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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血如花
紀念辛亥百年

▓丘秀芷

出席

八月間，收到一個邀請函，是「辛

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籌備辦公室」發出

的。出席時間是10 月7日到 10月16 日，

有北京、武漢、南京、廣州四地的活

動，主軸是紀念辛亥一百週年，我馬上

回覆要參加。

原因一，武漢和南京沒去過，當然

要去。

原因二，台灣好久好久沒慶祝國慶

了，我很好奇，中華人民共和國，2011

年如何在他們十一國慶之後，紀念中華

民國100 年國慶。雖然不明白：是哪個單

位邀請的， 為何特地設立這活動的籌備

處？

十月七日到北京，出長榮機艙口，

有人迎接，同機去的有林光輝（台灣抗

日志士親屬協會理事長）、王曉波教

授、周天瑞（新新聞雜誌社長），其他

人據說早到了，後來得知有劉會進（洪

門總會長）、邱進益（前海基會副會

長）、潤泰集團尹衍樑總裁以及胡佛、

張亞中、張麟徵、曹俊漢等教授，王津

平和紀欣是統盟的，簡漢生曾負責黨務

僑務。此外，四、五位我不熟。

國父及友人的後人

台灣去的排在第三部份。報到後細

看手冊。

看第一部份，恍然大悟，此次活

動主要意義。名單上有孫穗華（國父的

孫女）和她的兒子、孫子、侄媳，孫林

倫可是孫治強（國父孫子）之夫人，又

國父曾孫、曾外孫、曾姪孫、國父女兒

的外孫總共十來位。此外，與辛亥革命

開國相關黃興、伍廷芳、黎元洪、熊秉

坤、廖仲愷、喻培倫、馮自由、李烈

鈞、陳立夫、趙鳳昌、蔡鍔、吳殿英、

孫岳…等後人。

第二部份，是國父的老師康德黎

的孫子、姪孫；國父友人宮崎寅藏的後

人；梅屋庄吉的外孫女、外孫。

此外，還有海外僑胞、各國華僑會

長。從名單上看來，最費心的是將革命

元老及國父後人、國父友人後人，一一

邀請，實屬不易。

台灣去的，有兩人沾先祖的光，林

光輝之所以被邀，是因為他祖父林祖密

（林季商）曾金援孫中山革命。而我之

被邀，是因為叔祖丘逢甲襄助孫中山建

國，除號召華僑金援之外，也是選中華

民國第一屆大總統的唯一台灣出生的代

表。其實我非直系後人，所以被邀應是

寫作五十年的經歷吧！

參加的嘉賓，主辦單位七刪八減，

最後選定正好100人，因為紀念辛亥100

年，我發現我的帶相片出席證，編號 100

號。

中共為中山先生定位

多位嘉賓很老，三位是輪椅組，

他（她）們，如何去那麼多地方？體力

如何支撐？我懷疑他們如何走法？第二

天答案出來，我們去香山碧雲寺，參觀

孫中山紀念堂，拜謁衣冠塚。又去中山

公園拜謁塑像，階梯處都有壯漢抬。中

山公園中有關於辛亥革命的各種當年新

聞及文件文物展出，時間太少，無法細

看。即使匆匆略過，仍然十分震撼。

10 月9 日，到人民大會堂，不許帶

相機進入，原來辛亥革命 100 週年紀念

大會，由胡錦濤主持，而一字排開的主

席團有江澤民、溫家寶、李鵬、賈慶

林、李瑞環、習近平…，過去式和「現

在進行式」及末來式的所有重要人物都

來了。尤其久未露面的前任總書記江

澤民，由人攙扶步行進入，看來健康尚

可。他只是面帶微笑面對攝影機，沒任

何言語。

我又有個想法，如果台灣「先輩」

政治人物，離職就離職，不作任何指導

棋，也許現任者更可以開創新契機。

胡錦濤談話，強調孫中山先生是偉

大的民族英雄、愛國主義者、中華民族

革命的偉大先驅，也為辛亥革命開創中

華民族的復興做了定調。

他在談話中說，中國共產黨為孫中

山先生理念的實踐者。也強調，目前兩

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共同體，和平發展

最符合兩岸的人民利益。

賈慶林也在談話中，直陳辛亥革命

的偉大意義。

這是中共第一次為辛亥革命正式

熱烈慶祝，也為辛亥革命的參與者（多

數為中國國民黨前身同盟會成員），給

予最高的評價。但是他們只稱孫中山先

生，不稱國父。

釣魚台賓館之宴

十月 九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紀念辛亥 100週年大會後，晚間前往釣魚

台賓館。只有台灣來的十多位成員，其

餘另有行程，原來是國台辦主任王毅宴

請我們。

釣魚台整個範圍很廣，車進去還找

錯了館，倒讓我們多繞了一點地區，看

到幾處小湖，有垂柳、殘荷、綠頭鴨，

想想紅樓夢的大觀園恐怕也沒有這種規

模吧。

晚餐菜單上看起來簡單，但一道道

