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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代底至 1950 年代中，我就读于新竹市竹师附小时，曾加入校队，并参加过新竹

县运动会里的校际田径比赛。1950 年代中至 1960 年代初，我就读于省立新竹中学时，学校规

定必须通过游泳课程及越野赛跑才能毕业。在成长的过程中，运动是我人生的一部份，包括数

十年前偶而行之的慢跑。 
 
1964 年中那时，我在 XEROX Corporation (全录公司) 已工作了十五年左右，那时心中

蠢蠢欲动，跃跃欲试，思图创业。除了在一段整整两年的时光中，维持每週七日不停工作、不

断阅读的习惯外﹝顺提一下：就在那两年之尾，由于工作上不懈的努力，我荣获了一项 XEROX
公司所特颁的 Special Recognition Award，得奖金五千美金；我立刻用此钱买了一部当时在

Texas 成立没多久的 Compaq 公司所推出的手提式个人电脑，给自己和孩子们在家里用。﹞，

也在某日中午就那样简单地做了从那日起此生将不停慢跑晨跑的人生决定，开始了数十年来持

之以恒的慢跑晨跑习惯。1984 年的那日﹝已忘了是何月何日，但应是夏天无误。﹞，我决定[开
�]始跑，第二日继续跑，第三日继续跑，‧‧‧，就如此一直慢跑至今。刚开始时，我每天约

跑两英里左右，约一月后便增至四英哩， 其后维持四英哩至十英哩﹝有时会更远﹞不等，直至

如今。 
 
虽然慢跑习惯数十年来大体上不曾停过，但诚实言之，每隔一段时间我确会稍有怠惰，

至今犹然。1985 年中，我在洛杉矶机场附近一旅馆里参加一次全录公司为非财务经理所举办的

财务研习会。在一堂课后的休息时中，一位连环抽烟、呼吸急促、大腹便便的体胖中年人在我

面前突然倒下，躺于地上。有人立刻通知救火队。两位医务员到达后，立刻向倒地之人施电

击，连施数次无效‧‧‧‧‧‧。那人终于就活生生死于我面前。那时正值我在慢跑上的怠惰

期，那人在我面前突然倒下瘁逝的重大冲击使我于次日立刻重续了慢跑晨跑。 
 
最初，我于清晨五点半起床来跑；一段时间后，我改成黄昏时跑；1980 年代底至 1990

年代初，我再改成午餐前在公司附近跑；1993 年后，我再度回归到清晨起床来跑。黄昏时的慢

跑分为晚餐前跑及晚餐后跑；晚餐前慢跑的缺点是肚饿无劲，晚餐后慢跑的缺点是腹内食物翻

转、易生盲肠炎。中午午餐前慢跑的缺点是夏日炎炎，皮肤易受烈阳晒伤。[开�]始慢跑约一个

月后，我就达到了每日四英里的跑程，基本上一直维持至今。 
 
开始慢跑数月后，我[开�]始感觉每次跑后身心极为舒适、镇静，后来从一本 “The 

Complete Book of Running: by James F. Fixx” 读到：若每日跑歩超过半小时，则跑步者于

跑后会在脑中天然产生一种称为 endorphin 的类似于吗啡 (morphine) 的物质，让人觉得很舒

服、很镇静。这种舒服、镇静的感觉一直不断持续到数十年后的今日。人不必靠吸毒来寻求舒

适的幻觉，只需慢跑晨跑便可天然在体内产生真实的舒适、镇静之感。 
 
在开始慢跑三年并且读了 James F. Fixx 的 ”The Complete Book of Running” 后，我

决定尝试一下跑马拉松的滋味。在一段时间中，我週一至週五依例每日跑四英哩路，週末则安

排如下：第一个週六，跑六英里；第二个週六，跑八英里；第三个週六，跑十英里；第四个週

六，跑十二英里；第五个週六，跑十四英里；第六个週六，跑十六英里；第七个週六，跑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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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里；第八个週六，跑二十英里。基本上，我花了八个星期的时间达到了一次跑二十英里的目

