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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姓名、籍貫等詳細資訊及當時的照

片。透過相關人士的協助和協調，他終

於圓了他的「尋根夢」，找到了他的祖

屋、家譜族譜，也找到了他的遠近親

戚。

看到他和他的親戚在飯店大堂相

聚一起時的滿足、愉快、興奮的表情，

尤感欣慰，感受深刻。心想（也曾向若

干僑領表示），協助這類華裔尋根的事

務，應該是僑領們很重要、更是非常有

意義的任務之一。

今次，「巴京同慶堂」舉辦並組織

30位華裔青少年，分別前往台灣與中國

大陸，參觀學習傳統中華文化，真的是

一件美事，也是一件善事！更難能可貴

的，是同慶堂的主席巫俊輝，心甘情願

地暫時放下他的日常活動，親自帶隊，

沿途照顧他們，值得給巫主席及其夫人

熱烈的掌聲。對那些放心資助其子弟成

行的家長，也應給予謝意和道賀。對那

30名的華裔，正如巫主席說的，希望他

們能好好把握和通過參加這次活動的機

會，開闊自己的視野，增長自己的見

識，鍛鍊自己的意志，學習如何與人相

處，集體一致行動的相互團結精神，嘗

試如何暫時離開家庭父母，涉足如社會

不同層次，出外獨立生活的經歷，親自

去體驗和感悟。更期盼他們，認真欣賞

和珍惜這個機會，客觀冷靜的比較中國

大陸與台灣的文化，找出兩地在傳統的

中華文化的異同點，作為繼續研究的基

礎，也作為協助促進中、巴兩國文化交

流的中介人，達成和諧相處的目標。

據悉，這是「巴京同慶堂」的第

二次舉辦並組織華裔尋根之舉，實令人

敬佩萬分。祝願他們一行人旅途平安愉

快，滿載而歸。更希望巫主席考量下次

的團員，除了東、惠、寶、赤的華裔之

外，能擴大到其他縣邑的華裔；也希望

其他縣邑的同鄉會，效尤這種活動。

（作者為巴拿馬華僑）

▲巴拿馬同慶堂30位巴拿馬華裔青少年參加活動。第一排右一為巫俊輝主席。

團結僑社邁向新紀元
中美洲六國中華總會46屆年會紀實

▓陳發昌

中美洲暨巴拿馬六國中華／華僑總

會聯合總會第46屆年會暨第39次華僑懇

親會，2011年7月28日至30日，在薩爾瓦

多市喜來登飯店，由輪值的薩爾瓦多華

僑總會主辦。

出席參加的僑胞二百多人，包括巴

拿馬30人、哥斯達黎加38人、尼加拉瓜

23人、宏都拉斯41人、瓜地馬拉67人、

墨西哥3人、貝里斯6人。

在第二次代表年會中，經各國代

表討論後，大會通過了年會的中心議題

「團結僑社，擁護民主，邁向華僑社會

的新紀元」。在中心議題中，提到在過

去百年來，旅居中美洲各地的華僑，秉

持華人特有的勤奮精神，靠着重視教育

的傳統美德，在各自的事業努力奮鬥，

辛勤耕耘，業已在學術、法律、政府及

各行業上均卓然有成，早已贏得中美洲

各國政府及人民的肯定。今後若能在發

揮經濟影響力的同時，充分善用中華文

化的優勢，加強培育僑社的新生代，並

在平日生活與工作中珍惜及宣揚自由、

民主、人權與和平的普世價值，定能有

助提升我中美洲華僑的地位與福祉。

為賡續推動中美洲地區僑社欣榮發

展局面，團結僑社、擁護民主、邁向華

僑社會的新紀元，本屆大會全體與會代

表，一致通過以下各點，作為中美洲地

區華人今後努力方向：

一、海外華人一定要培養落地生根

的精神。積極融入當地主流社會，藉著

積極參與公益，與居住國各族裔建立和

睦關係，藉著華人參政，以確保華人權

益，提升華人地位。

二、台海安定，不僅能維持兩岸和

平，亦能維持海外僑社的和諧。因此，

中美洲地區華人應該發揮橋樑作用，善

盡言責，籲促兩岸政府，基於對等、尊

嚴、彼此尊重的原則，擴大經貿、文化

的交流與合作，謀求互利雙羸，兩岸政

府尤應避免軍備競爭，破壞和解氣氛。

三、傳統的中華文化，不僅是兩岸

聯繫的樞紐，也是海外僑胞與祖籍國的

橋樑。中美洲地區華人應該努力保持中

華文化，精準把握分寸，妥善處理好與

各族群的關係，徹底避免文化的霸權主

義，以免阻礙中華文化及中文教育在海

外的發展。

四、經濟力量是支持各地華人走入

主流社會的重要後盾。因此，中美洲地

區華人應該努力提升本身的經濟力量。

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華人在各經

濟領域，應該提升技術，集結資本，通

過資訊，廣泛結盟，以開拓更大的經濟

領域，並以經濟力量的提升，帶動華人

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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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秉持廣結善緣原則，化解兩

