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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齊放春滿園 
記廈門 西安 延安論壇行

▓路華平

海峽論壇我們來了

六月中旬，芒種已啟，小暑將屆，

中華民族的目光全部投射於廈門，而廈

門則是聚焦於濱海的國際會議中心，因

為這裡是第五屆海峽論壇舉行之處，見

證了兩岸民間旺盛的交流力。

我們華僑協會總會當然不會缺席這

場盛會，雖然與前四屆擦身而過，但是

第五屆，在理事長陳三井率領下，我們

42人來了，親眼目睹奔流著相同血液、

背負著相同文化背景的兩岸中國人，運

用老祖宗留下來的歷史智慧，求同存

異，化解歧見，互相包容，齊心同力，

再造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

廈門與台北的直線距離不到四百公

里，但從台北直飛廈門班機，卻是先南

下繞到巴士海峽後，再北上沿大陸海岸

線抵達廈門，原本只消40分鐘的航程硬

是拉長到90分鐘。兩岸交流雖然熱絡，

但尚未進入政治階段，因此為了空防安

全，還必須繞道飛行。但是目前兩岸關

係卻處於1949年來最佳的狀態，這種既

矛盾又似合理又覺詭異的情況會發生，

就是兩岸展現了我們老祖先一再強調的

家和萬事興，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智

慧。

廈門市僑聯的盛情厚意

廈門會議中心與會議中心酒店連

成一氣，外觀造型像是一艘郵輪，又有

一說狀似遼寧號航母。從這裡朝海邊望

去，就可看到小金門，一衣帶水。

6月15日，於桃園機場搭華信航空

AE991班機直飛廈門，10時30分抵達高

崎機場，同班機的，尚有中華僑聯總會

人員90餘位，中國僑聯派三部遊覽車接

送。同時間一百餘人出關，陣容浩大。

午餐由廈門市僑聯副主席洪春鳳、

鄧飈作東，洪春鳳、鄧飈曾隨廈門市兩

岸交流協會蒞本會訪問，隔數月後再重

逢，分外親切。

餐後，遊南普陀寺，該寺亦是本屆

海峽和平發展論壇「閩台佛教交流週─佛
教教育交流研討會」主辦單位。南普陀

寺始建於唐朝，已有千餘年歷史，香火

鼎盛，高懸「南普陀」匾額，則是民國

丙寅仲冬吳鐵珊的墨寶，寺內石刻、欄

杆多書寫民國，備覺熟稔。 廈門大學緊

鄰南普陀寺，惜時間不夠，只能在學校

門口合照留影，表示到此一遊。

沿濱海大道至國際會議中心酒店，

途中大擔島、小金門陸續映入眼簾，

由於天氣因素，大擔島上的「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看板字樣不甚清楚。未幾，

來到「一國兩制統一中國」看板處，遊

客甚眾，是廈門島與小金門島最接近之

處，隔海望小金門，近在咫尺。

國際會議中心酒店有廈門市僑聯設

立的「僑聯論壇」報到處，由於張國裕

組長先一日抵廈作業，已為所有團員領

取資料袋及識別證，團員們也就不必大

排長龍等候報到。

當晚，陳三井以貴賓身分，應邀

出席由大陸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的會見

與晚宴。據轉述，俞正聲說習近平總書

記與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談的四點意

見，是中共中央對台政策承先啟後的重

要宣示，希望通過海峽論壇促進兩岸交

流，深化親情，為兩岸和平發展，凝聚

更好意見。

原本安排的「金橋之夜」大型綜藝

晚會，因日前廈門曾發生公車縱火案，

為顧及罹難者家屬心情，主辦單位決定

停辦，以表哀悼之意。

海峽論壇開幕式陣仗大

6月16日上午，海峽論壇開幕儀式

重裝上陣。進入會場安檢至為嚴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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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會議中心外觀狀似一艘巨型郵輪，又似遼寧號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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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安檢站，置身既高且闊的會議中心，

只能用一個大字形容。論壇圖騰為藍

色的「海」字，配上紅黃漸層的飛龍造

型，象徵「５」字，很有中華民族的味

道。底座立體浮貼本屆海峽論壇主題

「擴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合作、促進

共同發展」及主議題「聚焦親情，共圓

夢想」。此外，「拓展同胞溝通渠道，

鞏固兩岸交流平台」、「八閩大地聚鄉

賢，海峽西岸迎嘉賓」、「兩岸情真論

發展，心手相連話民生」、「推進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等標語，高懸於道路兩旁，顯見這