标。跑二十英里的那个週六，我从近海的垦丁滩沿着 Santa Ana 河畔的河边路朝北一直跑到十

英里外的 安纳罕 (Anaheim)，然后再转向朝南跑十英里路回家。回程是极累的，在接近二十英

里时，我真正感觉到 Fixx 书中所特别提到的 “Knock the wall at 20 miles” (二十英里时之“撞

墙”)，那时候我真正是跑不动了。靠着意志力，我总算跑回到家。因为前此一共跑了三个半小时

左右，全身热力均已耗尽，回家后全身发冷。这是一次接近马拉松距离的慢跑经验，相当难能

可贵。可惜至今我尚未真正参加过一次马拉松。 
 
开始慢跑四、五年后，我在跑了四英里之后再加上一些包括甩手等的肢体运动，共十八

种，每种做八乘八共六十四下，总共八乘八乘十八共一千一百五十二下；在此肢体运动之后再

加上快速伏地挺身共一百六十八下。慢跑、肢体运动、伏地挺身便是数十年来我每次慢跑时必

做的功课。除慢跑、肢体运动、伏地挺身外，我后来又加上偶尔行之的在下午打篮球、打网球

等的运动，以求增加更多的运动量。有时我早晨不跑，却在下午打篮球、打网球，以求补足运

动。 
 
多半的日子中，我都在美国南加州慢跑。从 1980 年代中至 1990 年代初，我因在科技公

司工作的关系，在美国与台湾之间飞来飞去，做空中飞人。每次在台湾时，我便在台湾慢跑。

九零年代后半期至二零零四年，我大部分时间在台湾创业。那段时间中，我当然是在台湾慢

跑。在台湾时，我曾于不同时期住于科学园区里的几个不同宿舍。我规划出一条每晨慢跑的约

四英里的途径。在科学园区里晨跑时常遭逢野狗群，他们有时狂吠、有时挑衅，使我不胜其

扰；有时不得不拾起石头或捡起树枝自卫。后来我自制一个轻便的打野狗棒，每日晨跑时随身

携带，觉得比较安全。跑完四英里路后，我继续在科学园区内的人工湖周围做肢体运动及一百

六十八下伏地挺身。有一次在湖畔做伏地挺身时，一对夫妻走近身旁，我抬头一望，原来是多

年不见的台大电机系同班同学何瑜生及夫人 Lucy。另一次在湖畔运动时，逢多年不见朋友、同

事曾宪章。在台湾时，我也曾两度租屋于竹北居住。我在竹北也同样规划出一条 8 字形的约四

英里路的慢跑途径。在竹北除晨跑外，我週六週日除练高尔夫球挥杆外多半会去芎林攀爬飞凤

山。在爬山时，我多半会于下山时一路跑下山来。爬山是极佳运动，现退隐于南加州海边后，

无山可爬，实是一种遗憾。 
 
1990 年代初某夏日，位于新竹科学园区公司的福委会举办一次慢跑比赛，我是唯一参加

的副总经理。在湿热的台湾夏气中跑完约十公里的路程后，我居然得了第二名。现在想起来，

极有可能是某位跑在我前面的年轻同事在最后一刻不知为何而离[开�]，让我得了第二名。 
 
1992 年 5 月 17 日，一个南加州天和日丽的週末，我和其他四位在 Microtek 美国分公司

工作的美国同仁 (大多是 Marketing and Sales 同仁) 前往 Los Angeles 之北的 Griffith Park 
参加了一次 第十一届 Jimmy Stewart Relay Marathon。那天刚好是 Jimmy Stewart 的 84 岁

生日，我亲眼看到 Jimmy Stewart 和 Robert Wagner，并听到他俩的简短讲话，也看到主办

单位送给他生日蛋糕，听到大家唱 “Happy Birthday, Jimmy Stewart!”生日歌。在此 5 人接力

跑 26 英里的 relay marathon 中，每人跑  5.2 英里，我记得我应是跑第一棒。胜负毫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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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能够参与此次难忘的聚集。我拍了不少照片和 videos。在我慢跑的生涯中，这是一次