岸僑團對立，以廣交朋友、溝通服務、

團結和諧、對等尊嚴的四大原則，凝聚

僑心，群策群力，團結和諧，鞏固華人

社會在僑居國的地位，結合各界僑胞力

量，推動人文關懷，國際互助，加強宣

傳自由、民主、和平、人權等普世價

值，爭取僑胞暨國際友人之認同，協助

政府建立和平穩定之兩岸互動架構。

巴拿馬六國中華／華僑總會聯合總

會，是1965年的創意，因為各總複雜的

情由，遲緩到2002年的8月，才以「股

份公司」的形式，在巴拿馬的公共註

冊署立案。在艱辛的走過40多年後的今

天，不單是當年的創始人：巴拿馬的盧

湛濤、哥斯達黎加的呂華昌、尼加拉瓜

的黃奮進、宏都拉斯的關有詒、薩爾瓦

多的關湛端、瓜地馬拉的簡日福，都已

先後作了古人，很多後進的六國總會會

長，也已先後謝世，他們的典範，永留

丹青。

40多年後，為了進一步鼓勵年輕

人的參與傳承，去年在宏都拉斯的年會

中通過，十二歲以下的兒童，一律不需

繳交報名費。今年，首次執行決議，主

辦國的會長陳武儀先生，率先拿出美金

三千元，作為薩爾瓦多僑社青年的報名

費，以資鼓勵青少年和資助大會。陳會

長的舉動，是承傳了總會僑領們模範的

最貼切的表現，深得出席僑領們的欣賞

和敬佩。因而，在各國代表的特別會議

中，通過了由明年起，每個國家有五名

年齡在12歲以上、20歲以下，隨同父母

參加懇親會的靑少年僑胞，得免繳交報

名費，以資鼓勵。

中美洲暨巴拿馬六國中華／華僑總

會聯合總會於2002年8月的註冊秘書長

兼財政的蕭紹基，在義務擔任近十年之

後，基於健康理由，以書面向大會提出

辭職，經大會代表接受後，通過推舉尼

加拉瓜的黃海南遞補。為表彰蕭紹基的

奉獻，大會通過了在明年的大會上致贈

獎牌。

瓜地馬拉的隣國貝里斯華僑總會，

▲百齡薪傳聖火傳遞。。

十多年來，一直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懇

親會的活動。今年的會長再次提請成為

聯合總會會員之一。經大會各代表在特

別會議中詳細討論後，一致通過接納其

爲第七個會員國，在明年的大會活動

中，貝里斯的華僑總會，就可以會員的

身分組團參加。唯總會名稱維持不變，

只取消「六國」二字。

主辦國安排全體出席年會的代表、

參加懇親會的僑胞，於29日前往薩國的

聖安娜市參訪，該市市長代表市政府，

在「國家劇院」熱情招待來賓，各地華

僑小姐就在「國家劇院」，各自展示了

代表她們國家的民俗服裝及舞蹈。之

後，分別參觀國家劇院、大教堂、市府

辦公大樓，午餐則設於高德庇基大湖。

聖安娜市擁有一座規模雖比巴拿馬

的國家劇院小，但氣勢卻也是古式古香

的國家劇院，市政府和居民相當重視文

化。天主教堂雄偉，踏進教堂，自然肅

然起敬，滿懷舒暢。市府辦公大樓不是

很高，占地卻不少，也很有威勢。	

一如過去，華僑小姐選拔晚會，

是懇親會最高興和最熱鬧的活動。今次

的各國華僑小姐，包括了巴拿馬的高麗

婷、哥斯達黎加的陳愛玲、尼加拉瓜的

張珍妮、宏都拉斯的宋嘉鈴、薩爾瓦多

的梁香娜、瓜地馬拉的梁愛玲。上次在

宏都拉斯選出來自尼加拉瓜的六國華僑

小姐蕭娜雯也依傳統出席大會，公開傳

遞后冠。經過民俗典型服裝及舞蹈、旗

袍、晚禮服的展示及答問後，薩爾瓦

多的梁香娜小姐脫穎而出，當選2011至

2012年度的六國華僑小姐。

今年，巴拿馬的好人好事代表是

溫州同鄉會的主席馮雅迪、模範母親代

表是鄭素琴、熱心服務青年代表是謝小

玲。

中美洲暨巴拿馬六國中華／華僑

總會聯合總會的年會和懇親會，有幸從

80年代初開始，差不多都沒有太多的缺

席，在每次的年會中，與各國的僑領相

見，目睹他們的典範，除了敬佩萬分

外，也有機會認識各地的新朋友，內心

▲華裔小姐選拔，爭奇鬥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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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舒暢非常的。很多年前就不禁私下

