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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9 月初的那個星期五的黃昏，一連三天的美國勞動節 (Labor Day) 的長週末基本上便已開始
了。我們這四位來自台灣的留學坐上了老謝的那輛老爺車，駛上了高速公路，把洛杉磯遠遠地拋在車後，朝
著五百英里以外位於亞利桑那州 (Arizona) 的大峽谷 (Grand Canyon) 急馳而去。老謝的 1956 年 Oldsmobile 
像一輛快速的坦克車，無懼地向前猛衝。老謝和我輪流負責開車，老游與老鄭則輪流負責導航。 

離開洛杉磯時，天已黑了。我們的車朝東行駛。那時圓月已昇。出國留學前在台灣常會聽到”美國月
亮比較圓”之類的話，來洛城後才知道此言真是不虛。洛城的月亮有時確實是既大又圓且其色接近黃色的，主
因是那時極為嚴重的霧霾   (smog) 情況。那時源自洛城的工廠和汽車及其它各種來源的廢氣大量地滲入城市
的空氣中，霧霾的情況視天氣與季節而時好時壞，當它特別嚴重時，人們常會無悲而淚自流。那時洛城的霧
霾情況應該相當於今天北京的情況吧。 數十年以來，經由諸多減低霧霾的立法及相關法案的通過與執行，已
使全美國包括洛杉磯等地的霧霾情況大為改善，基本上已消除了霧霾的威脅。數十年來的美國經驗對於二十
一世紀崛起的中國所面臨的霧霭問題提供了極有助益的參考。由於霧霾情況的改進，數十年後的今天，美國
的月亮已不如以往那般大了。 

我們從洛城沿著十號公路抵達 San Bernardino，再向北轉到 66 號公路抵達 Barstow。這一路都是老
謝掌車。我們在 Barstow 市郊的路旁下車，那時明月當空，大片沙漠安靜地呈現在月光之下。那月亮在清新
的空氣中不是洛城的大黃月，而是原貌的清新的月。在這從沒來過的地方，洛城已被我們遠遠地拋在一百二
十英里以外，而我們所來自的台灣更不知已遠在何方了。我們四人在喝了些飲料並啃了些甜甜圈後，繼續前
行，這回輪到我開車。 

66 號公路是比較狹窄的兩線路。為了趕路，我們的車速一直維持在每時 70 至 75 哩間，我們一路能
超車便超車，超過了數不清的車輛，只有一次被超車。三小時後，我們終於抵達了加州與亞州之間的邊界城 
Needles，這城位於加州境內。愈入山區，汽油愈貴。在洛城買 Supershell 汽油每 gallon 的價錢是 33 
cents，到了加州與亞州的邊界時，油價已增到每 gallon 44 cents。在 Needles 加油後，換老謝開車。 我們
於是進入了 Arizona 州。 

路旁的大牌上顯示著：”Welcome to Arizona, the state of the Grand Canyon”。我們的車持續在夜裡
的沙漠公路上急馳。老鄭和我在後座暝目休息，時睡時醒。一小時後，我們抵達 Kingman 小鎮，給汽車加
油加水，四人也進入一家餐館喝咖啡。店裡的人好奇地張望著我們這四位”外國人”，我們也回望他們，覺得
他們與洛城所見的美國人不太一樣，膚色稍紅，或許就是印第安人吧。人車均飽，我們續行。 

這一路由我開車。從亞利桑那州西邊的 Kingman 到中部的 Williams 約有 100 英里。車速維持在每時 
70 英里，一個半小時後就抵達 Williams，隨即轉入 64 號公路，朝著大峽谷的方向直奔而去。那時天已微
明，在 64 號公路上只有我們一輛車在急馳。我們四人的睡意已消，車外是一大片高原的豪野景象，路旁的
黃色野花在微曦中輕輕地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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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已漸露，東方的紅曉與染紅的浮雲相互揮影。我們停下車來，走出車外。高原上含露帶冷的清新晨
氣襲入心肺。老游的相機抓住了那刻，不但錄下了冉升的朝陽，也捉住了被晨曦染紅了的野地上的綠草黃
花。那時，我們身處於亞利桑那州的 Kaibab National Forest，遠近有不知名的蒼青的的樹林以及大片酷似油
菜花的黃色野菊花。我們終舊是無法永遠停留在那個良辰美景之地，目的地大峽谷畢竟仍在前方啊。 

