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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讀過的〈與妻訣別

書〉，這位革命烈士林覺民是三坊七巷

成長的，他堂哥林長民與女兒林徽音，

也是此地出來。

我們到福州的當天下午，參訪三

坊七巷時，林黛嫚有特殊任務，在林則

徐紀念館專題講華嚴（嚴停雲）其人作

品，因為華嚴和她姊姊嚴倬雲二人的祖

父嚴復（1854-1921）出生地於此。嚴復

翻譯許多作品，舉凡科學、工業、政經

法政、哲學、文化影響中國甚鉅，任北

大校長時也作育英才無數。他不僅影響

文化，也在思想、教育、法政、經濟、

科學上。

嚴復去英國讀書前，曾就讀福州

的新式西化學校船政學堂（中國海軍搖

籃），這學堂是當時船務大臣沈葆楨辦

的。

沈葆楨（1820-1879）對台灣貢獻甚

大，光緒十年，台灣所以能建省，是因

為同治十三年(1864)，他任欽差大臣巡視

台灣時，上奏清帝「台灣海外孤島，七

省以為門戶」。最了不起的是沈葆楨是

清代第一位為前明忠臣鄭成功建「延平

郡王祠」，將鄭成功定位為偉大的歷史

人物，而他為延平郡王祠題聯為：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

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

地，是創格完人。

此聯之大器、蘊涵，應是千古絕

唱，尤其為前朝人物還之歷史公道。沈

葆楨的曾孫女沈呂竹是AMMPE資深會

員，可惜此次没能前來，現今駐英代表

沈呂巡，也是沈葆楨曾孫。

沈葆楨的岳父林則徐，更是中國近

代歷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禁毒人物。他

不只為禁煙而聞名，更在流放西北後，

鑿下「坎兒井」，造福西北。

三坊七巷的「光祿坊」劉家，有一

位對台灣寫下許多報導古詩、流傳千古

作品的劉家謀寫的《海音》與《台灣竹

枝詞》，對研究清代台灣風土民情都很

有參考價值。他任的職位不算高，1850
年任台灣儒學訓導，可惜40幾歲就病逝

於台灣。《海音》一書，對我而言，是

早在二、三十年前非常有助益的一本，

如今得見他的家鄉，備感親切。

走在三坊七巷，雖然他們當地說的

是福州話，講普通話時有特殊的口音，

ㄢㄤ不分，但是處處跟台灣有深切相連

點。

尤其民初四大女作家冰心、盧隱、

林徽音、蘇雪林，除原籍安徽的蘇雪林

外，共餘三位竟都是出生福州的。我們

這一團多女寫作人，愈發孺慕。

第二天一早去湧泉寺，寺建於五代

後期昇平二年（908），古剎對聯多，有

俗聯，更多偈言慧文如：

淨地何須掃，空門不用關

塵外不相關，幾閱桑田幾滄海；

胸中無所得，半是青松半白雲

源泉寺楹聯多，藏書經更多，藏殿

有血經657冊，也有豐子愷原畫作。而團

員中林少雯此次來的主題就是豐子愷的

《護生畫集》。往上寺院的路頗似仰德

大道，蜿蜒而上，兩旁盡是林木，即使

只到半山腰，但寺院大，我們一處一處

看，也走了大半天。其實應該在寺中住

上三兩個月，才真能體會佛門之清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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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閩東閩南文化行
▓丘秀芷

