，自知不是新來的大馬猴的對手，不如去鼓動沒鼻子去和大馬猴一

死相拼，自己可坐收漁人之利。想來想去就是這個主意，於是扁鼻子湊過

來對沒鼻子說：「如今大敵當前，咱兩是自家猴不打自家猴，俗話說親不

親自家猴嘛，咱們都是本鄉本土的，你看它們？」扁鼻子隨爪一指大馬猴

說：「它們可和咱們不一樣，它們都是外來的，是外地猴，如果要讓它們

掌了權還有你的好嗎？先殺了你不說，還要殺你的孩子，搶你的老婆，你

那心愛的猴王后和猴王妃可全是大馬猴的了」。沒鼻子一聽扁鼻子說的有

理，就問扁鼻子：「你說應該怎麼辦？」扁鼻子見沒鼻子已經開始上套了，

趕忙說：「咱們是一家，誓死保衛本土政權，不能落到外地猴手中，你先

過去把那個小白臉子的大馬猴給收拾了，剩下的事兒就交給我了」。沒鼻

子剛想過去動手，一想不對，扁鼻子壞主意太多，為什麼只叫我一個猴過

去，它不去，等著撿便宜，沒門！要死一起死，要去一起去。想想到這裏

沒鼻子對扁鼻子說：「你別跟我來這一套，別的猴不明白，我還不知道你

的鬼主意，叫我去送死，你好一個等著撿便宜，老子今天投降了，聯合大

馬猴先來收拾你」。扁鼻子看計被識破，無奈指著沒鼻子說：「真是狗咬呂

洞賓，不識好猴心，我為你想，好心倒成了驢肝肺，沒法子，捨命陪君子，

咱兩一起上」。於是沒鼻子和扁鼻子一起雙戰大馬猴。若是講單打獨鬥沒

鼻子和扁鼻子誰也不是大馬猴的對手，可是倆打一個，大馬猴顧前難顧

後，顧左難顧右。沒鼻子身沉力猛，扁鼻子四肢靈活，大馬猴有功夫也不

得施展，只能忙於應付。彼此僵持不下，誰也占不了上風。於是扁鼻子對

自己的族群大喊大叫：「你們還楞著幹什麼？還不快來幫忙，咱們猴多，

它們猴少，它們勝了你們誰也活不了，趕快趕快來保衛本土」。群猴在扁

鼻子的鼓動之下一擁而上，觀戰的小馬猴們一看不行要打群架也一哄而

上，加入了戰團。這一場混戰由黃昏打到半夜，由半夜一直戰到天明。 

天亮了，猴子才看清楚，戰場上屍橫遍野，一片狼籍，到處血跡斑斑，

真是慘不忍睹。有的猴還在以死相博，有的猴早已沒有了氣力。整整打了

一天一夜，沒吃沒喝，各個都餓得頭昏眼花，四肢無力了。成年猴不能湊

合支撐，小猴仔子可餓得受不了，哇哇直叫又哭又鬧。母猴們心疼小猴，

但又不知應如何是好。於是紛紛跑到一個白鬍子老猴面前，向白鬍子老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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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求白鬍子老猴出面調解，能不能暫時休戰，先弄點兒吃的再說。俗

