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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磋商機制去談，但不該影響兩岸各領

域的交流活動，也包括海外僑胞的交流

聯誼。僑胞遠離故土，僑胞需要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僑胞在那裡，我們就服

務到那裡。

關於海外僑社，陳三井認為兩岸可

在海外僑社籌組慈善團體，幫助僑居國

貧苦民眾，贏得他們對華人的敬重；也

可籌組藝文表演團體，赴僑居地為兩岸

僑胞演出。關於兩岸，他指出華僑協會

總會堅決反對台獨，支持九二共識，但

大陸當局亦不能忽視中華民國法統從民

國元年1912年開始到現在，中華民國還

是一直存在的事實，如不承認中華民國

存在，兩岸和平發展的前提就會發生問

題了。

此外，在國僑辦副司長盧海田、

處長陳曉毅、幹部王寶林陪同下，參觀

北京、懷柔、承德、秦皇島及天津。在

北京國家博物館，見識了貫穿中國五千

年歷史長河的古文物；在懷柔慕田峪長

城，見識了中國建築工藝技術高超，歷

千年而不墜；在承德普寧寺、小布達拉

宮、避暑山莊，遙想三百多年前的康乾

盛世，與百年前不堪回首的滿清末年；

在秦皇島北戴河新區與入海的長城起點

老龍頭，正在打造世界一流的渡假天堂

與觀光勝地；在天津舊市區，昔日租界

區各國建築爭寵，濱海新區拔地而起的

現代化摩天大樓櫛比鱗次，展現了中國

正在蛻變的雄心與睥睨天下的壯志。走

一遭，方知中國夢不是口號，而是現在

進行式。

釣魚臺國賓館
國僑辦主任裘援平率副主任譚天

星、司長王曉萍、副司長盧海田、處長

陳曉毅、幹部王寶林等官員，於釣魚臺

國賓館接見我們一行。

釣魚臺國賓館據說是一千多年前皇

帝釣魚之處，到了乾隆，來個御筆「釣

僑胞最好的靠山
民族復興 國家富強

▓路華平

國僑辦邀訪北京 承德 秦皇島 天津

高規格的接待與成功的訪問
華僑協會總會首次應大陸國務院僑

務辦公室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的邀請，在

中秋節過後的吉日，9月9日，理事長陳

三井率團一行二十人，赴北京、懷柔、

承德、秦皇島、天津等地參訪。

先後拜訪了國僑辦主任裘援平、

國台辦副主任陳元豐、中國僑聯主席林

軍、天津市統戰部長劉長喜及承德市副

市長王立連。

從中央到地方官員一致認為，兩

岸交流是在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下進

行，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是海內外僑胞

所樂見。不出國不知自己有多愛國，華

僑到海外奮鬥，才知道自己背後要有一

個強大的民族支持，要有國家這個靠山

來撐腰，娘家不是沒有人，民族復興，

國家富強才是僑胞最好的靠山。因此，

兩岸或許在政治上有歧見，這可交由兩

▲大陸國僑辦主任裘援平（第一排右五）、副主任譚天星（第一排左三）、
國外司司長王曉萍（第一排右二）、副司長盧海田（第二排右一）。

▲釣魚臺國賓館牌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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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針對海外華裔青少年舉辦夏令營

