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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退休一事，我一向存有矛盾的想法，但它毕竟已于2004年十月底发生了，而我也已
退隐于此南加州的海滨。这退休也许是永久的，也许是暂时的，也许是一段充电时期的开始，

也许是先前梦想的最终实现。无论如何，这是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值得花些时间思前想后。

在退隐之际，对前此人生做一番缅怀，对今后时光做一些思维。岁月飞逝的速度在退隐之后似

乎更为加快。蓦然回首，过往人生的旅程似乎以加速的方式朝宇宙时空的原点飞奔而去。

那战乱马年，那双子月份，当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猛烈轰炸四川及其他中国土地时，在重庆

附近江津的长江边，一个刚出生婴儿的包衣依风俗被扔进滚滚东流的扬子江中。六年后，那内

战逃难岁月，那阴雨黄浦江边，那满载难民的轮船，那船边走道上临时搭成的床位，一位母亲

带着三个小男孩。轮船缓缓离岸，向上海说声再见，向台湾缓缓驶去。

基隆而台北而新竹。风城的童年岁月。在年少感觉中似乎永无尽期的充满夏夜萤火虫的暑

假。少年童心中农历新年的兴奋快乐，砲竹声、压岁钱、逐户拜年的兴奋。高梓校长蕴育下的

竹师附小；小小身躯扛着大鼓带领国歌的晨唱与学生遊行的队伍；加入校队代表学校参加田径

比赛的骄傲。十八尖山下六年的中学生涯；辛志平校长孕育下竹中的智德体群的平衡教育；每

年一次全校的越野赛跑；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竹中传统；竹中的高升学率；竹中的合唱团。

四年的台大生涯；近山的第七宿舍；新生南路边信义学舍的黄色小楼；校园中的第六宿舍；

罗斯福路口的牛肉面摊；棕榈树下校园中的携手漫步；傅园中水池旁的期盼等待；秋始冬尽短

短数月的纯情初恋后的忧郁迷失。信义学舍同房柏大恩（笔名狄仁华）的 ”人情味与公德心”
一文，曾掀起当时年轻人的一阵自觉自强运动。电机电子、工程的正式学习，相辅以文学的喜

好与追求。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取”绿电”、”蓝雷”为笔名。万万没有想到，数十

年后的台湾政坛居然以蓝绿颜色划分党派、分裂族群。大三后成功岭的军事训练；毕业后空军

通校的雷达技训；分发后新竹机场的航管任务。人生伴侣的初识，爱情感觉的深切。

台北松山机场；起飞时刻面对着新大陆未知的前程的忧虑与恐惧；离别亲人爱人的悲情与

热泪。飞虎航空公司飞机负载了百[余馀]名台湾留学生，飞抵旧金山。灰狗巴士带着我朝南驶
向洛城。车上聆听一位美国女士谈着远方越南战场上的哥哥。终抵南加州洛城。深夜思家思人

的热泪。南加大电机研究院的学习。毕业后工程师生涯的启始。三十七年之久的职场生涯。航

管电子系统，迷你电脑，电脑系统，极大积体线路，工作站系统，影像扫描系统，无线通讯系

统。工程，工程管理，公司高阶管理，两个科技公司的创立，两个科技公司的完结，朋友科技

公司创业的协助。三十七年的职场岁月随风而逝。

在退隐之际，蓦然回首，一些较为突出的人事物长存于脑海之中。

若说人生七十才[开�]始，那么此刻 (2014年中) 我才两岁啊！如果上帝赐与百年或更长
的寿命，剩下的岁月还有近三十年或更多 (四十年？)。这看似漫长的岁月其实很快就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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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过去之后呢？我对于上帝的追寻已有数十年的时光，从少年时的简单相信，到青年时的半信

半疑，到更长之后的怀疑未定，到逐渐重建了相信，到终于确定了相信，其过程经历了数十年

的不断演化。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双子座的那个月中，恰是我肉身生日的那天，在新竹清华

大学对面的路德会胜利堂内，梁牧师把水抹我额上，让我受洗，给了我灵魂的重生。这受洗并

不表示所有的问题都获解决，我仍旧是罪人，仍旧面临着各种的诱惑与挑战。但我深知，将来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当上帝召告我人世旅程的终点时，我将确知自己会何去何从。

并非每个人都有面临死亡的经验。西元 1995 年的某夏晨，我为了节省一段晨跑路程而
在一座陆桥上 (Victoria Street) 朝其下的 Santa Ana 河畔水泥路上一跃而下。当时在仓卒之
中误判了约十六英尺两层楼一般高的高度。在那触地时强震疼痛的刹那，我脑中闪过了一种极