巧合

台閩兩地作家座談，名稱很大，

「敲鑼」已久，從兩年前就籌劃，計劃

趕不上變化，到2013年6月10日成行，成

員已經換了好幾次，大陸主辦單位也更

換成福建省文聯與中國作協。

台 灣 去 的 1 3 人 加 上 馬 祖 一 詩

人，以世界女作家協會中華民國分會

（AMMPE）為班底，但團員中有三人

是男生，特別邀請，當然非AMMPE會
員，因為他們三位跟福州福建有地緣、

人緣。

AMMPE新任理事長傅依萍，副理

事長陳若曦，秘書長吳晶晶都去，已與

當初完全不同。唯一不變的是策劃人是

在下。此外，林黛嫚、林少雯、溫小

平、六月、梵竹、王瑩、汪季蘭及特邀

的馬祖詩人謝昭華（男性）都是道地資

深寫作人。另兩位則是與福建有淵源的

台灣世家。行前大陸方面，排定行程，

我們去之後隨興又更改一部分，全程下

來，連主辦的人都覺得有許多點他們從

未走過，巧的是，都是華僑之鄉或文史

重鎮。竟然跟我們去的成員有多方面鍥

合，特意安排都不見得那麼巧合。

三坊七巷人物誌

福州古稱侯官，是中國自有科舉制

度，東南方考舉的地方。台灣人考舉都

必須越過黑水溝到福州去，中舉後再去

北京考進士。台灣未建省前，棣屬福建

省，省巡撫署也在福州。福州市中心三

坊七巷不只明清，民國也出了許多了不

起的歷史人物及文化大儒，而多人與台

灣聲謦相連。

▲林覺民故居及其伉儷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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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文學中「靈暈」的觸動。

福建社科院文學所長劉小新，研究

日據時與當前的台灣文學研究，也談到

過去台灣的左翼文學作家楊逵等。

林焱教授（福建大學）提陳若曦

〈耿爾在北京〉改編成電影，但他認為

台灣作家改拍成電影最成功的是林海音

的〈城南故事〉，還有張愛玲的〈滾滾

紅塵〉。

林海音是AMMPE創會元老，台灣

去的女作家聽到倍感親切。

房向東是海峽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

編輯，他談到平面媒體的隠憂及台灣和

大陸純文學刊物的興衰。談到上海論斤

賣文學作品，文化没落，與會作家心有

戚戚焉。

袁勇麟是福建師大協和學院院長，

他本身也是一位作家，他談的是新媒體

時代副刊的生存，兩岸與會人都為日漸

没落的紙媒體而感嘆，尤其稿費三十年

如一日而唏噓，但也為文藝永恆價值而

堅持。

刺桐古風華

我們在福州下榻於半山腰的于山賓

館。團員有的得空就去爬山，或到街市

中。我沒去，因為我知道未來幾天的行

程有得走的。

原怕六月中旬到福州，已入三伏

天，誰知道開始要外遊竟碰上「強降

雨」─大陸名詞，即暴雨。行車到莆田再

搭船到湄州島，除了大雨就是豪雨。而

爬各種階梯到不同的媽宮殿，全身濕轆

轆，又冷又濕，不過，我們對媽祖的敬

意不敢稍減，每處行禮。

第三晚住泉州刺桐飯店，泉州古稱

刺桐，我告訴團友，台灣的原住民花就

是刺桐花。清代文獻上所寫桐花就是刺

桐花，並非近年所提倡的日據時代廣植

油桐以取經濟資源的油桐花。其實現今

台灣還有很多刺桐花，甚至雲林縣還有

刺桐鄉。只是近年不論官方民間都誤認

歷史，大力提倡以日本殖民史上油桐開

花季為桐花節。

到古名刺桐的泉州，懷想目前台灣

的「跳Tone」十分感慨。

泉州有古剎開元寺，佔地近八萬平

方米，與洛陽白馬寺、杭州靈隱寺、北

京光濟寺齊名，在大陸定位為4A級遊覽

區。

消失中的海蠣村

四年前偶而在泉州「在地人」帶

領下去「蚵殼厝」遊覽，這回又近在眼

前，我堅持更改行程要大家去在地人稱

為「蟳埔厝」或「海蠣村」的蚵殼厝。

我一再強調「海蠣村」的特殊性，甚至

不惜引誘說：「反正我去過了，你們不

去，終生遺憾。」

陪同我們南行的福建作協副主席楊

際嵐和北京來的處長也說没去過，台灣

其他成員更没人去過，於是改行程去現

名為「蟳埔村」的蚵仔厝一見真象。

去了後，我卻大驚，因為原先牛

車小路變成大道。有兩三個老蚵女在大

道旁樹下挖牡蠣，轉進更窄巷弄中，大

多蚵殼厝已改建為現代化建築，留下不

及我原見的十分之一。即使只留少數幾

間，但當地婦女仍是頭上梳髻，髻周圍

插數圈鮮花。「臨時採風團」大感興

趣，拿起相機就拍，我告訴同行者要先

徵得同意，果然有的老婦願意，有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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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但我們來此一遊，主要是在兩岸作

