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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引  走過昆大麗
▓丘秀芷

冥冥之中有一個聲音一直呼喚我，

必須去雲南，一定要去！

其實有很多因素都不能有此次雲南

行。4月13日，不是一個「吉利」的日

期，再者4月上旬長江三角洲冒出H7N9

的病例，病者逐日加增，也有人死亡，

原預訂14人去昆明，臨行前三天，兩人

打退堂鼓，讓人啼笑皆非。策劃此次活

動的我，像似被打了一記大悶棍。事實

上，早半年前就開始計畫，14人機票也

買好了，4月1日一個晴天霹靂，原先答

應安排一切行程的單位，卻突然給一個

奇怪的緣由，無法接待。我就在愚人節

那一天，發傻大半天，想，去不成了。

友人接洽另一單位，4月3日，答覆

來了，歡迎我們去。

4月13日一早出發前，內心還存疑，

可能嗎？短短幾天內，可以排出我們十

餘人的吃、住、座談、車輛，尤其他們

傳來的點是昆明、大理、麗江、楚雄、

都是熱門景點。

昆明遇見阿美族

我們這一團不算平淡。大多數是退

休簡任職官員，在職時主管中華民國各

種新聞業務或兩岸事務。有些敏感。對

岸臨時答應負責接待我們的雲南台灣同

胞聯誼會，完全不相識，也沒有淵源。

飛機準時於昆明長水機場落地，走在完

成未達一年嶄新的機場通道，有一種不

確定感，昆明機場比桃機好太多了。直

到出了關口，看到有張樸實的臉舉一個

牌子「歡迎顏榮昌先生」，我心頭石落

了地。

顏榮昌在行政院新聞局，從薦任編

輯、科長，一直升到幫辦(專門委員)、

副處長、處長、主秘、副局長（事務

官）。2000年時，宋楚瑜選總統，邀顏

榮昌擔任發言人，顏副二話不說，辭掉

官職，但在選後退出，轉到一媒體，沒

待很久又辭出，這十年一直做「化外」

之人。我們新聞局老同事都敬重他，此

行推他為團長。

團員中有任過參事、處長、副處

長，駐英、荷、美、俄、中南美各地主

管，又有主管各種業務的。我想，最後

應允接待我們的人，一定「厲害」。

但來接機的是雲南台聯高副會長，

她說她父親是花蓮阿美族，光復後，被

徵到大陸當兵。高副會長明朗的笑容，

一下拉近大家的距離。

昆明公路上的彝人小販

住入翠湖旁的翠怡酒店，第二天

雲南台聯聯絡處鄒雁萍處長陪同下，趕

早啟程，準備到大理。看過金庸〈天龍

八部〉小說的，都嚮往大理。此外，許

多戲劇都提大理。對斯土斯地充滿了期

待，誰知車行一半，在一個叫「天升堂

台」的地方，卡住了，原來前頭發生車

禍，完全動彈不得。

十分鐘、二十分鐘過去，有當地人

背竹簍堆滿了泡麵，另一手提著熱水瓶

來了，已中午，別的大車、小車、貨車

上的人早就在路邊吃起泡麵來，臨時小

販多彝族人，我跟一賣泡麵婦人談話，

她說她平常種麥子、白豆，其實她不到

五十歲，但風雪催老，太陽毒曬得黑黑

的。

是台灣客家人的鄒雁萍為團員買泡

麵和熱騰騰的水煮蛋。團員們吃過泡麵

後，「費南度」，下車收拾附近的泡麵

空盒，放到車中垃圾桶。他退休時是參

事，曾駐巴拉圭、巴拿馬和多明尼加，

西班牙語可是一等一。

費南度是氣喘的老病號，車上另

有王瑩與我也是，車子停滯不動多時，

不能開空調，我們都受不了。王瑩曾任

《光華雜誌》總編輯，留美學歷史的，

胡志強到台中當市長，挖王瑩去負責工

商策進會，換了完全不同跑道的王瑩，

這些年來為台中市促進很多商機。

也曾在《光華雜誌》擔任攝影的鐘

永和，如今是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名

譽理事長，這十多年常應邀到大陸各地

參與攝影活動。《光華雜誌》以前一直

是新聞局的最重要的多國文字刊物，卻

也是所有政府刊物最不八股、最不「政

策」性。

我自己在新聞局整整十六年，曾

辦過上千場活動，十年前退休，此次行

前一切未定，最擔心。到了昆明，卻堵

在往大理的半路中。其實，更怕再兩天

要去玉龍雪山行程。在台灣曾登玉山就

因高山症一路嘔吐，只到排雲山莊，而

這次要去比玉山高的地方。我啊，真是

自找麻煩，為何要策劃此次雲南行？車

子在昆大公路中堵車四個小時，終於通

了，也亂了我們所有的行程。到大理已

傍晚，下起大雨來，我們卻住進古早四

合院建築的「蘭林閣酒店」，吃個飯，

上個街，都要撐傘，天氣驟冷，讓我們

見識到雲南十八怪之一：「四季衣服，

同日穿戴。」至於第一怪「雞蛋用草繩

串著賣」倒是沒在公路中見到，他們用

塑膠袋裝。

而另一種「鮮花四季開不敗」，也

在堵車的地方見識了，公路旁野薔薇飄

香綻放，引來蜂群。而昆明市區，大理

古城庭院也到處有花。

白族的風花雪月

雲南據說已四年苦旱，但我們到

▲張藝諜的〈麗江印象〉，數百名舞者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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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卻成「赴雨郎」與台灣的「富戶人」