是一場重要盛會。

大會現場未見五星旗，這是主辦方

面善意的體現。

告示牌上密密麻麻列出此次論壇

各項節目，包括大會活動、基層交流、

文化交流、經貿交流等四大類、28項活

動。上午的大會活動就是開幕儀式，下

午登場的僑聯論壇即是屬於這28項活動

之一。

草根人物發言「笑」果大

開幕儀式由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主

持，首先致詞的是政協主席俞正聲。他

說，海峽論壇自舉辦以來，始終以「擴

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合作、促進共同

發展」為主題，面向兩岸基層民眾，保

持民間性、草根性、廣泛性特色，成為

兩岸民間交流的重要平台，為推進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

用。他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

岸一家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

三個面向，期許與會人員。

國民黨副主席林豐正表示，作為由

下而上的民間交流與合作平台，海峽論

壇不僅具有活力，更具有彈性，也因為

它是向下紮根，所以必能夠向上結果，

發揮它最深遠的影響與效果。他堅信，

海峽論壇在促進兩岸民間交流方面會扮

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會為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打下一個非常堅厚的基石。

台中市副市長蔡炳坤則期許兩岸共

同打擊毒品，維護食品安全，加強經濟

合作。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宣布31項促進

兩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包括擴大台灣

人民往來大陸和換發台胞證等。大陸旅

遊局長邵琪偉表示，旅遊是促進兩岸同

胞相互了解和增進感情的重要載體。

這些官方宣示固然重要，但也過

於嚴肅，直到基隆大岞村村長張細山以

國台語混夾說出「我今年已經快要80歲
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祖先是從大

陸來的！我是泉州人！我是惠安人！我

是大岞人！我們都是一家人！」一半台

語、一半國語，引起全場一陣掌聲與笑

聲，引燃了草根性的莫大吸引力。

兩岸交流由下而上，草根人物的影

響力，不容忽視。

開幕式歷時三個小時圓滿結束。

致贈中國僑聯「角端」交趾陶

下午，兩岸僑聯和平發展論壇登

場，會議開始前，在貴賓室裡，陳三

井致贈中國僑聯主席林軍交趾陶「角

端」，以感謝中國僑聯邀請本會出席海

峽論壇盛會。

交趾陶是台灣特有藝術文創產業，

源自於傳統廟宇裝飾，首由大陸南方傳

入台灣的一種特殊製陶技術，稱為交趾

燒或水燙。數十年前，嘉義古董商人

將廟宇翻修拆除的交趾陶買進，在古董

市場上流通，讓交趾陶成為收藏的藝術

品。近來台灣文創產業興起，在嘉義

新港的工藝家將傳統交趾陶導入文化

創意，每有令人驚奇創作，「角端」即

是一例，它為雄獅造型，其頭部有一獨

角，全身色彩鮮艷，展現台灣的製陶工

藝。

僑聯論壇由中國僑聯副主席李卓彬

主持，主要貴賓除了陳三井、林軍外，

尚有國台辦副局長楊親華、中華僑聯理

事長簡漢生、福建省副省長倪岳峰、福

建省僑聯主席王亞君、廈門市統戰部部

長黃菱。

林軍闡明論壇特色

林軍首先致辭表示，伴隨著國際風

雲變幻，兩岸「同舟」才能最有效地顯

示中華民族的強大力量，兩岸「共濟」

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

益。他說今年僑聯論壇有三個特點：一

是論壇交流的組織參與性更強，因為華

僑協會總會首次參與共同舉辦。二是大

陸參訪的項目安排有所創新。由中國華

僑歷史學會與華僑協會總會首次聯合舉

辦的學術交流活動—「2013兩岸僑史交

流與合作研討會」將於6月18日在西安召

開，並到延安參訪。三是交流形式更加

豐富，中國僑聯代表團赴台交流，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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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6日上午第五屆海峽論壇開幕式，圖為大陸政協主席俞正聲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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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僑聯組團赴台懇親，通過民間戲曲表