及冬令營活動；針對教師，舉辦培訓班

等等。她強調，未來中國海外交流協會

與華僑協會總會應進一步擴大交流合

作，因為這是符合海內外僑胞的願望。

她闡述中國夢說，習近平主席一再

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乃是在尋求兩岸四地全體中國人都可以

接受的最大的公約數及最大的共識。為

什麼叫復興？因為過去我們曾經是世界

經濟、科技、藝術、文化等各領域的領

頭羊，但不幸的曾經衰落被欺侮，所以

要民族復興，國家富強，才能在全球化

下競爭激烈的環境下生存。

娘家不是沒有人
她說，不出國不知自己有多愛國，

華僑到海外奮鬥才知道自己背後要有一

個強大的民族支持，要有國家這個靠山

來撐腰，娘家不是沒有人，民族復興，

國家富強，才是僑胞最好的靠山。因

此，兩岸或許在政治上有歧見，這可交

由兩岸磋商機制去談，但不該影響兩岸

各領域的交流活動，也包括海外僑胞的

交流聯誼。僑胞遠離故土，僑胞需要什

麼，我們就做什麼；僑胞在那裡，我們

就服務到那裡。海外僑胞幾乎有90%以

上融入當地國的國籍。因此，對海外僑

胞來說，不要強調國家認同，若強調國

家認同，反而不利他們在當地國的發

展，但是強調文化認同及民族認同，實

際上就是傳承中華文化。

9月3日適逢抗戰勝利69週年，裘援

平特別提出抗戰勝利是國共兩黨合作全

力抗戰結果，現在還原歷史，肯定國軍

在抗戰時期的英勇行為，兩岸共同紀念

中華民族很有意義日子。

陳三井說三同
陳三井首先感謝裘援平在釣魚台國

賓館高規格的熱烈接待，他提到譚天星

二十幾年前在台北發表〈孫中山的華僑

觀〉論文，所以算是老朋友了。

而裘主任也是一見如故，因為他與

魚台」三個字，從此成為皇家林園。承

千年貴族之氣，現在當然是接待外賓之

高規格場所，園內垂柳一望無際，綠草

如茵，在此釣魚，必定怡情悅性。只可

惜，時間有限，我們只能在大門口合照

留影，無緣瀏覽風光。

裘援平闡述中國夢
裘援平說，她代表中國海外交流

協會熱誠歡迎僑協第一次參訪，僑協雖

是首次受邀，但她對僑協的歷史並不陌

生。她說，僑協是在中華民族全民抗日

年代建立起來的華僑華人組織，多年來

聯繫海外僑胞，鼓勵他們傳承弘揚中華

文化，促進海外僑胞更好的生存環境與

發展，積極支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

促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推展中華民

族的復興。

她稱讚陳三井接任理事長以來，

在促進僑界及兩岸之間的交流合作上，

做了很多工作，這與中國海外交流協會

的工作是密切契合的，那就是聯繫世界

各國華僑華人，無論他們走到那裡，都

可以感受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溫暖，得

到同胞之間的相互幫助、熱情支持與合

作。多年來，兩岸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

礎上，開展兩岸交流，不僅深化了兩岸

經貿合作能量，同時也在人文、科技、

文化等領域不斷的擴大交流合作。所

以，兩岸和平發展呈現出的景象，兩岸

民眾都十分高興。現在是鞏固及深化階

段，未來除了兩岸當局外，更要靠各階

層同胞及海外僑胞大家共同努力。

接著，她談到華語文教育。她說，

華僑大學、暨南大學是大陸專為海外華

僑華人設立的高等學府，目前有三百

多位台灣學生就讀這兩所大學。長期以

來，與台灣高等學府、研究機構交流合

作。此外，舉辦世界華人文學大會，兩

岸及海外學者大家一起來研究博大精深

的中華文化及海外華語文教育的議題；

▲大陸國僑辦主任裘援平（右二）、副主任譚天星（右一）、本會理事長陳三井（左二）、
常務理事沈大川（左一）。裘援平闡述中國夢。

▲釣魚臺國賓館迎賓館。

15 

2014年11月《僑協雜誌》149期



2014年11月《僑協雜誌》149期 2014年11月《僑協雜誌》149期

16 17

說就是中華根、中華情、中國夢。只要

是有益於兩岸和平發展、有益於海外僑

胞根本利益、有益於民族復興，都是我

們兩岸共同努力的方向。

人是愈走愈親，不過僑協走了20年
才到北京訪問，實在太長了，往後應該

加強往來頻率。

對於譚天星〈試論孫中山的華僑

觀〉一文，陳三井認為是擲地有聲的論

文，迄今沒有人能超越，實至名歸。

鄭安國則認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

展，除了交流合作外，還需要心靈契合

與情感融合。

因此，如何增加兩岸同胞的心靈契

合度，存乎一心。

 趙麗屏提緬甸招收華僑子弟
