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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鳳是《紅樓夢》中一個出色的人物，她雖然沒有多少文化，但精明
強悍，兩面三刀，臉酸心硬，殺伐決斷，實際上是賈府特別是榮府的棟樑之
才和鐵腕人物。她在書中第一次顯才幹，就是秦可卿死後，協理寧國府，主
持料理秦可卿喪事的有關情節。曹雪芹在第十三、十四回集中筆墨寫了她不
辭辛勞、頭腦清醒敏銳、處事乾脆利落、獎罰嚴明、善於對家政事務進行行
政管理的個人素質。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的消息傳開後，寧府上下都在議論說： 那是個有名
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 果然，她上任後的第一件事，
就是 要家口花名冊來查看 ，然後 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 ，並宣布從
嚴管理的施政綱領，她警告大家： 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
去。再不要說你們 這府裡原是這樣 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
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 緊接着，她分析
梳理了寧國府的現狀，指出管理上的五大弊端： 頭一件是人
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
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
，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
王熙鳳 新官上任三把火 ，燒畢，立即針對寧國府存在
的問題進行整頓。她把僕人分成若干個班組，把責任落實到人
；有人單管人客往來倒茶；有人單管本家親戚茶飯；有人單在
靈 前 上 香 添 油 、 掛 幔 守 靈 、 供 茶 供 飯 、 隨 起 舉 哀 …… 總 之 ， 分
工明確，責任到人。為保證各項工作的落實，她特別責成管家
來升家的， 每日攬總查看 ，做到有安排有監督。這還不夠
，為防止來升家的徇私開後門，還警告說： 你有徇情，經我
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
為保證令行禁止，王熙鳳以身作則，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很晚才休息，其時間
觀念比任何人都強。忙得 茶飯也沒工夫
吃得，坐臥不得清淨。剛到了寧府，榮府
的人又跟到寧府；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
又找到榮府。 她宣布： 素日跟我的人
，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
一定的時辰。 她威重令行，不怕得罪人。第二天一個人遲到
，她毫不客氣， 頓時放下臉來 ，喝命拉出去打二十板子，
又革他一個月銀子。同時警告： 明日再有誤的，打四十，後
日的打六十，有要挨打的，只管誤！ 為什麼她越來越嚴，因
為第一天是明知故犯，第二天是有意對抗，第三天就不可問了
。由於王熙鳳嚴明家法，秦可卿喪事期間，寧府上下都 不偷
安推託 ， 日夜不暇，籌劃得十分整肅 。
王熙鳳辦事，還有自己的特長，僕人開上來領取物品或銀
錢的單子，她一經過目，便知對與不對， 開銷錯了 ，就別
想領到。她的精明，使得寧府上下沒有一個人在這方面膽敢作
難。
王熙鳳在協理寧國府中體現出的管理才能，即在激發與協調管理機構中
人們的作用時作出的努力，其成效是明顯的，以至 令族中上下人等，無不
稱讚。 不愧為 脂粉隊裡的英雄 ， 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 的。說她在
秦可卿喪事料理中起到了中心人物作用，用今天的話說，是個幹得很出色的
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 是一點也不過分的。事實證明，在王熙鳳協理寧國
府期間，寧國府往日的無頭緒、忙亂、推託、偷閒、竊取等弊病， 一概都
蠲了 ，即是說，王熙鳳的工作，實際效果是很明顯的。曹雪芹是個能工巧
匠，二百多年前，他在《紅樓夢》中，為我們塑造了這個血肉豐滿的、具有
多方面個性的女強人。協理寧國府，僅體現了她諸多性格中的一個方面。內
地不少政府部門的領導不妨再去讀一下《紅樓夢》的這兩回書，仔細體會一
下王熙鳳面對寧國府這個爛攤子是如何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料理好秦可
卿的喪事的，從中或許可以學到一點王熙鳳的管理辦法。

