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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非其所願，然而基於現實考

量，韓國不得不與中國一直維持良好關

係，因為物資不豐、國土不大的日本，

從曾不停止渡海侵略。既然打不過日

本，也只得靠中國出兵援救。明朝即使

氣數將盡，還幫韓國打了七年仗，把日

本趕了出去。畢竟劫數難逃，當清朝自

身難保時，日本還是打了進來，殖民了

三十五年。韓國志士安重根，則在中國

的哈爾濱，把始作俑者的伊藤博文刺殺

身亡，為民族出了口氣。

韓國民眾至今對日本沒有好感，雖

然日本觀光客今天走在韓國街頭，已不

會再遭到當地兒童丟擲石塊。然而被侵

犯過的帳卻不能作罷，要求日本歸還掠

奪的古董文物外，日前總統李明博還趁

訪日時，再度代替慰安婦討公道。這種

歷史的屈辱與悲憤，深植於南北韓。

兩韓歷年來不斷發生武裝流血衝

突，然而好像「兄弟打架」般，打完就

算、過了又打，一次又一次的「一笑泯

恩仇」，讓外人空緊張。

南韓人對北韓同胞，同情的情緒

多於仇恨，氣惱重於仇讎。北韓就像是

家中兩兄弟不爭氣的那個，每天不務正

業，把時間浪費在無意義的家庭爭鬥

上，卻夢想著一朝能在外功成名就而光

宗耀祖，平白拖累著另一個腳踏實地的

兄弟。對於這個喜歡不定時製造麻煩的

手足，南韓只是莫可奈何的一邊應付，

一邊仍忙著力爭上游。   
南韓稱逃離北韓投奔自由者為「脫

北者」，妥善予以輔導定居。除此之

外，對於歷朝歷代以來，早已因躲避戰

亂而移民中國、大陸稱之為「朝鮮族」

的同胞，居然也有民族感情，給予特別

照顧。來韓求學的大陸朝鮮族學生，准

其學業完成後三年期間，在韓國找工作

而後定居，歸化為韓國籍，重回同胞懷

抱。在大陸投資的韓商企業，幹部也以

朝鮮族為首選。其民族情感之自然而強

烈，由此可見一斑。

就幅員與人口言，韓國不是個大

國，不能等著外國前來登門，因此不遺

餘力的向外追求國際化。這個天生企圖

心強的民族，最初在決定國家經濟發展

路線時，放棄簡單易成且成本不高的下

游代工，選擇和歐美日競爭的重工業。

三十年前全國胼手胝足，節衣縮

食到政府必需規定每家每戶以白米掺雜

糧為主食的程度。如今脫貧致富、豐衣

足食，飲食料理且已列為世界重要文化

財。2010年初晉身已開發國家後，韓國

更加積極進取，卓著的成效亦不斷快速

累積，在世界舞台已經舉足輕重。

目前的南北韓，雖然對歷史的悲憤

共識、民族的認同情緒與揚名世界的雄

心壯志有不同的解讀，然而這卻是整個

韓民族成員心中共同的理念，也是兩韓

在2020年前可以完成統一的軟條件。(作
者為美和科技大學副教授、前韓國啟明

大學客座教授)

▓鄧蔚林

昔曾緣遠天涯近

四十年前，我隨艦訪南沙，肩負

宣示「屏障四海、固我南疆」的任務，

兼為駐戍太平島的陸戰健兒運補，中途

遇九級颱風，艦隊轉往蘇比克灣錨泊兩

日，無緣登臨馬尼拉，灣區的晚火，以

及岸邊的白色小築，乃至一葉扁舟的風

華，可望而不可即，雖無楊柳岸曉風殘

月的景象，卻讓我們這樣的過客，心嚮

往之。

及後，個人轉到左營軍中廣播電

台，以筆代劍作文化尖兵，菲華青年服

務團，與血幹團成員先後回國勞軍，訪

問海軍基地，清麗秀逸的服務團團長林

可敬可感可親的菲華
追記隨團訪菲行

秀心，還接受副台長張萬熙（名作家墨

人）的贈獎，藉對這些愛國青年的激勵

和感謝。

歲月不居，時序堂堂進入建國百年

的歲尾11月11日，我以垂暮之軀，藉華

僑協會菲律賓分會的成立，隨總會祝賀

團，得償一親斯土的宿願，我的一位香

港至友鄭君，還基於治安事件的近因，

持「亂邦不居、危邦不入」的考量，對

我此行，特表關切，我則以耿耿此心視

同一項報聘，毅然踏上紅眼班機啟征

程。一行36人，來自海內外，無人誤

點，只有班機成耽擱，一因航站正值換

妝更新，影響作業流程，二在地勤拖車

▲菲華歷史博物館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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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猝逝（左），其么子金正恩
（右）繼承統治北韓。