這最後一程是由老謝開車。在高原的公路上，我們的汽車突然不知何故地偏離了正道，車輪觸到了道
旁的土路肩。老謝警覺地嘗試著把車子拉回到正道，但在拉回的過程中，因為車速極快，汽車幾乎翻倒，但
在一髮千鈞之際終於把車搬正了而我們得以繼續前行。我們都驚出了一身冷汗。現在回想起那一刻，覺得真
是神救了我們，否則次日新聞上就會有台灣留學生在前往大峽谷途中發生車禍的消息了。直到如今，我仍然
不解那件事故為何會發生。 

從洛杉磯出發到進入大峽谷入口，我們在十小時中行駛了大約五百英里的路程。我們從大峽谷村朝東
駛往 Campground，頗費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一處露營地。在那裡，幾位美國年輕人剛好收營準備離去，我們
恰好到此接收了營地。在疲憊中，我們搭起帳篷，妥當地放置好諸物。然後，我們走去初睹大峽谷的山光景
色。 

我站立在谷邊，初次朝下眺望。大峽谷的極度的沉穩、寧靜讓我感覺到一種震撼。那回初見大峽谷，
我也有一種似乎是突然間聽到了悲多芬的強而有力的交響曲一般的感覺。繼而，它的可懼的深度使我腿軟。
再則，它的無限的寬度令我頓覺心寬肺闊。持續眺望，我看見峽谷高低遠近各處的彩色隨著地點與時間而不
斷地變化，給了我一種壯美的詩意。人們常用”偉大”來形容人事物，我覺得也可用”大峽谷”來形容”偉大”。猶
憶我當初就讀於台灣大學時，曾聽過美國一位作曲家葛羅菲 (Grofe) 所創作的”大峽谷組曲”，當時若能在峽谷
上聆聽到那首組曲，必然會讓我萌生出特別強烈的感受吧。 

在最初的片刻，我被大峽谷的偉大所震撼，覺得它必是數億年前地殼震動而地層陷落所致。後來讀到
有關大峽谷的一些資料，才知道大峽谷的形成底確是經歷了漫長的歲月。Colorado River 連年不斷地、緩慢
地和穩當地浸蝕著那巨大的一片漸升的地殼而形成了這段約一哩深而且平均約十哩寬的峽谷。夏雨和冬雪更
增加了它的寬度。Colorado River 在大峽谷底從東向西流去，水色黃濁。此水往西流到 Las Vegas 附近的
Hoover Dam。當時洛杉磯所用的自來水便來自 Hoover Dam。 

我們僅在谷的邊緣略為觀覽和攝影。不少遊人騎驢下到谷底。那谷中必有另外一番景象吧。 
因為昨晚連夜趕路，四人都很疲倦，特別是輪流開車的老謝和我。於是我們便在午間返回營帳休息。

我躺在樹蔭下，在微微的清涼風中睡了過去 …。小睡後，我們都恢復了大半的精力。 
下午，老鄭和老游在營地上比賽扔小標槍。老謝在樹蔭下看書，並不時地朝著鄰營的日本女孩子們那

裡拋去讚賞的目光。老游在拋小標槍之餘，也不忘去欣賞附近一些美國女孩子們的美姿。 
下午稍晚的時候，我們繼續去觀賞各處的優美谷景。諸景雖異，但異中有同。觀光與攝影佔據了我們

大部份的下午時光。向晚的時分，我們回到了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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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肚子都餓了，於是分別去買柴，洗碗，切菜，忙著做晚餐。老鄭不愧是大家都公認的大廚，除了
烤肉以外，也烹了一大鍋美味的湯。沒有電燈，也沒有油燈，我們就靠著殘留的仍然閃爍著的灶火的光，用
紙杯紙盤竹筷等吃著烤雞肉和烤牛肉，並喝著可口的大鍋湯。說實話，那次星空下的晚餐是我初到美國一年
多以來最美味的一餐。餐後，熄火。我們進入帳篷下的睡袋裡，很快就進入了夢鄉。 