B18 大公園
艱難的鋼琴聲

自從孩子小鬧彈鋼
琴，我們母女間便鬧得
沸反盈天，那叫一個雞
飛狗跳，鬼哭狼嚎，居
在線 中更穿插無數驚心動魄
的搏鬥，加上她變幻莫
測的耍賴，花樣繁多的
抵抗小插曲，以及即使在她明白事理的情況下
依然不斷地討價還價，反反覆覆。你對她厲害
點吧，她就可憐兮兮，彈出的琴聲有氣無力；
或很悲壯地一遍遍重彈，做痛苦秀。你心軟了
，對她笑笑？她立刻滾到你懷裡撒嬌。或者，
頭頂枕頭，眼戴墨鏡，一副豈有此理的樣子。
有時，彈了一半，忽然停下來，玩起翻套繩，
繩子在手上成個網狀，往臉上一擋，說： 「
美
女也瘋狂！」
當然，繁重的思想工作沒少做，曉之以利
，動之以情，威脅利誘，軟硬兼施，如同唐僧
取經要經過九九八十一難，她彈琴的每一點進
步，都是在我倆同時氣死了無數細胞後換來
的。
口說無憑，選個不那麼硝煙瀰漫的實例看
看吧，活脫一幕短劇。
這天，小鬧一百二十個不情願地磨蹭到琴
前，半頁曲子沒彈完，便躺倒在琴凳上，嚎着
玩： 「
哎喲，抽筋了我，抽筋了我。」
我忙坐到琴邊，將她的頭扶起，說： 「
這
台電腦死機了，重新啟動。」 「
重新啟動」後
，她只彈了兩行，又賴到我懷裡，說： 「又死
機了！」
我在她臉上稍微擰了一下算是殺毒。她還
不起來，我說： 「
唔，殺毒無效，該電腦執行
非法程序，即將關閉，換貨，請與供貨商聯繫
。」
沒想到剛才還歡笑的她忽然哇哇大哭：
「
媽媽，你幹什麼擰我臉這麼疼啊？」我只好道對不起，還得
給她揉。
她仍無限悲傷： 「還要退貨！您不想要我了，想把我給人
，是嗎？哇！哇！哇！」
這一鬧就是十多分鐘。好不容易平靜點了，她抽抽噎噎地
感慨萬端： 「活着有什麼意思？每天就是做功課，彈琴，吃飯
，睡覺，人家還能去美國玩玩。」（她是指哈佛女孩劉亦婷）
我一聽，她超級悲傷，問題嚴重了，忙安撫： 「是不是彈
琴太累了？那咱們從此不彈了，好麼？」
她使勁搖頭：
「
那我就沒特長了，我也想彈，就是太難了。要是什麼都不學
，光玩多好啊！」
我說，那多沒意思啊，人家劉亦婷學習得好，才能去美國
，去了也是學習，不是玩。不要怕難，要戰勝困難，才有成就
感。再說你彈琴多靈啊。
她八歲，還不懂什麼叫成就感，我略講了講，她點點頭，
又忽閃着淚眼說： 「
戰勝這個戰勝那個，可我就是戰勝不了媽
媽呀！」
我歎口氣： 「媽媽都是為你好。」
她頓時嘹亮地大哭： 「
我知道媽媽都是為我好，我怎麼這
麼壞脾氣呀，（她回憶起天天大鬧的情景）每次鬧時我都想：
就是我有理，你有什麼了不起？其實都是我錯了，對不起呀媽
媽，我以後一定好好彈。」
給她擦乾鼻涕眼淚後，她大約彈了十分鐘，可是，放學後
四十分鐘的彈琴時間也就耗過去了。下午六時三十分的動畫片
時間一到，可是雷打不動，晚看兩分鐘她都跟你玩命。看完動
畫片吃飯，然後還要做功課，這一天就算過去了。要命的是，
第二天，昨天的話全不算數了，又一切照舊。
如此天天經過一場大戰，每分鐘都上竄下跳地折騰。我便
天天想：為了彈琴，整天橫眉冷對的，犯得着嗎？不就是不彈
了嗎？只要不彈琴，一切風平浪靜，那又何必日日聲嘶力竭，
弄得兩敗俱傷（每彈一個新曲子，我要坐在旁邊，為她訂正音
，校正拍子，累得滿臉滄桑，她還咬牙切齒）。
可是，如果真不彈了，她將來一旦明白事理，又會不會怨
我？畢竟，子不教父母之過啊。到時你能說：活該，誰讓當初
讓你彈你不彈呢！
有時，想想也有趣，就是孔子說的： 「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真說得貼切又貼切。就說小