特别的经验。 
 
1995 年中，我远赴台湾加入位于新竹市一个为大陆市场研制电动脚踏车技术的科技中

心，住于光复路旁一座二十[余馀]层公寓大楼内。大楼之后即是十八尖山。我每晨起床后，便上

十八尖山慢跑，山上空气清新，跑起来很舒适，沿途看见许多新竹市民在山上做各种运动。这

段时间的慢跑也是颇值回忆的。 
 
在台湾创业、独居的数年中，冬日偶来的寒流及春夏间梅雨季节使我有时无法慢跑于室

外，于是便在所居公寓内赤足绕室而跑。在三个臥室、客厅、厨房、阳台间来回跑半小时，也

能出汗而达到运动效果。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独特的慢跑方式。 
 
1993 年我赴上海出差，住于虹桥机场附近的虹桥宾馆。晨跑于宾馆附近的马路旁，也是

一次难得的在大陆的慢跑经验。一九九零年代初，我赴北加州酿酒胜地那葩谷 (Napa Valley) 参
加一个电脑科技研讨会，住于旅馆，慢跑于酿酒厂附近的葡萄园周，此是另类的慢跑经验。一

九八零年代后半，我赴加州巴哈谷 (Baja Valley) 参加一次特殊的、以敏感度训练为主题的管理

研习会。在秀丽的山谷胜地的高尔夫球场旁边慢跑，另是一番不同已往的难得的慢跑经验。一

九九九年二月，我带队前往德国汉诺威 (Hanover) 的 CeBIT 1999 电脑展参展，与同事们同住

于德国民宿。那时是冬季，在二月里汉诺威寒冷的晨气中慢跑也是颇值回忆的一种经验。 
 
母亲于 2006 年 8 月逝于纽约法拉盛 (Flushing)，在那一年前的 2005 年 8 至 9 月，耀弟

远赴上海国际翻译学院教翻译。我飞至纽约，陪伴臥病于床的母亲约一个月左右。在那段时期

中，我住于耀弟位于小颈市 (Little Neck) 的家。每日赴法拉盛陪母亲前，我晨跑于小颈市 
(Little Neck) 及大颈市(Big Neck) 之间的住宅区树丛中街道上。那种慢跑不同于南加州海边的

慢跑，是另外一种难得的慢跑经验。 
 
2004 年 11 月退隐海滨之后，我[开�]始遨遊世界，有时是 Land tours，有时是 

Cruises。Land tours 时，因为行程紧凑，我基本上暂停慢跑；Cruises 时乘坐遊轮，我多半

会继续慢跑的习惯，若非在第十二层甲板上跑，便是在船上的健身房里的跑步机 (treadmill)上
跑。我曾在其上跑过的遊轮包括有 M/S Monarch of the Seas, M/S Galaxy, M/S Adventure of 
the Seas,   M/S Navigator of the Seas,  M/S Brilliance of the Seas, M/S Rotterdam, M/S 
NCL Jewel, M/S Crown Princess, M/S Veendam, M/S NCL Star,  M/S Diamond Princess, 
M/S Infinity 等等。 

 
2008 年 5 月底，我第一次成为骄傲的 Grandpa。从南加州一路开车至北加州湾区的柏克

莱山 (Berkeley Hills) 上，停留一段时间，除天天看见可爱可疼的 Grandson 外，亦与女儿女

婿相处近一月。未能如常在海边家附近慢跑，只得偶而慢跑于 Berkeley 的山上。在爬上爬下的

山路上跑二十分钟比在平路上跑四十分钟还更费体力，且速度慢了许多，但却是极好的运动。

每次跑于此山，均会路经奥斯卡金像奖得主 Rita Moreno 的家门前。数年前某次带女儿的狗侠

客外出溜狗时，亲见 Rita Moreno 及她的狗。她极为亲切友善，还邀我们进她家里看看。在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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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山上慢跑时，俯瞰远处近海的旧金山、海湾、跨湾大桥，极为美丽，心胸顿开。此是颇为