演，拉近兩岸距離。

他並以「僑界攜手弘揚中華文化，

共同助推民族偉大復興」為題，提出三

點希望：一是堅持鞏固基礎，攜手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二是繼續深化交

流，致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三是

凝聚僑界力量，同心助推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

簡漢生的國服提議

福建省副省長倪岳峰表示，多年來

兩岸僑界心連心、手牽手，共同傳播弘

揚中華文化，團結了越來越多的僑胞投

身兩岸大交流，必將有力促進兩岸關係

大發展。他希望僑胞積極參與福建省經

濟試驗區發展規劃。

簡漢生以「弘揚中華文化、增進

民族認同」為題，闡述中華文化的獨特

性、延續性、包容性、同化力、和諧性

與和平觀，他同時呼籲，中華民族有

五千年的歷史文化，迄未有一套正式國

服，每有重要場合大家都是穿西裝結領

帶，無法展示我們中華民族的特色，建

議大陸方面明年海峽論壇召開時，大家

都穿國服。

陳三井「百花齊放春滿園」

陳三井致詞時首先呼應簡漢生製國

服、穿國服之提議。他說，明年出席論

壇時，大家先穿各單位制服來展現各團

體特色，我們華僑協會總會已經準備好

了。接著他以「兩岸和平論壇之回顧與

展望」為題，回眸兩岸和平發展的歷史

軌跡，爭議仍多，問題亦復不少，而且

互信不足。然拜「三通」和「直航」之

賜，兩岸雖然交流密切頻繁，但兩岸未

來的和平發展走向，仍然陷入撲朔迷離

的困境。台灣未來究竟何去何從？這是

海內外同胞共同關切的重大課題。

他引用習近平曾說的「一花獨放

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認為兩岸

僑團僑社經過近十多年頻繁而密切的交

流，已經到了「百花齊放春滿園」的地

步，更是「春江水暖」、「山登絕頂我

為峯」的境界。因此，他對交流作法提

出三點看法：一是交流必須為兩岸共同

外交政策和中華民族利益而訂。二是交

流是為了照顧海外僑胞而做。三是交流

是為兩岸和平發展而鋪路，交流也可能

為兩岸統一而準備。

他以經濟學家高希均所說的「台灣

與大陸最需要的，不是『交鋒』，更不

是『交戰』，而是交流與交心。」作結

語。

他說，「交流」是「交心」，「交

鋒」則是「針鋒相對」，逞口舌之快，

既要爭面子，又要保裡子。中華民族是

一個最有智慧的民族，幾千年來老祖宗

們處理朝代更換、族群分合的問題，已

累積經驗，大有心得，處理兩岸問題，

必會比東西德、兩韓問題來得更高明，

更能貼近民意。

王亞君則以「弘揚中華優秀文化，

閩台僑界齊心攜手建設美麗共同家園」

為題，詳細論述美麗共同家園的構想和

建言。

她認為，兩岸應聯手推動擴大閩

台人民的友好往來、密切閩台經貿合

作、深化閩台文化交流、增進閩台青年

友誼、加強與海外民間團體的聯繫與聯

誼。最後她以余光中的詩「鄉愁」作結

尾，頗為感性。

任道斌教授現身說法

大會特別安排杭州中國美術學院

教授任道斌，以「兩岸攜手繁榮中華文

化，兄弟同心共創民族復興」為題的講

座，作為本次僑聯論壇的壓軸。他說，

神州大地三面環山一面臨海，170萬年

前，元謀人開始活動，形成獨特的華

夏文明，從4千年前的夏商周青銅器紋

飾、3千年前春秋戰國時期帛畫「龍鳳仕

女圖」、2千年前漢墓室壁畫、1千6百
年前東晉絹畫橫卷「女史箴圖」、1千

3百年前唐朝水墨畫王維「雪溪圖」，

直到今日現代國畫，形成完整綿延的文

化體系。他特別提到2011年兩岸聯手展

出元朝黃公望「富春山居圖」，道出中

華文化是聯結兩岸獨一無二的載體。他

期望兩岸同胞本著友好、平等、真誠、

互學、努力，順著中華民族歷史發展軌

跡，再造華夏文明的光輝。最後，他以

自己的實例說出兩岸分離造成的悲苦。

他的舅舅是他父親從小撫養長大，

情同父子，1949年，他的舅舅隻身到台

灣，從此斷了音訊。2009年他到台灣師

範大學作學者訪問，有公開作畫行程，

他舅舅看到海報後，認為既是姓任又是

從浙江來的，可能會認識家族中人，便

到作畫現場一試，問「某某人您認識

嗎？」任說「他是我爸爸。」道出來歷

後，兩人抱在一起痛哭。

9 

▲第五屆海峽論壇開幕式，座無虛席。

▲2013年6月16日下午   2013兩岸僑聯和平論壇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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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道斌說，歷史悲劇絕對不要再重