吃下來，不是我吃得完的。「酸辣烏魚

蛋湯」、「蟲草花獅子頭」，是特別的

菜，幾個小菜也都十分精緻。

王毅在飯前談話，簡單扼要，倒是

台灣去的王曉波、王津平、簡漢生說了

一些意見。

台灣團中財力最雄厚的尹衍樑則始

終很低調，在中巴車中坐最後一排，但

他的行程只到釣魚台賓館即結束，據說

他搭私人飛機到北京的；王曉波也因為

有課，往後的行程不參加。

武漢看到第一面國旗

其實，此行最具意義的是雙十這一

天在武漢舉行紀念辛亥100週年。民前

一年，舊曆8 月19 日，正是陽曆10月10

日，熊秉坤於武昌開了第一槍，展開各

省各地「光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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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十月十日隆重在「首義廣場」

舉行紀念儀式。卻要求大家穿素色衣

服，男士每人換黑領帶，原來主題是

「湖北省暨武漢市紀念辛亥革命 100週年

緬懷英烈祭奠儀式」。

湖北省長王國生主持，念祭文，

除了國父的孫女孫穗華等三位坐輪椅，

我們全站在廣場，太陽很猛烈，我心中

一直想：不是黃花崗329之役才犧牲最

多青年嗎？不是之前十次革命死了最多

人嗎？武昌起義是革命成功而成為中華

民國國慶，歷來在台灣都是「慶祝國

慶」，而今在武昌卻是「祭奠烈士」，

出入實在太大。

典禮結束，回長江畔的「威斯汀酒

店」，離午餐還早，我就跨過大街，上

了堤岸看長江。發現康德黎之孫、姪孫

也來，我心中響起龍的傳人「遙遠的東

方有一條江，它的名字叫長江」但上了

堤岸，十分失望，以前去過黃河上流，

看清澈壯觀的碧水，去過黃河中下游，

看那寬闊的河床，黃泥河水滾滾。而這

個時候的長江，實在像一條中型的河

流，停泊兩岸的船隻橫七豎八的，岸上

也有點雜亂。

下午看辛亥革命博物館有較大的收

穫，也許是在武漢，所以主題以武昌起

義為主，尤其武昌紅樓，原都督府，現

為武昌起義紀念館，館前兩面九星旗，

這才知民國成立後第一面國旗是這種樣

子，以前一直錯以為是五色旗，其實五

色旗是第二面國旗，後來才用青天白日

滿地紅國旗。

武漢大學有許多學生出來當義工，

每位都非常熱忱，我們這一車是李姓學

生帶領，交談之下，才知他雖讀德文

▲武漢紅樓─武昌起義紀念館。

▲國父孫女孫穗華及後裔。
▼康德黎醫生的後人。

系，但喜歡文學作品，也讀張愛玲的作

品。我行前剛在台灣主編兩本書，有新

書發表會，一本是中華民國的《百年風

華》，另一本是寫關於民國百年的女作

家《誰領風騷一百年》，後一本書中，

正好有篇介紹張愛玲，我送李同學一

本，他開心得很。學生志工組除了看前

顧後，有數位專門負責推輪椅，抬輪椅

的。真難為他們，因為別的地區都是武

警負責。

在武漢兩個晚上，一晚欣賞大型藝

文晚會活動，內容以辛亥革命為主，另

一晚為夜遊長江，充滿詩意。車子從出

機場到回機場，除了定點來去，而且車

隊過處，一律各處路口禮讓車隊直行，

我連黃鶴樓都只遙遙看到樓頂數層，不

甚清楚。因為多數時候水氣瀰漫，本來

以為是空氣汙染，後來才知道因為長江

在此，經常是溼氣氤漫。我在想，這裡

的女孩子應該皮膚較好，不像北方長年

「風乾」。

中山陵與「總統府」

10月12日上午赴南京，還是一樣車

隊過處，所有街口有警察擋住各路來

車。車隊貴賓一律搭中巴，有時十四

輛，有時十五輛，另到各地又有地方首

長車、醫護車、記者車及警官機車隊。

除了定點參觀及開會外，多是看

關於辛亥革命的文物展，在我來說，都

很值得看。尤其中共已把關於中華民國

的，關於國民黨史的資料（有的還是向

台灣借的）都展出來，回歸真正的歷

史。

去中山陵，輪椅組被抬上去的，

而前七、八、九三個月間仍不良於行的

我，奇蹟顯現，爬了三百多個台階，還

不會喘呢。

記起書載，民國元年前夕，二叔

祖逢甲公趕在臨時政府成立前，與胡漢

民、伍廷芳分別向旅滬的兩廣、潮、

嘉、肇同鄉，募得七十多萬銀洋，玉成

國父開國盛事，而且逢甲公代表廣東省

赴南京選第一屆臨時大總統，曾在南京

賦詩多首，其中一首為「鬱鬱鍾山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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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中華民族此重興；江山一統都新