話說：「猴是鐵飯是鋼，一頓不吃餓的慌」，一連三頓都沒吃，實在是有點

頂不住了。 

提起這白鬍子老猴來歷不凡，從前在別處也一任猴王，後因為戰敗被

逐出猴群，流落於此被這群猴收留，白鬍子老猴寄猴籬下，處處謹慎小心，

俗話說：「薑是老的辣，猴是老的奸」，白鬍子老猴老謀深算，等待時機試

圖東山再起也已經多年。自知自己年老氣衰，靠體力爭不過年輕的猴了，

只能以自己執政多年的鬥爭經驗，靠謀略取勝。等來等去，今天終於有了

可施展的機會，機不可失，失不再來，自己認為時機已到應該老猴再次出

山了。於是白鬍子老猴在一幫母猴和小猴仔子的簇擁之下登上了一塊石

頭，雙爪一揮向群猴高聲喊 叫：「別打啦！都住手！大家都來聽我說！」

此時正在打鬥的猴子們各個都早已筋疲力盡，頭昏眼花，再也打不動了，

也不想再打了。紛紛住手，喘口氣，定一定神兒，聽一聽白鬍子老猴要說

什麼？只見白鬍子老猴登在高高的石頭上，揮著爪說：「眾位猴鄉親們，

眾位猴兄猴弟，猴姐猴妹們咱們天下的猴兒是一家，大家都應該相親相

愛，不能為了爭當猴王這點小事兒大家傷了和氣，更不應該自相殘殺。你

們大家看看這些死的不都是我們自家同胞自家兄弟嘛！真叫我老猴看得

痛心呀！」說著，說著老猴嗚⋯⋯的哭開了，眾猴被老猴說到了傷心之處，

也都跟著紛紛落淚，頓時戰場上的氣氛改變了，由一片廝殺之聲變成了一

片哀鳴，眾猴和老猴一起痛哭失聲。此刻白鬍子老猴偷眼觀看，氣氛已經

造的差不多了，止住悲聲，對眾猴高聲說道：「時代進步了，解決問題不

能全靠武力，咱們也得講自由、講民主」。眾猴子一片茫然，不懂白鬍子

老猴再說什麼？紛紛提問：什麼叫「猴自由」？哪個叫「猴民主」？於是

白鬍子老猴就滔滔不絕地講了起來：「這猴自由、猴民主不是我發明的，

是咱們的老祖宗，齊天大聖孫悟空跟著唐僧到西天取經，從西方傳過來

的。西方的猴最講文明，西方的猴是誰有本事、有能力的才能當首領，人

家爭首領從來不打鬥」。眾猴聽了還不明白，有的就問：「不靠打鬥，憑什

麼當猴王」？白鬍子老猴解釋說：「人家不靠打鬥靠選舉，誰有本事就選

誰當首領，大家選舉出來的領袖也不叫猴王。」眾猴問：「不叫猴王叫什

麼？」白鬍子老猴回答：「不叫猴王叫總統。」眾猴又問：「那總統和猴王

有什麼區別」？白鬍子老猴說：「總統是四年一選，不能終身制，你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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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不公平」？眾猴聽了覺得有趣，有的猴說：「咱們也別打了，咱們也