趙麗屏以她在緬甸招僑生回台灣

讀大學一事，提出她的看法。她說，自

2002年受託至緬甸招考華僑子弟回台灣

就讀大學，同時也辦理教師研習。當

時，大陸方面也派人見習，招收華僑子

弟回大陸就讀，也開辦教師研習會。每

年台灣都會利用暑假期間，派高中、初

中、小學教師到緬甸，為緬甸華校教師

舉辦研習會，大陸方面參考台灣作法，

認為非常有意義，所以也跟著舉辦教師

研習會。

她說，起初雙方研習時間錯開，讓

緬甸教師都可學到雙方提供的教材及簡

繁體字，但不知何故，兩年前研習時間

重疊一個禮拜，去年竟然完全重疊，使

得緬甸華校教師面臨選擇難題，不知如

何是好。

緬甸教師認為台灣書本完全不涉及

政治，而大陸書本亦非常充實，希望兩

邊的教師研習會都能參加。

陳若曦提華文文學軟實力
陳若曦說，中華文學是兩岸共同遺

產，華文文學是軟實力。今年11月將在

廣州舉行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兩岸及海

外作家與會交流，推廣中華文學，強化

我們的軟實力。

談話結束前，陳三井致送裘援平琉

璃翠玉白菜及捲軸乙幅，曰：「兩岸交

裘主任有三同，第一同是裘主任北京大

學國際學院畢業，專門研究國際與外交

事務，而他本人是研究外交史的，所以

這是第一同。

其次，裘主任的祖籍是浙江紹興

人，周恩來的祖籍也是浙江紹興，而他

是研究周恩來的，這是第二同。

第三同是，裘主任曾任駐阿根廷

外交官，他上個月剛訪問南美洲三個國

家，其中之一是阿根廷。有了這三同，

可以談的話題很多，所以說是一見如

故。

海外分會是本會最大資產
陳三井簡介本會歷史後強調，本

會人才濟濟，臥虎藏龍，本次訪問團中

的每一位都有代表性，有招商經貿，有

研究華僑華人教授，也有退休的官員及

歸僑代表，也有海外分會創會會長。海

外分會可以說是本會最大資產，目前有

25個分會，主要是集中在美國10個，加

拿大3個，歐洲3個，大洋洲3個，亞洲3
個，南美洲3個。其中，南美洲的巴西分

會、巴拉圭分會、阿根廷分會等三分會

是上個月剛剛成立的。

兩點建議  
陳三井對南美洲之行有兩點心得提

出，一是南美洲的僑胞非常熱情，很希

望中國統一強大，他們在僑居地賺了錢

之後，義無反顧，回饋當地社會組成佛

光山、慈濟等組織，投入慈善事業，設

醫院、救濟站及中文學校。因此，兩岸

可以將海外華僑組織起來，發展慈善事

業，回饋當地居民，以贏得當地民眾對

華人的敬重。

二是兩岸的和平發展乃為海內外

僑胞所樂見，海外僑胞很希望看到祖國

組織表演團隊到僑居地作藝文演出，宣

慰僑胞，不分大陸來的僑胞或是台灣來

的僑胞。兩岸可以合作輪流派出演藝團

體，藉由藝文活動的演出，大家以中華

文化為經緯，串起海外各地僑胞的心。

沈大川提〈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沈大川表示，他也是個老華僑海歸

派，曾在紐約僑社服務了十餘年才回台

灣。兩岸的僑務單位對海外僑胞的服務

可以說是不遺餘力，海外僑胞都是愛國

的，莫不希望祖國強大，這是他們在海

外安心立命的保護傘。

最近中央電視台正在播映〈歷史轉

折中的鄧小平〉很令人感動，鄧小平曾

說海外僑胞是我們重要的資產，海外華

僑據統計達到了六千萬人，這對未來兩

岸的和平統一、對未來中國整體發展，

應當是非常重要的資產。

上個月陳理事長到南美洲成立三個

分會，就是要聯繫海外僑胞，讓僑胞感

受到祖國的溫暖，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兩岸可以和平統一，大家共同完成中華

民族的復興夢。

譚天星〈孫中山的華僑觀〉
譚天星說，1994年出席華僑協會總

會在台北舉辦的「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

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發表〈試

論孫中山的華僑觀〉獲得大家肯定。孫

中山革命思想的主軸，就是中國的統

一，而海外華僑都是支持孫中山的國民

革命。

所以，今天大家都姓「僑」，來自

於僑，為僑服務，為僑爭權益。大家都

有一顆中國心，我們的最大公約數可以

▲理事長陳三井致贈裘援平主任捲軸，「兩岸交流一家親，龍兄虎弟中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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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相見是非常態，希望兩岸同胞都能享