定，大纛鳴笳謁孝陵。」一百年後，我

第一次來南京，第一次來鍾山，只有百

味雜陳。

在南京，除了一路看法國梧桐樹，

美得不得了，而住在有五十年歷史的金

陵飯店，菜餚有特色。再就是去臨時大

總統府參觀，也參觀南京史料展。事實

上，由北京、武漢到南京，有些史料重

複，有些也有不少不一樣的文史資料。

全快速記憶（照相），每處時間有限，

一直想留下來好好閱覽。

古色古香的金陵飯店只住一晚，第

二天下午飛往廣州白雲機場，沒其他乘

客，原來是「全國政協」主辦的活動。

我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幾乎所有的會

都要著「正裝」。所以此行無法發揮

「愛買」的本能。唯一採購的是南京總

統府的龍井茶六小罐。

到廣州機場下機時大暴雨，又想起

逢甲叔祖的一句詩：「剖雲行日，倒海

澆天」這種雨真是倒海澆天啊！不過雨

來得快，去得也快。

廣州—革命搖籃

廣東之行最多元，去黃花崗烈士

墓，又去中山紀念堂孫以及中山先生於

香山縣翠亨村的故居，也去黃埔軍校、

大元帥府。而在新建的辛亥革命紀念

館，除了有豐富的資料書籍及各烈士臘

像（都塑造得很好），甚至有逢甲公的

大幅遺照。而大元帥府中有蔣中正的塑

像，更別說黃埔軍校，有更多「蔣校

長」文件。同行貴賓最多人在廣東數處

館中，找到先人遺物、遺照。

廣東的機車隊警察最帥氣，但廣

州、中山縣、烈士墓各處來去間，有民

間的汽車、機車闖入車隊，南方人終究

較活溜。

在廣州住東方賓館時，同時是廣

交會召開時，溫家寶來此主持。東方賓

館有五十七年歷史，佔地很廣，商店較

多，林園也廣闊。

夜裡我們去珠江夜遊，看兩岸各

種霓虹燈，想起二十年前初履斯土，不

可同日而語。二十年間，來珠江不下十

次，一次次變化很大，從廣州印證到

「中國崛起」。

中山縣一地就足以代表，從破落的

漁村，變成燦爛的工業城市，但許多街

巷的人們仍有七分樸實，是中山先生的

精神不滅吧。由香山變成中山，正是許

許多多大陸大城小鎮的縮影。

10月16日中 午，踏上飛機，一切活

動結束，但是心中卻響起一首歌：「我

們的總理，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

哦，不，後來歌詞改成「我們國父，首

倡革命」，只是，此行紀念辛亥革命

一百週年、中華民國一百年，我卻只在

心中迴應總理紀念歌最後幾句，「總理

遺志不可忘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

須努力。」

離開一個不稱孫文為國父、總理的

地方，也是剛剛參與一個空前擴大紀念

孫文、孫逸仙、孫中山先生活動，我竟

是以複雜的心境，取下「辛亥革命100週

年紀念活動」的第100號出席證放在行李

中，上了長榮飛機，飛返台灣。（作者

為知名作家）

尊嚴，只得乖乖接受安檢，在服務人員

的引導下，進入二樓的典禮會場。其

實，安檢人員的態度非常親切，絲毫感

受不到有任何的不快，絕對不是美國機

場那種粗魯無禮、讓人感到極度不適的

安檢方式。

典禮會場，眾多記者擠成一團，爭

相訪問得獎人，有點亂又不太亂，好像

是亂中有序。五位得獎者的玉照及獲獎

評語的巨幅看板擺置於入口，似以主人

之姿迎接所有賓客：

歌劇藝術家曾道雄，集演出、指揮、

導演、編劇、作曲、製作等歌劇藝術於

一身的藝術家。

攝影家莊靈，兼融人文紀實與現代美

學的創作。

小說家陳若曦，以筆見證歷史，顯露

關懷。

電影導演張作驥，電影黑暗時代努力

不懈的典範。

戲曲導演李小平，開創台灣戲曲新風

▓聞松濤

6月27日，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公

佈第十五屆國家文化藝術獎得獎名單，

越三月，9月27日下午3時，在中山堂光

復廳隆重舉行贈獎典禮。象徵藝文界年

度最高獎項的盛事，又逢中華民國建國

一百年，說它是盛禮之最，應不為過。

9月27日，教師節的前一日，節氣

雖已過白露、秋分，快要接近寒露了，

但是秋老虎的熱威，猶如盛暑，只是逐

時西沉的太陽，將身影拉得特別的長而

已。步近中山堂，維安站崗警衛林立，

預告著今天的典禮將有大人物出席。趨

向光復廳的入口，影子先到，卻也聽到

細微的高分貝聲音，依稀是：「我是今

天的受獎人之一，身為受獎人的基本尊

嚴跟立場，我拒絕接受安檢，我要正大

光明走進典禮會場。」前進一步瞧，一

位身著白色西服上衣、黑色西褲，頭髮

有點長又有點不太長的男子，以堅毅態

度回應安檢人員。我們持邀請函的觀禮

者，既是客人，當然就沒有這種立場與

惟有藝文工作者留其名 
第十五屆國家文藝獎贈獎典禮隨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