家座談，此外則是探索與台灣相關的各

遺址或紀念館。

正因為主旨鎖定「探索」舊址、文

物，所以每天除了車程，都走上三至六

個小時。而且由於我們成立除了王瑩，

全半百甚至六、七十高齡，卻一路急行

軍，主辦單位的青壯輩腳程每每趕不

上。

靈暈匯流

6月11日下午的座談會，福建文聯楊

少衡主持，北京來的作協處長梁飛很年

輕，也很客氣。傅依萍除了介紹台灣成

員，還以「從便當事件說數位時代傳媒

的角色」為題，她是主管大報多年的資

深總編，說媒體必須是資訊的守門人，

甚至是領航員。

陳若曦本來談台灣文學與華文文

學，但著眼點在台灣作家長期扮演文化

傳承的角色及對漢語文保留的貢獻。她

話鋒轉到她文革時回大陸眼見文革把中

華文化連根拔起，她呼籲要大陸好好逐

步恢復正體字。

林少雯讓台灣的作家吃驚，因為長

久以來，她都寫報導文學，這回才知道

她的碩士論文十八萬字，介紹的就是豐

子愷與弘一大師的《護生畫集》，豐子

愷作畫時就是在福建，她也看到了豐子

愷的原畫，三十年代連續刊登在林語堂

主編的《宇宙風》雜誌。這一次我們也

去了林語堂出生地─漳州薌城天寶鎮五里

沙村。

中廣人吳晶晶曾獲十大傑出女青

年，是道地的福州人，卻講一口標準國

語，她談的題目是〈在文學長廊下的跫

音─廣播與文學〉，她介紹台灣廣播人在

文學上的貢獻。

與福州近在咫尺的馬祖，有一位

詩人謝昭華（現任衛生局長），他搭了

一小時多的船到馬尾，再坐計程車到福

州。他講的是兩岸還在戰爭時代產生的

戰地文學，從1949年一直到1992年馬祖

解除立即性的戰爭威脅為止。他認為，

嚴時期的馬祖以及門，有不少作家產生

很有時代價值的作品，如洛夫的詩，朱

西寧的《八二三註》等。

來自霧峰林家兩兄弟讓大家跌入

一百年前的台閩歷史。林銘鐔的祖父

林幼春（1880-1939）在日據時與賴紹

堯、林痴仙在台灣組織「台灣櫟社」，

對抗日本台灣總督府御用文人詩社。林

幼春出生於福州，也留下一些與福州關

連的詩。而他在台灣與梁啟超互動的一

些詩，以及抗日坐牢與設文化協會的事

蹟，在日據時是一位有風骨的文化人。

林榮輝是林銘鐔堂弟，他曾祖林朝

棟曾是清代一品武將福建陸路、水師提

督，打敗入侵台灣的法軍，是台灣唯一

得黃馬褂的人。可惜在福州的提督府已

不在。只不過清代林朝棟發自衛前街及

五顯巷來往書信，那些街名現在福州還

存在。

台灣與會的溫小平除了是廣播人，

也寫兒童文學，六月寫農家，梵竹寫小

說。她們都只簡略介紹自己。

大陸的作家與學者，由福建作協副

主席楊際嵐介紹成員，賈秀莉談兒童文

學引發話題，譚華孚是福建師大傳播學

院院長，創造一個文學名詞「靈暈」，

他談到與台灣世新大學合作的狀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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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熟悉的趙家堡，趙家堡是宋亡後，