为强烈的一切即将完结的瞬间思绪。在极度疼痛中，我躺在河畔，不能动弹。约一小时后，我

勉强起身。回家的约三英里的路程有如三千英里。急诊。数月的休养。祂保存了我，因只要落

地角度稍异，其结果非死即瘫。当医生说因一节脊椎骨在瞬间被压成三角形而身高于瞬间变矮

了二分之一英寸时，我在疼痛中不禁大笑。在那关键的一瞬间，祂拯救了我，给了我回归于祂

而重获生命的机会。之后，我的身体健康如昔，毫无异样。感谢祂。

人生的週期如同正弦曲线一般时高时低。西元 1990 年代的中期对我而言应该是人生的
低潮。那年我们所居住的南加州海滨城市 (Huntington Beach) 被评为全美国最安全的城市。
某晨当我慢跑于街头时，突感左大腿上方被打一枪，惊疼之[余馀]转头见一汽车猛然朝前逃逸。
原来是顽皮的年轻人恶作剧，以战争遊戏所用漆弹枪射人取乐。报警无用，因人车早已逃逸无

踪。我只将大腿上方被击乌青之处拍照留念。

在同一低潮时期，我加入了位于新竹市光复路旁的一个科技中心，参与针对大陆市场的电

动脚踏车的研制与推广，居住于科技中心办公大楼后面的公寓大楼二十楼的一间公寓宿舍。在

前后三次的夏夜睡梦中，我清楚感觉到被一个鬼灵压身，经过奋力的挣扎之后才得以脱身。此

事至今记忆犹新。后听朋友说公寓大楼于营建期间曾有女人从二十楼坠楼身亡。有人说人在低

潮之时因为阳气不足而容易惹鬼压身。假耶？真耶？

从西元 1967 年开始做电脑设计工程师，我经历了各种的电子、电脑、数位系统等等产
品的研发工程，从技术层面逐渐转换到管理层面。西元 1980年代初，一些 XEROX 同事、
朋友离美赴台创业，我自己也萌生、蕴育了创业的雏念，但一直未逢机遇。西元 1986 年中，
在前同事、朋友的邀请之下加入了其总部位于新竹科学园区、年仅六岁的科技公司，一直服务

至西元 1993 年初。邀我加入的朋友当时是总经理，他不仅智商高而且产品创意佳，更且是
有情有义的性情中人。1980 年代初，他与其他几位夥伴提供技术而另一人提供资金，成立了
公司，于七年后上市。离开那公司后，我于西元 1990 年代的中期，往来于美台之间，希图
创业。终于在西元 1990 年代最后三年中与夥伴先后创立了两个科技公司。经过了数年努力
之后，虽某些产品曾获得颁奖及好评，但因为叫好不叫座以致未能把量做起来。我虽未成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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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多年的创业致富梦想，但从未后悔过曾经经历的辛苦创业过程。我无憾，因在此生我冒险了、

尝试了，成就了、学习了。之后，我又以从旁协助和抬轿的配角方式先后参加并创立了另外两

个无线通讯科技的公司，于努力数年之后终于做了离开和退隐的决定。因此，我终于回到阔别

了六年的南加州海边的家。

在退隐之际，我欣慰地回想到在过往时日中曾经有缘结识到的一些杰出人物。

在风城的竹中岁月中，我曾有一位要好的同学，当时家贫。某台风夏日，我去他头前溪畔

的农家，犹记那天的淒风、那天的苦雨。竹中毕业后，他考取成功大学建筑系。四年的训练使

他成为一位成功的建筑师，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中成长、茁壮、发财、成名。如今，除了如

新竹青草湖畔国家艺术园区在建筑业上的杰出成就外，他也是台湾少数着名的收藏家之一。我

在台湾创业期中，曾拜访过他。他带我吃新竹小吃。在小吃店相谈时，我不知为何提起自己很

敬佩陈文茜。他问我愿不愿见见陈文茜，我说当然愿意。但他显然后来忘了此事。为了纪念他

的父亲，他在国家艺术园区内出资设立了青山双语小学，青山是他父亲的名字。在祝贺小学开

幕典礼的场合，我见到当时的新竹市长蔡文坚、中研院李远哲先生，也看到他的同班同学章孝

严先生所送的匾额。

我刚出道做助理工程师的那年，我所就职的 Raytheon Computer 公司当时参与[开�]发
美国航空署 (FAA) 机场航管系统。其时，办公室有三人，除我这助理工程师外，还有资深工
程师，及一位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顾问。那位顾问当时为该航管系统做产品系统规划的工作。