演。

僑聯論壇歷時3個半小時圓滿結束。

西安僑史交流論壇

6月17日晚，陝西省統戰部部長陳強

邀請理事長陳三井，常務理事黃海龍、

趙麗屏，主委陳若曦及委員李盈慧晚

宴。陳強介紹西安近年快速發展，不僅

完成地鐵建設，也招商蓋大樓、投資高

科技產業。西安地區有大學院校七十餘

所，是航天工程的重鎮。

黃海龍說，我們讚譽西安快速發

展之餘，在中國大陸崛起的同時，應秉

持老祖宗所說「謙受益，滿招損」的高

度智慧，收斂鋒芒，才能贏得舉世的尊

重。

6月18日假西安喜來登酒店舉行舉行

「兩岸僑史交流與合作研討會」，由中

國華僑歷史學會秘書長張春旺及黃海龍

聯合主持，七十餘人與會。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會長亦是中國

僑聯副主席李卓彬致詞表示，僑界交流

要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鋪路。兩岸僑史

學界應加強相關研究，在僑界大力宣導

弘揚海外僑胞的光榮傳統，積極促進僑

界團結、增進僑社和諧。他提出三點期

望：一是應大力弘揚海外僑胞愛國愛鄉

的傳統。二是應大力弘揚海外僑胞自強

不息、艱苦奮鬥的傳統。三是應大力弘

揚海外僑胞團結互助的傳統，譜寫僑社

和諧發展的新篇章。最後他強調，兩岸

僑界應進一步加強聯繫，進行交流合

作，共同致力於促進僑界團結，增進僑

社和諧。

陝西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王家春代

表陝西省委統戰部熱烈歡迎與會嘉賓，

他以台灣彰化縣秀水鄉有個陝西村作開

場，顯見陝西與台灣的臍帶關係。他簡

要介紹了陝西的省情，陝西是中華民族

的發祥地，西安是14個王朝、1100年的

首都，創造了漢唐盛世，現在則發展航

天技術，集歷史古蹟與最新的發動機科

技，可以說是古今兼備的大城。希望大

家在陝西多走多看，加深印象和瞭解。

兩岸統一讓政治家去傷腦筋

陳三井一句「兩岸和平發展及和平

協議的政治問題，交給政治家習近平、

馬英九去傷腦筋，今天會議是我們學者

的舞台，大家輕輕鬆鬆一起來談僑史交

流合作」活潑了研討會的熱度。他首先

感謝中國僑協的安排，從廈門海峽論壇

到西安僑史交流研討，再到中國共產黨

革命聖地延安參觀。今天研討會是學者

舞台，一介書生不要去操心兩岸複雜的

政治問題，學者觀點是有幾分證據說幾

分話，有什麼說什麼，比較客觀，但基

本上還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今天

中國僑聯安排發表論文三位學者，都曾

去過台北參加過學術研討會，彼此都很

熟悉。今天研討會可以說是延續昔日兩

會在學術合作關係，我們樂見這種學術

合作繼續深耕，為中華民族的華僑史寫

下新的篇章。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安排廈門大學莊

國土教授、清華大學龍登高教授及北京

聯合大學陳文壽教授等三位發表論文。

莊國土的中國夢

莊國土以「中國夢─中華民族復興

與華僑華人」為題指出，無論是華僑還

是華人，無論他們是從感情或利益的驅

動，他們和中國本土人民一樣，都同懷

中華民族復興的期待，這是百年來的宿

願也是當代的共同願望。他強調，海外

同胞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手。在經濟

上，是中國市場經濟和市場意識成長的

推手；在政治上，傳播革命理想，是建

立中國憲政制度的推手。而在科學技術

與現代法律法規的形成，都是海外華人

集體智慧獻替的成果。

他的結論強調，中國人才立國戰

略、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中國

文化軟實力的發展及公共外交等領域，

華僑華人都扮演著積極角色，也將是踐

履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關鍵參與者和主

動力之一。中華民族復興本質上是中華

文明復興，除了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外，

也吸收現代優秀文化，讓兩者發酵。

陳三井的春江水暖藝術論

陳三井以「春江水暖」感性提出

他的觀點，他認為僑史交流與合作是兩

岸編修華僑史的具體平台，缺一即有缺

陷，因為台灣在傳統僑社方面著力極

深，而大陸在新移民方面的影響力甚

廣，兩岸合作可以互補不足，完善中華

民族華僑史華僑志。他說，他的祖先移

居到台灣已經第七代了，1945年以後在

中華民國治理下生活，接受教育，順理

成章就是中華民國國民，在文化、血緣

上，又和中華民族有剪不斷的臍帶關

係，所以他自認為自己不僅是台灣人，

也是中華民族人，也是中國人，這種特

殊的族群認同，大陸人士可能難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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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兩岸僑聯和平論壇即景，前排左起：福建省僑聯主席王亞君、國台辦副局長楊親華、華僑協會總
會理事長陳三井、中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簡漢生、中國僑聯主席林軍、福建省副省長倪岳峰、廈門市
統戰部部長黃菱。