受到和平的紅利。

陳三井提三點建議
陳三井說，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

究所數年前出版了十二大冊的《中華民

國史》，按中國歷史慣例，前朝亡了，

前朝歷史由後朝來修。這部《中華民國

史》只修到1949年止，對於中華民國遷

到台灣這一段歷史就砍斷了，以後的學

者也就比照了。但實際上，中華民國政

府自1911年迄今還存在，所以才有兩岸

關係這個名詞出現。因此，這個問題要

先解決，不能忽視中華民國法統從民國

元年1912年開始到現在，中華民國還是

一直存在的事實，如不承認中華民國存

在，兩岸和平發展的前提就發生問題

了。

有關邀請函印有台灣機關頭銜問

題。台灣學術機構或大學邀請大陸學者

到台灣訪問的邀請函，不能印有國立大

學及中央研究院的機關字樣，是否可以

調整？

有關台胞證簽發，現在大陸規定

年滿65歲的台灣同胞，不簽發一年多次

入境，只能簽發單次入境造成很大不方

便。其實，這個限制並無必要。既然是

同胞，就應鼓勵台灣人民多赴大陸看

看，這項規定能否調整？陳元豐說，他

不知道有這樣的限制，就他個人觀點而

言，其實這樣的限制並不需要。他說，

大陸也正在研究如何讓台灣同胞更方便

到大陸，不要一天到晚簽這個證簽那個

證的，也是挺麻煩。

沈大川建議孔子生日為教師節
沈大川說，今早看到《中國青年

報》社評，方知今天是大陸教師節，在

1985年訂定的。大陸為弘揚中華傳統文

化，歷年來在山東曲阜舉辦國際孔子文

化節，我們於2007年組團參加。此外，

大陸積極在世界各地廣設孔子學院，推

廣漢文水平考試。在台灣，將孔子的生

日9月28日定為教師節，大陸是否可以將

9月28日定為教師節，因為這是中華文化

傳承，完全不涉及政治。

流一家親，龍兄虎弟中華興」。

是晚，國僑辦在釣魚臺國賓館設

宴。乾隆御筆「釣魚臺」三個大字，鑲

嵌在廳堂高處，益增高貴氣質。

丘秀芷趁空檔，致贈裘援平由台灣

抗日親屬協進會出版的《破碎山河誰來

補？台灣抗日先賢先烈傳》一書。

拜會國台辦副主任陳元豐
9月10日，早早啟程，以避開北京

擁塞的上班車潮，準時抵達國台辦接待

室。國台辦副主任陳元豐笑臉迎接，顯

露出堅定的自信。

他開門見山強調，兩岸關係的和

平發展是有原則與前提的，那就是反台

獨、堅持九二共識。2008年，中國國民

黨重新執政，若沒有反台獨及堅持九二

共識，兩岸是不可能恢復交流與談判

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原則與前提，

兩岸才能簽署21項協議及服貿協定。所

以，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是有原則及立

場的。

他也對318反服貿學運提出看法，

直說確使兩岸關係出現狀況。他認為，

部份台灣百姓認為兩岸關係這六年來進

展太快了，產生恐中、懼中的疑慮。除

了是國民黨與民進黨鬥外，也有國民黨

的內鬥。如果沒有這些鬥爭，318不會爆

發。兩岸服貿協議於去年六月簽署，可

是在立法院躺了這麼久，確實是有些人

故意操弄兩岸關係。

這六年來，和平發展是常態，兩岸

統一不是誰吃掉誰，而是有前提的，那

就是和平。因為要和平，才有協商。和

平統一是希望大陸幫忙台灣一點，讓大

家過好日子一點。

他說，他第一次到台灣某大學演

講，那是不對記者開放的，學生關心的

兩個問題是，兩岸統一之後，可不可以

像現在一樣自由的大聲說話？另一是，

荷包會不會變薄？完全沒有族群對立的

問題。

總之，兩岸的和平發展是常態，兵

▲裘援平主任主持晚宴。

▲國台辦辦公大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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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元豐說，他個人贊同以孔子生日

定為教師節。

馬習會的可能性
鄭安國提出兩個問題，一是馬習

會的可行性，一是兩岸在和平統一前，

在政治上合情合理的安排，大陸有無腹

案。鄭安國希望陳元豐能給予具體的答

案，我們方不虛此行。

陳元豐答復時，特別一再強調是他

個人想法，不代表官方立場。他說，不

管是馬習會或是習馬會，大陸的態度是

積極的、開放的，台灣希望利用今年11
月在北京舉行的APEC場合，促成兩人見

面，APEC有21個會員國，是非常重要

的國際場合，不管是用經濟體或其他名

稱，是各國元首會面場合，這是違背大

陸反對將台灣問題、兩岸關係國際化的

一貫立場，因此他們兩人在APEC場合會

面，可能性很低，甚至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只要大家有心，一定可以促

成他們兩位會面的，譬如說在廈門或金

門碰面，或是廈門、金門同時碰面，這

兩個地方都有它們的歷史背景，都是我

們中國人的地盤，不存在台灣所顧慮的

矮不矮化的問題。至於稱謂，他說既然

前提是想碰面，一定可以找到解決的辦

法。

有關兩岸統一前，政治上合情合理

安排的腹案，陳元豐說他確實不知道，

因為這不是他業管範疇。也許台灣智庫

已經研究很久了，台灣腹案與大陸腹案

總要坐下來談，合而為一。這個進程一

定很漫長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產業是根 金融是葉
黃森義以工商界的角度來看兩岸。