同音，當地人喜逢甘霖。到大理第二天

一早，又溼又冷又豪大雨中，參觀崇聖

寺，寺院很大，搭電瓶車繞一圈還去掉

半天，寺院中三塔是古南詔王國時建立

的（公元824-859），但大殿主體於近

年重修，宏觀有餘，卻感受不到古韻風

華。

出寺院之後雨停了，一路上大理

街道兩旁建築絕大多數為白牆灰瓦，白

牆上有黑色、青色圖案，許多人家有照

璧，璧上不是龍鳳蟠桃，而是「風花雪

月」四個字。這是與世無爭愛乾淨平和

的白族人最崇尚的意境。

大理，古南詔王國，也是金庸《天

龍八部》小說筆下段譽的王國，有趣的

是，金庸撰此曠世武俠小說之前，未到

過雲南大理，近年才前往，備受禮遇。

大理使我想起完全不同的《紅樓夢》，

世家子弟曹雪芹，以一生遭遇寫出來的

傳世鉅作，但窮困潦倒而死，留下中國

最最偉大的小說，只能說東方有曹雪

芹，西方有舒伯特、梵谷。生前都是得

不到善待的藝文巨擘。

大理區東鄰洱海，西沿蒼山，白族

民族崇尚白色，衣著、屋宇也多白色。

大理人擅長木雕、銀雕、玉刻、牛角

雕，也產大理石和茶葉。在大理古城內

走，人群熙來攘往，看人群也是一趣。

這裡已儼然是觀光人潮的據點。

納西人的象形文字

下一站去納西族人的木府王宅，

同行中有人說〈木府風雲〉電視劇正在

台灣上映，我從沒收看〈天龍八部〉或

〈木府風雲〉。走在木王府中，看到與

大理白族不大相同的建築，多木材建

築，屋脊卻不是如一般王府體制屋脊呈

燕尾上揚，而是屋脊兩端摺下，以表謙

沖。馬背上屋脊下又垂掛一木板，多刻

成魚型。

納西女子衣著不簡單，前面很多

綴飾，背後多披一羊皮，表示「披星戴

月」勤勞刻苦。看似繁複，其實兼保

暖、防曬、育幼諸多功能。麗江古城多

納西人建的古宅，跟著小溪走勢，沿溪

建造木建築，家戶門前有木板橋，正是

「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

馬」步道都石頭，而瘦小馬兒來回，不

過多了許多名犬來蹓躂。古城裡有染布

坊，我挑了幾塊染有東巴文的布，東巴

文是象形文字，聽說古城中有識東巴文

的老人，他每每看到街坊上賣的各種瓷

陶器物，有錯誤的東巴文就頓足。只是

誰能傳承那有別於甲骨文的另一種象形

文字呢？

麗江古城列為世界文物遺產，是納

西人的母城。團友都曾到世界各地，甚

至常駐外國，此次到麗江一遊，才兩日

就愛上斯土，甚至有人打算在此定居。

多數則決定改日再來住上十天半個月，

好好深入了解。

雪山中種族匯集

麗江行重頭戲是去玉龍雪山。車子

蜿蜒而上，往三千多公尺高處走，五千

多公尺高的雪山在眼前，十分壯巍。三

年前我去阿根廷最南端看冰原冰川，嘆

為觀止，如今看到雪山，才知更不可以

言語形容。

奇蹟的是，這一團十二人，無人想

起「高山症」三個字，更忘了準備紅景

天或氧氣筒。在山中雲杉坪欣賞以雪山

為背景的〈麗江印象〉，數百名舞者在

廣闊舞台中歌舞，數十匹馬兒馳騁在周

遭，又擊鼓者穿插在中外人群裡，也許

這是張藝謀導演一向的風格，取其大、