搞民主，選總統，大家同不同意」？有的猴聽了就跳起說：「自古以來猴

王都是靠武力打出來的，沒聽說過是靠民主選出來的，不同意」！有的喊

同意，有的喊不同意，頓時又亂成一團。白鬍子老猴忙揮著雙臂說：「究

竟哪種方法好，多數猴說了算，少數要服從多數，咱們來個全體猴民『公

決』」。眾猴問：「怎麼公決」？白鬍子老猴說：「凡是贊成選的站這邊，贊

成打的都站那邊，看哪邊猴多，就按多數的意見辦，現在開始分邊站隊。」

分邊站隊的結果是除了沒鼻子和幾個好鬥的公猴反對選總統外，其他大多

數猴都不想打了，贊成選總統。白鬍子老猴當眾宣佈「公決」結果實行總

統制，眾猴一陣歡呼。下一步開始選舉提名，有的猴說：「還是讓沒鼻子

繼續執政，理由是沒鼻子有當猴王的經驗」。扁鼻子馬上跳起來，高喊反

對說：「沒鼻子專橫拔扈兇暴殘忍，剛一上臺就殺死了那麼多幼猴，應該

向它討還血債，沒資格當總統，選它不如選我。」眾猴一起高喊：「扁鼻

子是沒鼻子的幫兇。反對！反對！」此刻白鬍子老猴一看時機成熟，登上

高高的石頭揮著雙臂喊：「我看它們倆都不夠格，第一任猴總統，還是讓

我來吧」。眾猴仔細看看，只見白鬍子老猴老的都沒牙了，老態龍鍾，讓

它當總統，真丟猴的面子，眾猴一起反對。既然這個也不行那個也不行，

到底該選誰呢？突然一個母猴高聲尖叫著說：「咱們不如選那個剛來的大

馬猴小白臉。」眾猴一齊把目光投向那只高聲尖叫的母猴，此猴非別猴，

正是猴群中最刁鑽，最潑辣的母猴，是扁鼻子的情婦小瘸子。前些年因為

爭風吃醋，在與另一隻母猴打鬥時從山崖上掉了下去，摔掉斷了一條腿，

落下了終身殘疾，出門就得靠著相好的扁鼻子抱著，因為整天背著抱著實

在太累，不知道扁鼻子從哪兒給弄來一輛輪椅，凡是出門的時候，小瘸子

在輪椅上坐著，扁鼻子在後面推著，不管走到哪里都會引得別的猴的注

意。此時扁鼻子一看，提議要選外地猴的不是別猴，正是自己的拼頭小瘸

子，不禁衝衝大怒指著小瘸子說：「你瘋啦，怎麼吃裡扒外，胳膊肘兒往

外拐，為外地猴說話。」只見小瘸子不慌不忙，指著扁鼻子，沒鼻子和白

鬍子說：「你們眾位，大家都仔細瞧瞧，它們仨的這付德性，哪一個有點

兒猴樣兒，一個個都是三分不象猴，七分不象鬼，就憑你們這個樣，哪個

配當總統，還不滾一邊去，換個新來的試試看」！下面的眾猴一聽覺得小

瘸子說的有理，再仔細看看大馬猴，從樣子上看確實要比沒鼻子，扁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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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鬍子要受看得多。於是猴群中就有些一起喊：「小瘸子有理，換個猴