26 27

2012年1月《僑協雜誌》132期 2012年1月《僑協雜誌》132期

竟然拉不動歸人的鄉愁與遊子的離情，

換車，航機始克拖曳就道，原定七時

三十五分升空，延至八時十八分呼嘯離

地，十時一刻，才經歷一段不太穩定的

氣象抵菲，大家也從台北的初冬，感受

接機者一份濃濃的暖流。

部份成員，立即隨伍理事長拜會駐

菲代表李傳通，大夥則於午餐後，依次

走訪僑社，行程一經起動，便與時間交

鋒。

中華文化在菲生根

五天四夜的總覽與綜觀，雖無朝來

寒雨晚來風，也嫌太匆匆，相信本會團

員，自有所感，但最值鼓舞者，是處處

可見中華文化，在菲落地生根，凡屬社

團，無不尊奉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正朔，

其肖像之美，所見無論懸塑恭繪，均具

神采之勝，令人肅然起敬。尤其務邦固

本的民族意識之濃厚，不難感受，即使

未入中國城，已見鄉土親。

菲華歷史博物館，自承是華人在

菲律賓生活中的博物館，它不僅見證華

人在菲的傳奇，從寓居者到華裔菲人的

演變，同時強調「這是他們的故事，也

是我們的故事」，相關陳列，悉以栩栩

如生的蠟像為基調，包括絲綢食品雜貨

商、剃頭師傅與木匠、珠寶加工、肉商

與貿易船、閨中少婦的家事作業與凴闌

的休閒，從早期的接觸，經歷西班牙統

治時期對華人的迫害與屠殺，如何在殖

民文化的艱困中突破，到達華人社會的

形成，以勤勞和生命，深耕與紮根，成

為這塊土地光榮的子民，都具一脈相承

可追尋。對日抗戰與國家建設的貢獻，

更是重要的篇章，我們於此欣見傳統與

現代的交織，只需入館會先民，出館思

前塵，本尊即可從茲證前身，坐言起

行，知命樂天。

椰子大王Villa Escudero的私人博物

館，其佔地之廣與擁有文物之豐，也是

一項罕見，導覽小高滔滔不絕，觀者如

入寶藏列車，館外尚有古砲、戰機等軍

火，與我一見如故的兩座快砲，一為美

式20糎 、一為日式25糎，我曾先後和它

▲椰子大王Villa Escudero的私人博物館。

們相伴，在戰陣中作為生命的仗恃，於

今它依然挺立卻雄風不再，它中空的彈

鋏猶如對我展示它的無奈與落拓。也唯

有像我這樣的知己，在短短的巡禮中不

期如遇，彼此盡在不言長相憶。

驀然想起董其昌的一闋條幅：「吾

友遇知己，策名逢聖朝，高才擅白雪，

逸瀚懷青霄」，乃有「不堪回首時與

勢，落拓天涯猶堪哀」的感懷。因為知

交半零落，聖朝未可追。

馬尼拉青年文化活動中心，有一批

熱心帶動這個組織的菲華義工群，他們

都是快樂的傻瓜，你可以從整個層樓琳

琅滿目的彩色紀錄圖片，細讀創造成果

的過程，而且把豐收留作代代相傳的指

引。

祝賀團依序參觀已歷四百年的天

主教聖托瑪斯醫學大學圖書館，有個專

室牆上除了高懸經國先生的肖像，主場

還有他的半身銅塑，簡述他的貢獻與事

功，不但擁有中文版的蔣經國先生全

集、四庫全書、台北聯合報的縮影版，

和簡體字的華僑華人百科全書，在昏黃

的照明之下，這個專室展現難以企及的

光芒，大夥同時分享女館長介說的熱

切，也喜見國之瑰寶在海外珍藏，真是

山高水長。

華僑義山弔忠魂

祝賀團抵菲的翌晨，分會刻意安排

作參訪「華僑義山」之行。國民黨中評

委、行政院僑務諮詢委員、菲律賓中山

學會名譽會長，也是大力促成分會誕生

的吳民民先生，自告奮勇作嚮導，在此

一大如城堡的墓園中，公祭對日抗戰期

間，擔任駐菲總領事，誓死護僑，卒為

日寇連同館員祕密處決的楊光泩先生，

麥克阿瑟元帥曾於撤守之前，對他析述

日人的殘暴，他們可能採取的酷行，未

能動搖楊氏求仁得仁的決心，僑協創會

理事長吳鐵城，為他親題紀念碑，吳委

員細訴他們死事之烈，與其身受之痛，

聽者莫不為之動容，次及華僑先烈與賢

彥，大家正以虔敬追思之時，霽日光

風，沒有一片閒雲，園區白花滿樹，默

然無語，杜鵑不在，寒鴉南飛，但忠魂

不滅，浩氣長存。有楊光泩的擎天一

▲聖托馬斯大學蔣經國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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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便足以詮釋「千秋氣節久彌著，萬

