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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凋窗有日  池滿水無聲
《僑協雜誌》的讀者．作者．編者

▓劉本炎

立場鮮明．永遠和華僑在一起

《僑協雜誌》創刊於1970年6月1
日，迄今已出刊144期，由半年刊而雙月

刊，由黑白而彩色，33年來從未脫期，

對於一份由人民團體自辦的期刊言，這

並不簡單。辦雜誌，所需要的不僅錢，

更重要的是能夠抓緊正確方向的人。沒

有定位，沒有能編能寫的人，再多鈔票

也不行。

讀者胃口各有不同，任何雜誌不可

能滿足所有讀者，所以必須要有定位，

來滿足喜歡這種方向的讀者需要，但也

不可能篇篇文章都在這個位置上游走，

讀者會膩，喜歡來點不一樣的味道來調

適。所以任何成功的雜誌，都要有幾

篇屬性鮮明的大菜，來滿足讀者胃口，

然後再加一些其他配菜，這才能君臣佐

使，恰到好處。

創刊於1957年7月的香港《春秋雜

誌》是個顯例。

創辦人姚立夫原是香港《天文台》

雙日刊的主編，剛開始時內容蕪雜，無

人看好，只是燒鈔票而已，後來曾任汪

偽中央法制會副主委的資深記者金雄

白，在雜誌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

場〉，極為叫座，《春秋》乃洛陽紙

貴，也確立了他們走歷史掌故的編輯方

針，張發奎、左舜生、李宗黃、梁敬

錞、易君左、李璜等人都慕名寫稿，迄

今發行已逾千期。

《僑協雜誌》是華僑協會總會發行

的刊物，它的定位很鮮明，但卻不能僅

為會務通訊，必須兼顧華僑、華人的研

究與報導，才能海闊天空，否則劃地自

牢，脫離現實。事實上，今天的《僑協

雜誌》，雖然受限於經費，每期發行量

為2,600分上下，但由於發行範圍遠達

僑協總會的22個分會、我駐海外所有單

位，以及大陸僑辦、中國僑聯、各有關

學術單位，所以有一定的影響力。

有人謠傳《僑協雜誌》沒人看，絕

非事實。

大中至正．溫情隔海送達合肥

最好的事證，就是協助楊家麟老先

生和妹妹楊家英團聚。二人分散65年，

經過《僑協雜誌》的報導，促成他們骨

肉手足在晚年重逢。

2008年，陳水扁在任期行將結束

時，把「中正紀念堂」的「大中至正」

匾額拆除，《僑協雜誌》編輯委員會認

為有必要做報導，批判陳水扁的謬誤，

於是在會議中要求筆者採訪原書寫人楊

家麟，述說一下這四字的來龍去脈。

筆者經第16屆理事李恩秀的引見，

在楊家麟的書法教室中見到了這位面貌

祥和的老人家，執行編輯張國裕也去拍

了照片，在《僑協雜誌》第109期刊出

整篇專訪，標題是〈楊家麟活到老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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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書寫「大中至正」的故事〉。