鬧彈琴吧，的的確確：管不是，不管不是；哄不是，不哄不是
；培養不是，不培養也不是。
然而，偶爾也有驚喜。有時，小鬧彈着彈着會從心靈深處
迸發一聲驚呼：哎呀，這支曲子真好聽啊！
近來，報上經常有教育孩子的文章，告誡家長不要勉強孩
子成材，成與不成材全憑孩子高興，我也問她： 「將來是想飛
上枝頭變鳳凰啊，還是做隻快快樂樂的小母雞？」我解釋了意
思，她猶豫了一下，笑說： 「
做隻快快樂樂的小母雞。」
我也笑了，阿彌佗佛，原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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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洛杉磯舉行的亞
太國際電影節上，開幕影片講
述了一位美籍華人律師山姆突
經緯 然接到任務，被派往中國去處
理一起生意糾葛。那是一部喜
劇，名字叫《紐約客在上海》
。它巧妙的把東西方的兩個標誌性城市聯繫在一起
，通過有趣的細節表示兩個世界的不同風格，和割
不斷的聯繫。
說起這種割不斷的聯繫，我便不由得想起與上
述的那種由於外部世界發展變化，所產生的全球化
趨勢所衍生出的不可抗拒的聯繫之外，世界上還有
一種內在的，不可改變的割不斷的聯繫，那就是民
族文化中與生俱來的情緣。這種情緣在旅居海外的
華文作家群體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近日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洛杉磯華文作
家作品選集》可以說是這種情緣的集中體現，選集
中收錄了六十多位洛杉磯華文作家的作品。這些作
家來自中國內地、台灣、香港和東南亞。不論他們
來自中華民族的哪一個居住地，他們的作品都洋溢
着難以割捨的對於中華文化的無可置疑的認同。這
是所有這些作品的最大共同點。這些作家居住在美
國加州，卻仍然執著地用中華民族的文字，記錄着
對生活的感受，抒發着自己的情感，傳播着中華的
文化。這種執著的精神是一種無法割斷的文化傳承
。通過這些文學的傳承，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化，
在異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
活躍於洛杉磯的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已
經步入了第二十二個春秋，已從幼年成長為青年，
走入他令人神往的青春勃發的年齡。我在聖蓋博山
谷的沙漠上看見了這片綠洲，即心嚮往之，同時更
為旅居海外的遊子能夠擁有一個自由思想的文化氛
圍感到萬分榮幸。誠然，自由的思想並不因為外部
條件的具備就可以達到，但是在此基礎上所進行的
個性的寫作，我更推崇。我作為主編參與編輯這本
選集，有幸第一時間閱讀了大量這些作家的作品。
在入選這部作品選集的作家中，曾經創作了小
說《花鼓歌》的黎錦楊早年遠涉重洋到美國，一九
四二年，入耶魯大學學習舞台劇，離開學校後在中
國城找了個報館寫專欄的差事，月薪一百五十美元
。原來還提心吊膽等着移民局來將他遣返。最後寫
了小說得獎，從此開始了專業的寫作生涯。他的小
說《花鼓歌》被改編成荷里活的音樂劇曾盛演不衰
。創下了華人作品名揚美國主流社會的一個成功例