來做做看。」扁鼻子一聽就急了，跳著腳的高喊：「我反對！不能讓外地

猴兒來統治我們本土猴，誓死保衛本土政權。」扁鼻子這麼一喊，沒鼻子

和白鬍子一起回應，舉雙臂高呼：「把外地猴都趕出去，保衛本土政權。」

頓時猴群中「本土猴兒」，「外地猴兒」的呼聲不斷，整個猴群又撕打起來，

亂成一團⋯⋯。從此本來平靜的猴山上整天整夜爭鬥不休，衝突不斷。 

由於猴群的沒完沒了的爭鬥，不但弄壞了植被，弄髒了水源，整天吵

鬧擾得四鄰不安，引起了眾怒和反感。這一天有一隻老鷹正在猴山的上空

盤旋，俯看著這些正在打鬥的猴，其中一隻上竄下跳鬧的最歡的扁鼻子猴

兒引起了老鷹的注意，只見老鷹淩空俯衝而下，直向扁鼻子撲來，等扁鼻

子試圖逃跑，為時已晚，老鷹一翅膀扇得扁鼻子就地翻滾，還沒等它從地

上爬起，老鷹的利爪抓著扁鼻子猴的腦瓜皮騰空而去，眾猴眼睜睜地看著

扁在半空中手刨腳蹬，無計可施，當天的中午小鷹們得到了一份美味的午

餐。正當眾猴們驚魂未定的時候，從樹林深處傳來了一聲虎嘯，震得大樹

的葉子唰唰直響，獸中王來了，眾猴四散奔逃，有的往山上跑有的往河裏

跳，大多數猴竄上了大樹的樹頂，別的猴都跑了，只剩下了那個有殘疾的

瘸腿母猴，沒猴給它推輪椅了，自己想跑也跑不了。老虎來到小瘸子近前

仔細打量了老半天，心想真是樹林子大了，什麼新鮮事都有，我逮了一輩

子猴，還從來沒見過坐輪椅的猴兒，真稀奇，今天我也發發善心，先不吃

它了，不如連猴帶椅子一塊兒弄回去，給我的虎仔們當玩具吧。老虎走了，

躲在大樹上的猴兒們不是不敢下地，樹雖然很大，這麼多的猴都擠在這一

顆樹上，把樹枝都壓得吱吱的直響，再加上外面的吵鬧，這可驚動了正在

大樹洞裏冬眠的老狗熊，老狗熊鑽出樹洞，揉揉雙眼伸了個懶腰，看看到

底是什麼東西吵了自己的好覺，往樹上一看，原來是這麼一幫猴子在這裏

雞貓子喊叫，不禁大怒，想把這大樹推倒，狗熊把大樹晃了又晃，搖了又

搖，無奈這樹大根深憑狗熊的力氣不是推不倒。此刻正有一群大象到河邊

來喝水，狗熊忙跑過去請大象來幫忙，本來安靜的大象就討厭這群整天吵

吵鬧鬧的猴子，如今狗熊請它來幫忙，大象也願意出力。大象走到大樹前，

用長鼻子卷著樹幹，用足了全身力氣，三晃兩晃竟把如此高大的老樹連根

拔起。樹上的猴子紛紛墜地，四散奔逃。象徵著猴子王國王權的大樹被連

根拔起，俗話說：「樹倒猢猻散」，這個歷經了數代猴子王國在經歷了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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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動盪後，終於亡國解體了。 

尾聲 

經歷了這一場巨大的動亂，猴群也散了各自逃命。單說大馬猴只帶著

幾隻貼身的小馬猴，沿河向下游方向逃去，一路磕磕絆絆地逃到了入海的

河口，前面已經沒有路了，只好停下腳步，仔細一看，原來早有幾隻猴子

已經先到了這裏，為首的正是那只白鬍子老猴，也是一路奔跑，驚魂未定。

一看都是逃難的同類，這才略放寬心。大馬猴和白鬍子老猴誰也沒想到還

能在此活著相見，心裏都是五味雜陳，百感交集。大馬猴上前先向白鬍子

深施一禮詢問白鬍子下步有何打算？白鬍子歎了一口氣說：「事已至此，

還能有什麼打算，不過這裏是沒法呆了，還是走吧」！大馬猴接著問：「你

打算到哪裡去呢」？白鬍子指著大海說：「在大海的東邊有一個小島叫倭

島，島上有一群倭猴，我和它們還有點交情，想當初我十八歲之前入過倭

猴的猴藉，還有點倭猴的血統，我們不如渡海投它們去。」一同來的猴兒

們一聽白鬍子老猴也帶領它們去投倭猴，紛紛反對，連連擺手說：「去不

得，那麼些倭猴兇暴殘忍，過去佔領咱們島幹盡了壞事，殺了我們多少猴，

如今你沒權沒勢，去了也沒有好果子吃。」大馬猴聽了也搖頭說：「在我

們自家的土地上還分什麼本地猴、外地猴呢，到了人家的地盤上就更容不

得你了，我看是絕對不能去。要去你去，我們可不去」。白鬍子見大馬猴

反對，反問大馬猴：「你說應該到哪兒去呢」？大馬猴想了想說：「我想我

還是回到我們老家花果山吧，我在外面流浪了這麼多年，不如回老家去，

如果能找到我們的老祖宗齊天大聖孫悟空，能看一看它和唐僧一起到西天

取回來的真經，看看真經是怎麼說的，到底兒什麼是西方的『民主』。對

咱們猴社會適用不適用」？ 

2007 年 12 月于溪翁莊 

怕怕歌 

忽聽一聲轟隆隆，「九一一」事件舉世驚。 

美國人就怕不要命，布希就怕本‧拉登。 

車臣恐怖分子鬧分裂，不怕別人怕普京。 

日本人就怕原子彈，老蔣就怕毛澤東。 

毛主席生來真偉大，就怕江青人來瘋。 

老百姓想安心過日子，就怕整天亂哄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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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就怕民進黨，每次選舉都選不贏。 