楊家麟很高興接受訪問，還當場揮

毫寫就「大中至正」四字橫幅，送給我

們華僑協會總會。伍前理事長接獲後就

交代秘書處裝裱，懸掛於會議室裡。

第109期《僑協雜誌》郵遞到安徽合

肥的中國僑聯分會，工作人員照例把雜

誌妥置於書架，供人閱讀。

2012年5月，楊家英的女兒谷愛華，

前往僑聯訪友，讀到《僑協雜誌》，

覺得內容不錯，就陸續地翻閱，無意

中，她翻到第109期，赫然看到楊家麟

的報導，她又驚又喜：「這不是我舅舅

嗎？」立刻回家，把這消息告訴已經90
歲的媽媽。

功德一件．牽成垂暮手足團聚

楊家英得知後非常激動，65年沒

有音信，突然知道自己哥哥的下落，真

是喜極淚下。她很快就和楊家麟通上了

消息。91歲的楊家麟已經不良於行，需

靠輪椅代步，不可能回安徽老家去看妹

妹，於是楊家英就決定來台灣探望哥

哥。

感人的一天到了。2012年11月14
日，楊家英由女兒陪同，搭乘大陸東方

航空的班機，飛抵桃園機場，而楊家麟

也在老友和學生的幫助下，乘坐輪椅去

接機。90歲的楊家英身子還硬朗，柱著

拐杖幾乎用小跑步似的走出海關，一眼

看到坐在輪椅上的哥哥，她淚眼模糊的

雙手環抱住楊家麟，久久不能鬆開。

這段經過，在民國101年11月15日的

《中國時報》上有詳盡的報導，而且也

提到了華僑協會總會和《僑協雜誌》。

讓兩位超過90歲的老人，在相隔65

年之後再團聚，情節之感人，大家可以

想像，而我們《僑協雜誌》牽成這段好

事，不敢說有什麼功勞，可也是一件功

德，這功德自然是全體會員的。

我們協會的雜誌沒有人看嗎？不僅

有人看，還實際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

圖文並茂．全球僑訊都能看到

《僑協雜誌》在本屆編輯委員會

建議下，辦理過一次發行是否落實的調

查，在141期和142期，連續兩期都附上

讀者意見調查表，如果連續兩期都沒有

回覆，本會就不再遞送，以免浪費虛

擲，大多數的讀者都有回應表示願意繼

續閱讀。尤其海外讀者的熱情，實在令

人感動，利用電郵、傳真、郵件，來表

達支持之意。

譬如，美國舊金山讀者趙覺全在回

執聯上寫道：「僑協雜誌真正好，古今

中外全報導，圖文並茂知識廣，全球僑

訊能看到。」（如下圖）

▲美國舊金山讀者趙覺全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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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加拿大讀者鍾兆民寫道：「在

下對《僑協雜誌》興趣深厚。」

還有留尼旺94歲老讀者李麗廉，雖

然手抖，還是勉力寫來一信，誇讚說：

「你們為辦雜誌，費盡心力，發揚中華

文化，勞苦功高，令人敬佩。」

另外美國洛杉磯讀者陳仕元夫人

來信說：「我是忠實讀者，歷年來報道

很多台灣、大陸消息、歷史人物、事物

等，覺得很高興。」並隨函寄來100美
元，捐助《僑協雜誌》以補貼郵遞費

用。

這些來函，真摯有感情，讀來實在

令人感動，如果《僑協雜誌》不好看，

都是官樣文章，人家還會專程去郵局寄

信、捐錢嗎？

至於用電郵來表示肯定的就更多

了，無法一一列舉。

內容主軸．華僑論述優先考量

《僑協雜誌》內容由編輯委員會決

定，選材的目標，是以有關華僑、華人

的重要活動為主軸，然後輔以本會的活

動及其它綜合姓文章，如藝文、電影、

國際政治、時評、科技、歷史、人物

等，務使內容充實可讀，不流於刻板而

變成政府公報或學術論著。

有人說《僑協雜誌》內容脫離了華

僑，事實上不但沒有脫離，還深入淺出

的緊緊抓住主軸，在台灣定期出刊同類

性的雜誌，可說相當少見。

謹列舉自134期迄上（143）期的實

際內容來加以說明。

第134期是非常特殊的一期，因為

欣逢創會70周年，我們總會的活動極

多，該期內容自然就環繞在這個主題上

發揮，但文章不八股，不流於官式、應

酬、枯燥，而把握住學術方向。

事實上探討華僑、華人的學術性

文章，是《僑協雜誌》最重要的一塊，

這也是我們華僑協會總會和中華僑聯總

會的差異所在。僑聯秘書長鄭致毅曾笑

稱：「你們僑協是文場，我們僑聯是武

場。」意思就是僑聯擅長辦活動，而僑

協則擅長搞學術。

僑聯的活動辦的是真好，非常值得

我們學習，可是我們的學術上面發揮的

成果也不差，這是我們的強項，請看我

們理事、會員，有多少位是學術界的人

士？理事長陳三井博士更是國際知名的

學者，如果《僑協雜誌》不能把握這一

點，就愧對會員了，幸好在編輯委員會

的指導下，還能勉力做到。

第134期適逢跨屆，創會70周年的活

動都由前理事長伍世文規劃完成，但並

沒有因跨屆而有所變動、縮減，雜誌內

容也忠實呈現了應有的面貌，讓伍前理

事長的理想得以落實，說明本會會務推

動的賡續性。

其中有關「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學

術研討會部分，更是用了將近半本雜誌

的篇幅來加以凸顯，除了當天研討會現

場報導外，還有六篇內容紮實的論文，

由鐵老上東北談起，直說到鐵老下南

洋，涵蓋面非常廣泛而深入，是研究中

國近代史與華僑問題的佳構。

餘外的一半篇幅，則有三分之二報

導換屆後的新理、監事會與本會活動，

值得注意的，有一篇是沈潛寫的〈會徽

變革考證〉，非常有意義，也是很多人

沒有留意到的事。沈潛是筆名，本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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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不難猜出。