十数年后，他创立了某着名科技公司于橘郡，公司成功上市，他也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当初那位邀我加入那总部位于新竹科学园区的科技公司的朋友底确具有世界级的头脑。他

在产品创意和产品策略上有卓越的成就，而公司在他的带领下在科技界也闯出了名声。多年前

的某年某月，在美国收视率极佳的一个全国性电视节目 “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 
中曾有一个介绍他的故事片段。他真正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他对人亲切真诚，有情有义，

令人感怀。

另一位朋友在离[开�]那与夥伴们合创的科技公司后，另创了一家通讯科技公司。数年后，
他离开了那家通讯科技公司，前赴大陆，退而不休，任着名南开大学客座教授、顾问教授，并

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其宗旨为培训、孕育中国大陆大型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除此，他还担

任天津南开大学国际管理论坛的执行主席。有一次，我在台北与他见面打高尔夫球时，适逢温

世仁先生过世，我对他说：”在某些方面讲，我觉得你实在是另一类的温世仁。”。

在退隐前的五年中，我遊览过中国大陆不少地方。1999 年秋，上海、杭州、苏州、无锡、
徐州、南京、北京、长城、西安、贵州、广州、香港。2001 年秋季，北京、哈尔滨、长春、
吉林、[沈渖]阳、大连、旅顺、烟台、蓬莱、威海、青岛、济南、曲阜、泰安、上海。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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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上海、杭州、千岛湖、绍兴、宁波、普陀山、奉化、天台、雁荡山、温州、厦门、武夷山、

上海、周庄、同里。2004 年春，北京、乌鲁木齐、吐鲁番、天池、敦煌、嘉峪关、兰州、西
宁、西安、华山、上海、朱家角。故国的壮美江山和优美文化强烈地吸引着我这在美国渡过大

半生的遊子。

在退隐之后，2005 年的初春，我遊纽约、费城、华盛顿、尼加拉瀑布、波斯顿。2005 年
的夏天，我又遊加拿大温哥华、洛矶山脉。

中国江山与北美江山，一左一右，一东一西，相互辉映。一方是我出生之地的祖国，一方

是我大半生寄居之地的美国。一方是二十世纪全球第一强国，一方是二十一世纪举足轻重、新

兴的世界级强国。

在退隐之后，除继续以旅遊方式欣赏中国、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优美江山以外，我决定重拾

史籍而[开�]始阅读中国史、美国史、世界史。另外，James Michener 是我最欣赏的美国小
说家，他所写的一系列着作，我几乎已经全部蒐集，至今已读完大部份他的书。我将继续读完

他的所有着作，并将试图追随他的脚步。

有人说生有一女一子是 ”好” ，也是一百分，我家恰好如此。在退隐之后，孩子们都已
各自成长独立，各有所长地服务于各自的事业领域。从孩子们幼小时，我们就希望他们于长大

成人之后能够结识中国的异性朋友，但在美国这样的民族大熔炉里，儿子在高中时曾有过一位

日本裔女友，但吹了；女儿则于我退隐一年前与韩裔女婿结婚。女儿婚礼在一种非传统性的特

殊情况下举行。万万没有料到这婚礼居然是 ABC 电视公司 Primetime 电视节目中的五个婚
礼故事中之一 (Primetime 是着名电视主持人 Dianne Sawyer 那时候所主持的收视率颇大
的节目之一)。2003 年 9 月底在夏威夷 Maui 岛所举行的婚礼和一週后我们在南加州所请的
回门宴及相关的婚礼故事，在九个月后的 2004 年 6 月28 日那晚 10 时，在全美国连播的
ABC Primetime 节目里播出。当节目播出时，看见女儿、女婿、亲友和我自己的面孔出现于
电视银幕时，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奇异感觉。在婚礼、喜宴及回门宴的过程中，ABC 的电视
制作人及电视摄影师等围绕着我们拍摄，那种感觉真是紧张、新鲜和奇妙。

退隐之后，清晨不必再靠闹钟匆忙起床，可以从容地换上短裤、跑鞋，慢跑四英里路，做

十八种体操运动，每种做八八六十四下，再做一百六十八下 fast and short 伏地挺身。如此，
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有人说过：”年轻时拼命赚钱。年老时花钱治病。”。我�享受人生，
不�花钱治病。

前面的日子还长，也许继续过轻闲的日子，也许决定再创新径。毕竟摩西祖母七十岁才[开
�]始学[划画]，她是多么值得学习的榜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