承諾，每年要盡量爭取機會出席，會見

各地的僑領和老朋友。

當然，數十年後的今天，再不復

年輕矣，每次在大會的活動中，聽到心

儀的僑領或老朋友逝世的消息，既是傷

感，也唏噓不已。

筆者不是第一次造訪薩爾瓦多，跟

往年一樣，認識了新的朋友，特別是來

自別國的，再次會見了老朋友，尤其是

瓜地馬拉已故會長何彥倫先生的夫人，

內心歡欣，實難以言表！另一方面，對

若干人為的因素，而賭氣不出席年會和

參加懇親會活動的老朋友（僑領），卻

又深感憂戚和無奈。

看到負責交通的老朋友張安定，

氣定神閒帶領著一群年青人，愉快、樂

意、熱情、盡責的接送客人，為僑胞安

排交通工具，雖然也有若干次脫了節，

但卻都是人之常情，瑕不掩瑜，令人深

深感動和感謝；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莫啟

明和白德傳，為年會忙出忙入，也深為

敬佩。

明年，第47屆年會暨第40次懇親

會，依傳統輪由瓜地馬拉華僑總會主

辦，會長陳祖建先生已公開邀請大家，

他更直接吩咐筆者，明年務必不得缺

席，在感動和感謝之餘，就以恭敬不如

從命的心意，回答「明年一定在瓜地馬

拉相聚」。（作者為巴拿馬華僑）

速寫兩場有意義的學術論壇
▓紀天行 

本會參加的「海外華僑與辛亥革

命國際學術研討會」

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藉以

討論海外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推動

海峽兩岸以及海內外的學術交流，由中

國大陸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海外交

流協會主辦，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承辦

之「海外華僑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

會」於2011年8月21日至24日在廣州香格

里拉大酒店舉行。

大陸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李海峰

在開幕式上致詞表示，辛亥革命使不同

方言、不同幫派的華僑為了共同的理想

走在一起，打破了原先狹隘的地域血緣

觀念，他們由「家鄉認同」轉向了「國

家認同」，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的

新思想在華僑社會得到傳播。在紀念辛

亥革命一百週年之際，研討會使人們更

加緬懷海外華僑的歷史功勳，更加銘記

海外華僑的歷史貢獻，更加肯定海外華

僑的歷史地位。海外華僑振興中華的宏

願，感召著我們繼承和弘揚海外華僑的

愛國主義精神，投入到實現民族復興的

偉大事業中。

來自美國、澳大利亞、日本、馬

來西亞、新加坡、臺灣、大陸等地的

八十五位專家學者共聚一堂。華僑協會

總會受邀組團參加，由常務理事陳北機

領隊，團員包括夏誠華、朱浤源、湯熙

勇、李又寧、李盈慧等人。主辦單位邀

請顏清湟、林家有、夏誠華、尹曉煌、

黃賢強、沈已堯、陳來幸、湯熙勇、任

貴祥等八位教授於大會上發言。

尹曉煌指出，正因辛亥革命喚醒了

華僑的「國家意識」，才帶來了自十九

世紀末以來，其對故土及祖國的捐贈與

贊助，有力地促進了僑鄉和中國社會的

慈善事業、公共福利、賑災救濟等項目

的發展，「無論是辛亥革命，抑或北伐

戰爭，還是八年抗戰，都曾得益於包括

美國華人在內的海外僑胞之巨大與無私

的援助」。

湯熙勇教授以美國華人社會為例指

出，在辛亥革命後中國激烈的轉變過程

中，美國華人的態度，從起初的關心到

熱情支持，最明顯的轉變是負責籌辦支

持中國革命的捐款活動，從致公堂設立

的國民救濟局，轉變為中華會館主持的

粵債局，同時，從「小廣東」的地方意

識，發展為「大中國」的國家意識，以

及新國民意識的構建，對成為新國民充

滿了歡愉、期待和展望。

林家有教授認為，華僑不自言功

者，蓋知救國為真天職，不事矜舉。孫

中山發動辛亥革命及日常活動經費，主

要來自海外華僑，海外華僑除了經費支

持外，還利用海外的特殊條件進行反清

的各種宣傳，發動華僑回國參加革命，

以及組織華僑接應國內起義失敗後流亡

海外者，所以孫中山說「凡革命者，無

不有華僑二字。」

夏誠華教授則指出，如今華僑已由

菲律賓Bacolod市考察團來訪

8月15日，菲律賓Bacolod市來台考察團，市長Leonardia率領，隨行有警察局
長、交通局長、法律顧問等八人，在菲律賓僑領、本會會員邱于民陪同下，來會
拜訪。理事長伍世文偕同常務理事沈大川、陳北機，理事鄧之鑂、會員蒙天祥、
秘書長謝國樞等人接待。他們此行的目的，在於考察台灣警政、交通等現況，作
為施政參考。

他們到訪之前，沈大川已經上網蒐集該市資料，因此，有備而來之下，話題
不斷，互動熱烈，笑聲盈室。Leonardia市長獲悉本會將於11月12日在馬尼拉成立
菲律賓分會，力邀我們順道訪問Bacolod市。（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