他認為，若沒有服貿協議，台灣金融業

發展將受到很大限制，產業是根，金融

是葉，台灣金融業到大陸發展，結合當

地台商產業，前景不可限量。兩岸經濟

發展結合起來，歐美都不是對手。他認

為，兩岸的和平統一的根基是經濟，有

了經濟發展，大家的荷包豐了，那才是

最紮實的根基。政治交給有智慧的人去

解決，以他們的智慧去鋪陳創意，「一

國兩制」對台灣人民來說是很敏感的，

但是換了說法，實質內容是一樣的。那

裡有市場，錢就往那裡去，沒有市場，

錢是不會過去的。最後，他強調台灣的

軟實力很有競爭力，但需要一個平台來

施展身手。

自由貿易協定與政治分不開 
陳元豐也就經濟問題提出他的看

法。台灣跟許多大陸建交國談簽署自由

貿易協定，表面上是經濟問題，但實質

上是政治問題。隨著兩岸關係進程的往

前發展逐步得到解決，2008年後，台灣

與新加坡、紐西蘭簽訂了經濟合作協

議，這是兩岸關係穩定下的結果。現在

台灣正和其他大陸的建交國談簽署貿易

協議，這些國家一定會來問大陸可不可

以談？簽約行不行？他強調，只要兩岸

和平發展的關係不被逆轉，這些問題都

可以逐步解決。

總之，大陸是台灣最大的市場，兩

岸語言相通，文化相同，血脈一致，做

生意最便利，大陸當然會把市場機會優

先給台灣同胞。今年六月張志軍主任訪

台時，與王郁琦主委達成共識，那就是

要啟動兩岸合作與經濟區域整合的共同

研究。研究就是要解決問題，大陸經濟

發展到現在面臨結構改變，大陸台商面

臨轉型，國台辦就是要做好對台商的服

務輔導及政策上的支援。

民進黨若再執政
王應機以他在《中央通訊社》服

務數十年經驗的媒體人表示，2016年台

灣大選若蔡英文當選，民進黨重新執

政，她說中國會改變對台灣及民進黨的

態度，這句話是否有所本？另外有關香

港特首選舉問題，一定會衝擊到台灣11

▲國台辦副主任陳元豐強調「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

▲聆聽國台辦副主任陳元豐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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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選情，民進黨大作文章說，中國對香

港如此粗暴，對台灣怎麼可能好到那裡

去？

陳若曦也表示希望香港居民直選

特首，不要由中央指定人選，應好好處

理，態度軟一點。因為，大陸對香港一

國兩制的態度，會深深影響台灣。

陳元豐說，他一開始就強調兩岸

關係的和平發展是有前提、原則和基礎

的，也就是說，兩岸關係恢復正常往

來，是在國共兩黨及兩岸雙方反對台

獨、堅持九二共識下進行的。大陸不可

能為了兩岸關係而放棄原則和立場的，

如果這個底線都沒有的話，如何向13億
同胞交待？如何向台灣藍營的支持者交

待？蔡英文的說法他也在雜誌上看到，

那純是她自己個人的看法。

香港特首直選問題
對於香港問題，他說背後有很複雜

的國際因素。香港未回歸前，英國指定

誰當總督，就指定誰，根本沒有選舉這

回事。回歸祖國後，中央按步來選舉，

但是反對派非得要按照他們的想法來

走。香港畢竟是中國的領土啊，任誰來

主政都不會允許的。

大陸按照基本法治理香港，只是有

些話沒說白，現在只是把話說白，首先

是特首一定要愛國，佔中的反對派人士

認為只能按照他們的意思去做，不就亂

了套嗎？

丘秀芷以「台灣抗日親屬協進會」

的身分表達她的看法，她說她向大陸某

單位要釣魚台從宋、元、明、清歷朝的

歷史資料，結果都是西元，完全沒有歷

代年號，將中國歷史年號完全清除，當

然對中華民國年號清除得更乾淨，她只

好自己做個年代對照表。她強調，既是

中國歷史就應保存中國朝代年號，還原

歷史。 
黃進貴以信、行、和三字放眼兩岸

關係，兩岸都是一家人，彼此要深信不

疑，全力以赴，家和萬事興。

▲在吳鐵城先生墓園入口階梯合影。

離去前，陳三井致贈台灣精品琉璃

翠玉白菜及捲軸乙幅，上曰：「兩岸交

流一家親，兄弟攜手中華興」，並在掛

有「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及「海峽兩岸

關係協會」，這兩塊與台灣關係密不可

分的標示牌旁來個大合影。

全聚德
中午，我們到嚮往已久的全聚德午

餐，進了和平門店大廳，看到毛澤東寫

給全聚德的墨寶，曰：「全聚德要永遠

保存下去」。一隻烤鴨闖天下，從1864
年烤到2014年，整整烤了一百五十個年

頭，香遍全中國，只有全聚德做得到。

所賣的每隻烤鴨都有編號，我們吃到的

是第1.96億（和）041187至041189號，顯

示店家對自己賣出去的烤鴨，有信心，

掛保證。 

北京國家博物館
從全聚德到國家博物館途中，經過

國家大劇院、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紀念

館、人民大會堂，惜只能驚鴻一瞥，未

能到訪，頗有遺憾，也許留下了再次造

訪北京的伏筆。

踏進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基本

陳列」八個大字映入眼簾，其旁的中國

立體浮雕地圖寫著「從很早的古代起，

我們中華民族祖先，就勞動、生息、繁

殖在這塊廣大的土地之上。」

高懸的中國古代歷史年表，區分遠

古時期（200萬年前至公元前21世紀）、

夏商周時期（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771
年）、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至公