文化

李憶莙

丈夫常說他很佩服他的
父親。明明是一介書生，不
文
是塊做生意的料，卻偏偏硬
是要做生意。他說： 「
從小
什錦 到大，我眼睛所見，父親無
論做什麼生意都失敗。我當
然知道他是決心要改變生活
，無奈總是失敗。為什麼總是失敗？命也？可他就
是不信。屢次三番，碰碰磕磕。也有人說，不是這
樣的世家，何必強求？」是嗎？這也是原因之一？
我曾看過他們家的族譜，好幾代人都是種地務農的
，確實沒經商的子孫，連做小買賣的也都沒有。即
使是到了他爺爺那代，富裕了，也只是多了些田地
成了地主而已，終究不曾出過經商做買賣的。若非
爺爺成了地主，升格為 「
豪紳」，相信也不會想到
要去弄點文化來裝飾門面，打造一座所謂的書香門
第。
老爺子於是讓他的兒子進了私塾，讀四書，讀
五經，一心一意培養 「
腹有詩書」的讀書人。然後
鄉試也考了，眼看功名在望，不意科舉卻在這時候

化

周
子。現在他已年逾九十，仍筆耕不輟。
台灣武俠小說著名作家蕭逸，當年在台灣與古
龍、臥龍生等一起開始寫武俠小說，是當時台灣最
「叫座」的五個作家，在第一部小說《鐵雁雙翎》
出版後，馬上被香港的電影公司拍成上下集的電影
，於是，一發不可收拾，從此跟武俠小說結下了不
解之緣。即便到了美國，他仍然執著於中文寫作，
並以此為生。近年來他到中國內地大學講學，仍不
忘呼籲：喚回真正 「俠客的靈魂」。因為武俠所遵
守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每一條都是中華
民族的傳統道德。
移民文學在寬泛的範圍內，屬於華文文學的一
部分。移民的創作具有不同的階段性，而這些不同
階段所體現出來的特色，是和作者所處的不同階段
的移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許多作者的創作直接來自
於自己原始的生活經歷。
在這本文集中入選的許多作家的作品，正是表
現了他們色彩紛呈的生活體驗：生活在美國，心靈
中難以割捨的歷史與現實的聯繫。既為遠行者卻難
以割捨與母國文化上宿命的淵源。他們懷想憶往，
故鄉的父母、師長、讀過的私塾、走過鄉野……在
在都時常在夢中浮現，由夢而成詩，成文。奮鬥在
美國，已有成績，初來乍到時的艱苦打拚卻難忘，
底層移民艱難、創業坎坷、名校名師……篇篇都書
寫了對於這個社會的最親密接觸，愛怨交織。
拓展寬闊的文化視野，站在美國的地平線上，
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托爾斯泰的此恨綿綿、張愛
玲客居美國無奈的 「小團圓」、智利的詩人聶魯達
、還有抗戰時期與蔣經國校長等師生的情誼……字
字都折射了歷史和文化的豐富信息。
海外華文文學創作，從客觀上分析，即有局限
，也有自由。所謂局限是與兩地主流文化的間離。
用中文寫作，對於英文的主流文壇沒有什麼影響。
同樣對於中國的主流文壇，影響力也是微弱的。上
世紀九十年代那些描寫海外華人生活的作品，曾經
在特定的時期造成轟動，是遇上了方興未艾的出國
潮。這種現象在今後恐怕再難遇到。移民文學作品
要再創輝煌，相對於作品在題材上的優勢，作品的
主題和對人性的開掘深度都變得更為重要。但在不
利中的有利條件是，海外華文作家所進行的跨越文
化的創作，在觀照中西兩種文化時，具備了多角度
的立足點，這又和主流西方作家，或是中國本土作
家有所不同，這種優勢無法取代。
海外華文文學包含的內容頗為廣泛，上可追根

溯源：移民者的家族歷史，文化比較；旁可融合多
族裔交流，將移民者生活的視野拓展至對居住地人
文生活的廣闊表現；前瞻可關注太平洋兩岸的交流
，將回國發展等經歷和所體驗到的兩地差別，人際
關係變化加以表現。
當代的海外華文作家，具備優良的知識教育背
景，和在異國豐富的生活閱歷。但在創作上如何突
破局限，卻仍道路漫長。海外華文文學如同文學汪
洋中的一條小溪流，要將作者的移民經歷，匯入大
海，只有這樣，移民文學才能達到新的高度。讀者
對閱讀內容的嶄新期待，要求我們在自己的生活體
驗上有深刻的挖掘，有廣闊的視野。林澗教授在
《華人的美國夢》一書的序言中，曾一針見血地指
出：歷史上的華文文學處於一種無望的沉默狀態，
寫作者抱持着一種 「告與不告，說與不說，報與不
報。」的心理狀態，報喜不報憂。她對上世紀七十
年代後成長起來的移民作家作了肯定，讚賞他們在
文化意識上是跨國的，對於美國文化意識有一種比
較鮮明的批判意識。
現在的移民作家應該說是遇到了歷史上最好的
時機，東西方世界的交流越來越密切，他們所經歷
的生活已經走出早年移民作家受歧視、受折磨的陰
影。現在的移民所接觸和經歷的是居住國和出生國
之間日益密切的交流，看到的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
經濟體之間不可分割的互相依賴。他們的視野更加
廣闊，他們理所應當發出屬於他們自己的聲音。只
有這樣，才有可能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聲音出現在
中國，以致於世界的文壇上。在自由思想的環境中
，充滿個性地寫作，求真，求善，求美。這也是每
一個旅居海外的華文作家理應追求的。