宋皇家第十世皇孫改姓黃，躲元兵在漳

浦縣湖西。明代好幾位後人在科舉上有

了功名，得明皇帝之賜，改歸原姓。全

城堡名為「完璧樓」取「完璧歸趙」雙

關意思。此被評為福建十大最美鄉村之

一，也是歷史文化名鎮。趙家堡建得具

有城堡的規模，外城千餘米長。

相較之下，南靖和永定土樓群又是

另一種各姓家族自成防禦外侮的建築。

永定的土樓以前我去過，這回在南靖，

我們一個個土樓去走，田螺坑，土樓

成群，有方有圓，步雲樓、裕昌樓、和

貴樓、懷遠樓，我們一一走到。傅依萍

說：這些天走的路比過去一整年還多，

搭下村尤其亮眼，號稱「閩南周庄」。

我們夜宿雲水謠招待所，懷遠樓就

在附近，電影〈雲水謠〉，電視連續劇

〈滄海百年〉就在這地拍攝的。雲水謠

原作作者張克輝老先生我曾見過幾次，

而滄海百年拍的是台中霧峰林家先祖的

故事，我們團員中林榮輝身為後人，雨

中走在湍湍河流旁，不知他的感觸如

何。

林語堂與謝冰心

作家大陸行接近尾聲，我們抓住最

後機會去漳州薌城林語堂的出生地，看

新落成没幾年的林語堂紀念館。

林語堂是世界筆會 中華民國分會的

前輩，中華民國筆會去年慶祝年會，還

是在陽明山林語堂紀念館舉行，環境幽

雅的台灣會館已成立多年，也存有許多

資料。

而中共近年積極在文化上做整理，

漳州的林語堂紀念館存許多圖片，林語

堂的著作，以及完整的年表。在牆上，

我們看到了AMMPE資深會員畢璞（周素

珊）和鍾麗珠兩位大姊的名字，她們都

▲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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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

其餘採風同行者覺得大為「滿

意」，但我為之扼腕，如果早幾年來，

整個小街弄都是牡蠣殼厝，那才真正是

有特色呢！蚵殼不是泉州當地的，當年

這裡是「海上絲路」起點，宋元明朝本

來就是重要通商口。先民把中國特有的

絲綢、瓷、金屬、木頭，各種器皿經海

上送到大食（即阿拉伯）天竺（印度）

及歐洲。回航時，為了讓船隻平穩航

行，拿西方不要的大牡蠣殼做為「壓艙

底」。回泉州後，這些比手掌大的牡蠣

殼廢物利用，代替磚頭，和上石灰、糯

米、稻草、蛋清和紅糖，砌成結實七尺

厚的牆。海蠣村，代表祖先千年來的移

民史，也代表千年來中國海外貿易史。

男人們都到海外去，女人則打漁養孩

子，頭上插一圈又一圈的花，娛樂自

己，也等待遠行的男人歸家看到精心打

扮的自己。但慢慢的，海上絲路没落

了，遠洋來的蠣殼厝大多拆了，只有少

數留著，只有少數上了年紀的婦女還頭

上插著一圈又一圈的小花。

我不知再三兩年來，那蠣殼厝還能

存有多少，那勤勞的海蠣女還在不在？

將軍府 趙家堡 土樓

泉州站後，又去厦門，除了看愛國

華僑陳嘉庚建的集美村，我們又搭船去

鼓浪嶼。我想起了去年到過的將軍府，

臨時又變更路程，走到鼓興路67號的宮

保第。團員中的林榮輝就是將軍府主人

翁林祖密的後代。僑協雜誌去年曾介紹

林祖密的一生，中華民國成立後，第一

位放棄華僑身份拿中華民國護照第一號

的人物，國父二次革命得到他的幫助，

蔣介石下野時，曾到鼓浪嶼林祖密的將

軍府住好幾個月。

住厦門晚間，和厦門文友見面，互

相磋砌。厦門作家對陳若曦最熟悉，相

談甚歡。

厦門住兩晚，我們又去不是一般

▲牡蠣殼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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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是健康的天敵
▓彭聖師