清晨，我帶著一種幸福和滿足的感覺醒了過來。昨夜雖然有夢，卻全部都忘掉了。在鳥鳴聲中，我仍
然躺在帳篷裡。啊，那峽谷邊森林裡的清晨，那空氣裡微帶著寒意而我們從口裡吐出白氣的清晨啊。 

我們的早餐是稀飯，配上海蜇皮和辣腐乳。上午，我們去參觀東邊的景點，如馬色點，啞雞點，黑蘭
點，大觀點，突殺羊點，李斑點，蠟八粥點，最後一景是沙漠觀 (Desert View)。在沙漠觀，一座土塔矗立在
谷邊。在塔前攝影後，我們攀附著谷腰向下爬去，爬到巨大的崖石上，不能再繼續爬下去了。我站在崖石上
朝深谷下望，感覺腿軟發抖。在賞景的過程中，大家在商量後決定下午拔營離去。 

我們從國家公園裡面開車到入口處，原先以為需要補繳昨晚入境時沒繳的入園費，卻因為沒人看管，
我們還是沒有能繳。能夠不繳門票而免費入境遊大峽谷不也是蠻好的一件事體嗎，尤其是對我們這些窮留學
生而言。 

我們離開了大峽谷，在 64 號公路上急馳。亞利桑那州的著名的沙漠景觀呈現在我們四週。抵達了 
Cameron 後，我們喝了些可口可樂，然後繼續前行。我們從 64 號公路轉到 89 號公路，經過了一個小時的
車程後，抵達了新興的小鎮 Page。 

在 Page 附近的 89 號公路旁，當我們在打一個 U-Turn 時，車輪陷在路旁的沙中，無法前行。那時的
情況相當緊急，還好我們從大峽谷帶來了一些木柴。我們四人奮力把前後輪胎下面的沙土挖去了不少，再把
木柴墊在輪胎下，幾經嘗試，總算能夠把車開動。還好有那些木柴，否則我們可能不得不夜宿公路旁邊。 

我們進入 Page 城，城附近有那時開始新建的待完成的 Glen Canyon Dam。 
Colorado 河在 Page 北邊形成了一處湖狀的水域。我們抵達 Lake Powell，覺得湖水很暖。那裡有游

泳的專區。我們原擬在湖邊的露營區搭起帳篷， 準備當天晚上去游泳區戲水，但是不料我們想去的營地被一
個美國家庭先佔了。我們不得已，只得改變計劃。四人商議後，決定連夜趕往睹城 Las Vegas。 

老謝以每小時 85 英里的速度把我們帶到猶他州南部的 Kanab 城。在加油時，老鄭建議何不先去 
Zion National Park 夜宿，明晨再決定何去何往。 

我們從 89 路轉到 15 路，然後在東邊的入口處進入了 Zion National Park (錫安國家公園)。這次我們
是買了入園票而進入國家公園的。那位很和善的 Ranger 建議我們去南邊的露營區夜宿，因為北邊的露營區
已經客滿了。 

我們在黑暗的山區裡緩慢前行，在一處月光下山色很美的地方停車下車。月光下的山形頗似一位美
女，有眼有鼻，有胸有乳。老謝把他的相機的光圈打開約三分鐘，想要攝下那美麗的夜景。那時候剛好有山
區的警車路過，車裡的警官探出頭來問：“你們有困難嗎？”我們答：“沒有。我們在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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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邊的露營區其實也客滿了，我們只好開車到條件較差的滿溢營區，在強勁的夜風中搭起了帳篷。那
風頗似新竹的風，不免使我想起了那些日子在新竹軍用機場當預備軍官時所經歷過的新竹的夜風。老謝和我
又開車繞了一圈，想找一處沒風的營地，但還是無功而返。我們經過了不少的營區，發現不少人因為沒有帳
篷而直接露天睡在睡袋中。我們終於進入帳篷裡睡下來，一覺睡到天明。 