元前221年）、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年
至公元220年）、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公元220年至589年）、隋唐五代時期

（公元581年至960年）、遼宋夏金元時

期（公元916年至1368年）、明清時期

（公元1368年至1911年）。

根據這個年表，博物館特派的專

業解說員帶領我們觀賞各時期最具代表

性的古文物，有〈婦好青銅鴞尊〉、

〈虢季子白青銅盤〉、〈四羊青銅方

▲國台辦接待室。理事長陳三井與國台辦副主任陳元豐交談甚歡。

▲全聚德有毛澤東的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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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子午青銅鼎〉、〈吳王夫差

青銅鑑〉、〈琅琊石刻〉、〈青瓷蓮花

尊〉、〈金縷玉衣〉、〈兵馬俑〉等

等，這些古文物都是從各省博物館「永

久借用」安置在國家博物館。

整整走了兩個多小時才逛完，只有

一個「累」字了得。據告，館藏有一百

多萬件，要看完中國最精華的古文物，

非得有過人的體力不可，比以收藏〈翠

玉白菜〉、〈肉形石〉、〈毛公鼎〉

而聞名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規模要

龐大。但總歸一句，兩館院所收藏的精

品，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祖先留下來傳世

的無價之寶。

中國僑聯接待
我們沿著王府井大街走到華僑大

廈，華僑大廈是中國僑聯產業。在這

裡，中國僑聯主席林軍宴請我們。

王府井大街遊客熙來攘往，異常熱

鬧。街頭有三尊銅雕作品，薙頭攤子、

二輪拉車夫、拉二胡搖鈴鼓唱小調二人

組，代表中國古早時候街市景觀，很有

懷舊的味道，銅雕被遊客摸得發亮。

閒逛下，誰知一個不小心，在巷

弄間，竟然瞥見了北京協和醫院，往前

一探，綠瓦古式建築下，一群白袍人穿

梭，可以想像九十年前國父臥病在此之

時，也是無數白袍人想盡辦法要醫治

他，無奈還是回天乏術，以花甲之年抱

憾離開了尚待一統的華夏大地。    
林軍因臨時出席重要會議，無法

準時主持晚宴，改請副主席喬衛主持。

陪同出席的有孔濤、李濤、桑寶山、何

長松、黃紀凱等幹部。國僑辦司長王曉

萍、副司長盧海田、處長陳曉毅趕來與

會，氣氛熱烈。

喬衛說，他中午才從上海趕回來，

臨時提拔他擔任主席位置，他說中國僑

聯與華僑協會總會近幾年來交往非常密

切，從訪問台灣再到廈門論壇，兩會在

華僑歷史研究及僑界交流方面有深厚

的基礎，堅定支持兩岸和平發展，促進

僑社和諧。大陸在政治層面上朝健康發

展，在經濟層面上進行結構性變革，創

造出未來中國發展的前景，希望兩會爾

後進一步朝文化交流層面，因為兩岸文

化都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各有特色。

陳三井說，在台北曾經接待過林

軍主席二次、喬衛副主席一次，中國諺

語「來而不往非禮也」，今天來到北京

和老朋友見面，同時也結交兩位新朋友

那就是國僑辦中國海外交流協會與國台

辦，能與三位一體的僑務單位交流，深

具意義。希望我們的好朋友們到台灣訪

問時，一定要到僑協來坐坐，讓我們一

盡地主之誼。

未幾，林軍輕裝現身，大家報以

熱烈掌聲歡迎。他說，與陳三井算是老

朋友了，以前交談時知道他的史學專長

深厚，思慮細膩，現在又知道他書法功

力深厚。朋友是愈走愈近，兩岸關係也

是一樣，交流愈來愈深，愈做愈實。最

後，他以「熱烈歡迎僑協的好朋友們到

北京來」作結語。

陳三井致贈林軍琉璃翠玉白菜及

捲軸乙幅，上曰：「雙僑鵲會心連心，

兩岸交流一家親」。林軍回贈「海納百

川」刺繡乙幅。離去前，大家在掛有

「歡迎華僑協會總會參訪團」紅幅下合

照。 

懷柔慕田峪長城與承德外八廟
前往慕田峪長城途中，在一處農

村休息，垂柳遮蔭的公共衛生間異常乾

淨，不輸五星級酒店水準，令人刮目相

看。大陸經濟發展已到極致，投資基本

建設，福國利民。

站在長城，往東朝山海關，往西

朝居庸關，長城盤據稜線延伸數萬公

▲北京國家博物館解說員介紹三千年前周宣王時期的〈虢季子白青銅盤〉。

▲北京協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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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管轄。