难得的慢跑经验。 
 
2011 年 12 月初，我们飞往 Florida 参加一个为时一週的 West Caribbean Cruise，在

那之前我们在 Orlando 的一处 timesharing resort 停留一週，在其附近的观光胜点旅遊、探

索。12 月 6 日晨，当我慢跑于 resort 附近 Orlando 街头时，在一树下被一鸟儿大便于头上、

肩上。我那时笑着心想：”多好的运气啊！”。跑完后回到 timesharing resort，进门见到我的  
brother-in-law Gordon Wang 时，告诉他此事。他说：”Holy Shit!”。我听了大笑。次日 12
月 7 日晨，我再出去慢跑。在靠近前一日鸟粪降身之处，不知为何缘故，我平直向前摔倒于路

旁水泥走道上，眼冒金星，牙齿撞地，唇右上方顿时被齿咬裂，血流如注。我勉强起身，拿出

手帕敷住右上唇，意图止血。我这一生从未摔过如此之重。回到 timesharing resort，进门见

到 Gordon，向他展示满手帕的血时，他说：”Holy Blood!” 我听后在疼痛中不免大笑。 
 
我平时在跑了约一英里后，身体内产生的热量使我不得不脱去上衣而赤露上身，在大部

份的冬日中亦然如此，除非在特冷的寒流时候。某一在台湾时的冬日于爬飞凤山而跑于山上

时，有一群爬山者见我赤露上身在跑，便用台语说：“讚！少年郎！” 其实那年我六十有二。我

朝他们微笑一下，继续专心向前跑，没时间向他解释说：我赤露上身，实因体热，非为显露肌

肉，亦非为显耀自己不怕冷。 
 
1980 年代中，家中有狗名叫贺吉 (Huggie)，是陪伴孩子们成长的雪特蓝牧羊犬 

(Shetland Sheepdog)。从牠小时，我便每晨带牠出去慢跑，一直到那年牠跑不动为止。某晨

慢跑于圣他安纳河畔 (Santa Ana River)，我突觉肚疼难忍，因其时五点半左右天色尚暗，便在

一处草丛中拉下短裤、就地解决，贺吉小狗其时尚小，不知我在做啥，在旁围绕乱跳。如今狗

已不在，回想那晨，不禁莞尔。 
 
2006 年中，女儿女婿前往夏威夷贸易岛 (Maui, Hawaii) 渡假一週，把他们的爱狗侠客 

(Shaq) 帯来交给我们看管。我照样每晨带牠出去一块慢跑。某晨在圣他安纳河畔 (Santa Ana 
River)，见一人带其狗散歩，狗未栓绳。我依样解[开�]侠客的栓带，让牠自由一些在我身旁

跑。如此跑了约两分钟后，侠客突然不知为何缘故离[开�]我，回头朝原路速奔而去。那一刻，

我呆住了，但仍拼命跑去试图追牠。但牠速度如此之快，我完全无法赶上。心中慌乱悔恨，女

儿女婿的狗居然让我给丢了。从家里跑至此处的路程，牠只跑过这一次，且途经一条汽车往来

极多的布鲁克赫斯特街大马路 (Brookhurst Street)。心中焦急万分、心急如焚。万一侠客被车

撞死，我如何向女儿女婿交待？侠客已然无踪，我除了在心中一直不停祈祷外，实在无计可

施，只能无比失落地回家。在家门口逢邻居 Doug，向他提起丢失侠客之事，说我除祈祷外只能

继续去找。回家被妻 Daisy 责备，两人分头[开�]两车去找，遍寻不得。回到家里，见邻居 
Doug 开车过来，说：“你看车里是谁？”  车里居然坐着侠客。那一刻，我的欢欣不言可喻。我

的祈祷得到回应！令人惊奇的是牠居然一路跑回家，身体丝毫无伤。此事我在一年后才敢向女

儿女婿提起。之后侠客因癌症开刀，除了在着名的 UC Davis 兽医医院行辐射治疗及化学治疗以

外，我亦每日为牠祈祷。牠又活了六、七年，陪伴着 Grandson Connor 和 Granddaughter 
Casey 的成长后，于 2012 年圣诞日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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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中某日，我没在清晨跑，却等到上午时候才跑。也没上圣他安纳河畔 (Santa Ana 