和氣致祥

我們老祖宗說「和氣致祥」，「和

為貴」，又說「和氣生財」，「和平為

處世之本」；就是因為知道憤怒傷身，

生氣是健康的大敵；所以才找出了這些

良方，我們都受益匪淺，真是我們中華

文化的精髓所在。

當你在極度憤怒時，如果「換個

角度」看事情，「敵我易位」來着想，

你就會「心平氣和」，任何事情都可以

「和以處之」，就會「天下太平」，你

就不會「憤怒傷身」，從而健康長壽。

生氣的害處

根據最新的醫學研究，如果你是一

直在生氣，怒氣會殺人，而且受害人就

是你自己。生氣一個月，心臟病發機率

比常人高五倍，如果你已經生氣很久，

你要小心下垂的嘴角與忿恨的心情，會

讓你成為心臟病、關節痛與氣喘的受害

者。此外，心情會影響你的行為；中國

人早就說過「憤怒傷身」，怒氣與身體

疾病是息息相關的。

杜克大學的研究

專門研究憤怒與疾病的美國杜克

大學行為醫療研究中心威廉斯教授，在

2003年底發表一項研究指出，長期的憤

怒，會讓一個人的心血管，在短時間內

就快速累積惡性膽固醇，導致原本健康

的人，得到致命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比

心平氣和的健康人高出五倍之多，中風

與心臟病猝死的機率大為提高。不僅如

此，憤怒難平的人，得到癌症、關節

炎、糖尿病、各種過敏症與氣喘的可能

性，也都比一般人高。

憤怒導致自體免疫系統出問題

根據威廉斯對於1,800名，年齡從

18到45歲，身體健康、沒有抽菸、酗酒

等不良嗜好的成年男女進行了一年半的

研究發現，憤怒與敵意，會觸發身體在

血液中產生一種名為IL-6（一種淋巴球

Ｔ細胞助長素）的蛋白質細胞。原本是

當身體遇見外來傷害者時（例如細菌侵

入），用來指揮免疫功能細胞增生。可

是當一個人常常發怒，或者認為周遭環

境對他不利，時刻在不平的情緒當中，

很想去攻擊別人時，這些怒氣會讓腦部

誤判身體遭遇到了外患，身體啟動了奮

戰狀態，交感神經系統完全進入警戒，

釋放壓力荷爾蒙到血液裡面，促成心跳

和血壓上升，於是開始產生IL-6。

可是當人生氣時，並非真的有病

菌入侵，沒有外來敵人，於是大量增加

的Ｔ細胞，可能轉而向內攻擊這位怒氣

沖沖人的本人身體；有時候攻擊的部位

在手、腳關節處，就變成關節炎；有時

候攻擊的部位在呼吸道，造成了氣喘的

現象。有時候患者身上起疹子，長久難

癒；有時候神經發炎，造成身體許多部

位的疼痛。而且，這些症狀還可能交互

出現或轉移，讓患者摸不著頭腦，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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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家也是林語堂的姪媳婦。畢璞甚至

於抗戰時期在林語堂創辦的《宇宙風》

工作，和林語堂侄兒結縭。如今她也老

了，住在內湖康寧會館，去年我去探望

她，她腦筋非常清楚，近年仍有作品。

鍾麗珠大姊作品較少了，早幾年還

常在一起，老了後到加拿大與兒子住，

已很少回台灣。

6月17日臨上飛機下午，在長樂，謝

冰心的故鄉冰心文學館參觀，文學館旁

就是公園，位於鬧街又不失幽靜。

除了冰心先生生平，遺著，各種

圖片，甚至冰心逝世後不久，她愛貓也

大去，將之做為標本，放在館中。她從

1900年出生，1999年逝世，以中國人的

算法，正好一百歲，以西方人的算法，

她從二十世紀第一年走到最後一年。

冰心的書、畫均佳，又譯又寫，

雖然也碰上文革，也被「改造」過，終

究福壽全歸，應是近代中國際遇最好，

作品最豐富的全才女作家。尤其她的書

畫，寓意豁達又深遠。她九十三、四歲

時，有一群台灣作家及海外華文作家在

林海音及菲華林忠民帶領下去看她，並

致贈五千美金，但牆上僅有冰心先生與

海音先生的合照，未註明年代，較為可

惜。我打算年內把年代和照片找齊，寄

上，以補完整資料

全程八天，分別在福州、厦門、南

靖、漳州與當地作家學者見面座談，也

走訪更有價值的非常景點，每天步行數

公里路，但是每人始終精神奕奕，即使

大半時間大雨，淋雨，幸好沒人生病，

没人受傷，我們分別帶了一些金門、馬

祖高梁，一路杏花村，每晚喝一些，賓

主盡歡。去時行篋滿滿，又是酒，又是

書。回來更爆滿，書、茶葉、特產，不

只如此，更在精神上。（作者係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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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分會會長梅錫銳來訪

本會波士頓分會會長梅錫銳（右2）102年6月24日來訪，理事長陳三井偕同常務理事黃海
龍、秘書長劉本炎接待，就波士頓地區華埠活動情形交換意見。梅錫銳此行係參加僑委會
在北投僑園會館舉辦台灣小吃烹飪研討會，習得知識帶回波士頓地區推廣至中餐館。（編

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