被廢除了。功名夢碎，只好在鄉間的學堂當老師。
那時是宣統年間，溥儀還在紫禁城裡當皇帝。那顯
然不是個好年頭，但對於那個離北京城很遠很遠的
南方男孩來說，並無好壞之分。從晚清末到民國，
他從小男孩變成一個男子，一路走來，他的人生路
都是按部就班的；在什麼時段，應該做什麼就做什
麼。其實人生本來就很簡單，不就是：讀書、就業
、結婚、生兒育女罷了。於是，按着程序，他逐一
就完成了他的人生三部曲。
然而，生在那個年代，大道也多歧。 「國破」
之痛是注定要經歷的。民國是一個戰爭的年代。共
產黨與國府之戰，作為一個讀書人，是紅是白自然
不會含糊。也因此，他不得不倉皇出逃，遠走他鄉
。而這 「他鄉」，是一條水路，是傷心的太平洋。
送夕陽，望明月，孤雲飄泊復何依？他人生的八千
里路，此去是雲是月都無所謂了，反正故國鄉土是
越離越遠，回不去了。
其實，大批鄉人湧往的南洋也非理想國。若有
選擇誰願冒這不知前景的險？來到南洋，工作沒着
落，只能幹雜活。多年以後，才在一所鄉間小學覓

得個教職，以為重執教鞭，生活就會安定下來。無
奈那點微薄的薪金根本不足於養家餬口，終於恍然
大悟：百無一用是書生！
於是改行做生意，然而無論做什麼生意都失敗
，並且屢戰屢敗，屢試不爽。如此這般，生意越做
越雜；他賣以祖傳秘方自製驅風散、跌打藥油、辣
椒醬、刨冰雪球、冰水……日治時期在冷甲開了間
小咖啡店，店名 「
悅來」，總算 「
經商」成功。
丈夫每談起他的父親，總是一臉哀婉，一臉憐
惜： 「
我爸是個讀書人，一介書生啊，神清骨瘦的
，謙恭、溫厚，講究清正之氣，加之信仰天主，試
問這樣的人，怎適宜做生意？」
這樣的讀書人，無論如何，幹不出驚天動地的
大事，是意料中事。但他有信念，因此腳步站得穩
；認定了的事，就不踟躕。而且不信邪，不認命。
越發顯得高潔、清貴──他生於清末，長於民國，
無可奈何地出走到南洋。
丈夫是他最小的兒子，兒子出生時，他年近晚
年。而我所知道關於他的一切，都是湮遠的往事，
是口述歷史。