▲2013年兩岸僑史交流與合作研討會2103年6月18日在西安舉行，圖為會場即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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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雪梨華埠的中國國民黨駐澳總支部，黨旗及中華民國國旗齊揚於雪梨天空。

解。

他以中國近代史學工作者的身分

說，國共兩黨分分合合，多次合作，也

有無數次的對抗與戰爭。國共關係史就

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邊談邊打，

邊打邊談」。1949年兩岸分隔後，就如

余光中名詩「鄉愁」末句「我在這頭，

你在大陸那頭」，這種隔閡透過交流即

可逐一化解。

最後，他以海基會前秘書長陳榮傑

卸任前夕贈言「兩岸中國人喜歡面子、

好處、尊嚴的心態，也應該要做調整，

就此三點取得一種平衡，當作是藝術來

協商，而不要當成戰爭那樣恐怖；戰爭

要論輸贏，藝術是各取所需，互蒙其

利。」作為結語。

龍登高的華商抓市場也抓市長

龍登高以「中國僑外商投資的強

勢成長與變化」為題，提出海外華商及

西方企業投資中國標的物的南轅北轍。

他認為，海外華商投資中國主要是在房

地產，藉炒樓炒房炒地來獲利，而西方

企業則是專注於本業的核心競爭力。他

一針見血道出，華商既抓市場，也抓市

長，而西方企業則只抓市場。

在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就會

有所不足。西方企業無法像僑商那樣，

與官員通過各種活動和私人交流，融洽

相處，維持良好關係，配合和推動政府

措施，甚至推動官員政績，自身亦獲得

機會。

當然，從長期趨勢而言，市場經濟

中的政府角色的確應該逐漸淡化，讓市

場真正地全方位配置資源，這是中國應

該發展的方向。也只有這樣，才能廣泛

吸引跨國公司在內的各種外商投資，尤

其是長期耕耘中國市場的華商，在市長

與官員走馬燈式的更換與政策變動中，

感受頗深。因此，他建議透過國務院、

各省市政府、中國僑聯、華僑華人創業

團隊、產業園，由政府搭建平台，引入

僑外資。

陳若曦的有容最大

陳若曦以「和為貴  有容最大」為

題，除了述說她於文革時期回到大陸心

路歷程外，特別提到大陸在海外成立

「孔子學院」，作漢語教學。而台灣也

在海外成立「台灣書院」，傳播中華

文化，抗衡意味濃厚。若能把「台灣書

院」的人力物力投入「孔子學院」，使

之名實相符，絕對是好事一樁。

大陸引進台灣《中華文化基本教

材》，弘揚儒學，值得慶賀。

固然「和為貴」，但「有容更

大」。中華人民共和國何不以大哥胸

懷，平等對待小弟中華民國，以「中

國」為國號，施行名副其實的「一國兩

治」。

陳文壽的文化中國

陳文壽以「中華文化的心理認同」

為題，從閩南語與台語的爭執說起，台

語其實是閩南語，但台獨人士為凸顯台

灣意識，只稱台語不稱閩南語，為解決

這種無謂的爭紛，他與台獨人士說，不

管是閩南語或台語都源自中原，我們統

稱為唐語，以文化同源化解政治意識形

態。

接著，他以宗教信仰為出發點談

信仰中國，超越政治中國，台灣宗教信

仰濃厚，可以說是宗教博物館、超級市

場。這些信仰都來自中國，不管是開漳

聖王或是關公或是湄州媽祖，都源自於

信仰中國，也就是中華文化的底蘊。兩

岸可藉由信仰文化中國，化解政治中國

的死結。

李盈慧的僑界三寶

李盈慧以「僑界三寶：僑團、僑

校與僑報」，認為華僑社群能否維繫，

非常依賴僑團的延續、僑校的發展與僑

報的發聲。兩岸政府應在文化上互相合

作，共同協助華僑維護中華文化，提供

管道，給予華僑華人及世界各地非華人

或已同化的華人，認識中華文化的機

會，華僑的「根」將可永續不墜。

由於討論熱烈，直到12時30分才散

會。散會前，陳三井致贈中國華僑歷史

學會、陝西省政府及陝西省僑聯等三個

單位，我們台灣特有藝術品交趾陶龍的

相關造型，與陝西省是中華民族發祥地

至為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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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僑史交流與合作研討會2103年6月18日在西安舉行，圖為會場即景之二。