多豪邁，不足為奇。最特別的是除了主

持人用麥克風，其餘歌者多用自然發

聲，歌聲貫全場，那才是「鐵肺歌喉」

吧！而且一天不只表演一場。我們欣賞

中，時而下雨，時而天晴，舞照跳，歌

照唱，更別說騎馬者在奔馳。

「值」，只能用這個字了！表演者

除了納西族，又有白族、藏人、彝人、

漢人、傈僳等民族，全著族服出場，正

是民族大融合。

很後悔，早在10年前，曹又方叫我

們：「一定要去麗江住上一段時間！」

當時女文友都笑她文痴又犯了。有人真

來了，我卻始終無緣。這一次終於來，

想起了曹說的話，可惜數年前，這一位

一生浪漫的作家，因心肌梗塞離世。也

許這些年去麗江越來越便利，因為有機

場，但來觀光的中外人群太密太滿了，

少了那份慵懶人的閒情了。

4月16日由麗江驅車到楚雄，晚間在

彝人古鎮街中蹓躂，看篝火舞，吃彝人

餐，西南高原的夜晚來得比台灣慢一個

小時落日，楚雄不是大景點，但是物價

反而便宜

生態園的台商

16日由楚雄去石林，門票不便宜，

每人200元人民幣（折合台幣近千元），

其實，這一路上每個景點都要門票，從

60到300人民幣不等，比較起來，台灣許

多自然景點都免費，野柳的女王頭還快

被破壞殆盡，台灣應參考大陸的收費政

策。

石林走一趟，覺得還是值得。

到生態農場不用門票，是因為同

為「台灣人」經營的，薰衣草園、玫瑰

園、薄荷、梨、藍莓等，各種精緻農

作，只是雲貴高原連年乾旱，如果旱相

無法解除，真不知那幾位台商每人出資

「億」元人民幣以上，撐的過不？

講武堂裡找到海南長輩

再回昆明，17日早上去一般旅遊業

不會安排的「雲南講武堂」。我們這一

群台灣文職官員對此清代就建成的古建

築完全沒有概念，但有興趣。

聽講解員一步步解說，才知道這

是黃埔軍校的「母校」。民初，許多輔

佐國父的名人皆出自此校。黃埔早期師

長也是講武堂去的。二次護法革命就是

講武堂校長蔡鍔、唐繼堯將軍發起的。

何應欽、王柏齡、朱德、葉劍英…，突

然，我在牆上傑出校友名字中有看到一

個特別的名字，符岸壇，那是孩子的爺

爺的名字。上面只簡介第十二期，曾經

擔任少將、副師長。資料特別少，沒有

照片。

腦袋被重重轟炸一下。四十多年前

結婚時，就知道公公曾是將領，早逝。

外子嬰兒時喪父，他對「父親」二字沒

有任何印象。我也只知公公最後的葬處

是廣州白雲山上。其實，我兒子對爺

爺較有心，從《海南文獻》找了一點資

料，也不甚了了。只知他爺爺曾留法，

有留學法國的著作報告。曾在淞滬會戰

時，帶保安團抵禦入侵的日本人。

而今我卻在一個想像不到的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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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築學校牆上看到公公的名字。在校

門口售書處買了《雲南講武堂  將帥風