學術掛帥．兩位教授連袂寫稿

第135期雖有延續第134期創會70
年活動的專題，但重點則放在另兩篇文

章上，一是置於頁首的李本京教授所寫

〈美國政府為歧視華人公開道歉〉，另

一是陳鴻瑜教授的〈古代南亞和東南亞

的貝多葉書〉，都極具學術份量，而且

符合我們雜誌的主題需要。

中國僑聯主席林軍於2012年6月5日
來訪，而前主席林兆樞又以河洛文化研

究會會長身分於同年6月30日來訪，他們

都慎重其事，也都率領二十餘人的大團

前來，對我們總會說來，當然都是很重

要的事，對於推動兩岸涉僑團體的合作

自有很大助益，理所當然地成為這一期

的報導重點。

再往下看，第136期有一篇〈火星

上的「馬天琪」〉，表面上和華僑、

華人脫離了，但是講的卻是美國航太總

署，為今年八月登陸火星的漫遊探勘車

徵求名稱時，華裔15歲女孩馬天琪，

在9,000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照她的

意思，把火星探勘車命名為「好奇號

（Curiosity）」。「好奇號」發射升空

前，馬天琪和家人受邀到發射基地，並

在漫遊車上親手寫下「Curiosity」和她

的簽名。她的父親馬喜慶和母親曹力生

於1995年移民美國，目前都在堪薩斯州

生產衛星定位系統的Garmin公司擔任高

級工程師。這篇看似跑題了的文章，還

是符合我們僑協總會宗旨的。

情繫歸僑，五大協會充盈內容

101年8月21日，總會舉辦了「與歸

僑有約座談會」，越南、高棉、寮國、

緬甸、印尼等歸僑團體的負責人都參加

了，也都有稿件在136期刊出，頗受關注

與好評。

第137期則有雙主軸，一是〈落地生

根 他鄉作故鄉〉，報導本會「唐人街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學術座談會，另一

是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本期還刊出蒙天祥闡釋吳英毅委員

長對華僑的談話，對於弘揚馬政府的僑

務政策，有相當正面的意義。

第138期以很多的篇幅報導〈追隨吳

鐵城足跡〉，來追記「創會七十週年南

洋之旅」，這是本會重大活動。另外，

有兩篇文章報導釣魚台。日本擅將釣魚

台收歸國有，這是不容緘默的事。

這兩篇文章，一由李本京教授執

筆，分析其間錯綜複雜的問題，另一篇

由《聯合報》前記者陳正光所寫，追憶

他40年前「保釣運動」時，親身乘船探

訪釣魚台的經過。陳正光主動投稿，是

本會會員，《聯合報》訓練出的記者，

文筆流暢，引人入勝。

第139期適逢兩件重要的事情，一是

李安獲獎，這是喜事。另一是本會前理

事鄧之勳不幸往生，這是哀事。我們雜

誌當然都要報導。

第140期出刊前，事情雖多，但本會

全球分會第四屆聯誼大會及墨爾本分會

成立，是其中最重要的兩件，因此《僑

協雜誌》用了三分之一的總篇幅加以報

導，應該是恰如其分的。新生報前社長

蘇玉珍的〈僑生回國求學甘苦談〉也是

非常叫好又叫座的文章。

蘇女士是印尼僑生，大學畢業後在

《中央日報》擔任記者，長年的寫作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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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文筆流暢可讀，又言之有物，當然