在老輩人眼裡，讓女人來養家，是一件讓男人抬不起頭來的事
，而現在對此熟視無睹了，你說這是社會進步還是退步，真的很難
說。
我上海表叔的兒子，娶了一位女記者。在新聞業內，流傳着這
樣的諺語： 把男人當民工用，把女人當男人用 ，意思是說幹新
聞這一行是非常累的。表叔看到自己的兒媳早晨出門，晚上八九點
回家，到了家也沒得休息，趴在電腦桌前寫稿子，半夜三更還會聽
到兒媳的手機聲，那是編輯在與她核稿，雖然她的工資超過丈夫將
近一倍，但表叔一直要求兒媳辭掉工作。他的觀點很固執，女人就
應該在家打扮打扮，做一些輕鬆而沒有壓力的工作，這才像個女人
。表叔的兒媳卻不領情，認為公公是怕她在社會地位、經濟收入超
過丈夫，她掌握了家裡的話語權。直到她常年工作壓力過大，身體
出現警報後，才幡然醒悟過來，一個人活着，是不能以工作為軸心
的，女人的美好年華也就幾年，用它來換錢，那是一件愚蠢的事。
後來她辭去工作，去了一家房產公司做行政，她終於體會到了
悠閒生活的妙處。在網上，不少網友調侃，讓女人去打工養家，那
是人類的返祖現象，這個說法有趣得很。
雲南麗江的納西族人一直保留着母系氏族的風
俗，女人幹活養家，男人負責 琴棋書畫煙酒茶
，只要會玩就可以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古
城有名的四方街菜市場，操刀賣肉的絕大多數是婦
女，而收錢的卻是男性。後來隨着遊客不斷湧入，
這種風俗也在發生改變，男人也會承擔一些家務，
但納西男人仍然是悠閒的。去年到麗江旅遊，就發
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坐在客棧服務台裡的是男人，
一邊喝茶一邊看報，神態安逸，
而跑前跑後的卻是女人。而在其
他地區，坐在服務台的肯定是女
人。
反對女人養家也許會被人抓
住 把柄 ，認為這是男尊女卑
的思想作怪，但一個女人 不愛
紅裝愛武裝 ，是不是泯滅了女人的天性。女人的
身體構造、耐力和思維方式都有別於男人，讓女人
活着更 生活化 ，是不是男人對女人的一種呵護
呢？男人能幹的活，女人一定要去嘗試，以證明自
己不輸於男人，這有意思嗎？女人有女人的天地，
男人有男人的空間，就如綠葉與紅花，兩者在一起
，葉才顯得更綠，花才顯得更艷。鄧麗君出身平民
家庭，她很小就成名了。香港的一位專欄作家這樣
描寫鄧麗君： 她站在台上，盡量扭動着身體，賣
力地唱着，我覺得她十分可憐。 專欄作家是話中
有話，十分同情她。當年才十幾歲的鄧麗君，趕赴各地獻唱，賺錢
貼補家用。而像她這樣年紀的女孩，應該是在家裡撒嬌的。另一個
女人就是梅艷芳。梅艷芳有姐妹二人，出道時，為了能多賺錢，她
不停地唱歌，結果把嗓子也唱啞了。
台灣偶像劇主角林依晨，是一位長得甜美可人的女人，她出生
單親家庭，五歲那年父親離家而去，由母親撫養她成人，從小到大
，家庭經濟一直非常拮据。她成名賺了大錢之後，從來不會亂花錢
，她把拍戲所得的錢分成十份，九份給母親，剩下的一份再以 二
：二：六 的方式分成三個帳戶存放， 六 存了不能提取的錢；
二 存的是非到必要時才能提取的錢；只有另外一個 二 才是
自己的花銷。
這些女人是值得尊敬的，但這並不是一個女人養家的勵志故事
。那只是困於生活的一種掙扎，一種突破。因為她們是女人，所得
顯得更加悲壯。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悲壯，這樣悲壯越少，這個社會
就會越和諧。

社會繁榮、經濟暴發後，
「
免費」的東西似乎變成次等
的或螳螂捕蟬似的陷阱的代名
詞。但是，對美國三藩市的居
漫筆 民而言，一項歷史悠久的免費
生活享受仍然還是存在的，那
就是每年夏季在 Stern Grove
公園內舉行的 「仲夏音樂節」。
位於三藩市第十九大道與史洛特大道交叉口處的
史特恩樹林公園，是三藩市最具歷史意義的一處公園
。這片公園土地的最早擁有者、拓荒先驅喬治．葛林
，鑒於這片土地過於低窪──在海平面以下一百英尺
──所以種植了許多澳洲的尤加利樹，以保持水土，
結果造就了今天這片共有兩千五百株尤加利樹和許多
其他樹木的樹林。
這片土地到一九三一年時，則由以生產牛仔褲聞
名全世界的李維．史特勞斯公司已故總裁史特恩的遺
孀購得。她為了紀念亡夫，就把這片土地命名為史特
恩樹林公園，並捐贈給市政府。捐贈時，她唯一的條
件就是要在公園內為三藩市的居民每年夏季六七月的
每個周日舉行露天音樂會，全部免費，並且演出須是
高水準的音樂與舞蹈。
早年的 「仲夏音樂節」中，音樂演奏幾乎都是古
典音樂和芭蕾舞，近年來爵士樂和現代舞更是創下了
大爆滿的紀錄。
幾年前的一個七月底曾有一場全美歌劇名女高音
的獨唱會。平時在歌劇院聽她演唱，票價在二十五美
元以上，但在史特恩樹林公園裡，不但免費，還可享
受夏日裡陽光與林蔭造成的羅曼蒂克的風味。
紐約有個戲院：Radio City（無線電城），常演
些豪華歌舞和高水準的電影，但票價低廉。據說是洛
克菲勒家族的老祖母因體恤窮人花不起錢上豪華劇院
看戲，所以命兒孫們建個豪華戲院提供窮人們開心。
老祖母白手起家，故能推己及人；換了今日雅皮士
（Yuppie）的子孫，大概就不會有這種戲院產生了。
史特恩樹林公園是三藩市音樂愛好者的 「
人民公
園」，也是大資本家的「
社會良心」造福大眾之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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