王立連簡單介紹承德概況，人口370
餘萬人，面積相當於二個北京加上一個

天津，森林覆蓋率近六成，可說是綠色

生態城市。避暑山莊是清朝第二行政中

心，一座山莊，半部清史。自1994年聯

合國將避暑山莊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後，

承德市竭力保存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化資

產，打造成世界級的觀光旅遊城市。

王立連說，全中國有56個民族，在

承德就有52個，是個典型的民族融合城

市。他表達了希望與台灣各界加強文化

觀光交流，增進彼此瞭解，持續作好兩

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陳三井讚譽承德是歷史名城，世界

十大旅遊城市之一，是人間仙鄉，住在

這裡的人非常有氣福。他也回應王立連

說的，要加強彼此交流，維護兩岸的和

平發展。

里，工程之艱鉅浩大難以想像，就以現

今科技而言，亦屬高難度工程，不知當

年中華先祖如何規劃籌建。想來必是以

無數生命，去造就一個數百年運祚的皇

朝，所謂「沙場多少征夫恨，行到長城

慘容顏」。這座明朝傾全國之力建蓋的

長城，還是不能讓朱氏的大明王朝永保

安康，難怪康熙說永不修長城，因為懷

柔施恩更勝長城。因此，在承德蓋外八

廟，拉攏蒙藏。乾隆曾說一座寺廟勝過

千軍萬馬，因為藏傳佛寺是蒙藏族信仰

中心，以宗教感化民心，尤勝政治與軍

事。

外八廟中最大者當屬小布達拉宮，

是拉薩布達拉宮的縮小版。據說是乾隆

六十大壽時，邀請達賴到承德祝壽時蓋

的，惜達賴未成行。小布達拉宮的大金

塔用金箔貼覆，日本小兵曾經刮金箔，

所以塔頂瓦片都有黑黑的刮痕，極為難

看。據說日本小兵刮金箔時，雷聲大

作，遭雷擊而歿。

避暑山莊 半部清史
站在避暑山莊遠眺外八廟，氣勢雄

偉。避暑山莊四字是康熙御筆，避字的

辛部多了一橫，據說是希望愛新覺羅的

大清王朝根基穩固。但很不幸的，咸豐

皇帝在這裡簽下了中英「北京條約」，

讓中國飽受列強欺侮屈辱。

避暑山莊有中國最短的一條河，

叫作熱河，冬季冰雪覆蓋大地，這裡卻

湧源熱泉。熱河二字碑石是1957年重建

的，我們在這裡留下了合影。

河北省僑辦聯絡處長申永貴、副處

長劉會景特從石家莊趕來，出席由承德

市副市長王立連主持的歡迎晚宴。承德

市副秘書長傅潤鋒、外僑辦主任閻洋及

幹部楊軍與會。

此後數日，申永貴、劉會景陪著我

們到秦皇島北戴河、老龍頭直到我們進

到天津市。因為天津是直轄市，不屬河

王立連贈送「塞北江南」刺繡乙

幅，外八廟、避暑山莊躍然絹上，栩栩

如生。陳三井則回贈本會水晶座，以為

紀念。

是晚，觀賞「鼎盛王朝 康熙大典」

大型實景戶外演出，展現康熙盛世的文

治武功。 

秦皇島北戴河 老龍頭
在北戴河新區，頂級的高爾夫球

場及沙雕公園，預告著這片廣大地區將

發展成為中國休閒觀光產業的龍頭指

標。我們乘著高爾夫球車繞園區，綠草

如茵，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如詩如

畫，恍若仙境。近半個鐘頭的巡禮，具

見園區數大之美，跑馬場上，數十匹駿

馬奔馳，塵土飛揚，場面壯觀。待聽騎

師說，她所騎的是汗血寶馬，眼眼為之

一亮。刻意剪短的鬃毛，搭配壯碩的體

型，精神奕奕，炯炯有神，確實不同凡

▲與中國僑聯及國僑辦幹部合影。林軍主席（第一排右五）、喬衛副主席（第一排左三）、孔濤部長
（第二排左二）、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黃紀凱館長（第三排左二）、桑寶山處長（第三排左一）。
國僑辦王曉萍司長（第一排右二）、陳曉毅處長（第三排左三）、幹部王寶林（第三排右一）。

▲慕田峪長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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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秦皇島外僑辦主任張國強率副主任

劉家財、崔東鋼、處長季琴、幹部楊柳

等，為我們簡報北載河新區規劃發展願

景，那就是打造世界級的觀光休閒渡假

勝地，不歡迎炒地炒樓。

長城的起點老龍頭，深入渤海22公
尺，始建於明萬曆年間。是時北方游牧

鐵騎再強，也會因不諳水性，難以繞海

攻打而放棄逐鹿中原。老龍頭向西延伸

九公里，即是天下第一關山海關。稱之

為山海關，顧名思義，就是因為這裡扼

制了老龍頭的海長城及沿山攀爬的山長

城。站在天下第一關高牆上眺望，方知

此關之外，尚有外長城。引敵軍入陣，

內外長城包圍起來，居高臨下，不就是

甕中捉鱉、關門打狗嗎？

美麗生態城市天津 
天津迎賓館，天津市統戰部部長劉

長喜率副部長王平，僑辦主任胡成利、

副主任陳永義、副巡視員李華生、聯絡

處長馮媛媛等接待。

劉長喜以天津建城六百年歷史，

道出變化最大的近一百年來的發展。從

1840年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到1900年
庚子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天津成為各