醒來後，我們吃了點早餐。我們的帳篷對面的車旁有兩個人躺在睡袋裡，還沒起床。老游和老謝及我
都認為她們是兩位年輕的女娃，老鄭則說是一母一女。隔了些時候，她們總算醒來了，竟然果如老鄭所猜的
是一母一女。女孩先起來，把放在車上的衣褲扔給母親。母親就在睡袋裡把衣褲穿上了。 

營區的附近有一條小溪。老鄭和我走到小溪邊， 用還算清淨的冰冷的溪水洗臉刷牙漱口。溪的對面
便是高山，山上的林木不是很密，但山的形狀很是峻峭。早餐後，稍事整理，我們便開始錫安國家公園 
(Zion National Park) 之遊了。 

如同大峽谷一樣，錫安國家公園也有十幾處觀景點，如東廟、日之山、貴婦山、大白皇座、天使降
處、流淚岩等。 

我們在巴比特停車，下車步行朝北走。走到後來無路可走，一條窄溪橫擋在前面。我們脫去鞋子，涉
水而行。溪水相當的冰冷，走在其中的兩腳有些疼痛。我們忍著水寒，繼續涉水朝上游走去。水底時而有沙
時而有石，沙底易行，石底則因苔滑而難行。因此，我們遇沙底則喜，遇石底則憂。行行復行行，老謝和老
游隨地攝影留念。 

溪旁兩邊都是千丈峭壁，中間露出一片青天，很是壯觀。老鄭在一處沙地上用蘆葦寫下“齊天大聖”四
字。我則用一塊小石頭在一處石壁上寫下：“四大郎來此一遊   一九六六，九，五”。 

在一處水較清的地方，我們看見兩位十三、四歲的女娃在急流中戲水，她們在水裡站坐躺臥，非常自
如。兩女娃膚色白嫩，面容紅潤，對於冰冷、湍急的溪流似乎毫無所懼而且樂在其中。我們不禁佩服起她們
的健康和勇敢。老鄭說：“依照西遊記的說法，此二女乃妖女也。”大家聽了都笑出來。老謝特為其中的一女
攝影一幀，以為留念。他們三位與兩女談了談，知道她們來自睹城 Las Vegas，那也正是我們所將去的地
方。 

其次，我們去了 Weeping Rock （流淚岩），那地方有些像獅頭山的水簾洞，但比較小一些。一為台
灣的水簾洞，一為美國的流淚岩。相較之下，很有意思。 

中午時候，我們在北露營區吃了最後一頓的烤肉，其美味不輸前幾餐。收拾停當後，我們下山，啟程
朝賭城開去。沿著 91 號公路，出了猶他州 (Utah)，再進入一小段亞利桑那州，然後進入了內華達州 
（Nevada）。車外是烈日下的沙漠景觀。老謝和我輪流開車，在日落時分抵達了賭城。 

那回是我第一次見到賭城。我們緩緩地行駛在賭城的大道上，觀賞著左右兩邊的賭場、戲院、餐廳等
等。白天的酷熱在入夜以後依然存在，溫度仍在華氏 90 度以上。原本想去看看表演及玩玩角子機的，但因
時間已晚，我們次晨都還得去上班，不得已而在賭城裡繞行一圈後就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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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沿著 91 號公路直奔加州而去。在加州入境處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撿查站。每一部入境的車輛都
需要接受撿查。站裡的官員問我們有沒有帶進水果，我們說沒有。等到進入了加州境內後，我們才突然想起
在車後還有半個西瓜，好在那西瓜產於加州。 

91 號公路上的車輛排列如龍。對面左邊的路上是一長列的刺眼的白色燈光，而右邊前面的路上則是
一長列的紅色燈光，形成了兩條燈帶的壯觀。那時正是勞動節長週末最後一天星期一的晚上，是所有出遊者
的回家夜。 

我們終於回到了洛城。大家明天都還得上班，在我們前面還有一輩子的時間需要我們繼續去努力和打
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