老百姓就怕物價漲，就怕菜價往上升。 

分不清哪是「注水肉」，更怕小販的「黑心秤」。 

街頭小販怕「城管」，司機就怕交通警。 

開車的就怕油漲價，又怕塞車路不通。 

養雞的最怕「禽流感」，養豬的就怕「蘭耳病」。 

病人最怕去醫院，就怕假藥把人坑。 

有錢的取樂泡「小姐」，就怕染上愛滋病。 

活魚就怕開水煮，螃蟹就怕上蒸籠。 

手機就怕沒信號，有信號沒電也使不成。 

炒股的天天盼「牛市」，就怕股盤一夜崩。 

工人下崗怕失業，農民就怕沒地種。 

背井離鄉去打工，最怕拿不到工錢兩手空。 

靠海住的怕海嘯，靠山住的怕山崩。 

騙子就怕被識破，妖精就怕現原形。 

小偷就怕被人逮，貪官就怕上法庭。 

歌星就怕沒人捧，「包二奶」的就怕老婆不能容。 

大學生畢業找工作，就怕沒經驗的沒人用。 

年青小夥談戀愛，就怕沒房、沒車談不成。 

大齡女子找物件，就怕低不就來高不行。 

玉皇大帝多神聖，就怕猴子鬧天宮。 

齊天大聖孫悟空，也怕緊箍咒一念腦袋疼。 

軍艦就怕潛水艇，飛機就怕導彈「地對空」。 

坦克也怕火箭打，輪船也怕遇大風。 

「航母」就怕底朝天，火箭就怕倒栽蔥。 

信用卡使用真方便，就怕「刷暴」了還不清。 

老人就怕帶孫子，不是孫子是祖宗。 

武大郎就怕西門慶，西門慶專門怕武松。 

漢獻帝膽小就怕曹操，曹操怕周郎用火攻。 

周郎量小就怕生氣，孔明三所周瑜活不成。 

足智多謀諸葛亮，畏懼司馬失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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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本是一場夢，醒來才知萬事空。 

2007 年 12 月于溪翁莊 

 

談談「行」 

方謙亮 

在這個高油價的時代裡談到「行」的問題就有點痛苦了，油價不斷攀

升，有了車固然方便，養一輛車可不容易。不只是油錢的問題，其他的開

銷也不小，每年得繳稅、驗車、還有保養費、保險費、停車費、過橋費等

等，哪樣都讓荷包失血。沒有車去遠一點的地方時就得搭公車、坐計程車，

有的地方公車班次少，出一趟門很不方便。 

在台灣騎摩托車的人很多，摩托車不但方便而且油費也不太高。可是

碰到刮風下雨或寒流來襲，騎機車就可憐囉！多麼希望能有一輛汽車躲避

風寒。現在銀行貸款方便，賣車的公司又有很多優惠方案，常常舉辦新車

大展，吸引大眾購買，加上每天電視廣告強力放送，就算已經有了車也想

換一輛新車，於是車輛不斷增加，路上交通就更加混亂。而停車也是很大

的問題，有人上班提早一小時出發，就是為了找一個停車位。 

騎腳踏車有益健康又不必花油錢，現在有變速腳踏車、電動腳踏車，

比舊式腳踏車騎起車來省力多了，但是路上車輛太多，騎腳踏車很危險，

加上汽車和摩托車排放的黑煙，空氣污染嚴重，擠在車陣裡的騎士們躲也

躲不掉，而路上的行人也好不到哪裡去，只能自認倒楣跟著呼吸骯髒的空

氣。 

現在我們無論到哪裡去，第一個先考慮交通問題，一個文明進步的大

都市，交通發達是首要條件，國際機場更代表國家的門面，從外國來的旅

客第一印象就是機場。世界排名十大機場裡，亞洲的機場就佔了一半，排

名如下： 

第一名香港國際機場。 

第二名新加坡的樟宜機場。 

第三名荷蘭阿姆斯特丹的史基浦機場。 

第四名韓國首爾的仁川機場。 

第五名馬來西亞的吉隆坡機場。 

第六名沙烏地阿拉伯的杜拜國際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