國租界地的大本營，義大利在海外惟一

的殖民地就是在天津。他以超強的記憶

背誦數字說明天津發展經濟的成就，在

航空航天、電子訊息、汽車製造、生物

科技、國防科工等高端產業，年產值達

到4,500億美元。他以航空為例，繼美國

西雅圖、德國漢堡、法國土魯斯之後，

天津並列為世界四個製造大型商務客機

的城市。2007年起開發濱海新區，更讓

天津脫胎換骨，2020年產值要達到一萬

億美。

在僑務方面，劉長喜強調，以親

情、友情、鄉情為經，以地緣、業緣、

血緣為緯，來凝聚僑心，聚集僑志，發

揮僑力，維護僑益。國僑辦與天津市政

府已在七月簽訂戰略伙伴協議，將在濱

海新區劃定海外僑商僑資創業基地，讓

海內外僑胞進行交化及科技交流，創新

產業。他希望兩岸僑界進一步凝聚「一

個中國」的共識，本著「兩岸一家親」

理念，共同打造中華民族的新世紀，為

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攜手合作。

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店位在義大利區

內，享受有百年聲譽道地的中國傳統包

子。五大道上，成群受保護的異國建築

默默述說著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猶如

時光膠囊。走一回古文化街，又像是回

到六百年前的天津，古玩字畫，琳瑯滿

目。原本休館的天后宮特為我們開啟大

門，六百年來，天后宮一直是天津地區

的信仰中心。

站在于家堡金融區管理中心的頂

樓，鳥瞰濱海新區無數拔地而起的摩天

大樓，狀似鳥蛋的高鐵車站，造型前

衛，預告此地將是未來天津的心臟。蜿

蜒海河帶出一大片的綠色公園，難怪劉

長喜會說天津是個綠色生態城市。夜

晚，搭船遊海河，天津夜景之美尤勝上

海外灘，更不輸巴黎。尤其是建跨在橋

上的摩天輪，七彩燈光變幻，讓人驚呼

連連，黑暗夜空中，天津之眼光芒大

放，天津真是一個美麗的城市。

結語
七天行程，從以統一中國的第一個

朝代統治者為名的秦皇島，到最後一個

封建朝代的夏都避暑山莊，再到現今追

逐中國夢的北京，數千年傳承下來「大

一統」的思想，已經深植在每個中國人

▲承德市副市長王立連（右）致贈理事長陳三井「塞北江南」刺繡，左為承德市外僑辦主任閻洋。

▲天下第一關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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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中。

從中央階層的國僑辦、國台辦到

地方政府承德、直轄市天津，「一個中

國」是底線，也是數千來祖宗們留下來

的祖訓，亙古不變，自是堅持的真理。

北京國家博物館典藏數千年前古

文物，只能觀賞，不能觸摸；慕田峪長

城，也是數千年前古文物，卻能用力踩

踏，中國傳統的古文物，要文有文，要

武有武，有細緻的，有粗獷的，包羅萬

象，泱泱文化大國是也。

秦皇島北戴河新區，將打造成世

界級的休閒觀光度假勝地。天津的海河

濱海新區，將打造成世界級的自由貿易

區。承德以塞北江南之姿，頭頂避暑山

莊、外八廟的光環，打造世界級的旅遊

勝地。

中國夢不是空思夢想，它正在實現

中。秦皇島、天津、承德就是中國夢的

影子。

為留會史，茲將參訪人員臚列如

後：理事長陳三井、常務理事沈大川、

趙麗屏、鄭安國；理事林庭安、沈寶

玉、黃呂美蘭；監事會召集人李兆民；

財產管理委員會副主委黃森義、委員黃

進貴、溫淑芬；僑協雜誌編輯委員會主

委陳若曦、委員王應機、丘秀芷；學術

委員李盈慧，顧問王曉祥，菲律賓分會

創會會長甄炳興、理事蔡聰敏，總會組

長張明玉、秘書張國裕等二十人。（作

者為本會會員）

▲理事長陳三井與天津市統戰部部長劉長喜交談。
▼與天津市官員合影。

▲天津市迎賓館，右起：天津市統戰部副部長王平、僑辦主任胡成利、國僑辦副司長盧海田。
左起：本會財管會副主委黃森義，常務理事趙麗屏、鄭安國、沈大川

▲天津之眼。▼天津海河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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