受歡迎。

「文筆流暢」與「言之有物」是

《僑協雜誌》選稿的兩大要件，至於一

些取材網路而缺乏切要評論之作，或是

紀錄個人旅遊心得的文章，往往就可能

受限於篇幅而不得不割愛。

海峽論壇．誠摯交流參訪雙安

今年六月，中國僑聯邀請我們協會

40人組團前往廈門、西安、延安，並參

加海峽論壇和西安論壇，這是兩岸涉僑

團體的大事。《僑協雜誌》在141期用了

三分之一的總篇幅來報導，鄧蔚林和藺

斯邦兩位理事都有撰文，不僅可讀，還

忠實紀錄這次活動，以作為會史。

另外，比利時分會舉辦法國里爾一

日遊、蒙特婁分會舉辦「舞動滿地可」

台灣傳統週活動、舊金山灣區分會舉辦

健康講座，雜誌均做詳細報導。編輯委

員會的原則是，分會任何活動都優先處

哩，藉此拜託各分會，只要有活動，就

給總會通個氣，總會一定會電話聯繫，

代為撰稿，立即刊出。

第142期出刊前，僑委會有人事異

動，由陳士魁接任委員長，這是僑務的

大事件。陳委員長特地親寫一篇文章給

本會，題為〈傳承與永續發展．我對僑

務工作的理念與目標〉。陳委員長的行

動，充分說明《僑協雜誌》在讀者心目

中的分量，若真如謠傳所言，陳委員長

焉會主動投稿。

102年10月12日，國史館出版《沈昌

煥日記》，並且舉辦新書發表會暨百年

誕辰紀念會，學界、政界約200人參加。

本會常務理事沈大川是沈昌煥的哲嗣。

這本日記是沈昌煥1946年所記，雖

然只有一年，但這一年卻是美國總統特

使馬歇爾八上廬山調停國共內戰的關鍵

時刻，所記彌足珍貴，有很高的學術價

值，以《僑協雜誌》的立場，自應詳加

把握，所以在143期就以這一點為主題，

做了深入報導。

以上所記為換屆以來《僑協雜誌》

的大略編輯方向，無論怎麼看，都沒有

脫離「僑」這個字。

把握方向．七成文章牽繫僑字

再以具體數字來佐證。

自134期至143期這9期裡面，總共

刊出266篇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文章或

報導，與「僑」有關的即多達192篇，佔

全部篇幅的72.18%。這比重應該足夠了

吧。

若再細分，在有關「僑」的部分

中，又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對華

僑、華人的論述，第二類是海外分會活

動，第三類是本會活動，其中第一類有

68篇，佔全部文章的25.56%，由於這類

文章都長達三、四千字，所佔總篇幅遠

超過上述的百分比，超過60%以上。第

二類有31篇，佔11.66%，第三類則有93
篇，佔34.96%。由此可見《僑協雜誌》

不僅忠實紀錄本會及分會的會務發展，

以備明日作為會史，也針對華僑、華人

研究這一塊有相當貢獻。

在台灣各報中，辦副刊最好的就

是《中央日報》，由於筆者在《中央日

報》服務30年，深知《中副》成功之

道，不外乎一個字：「精」。

精選稿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猶記

得《中副》創辦人孫如陵說，首先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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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壓力，否則就濫竽充數。

《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營的報紙，

壓力自然不小。《中副》創辦之初，黨

國大老、中央民代，只要心血來潮，就

交代把自己講稿發給《中副》刊登，孫

如陵說：「這種稿子能見人嗎？如果你

抗拒不住第一篇，登了出來，那後續的

濫稿就接踵而至，檔不住了。」所以一

步不能退讓，必須堅持。

孫如陵辦「中副」的理念，社長曹

聖芬非常支持，他說：「好，我來扛，

你只要編好就好了。」曹聖芬常被戲稱

「湖南騾子」，但這頭騾子還真是有骨

氣，他除了扛不動總裁蔣中正，其它被

他打回票的大員，太多了。《中副》能

成功，並非偶然。

守精求廣．好文太多篇幅太少

因為要能守住「精」字，才能有

「廣」；廣就是稿源豐沛。作者知道編

者選稿唯精，自然樂於投稿，稿源一

多，還怕選不出好作品嗎？這兩者是環

環相扣的。

繼孫如陵後，《中副》傳統一直維

繫，王理璜、梅新等繼任主編都鐵面無

私，唯稿是問。

《僑協雜誌》也在力求「精」。

「編輯委員會」都是專業人士，主

任委員陳若曦是著名女作家，她的《尹

縣長》一書，膾炙人口，2011年獲得國

家文藝獎。另一位女將丘秀芷，也曾獲

國家文藝獎。一個編輯委員會有兩位國

家文藝獎的得主，試問有哪一個民間社

團能比呢？就是比較資淺的王應機，不

僅是《中央社》資深國外特派員，也擔

任過該社總編輯。其餘各人也都擅長寫

稿編稿，與學界、僑界關係深厚。

《僑協雜誌》在這些編輯委員的號

召下，當然稿源不愁。譬如蘇玉珍，就

是慕名而來，一篇〈越南海燕特區的故

事〉，談阮樂化神父如何堅忍奮鬥，感

動多少讀者，筆者就接到至少四通電話

來鼓勵。

再如前中視公司總經理石永貴，也

是慕名投稿，〈十萬里長征的馬天英先

生〉一文，暢談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的

點滴往事，對於大家比較陌生的回教界

華僑活動，有生動詳盡的介紹。石永貴

是台灣回教界的領袖人士。

類似慕名而投稿的好文章，現在愈

來愈多。

《僑協雜誌》在邁入第34個年頭

時，筆者就讀者、作者、編者的角度

言，深感三憾事：

一、好稿太多而每期只能容納六萬

字。

二、該寫的內容太多而總篇幅有

限。

三、該即時反映的事情太多而兩個

月才能出刊一期。

溫庭筠「早秋山居詩」云：「樹凋

窗有日，池滿水無聲」，但願《僑協雜

誌》自我超越，更上層樓。（作者為本

刊總編輯）

▲《僑協雜誌》編輯委員會開會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