▲黃帝陵衣冠塚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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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陵古柏 西安古蹟 延安基地

在西安，我們參觀了秦皇陵陪葬兵

馬俑、秦始皇銅車馬，規模浩大，譽為

世界第八大奇蹟。也參觀陝西博物館，

更踏上了大明朝古城牆。

西安往延安途中，經黃陵縣副縣長

惠建國及黃陵縣僑聯主席妥適安排，祭

祀中華先祖黃帝。理事長陳三井及中國

僑聯聯絡部部長楊嘉明擔任主祭，儀式

簡單莊嚴隆重，而後繞黃帝衣冠塚「橋

山龍馭」一圈。

抵延安當晚，延安市僑聯主席劉

潤生作東，邀請延安市長與會，並安排

當地歌手演唱延安民謠，歌聲高吭，精

神振奮。此外，分送每位團員剪紙藝術

本，並由剪紙藝術家當場表演剪紙藝

術，手藝精湛，令人擊掌叫好。

在延安，參觀中國共產黨革命基地

王家坪、楊家嶺、延安革命紀念館及中

國抗日軍政大學。

王家坪有中國僑聯前身「華僑救國

聯合會」創會舊址，楊家嶺則有中共前

領導班子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

奇住過的窯洞。

延安革命紀念館則是展示中國共產

黨從成立到1949年10月，毛澤東在天安

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約四十餘

年歷史。

黃河壺口瀑布

我們也專程至陝西與山西交界的宜

川縣，一睹盛名的黃河壺口瀑布，第一

次觸摸到中華民族母親河黃河之水，感

覺就像是流在身體裡的血液一般。壺口

瀑布壯觀之姿不亞於尼加拉瀑布，以前

只是在教科書看到的壺口瀑布，今日親

睹至為難忘。

西安最後一晚，在「德發長」餃子

宴上，適逢陳三井生日，中國僑聯特別

準備生日蛋糕為他慶生。而為感謝全程

陪同的兩位年輕導遊，陳三井特別致贈

他們兩位紅包，表示感謝之意。這兩位

導遊對西安古歷史如數家珍，專業知識

豐富，服務態度可嘉，團員讚譽不絕。

6月22日，先從西安飛廈門，再從廈

門搭廈航班機直飛松山機場，團員齊呼

萬歲，因為松山機場與總會近在咫尺。

晚上七時，台北華燈初上，回到台北的

感覺真好，台北的高樓大廈遠遜於延

安，更遑論及於西安及廈門，但是回到

台北似乎是解放了，生活空間頓時大了

許多，不再有高樓大廈的壓迫感。

永續兩會交流 團員芳名留會史

我們僑協首次組團參加廈門海峽論

壇，並在西安與中國華僑歷史學會舉辦

僑史交流論壇，希望在這個基礎上，將

論壇延續下去，除了僑史外，經貿也可

以是主題，據悉2014年的論壇將於台北

舉行，將會令人一新耳目。

為留會史，茲將參與人員臚列：

理事長陳三井，常務理事黃海龍、趙麗

屏，監事會召集人李兆民，邁阿密分會

會長王雲福，英國分會會長鄭少強，

多倫多分會會長麥錦鴻，澳洲雪梨分

會會長黃呂美蘭，理事王幼琳、李培

徽、鄧蔚林、黃宏梓、林庭安、藺斯

邦、沈寶玉，常務監事高仁河，監事黎

愛珍，顧問王曉祥，委員陳北機，主委

陳秀美，委員王應機，多倫多分會副會

長金聲白，紐約分會副會長沈弘毅，菲

律賓分會理事蔡聰敏，英國分會副秘書

長文展強，委員李盈慧，會員劉旭輝、

黃進貴、楊信玉、鄭秀如、溫淑芬、林

亮名、藍玲珍、謝可珊、袁金玉、梁兆

坤、黃弘美、董筱蘭、林狄，秘書張國

裕，組長張明玉，總務夏敬華共42位。

（作者為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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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僑聯主席劉潤生宴請全體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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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鐘樓夜景，璀璨亮麗。

▲黃帝手植中華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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