雲》，裡面介紹了：

「符岸壇，海南文昌人，陸軍少

將，畢業於講武堂12期步兵科，曾任教

於黃埔軍校，曾留學法國，任19路軍團

長，參加過上海一二八保衛戰，任上海

保安團團長，民國26年，抗日軍興，曾

擊斃日海軍，又在八一三淞滬會戰時，

任預備第6師少將副師長。不久病逝。」

原來，公公與葉劍英同期入講武

堂，何應欽比他晚入本校。原來公公早

逝，所以儘管後來國共兩黨多位名人出

自雲南講武堂。但外子自幼飄零輾轉來

台，官方沒任何照應。

怪不得，與雲南沒有任何淵源的

我，一直有個想法：要去雲南。今年4月

終於成行，雖然去了不少景點，卻也在

雲南台灣同胞聯誼會安排下，去一個一

般觀光客不會去的地方─雲南講武堂，

看到公公的資料。

冥冥之中有個驅動力，這一輩子

寫了好幾本傳記的我，第一次在史書中

讀到公公的生平大要。《將帥風雲》一

書，著重於講武堂創校，二次革命、北

伐，以及抗戰中後期，滇軍抗日，以及

該校共產黨人的發展。早期抗日又早逝

的公公，於書中被著墨的不多。

這也不妨，至少有了公公的一點

事蹟，雖然晚了點，但至少有了初步概

略。也許年華已經老大的我，無法在有

生之年追尋那麼一大段空白的歷史，但

是才青壯的兒子應該可以補足他爺爺的

一生歷史吧！（作者為知名作家）

大陸各地
華僑歷史博物館簡介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

為顯現華僑華人、歸僑僑眷的奮鬥

歷程，弘揚其愛國愛鄉的民族精神，展

現廣大僑胞對居住國和祖（籍）國的重

大貢獻，並促進中國大陸與與世界各國

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來往，從上世紀50年

代起，中國大陸各地陸續建立一批華僑

歷史類的博物館、紀念館、展覽館，從

南到北，共計有十餘處。茲簡介如下：

福建廈門華僑博物院

福建廈門華僑博物院是著名華僑領

袖陳嘉庚於1956年倡辦，1959年落成開

放，是中國大陸第一家由華僑集資創辦

的綜合性博物館，佔地1.2萬平方公尺，

館藏文物7000件。2005年推出的「華僑

領袖陳嘉庚」、「珍藏文物館」、「自

然館」三個基本陳列館，常年對外展

出。五十多年來。共接待一百六十多萬

人次。

福建集美陳嘉庚紀念聖地

由鼇園、嘉庚公園、陳嘉庚先生故

居、歸來園、歸來堂、陳嘉庚紀念館等

組成。鼇園於1951年，由陳嘉庚主持動

工興建儀式，1957年基本完工，至嘉庚

先生在鼇園安葬，歷時十年，總面積一

萬平方公尺，由鼇園大門、遊廊廂壁、

集美解放紀念碑、博物館、陳嘉庚墓、

拜亭、周邊展牆等建築群組成。園中不

僅有中國現代最精美的石雕群，還有大

▲雲南陸軍講武學校。

▲陳嘉庚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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