River) 跑，却在垦丁滩 (City of Huntington Beach, Surf City USA) 市街上跑。当我跑到亚当

斯街 (Adams Avenue) 将向右转往布鲁克赫斯特街 (Brookhurst Street) 之前，突感左大腿后

上方被打一枪，惊疼之[余馀]见一辆汽车猛然朝前逃逸。原来是顽皮的年轻人恶作剧地用战争遊

戏所用的漆弹枪 (paintball gun) 射我的大腿取乐。回家后立刻报警，但无用，因人车早已逃逸

无踪。只能将大腿上方被击乌青之处拍照留念。那年，我们的城市垦丁滩 (City of Huntington 
Beach, Surf City USA) 被评选为全美国最安全的城市，这岂不是一件相当讽刺的事吗？此与跑

步相关的事件是另一次难忘的事。 
 
1995 年上半年某晨，我去慢跑时，为了节省四分之一英里的跑程，在一座陆桥上面朝下

面圣他安纳河畔 (Santa Ana River) 的水泥路上一跃而下。因当时仓卒做了下跳的决定，误判了

约十六英尺两层楼的高度。触地时强震疼痛的那一刹那，我感到一种极为强烈的一切即将完结

的瞬间思绪，心想我这一生完了。在极度疼痛中，我躺在河畔不能动弹，约一小时后才勉强起

身。回家的约三英里的路程有如三千英里一般。从后门回到家里厨房，妻见我面灰如土，即刻

送我去医院急诊。感谢神！祂保存了我。在那下跳落地的刹那，只要落地角度稍异，其结果非

死即瘫。在医院哩，当医生说因为我的一节脊椎骨于瞬间被震压成了三角形，而我的身高于瞬

间变矮了二分之一英寸时，我在疼痛中忍不住大笑。在床上休养数月后，我恢复了健康。之后

我的身体健康如昔，毫无异样，除了比从前矮了二分之一英寸外，毫无其他后遗症。那年，我

五十三岁。感谢上帝，祂在此次慢跑的意外事件中救了我，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慢跑于圣他安纳河畔 (Santa Ana River) 时，常见一些落魄的、无家可归的墨西哥人及美

国白人以此防洪河畔的树木下、草丛中为野外的家，夜晚于星空下宿其中，白日则不知他们往

何处去。数年来，政府派人砍除野草丛后，这些无家的流浪人遂渐被驱离。但偶尔仍见一两位

落魄者夜宿河畔。他们仍不得不想法生存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跑的速度逐渐减低了，常会看到一些年轻的女仕或男仕慢跑者超

越我而跑到前面去。因为天生好胜，若我年轻几岁我可能会奋力追向前去，但现在就让他去

了。因为慢跑对我而言主要是为了健康，我不愿跑太快而伤膝盖，宁愿减速慢跑以求细水长流

而日久天长。 
  
虽然数十年的慢跑人生主要是为了健康的缘故，但我越来越觉得慢跑的动机更是在于慢

跑时能一边慢跑、一边思想。许多的创意及对于诸多问题的解决之方都是在慢跑时想出来的。

我每晨约九十分钟的慢跑过程，经过了数十年的历练，逐渐演化成三个基本阶段：在第一个时

段中，我一面慢跑一面仰面朝天从事约二十至三十分钟的祷告﹝我极为惊讶地发觉我的每晨祷

告多半被祂聆听且回复，那是多么奇妙的经验啊！﹞；在第二个时段中，我一面慢跑一面从事

眼睛的运动，将两眼依顺时针方向转动八下，然后依反时针方向转动八下，如此持续约二十至

三十分钟；在其[余馀]的第三个时段中，我一面慢跑一面让我的脑筋自由自动漫想遨遊，如同心

鸟飞翔于灵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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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跑的人生，人生如慢跑。一歩一歩，点点滴滴，细水长流，天长日久，向前跑，慢慢

跑，达至目标，再往次站。跑出健康，跑出乐观。我的慢跑的人生、人生如慢跑，持续着，持

续着‧‧‧。 
 

(revised: 2014-07-24 于南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