古精神又日新」的大義，我們以拳拳的

誠敬，憑弔長眠於此的每一位愛國愛鄉

的僑彥，特別感佩當代菲華面對薪傳著

力之深與寓意之隆。

華僑義山的建構，巨細交錯而不失

「敬如在」的主旨，街路堂名，皆有所

本，如烈士路與崇德路，一望而知即是

志士仁人安息之處，令人興起崇功報德

之思，「穎川衍派」即是劉姓宗親身後

之所寄，入目陰宅有如陽居，偉岸櫛如

鄰比，俱在慎終追遠，楹聯題輓，曹、

魏、行、楷，各體法書並陳，誄詞行

述，又都雋永有緻，出手不凡，僑協雜

誌編委蒙天祥，於巡視飽覽之餘，大歎

眼福不淺，如入寶山，不虛此行，蓋論

規劃維護，堪稱兩臻，予人印象深刻，

道坦路寬，又宜大客車自由進出，兼得

四時祭掃之便，而無三徑就荒之虞，利

在存歿均安。

旅菲僑胞可敬可愛之處，首數熱心

公益，眾志成城，他們致力舉辦義消、

義診及義校，擴及農村。但知奉獻，例

如義消滅火，恆以救難為職志，絕不以

「錢到水來」而乘人之危，這些善舉不

僅促進大眾生活的安全，也裨益社會的

和諧。

我們同行的「蒙哥」天祥，得知當

地中山學校的艱困經營，低調掏出美金

輸將；會員葉細鳳，身懷台幣三千，也

傾囊掃數以授，雖屬杯水車薪，倘若人

同此心，對海外僑校華文教育，不獨可

資挹注受益，肯定可獲精神鼓勵，我們

的僑務當局、文化建設會、文化基金等

機構如果見不及此，吝於一伸援手，就

很令人失望！

▲華僑義山留影。

菲國政要見證分會成立

週六（11月12日）分會特別選在國

父誕辰紀念日成立，首任會長甄炳興，

敦請菲國前副總統兼外交部長金可那與

會，他即席發表賀詞，推崇孫中山先生

與菲國偉人艾奎諾，冒險犯難的理念一

致，並祝兩國邦誼永固。

甄會長偕同新任理監事在伍理事

長世文的監誓下，莊嚴隆重完成宣誓及

授旗授印儀式，政要仕紳，壯少名流與

僑界菁英，雲集整個會場大廳卻有條不

紊，證見分會團隊的組合，即非專業幹

才，也是歷練有素的猛將，預兆前程大

好，伍理事長於致詞時，盛讚效率之

佳，備至美譽，雖枝末細節，氣氛營

造，盡在週至掌握之中，尤其難能。

星期例假，沒有車流擁塞之苦，全

體以達成任務之後的快意，一訪Tagatay
火山高原觀景區，於車船之外，挑戰一

段以馬代步的崎嶇，馬伕為了往返一趟

150披索，而其所得不過區區數十，受命

驅策瘦馬之群，躑躅古道，也是一種生

存方式，遊旅多無西部牛仔的身手，自

無馭馬之術，上坡但聞坐騎喘息，下乘

又歷顛躓支撐之勞，梁寒操先生昔有驢

德之頌，其中說牠「只知盡責無輕重，

力竭何妨死道旁」，而且最恥言酬計短

長，今日我在馬背，方知人畜兩傷，尤

其四蹄偏向狹路行，歷險峻而能安，人

所不及，一陣西風滿面輕塵，也使征夫

感受無助，念及「雪擁藍關馬不前」這

樣的情景，便另有一番體味。

負重途窮到山腰，馬卸責，人登

頂，一覽沈睡的火山，但見離離原上

草，沖天爆處已成湖，椰汁攤販，據棚

謀生，過客欣就陋簡，樂在緣結山嵐，

不知多少炎黃華冑，操此營役，市廛頗

多無業閒漢，露宿街友又每見弱小，二

戰吉甫，成為變裝之後的街車，穿梭頻

繁，竟也沙甸不嫌罐舊，便在分段付

費，大家安然成習，就像載歌起舞一樣

隨緣。

惜別晚會於熱情交融中，弦歌不

絕，「梅花」昂揚，帶出激越「中華民

▲菲律賓國父黎剎紀念公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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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頌」，不僅唱出兩會的契合，更在瞬

間匯成民族情感既壯且闊的巨流！

在夜歸的路上，微醺不關紅酒，而

是一種心手相連的情操！

真摯友善的族群

回台行前，全體到菲國國父黎刹紀

念碑瞻仰，適值兩名儀隊換崗，從我身

旁便步行進。

他所持的制式步槍，附木已經斑

駁，與其服飾精神，頗不相稱。

我想起中日甲午戰前，北洋艦隊一

艘軍艦到佐世保檢修，日方還以為有意

考驗他們的修造能力，東鄉平八郎特意

觀察艦上士兵在神聖的砲塔上晒衣，認

定這種紀律的軍隊，不堪一擊。

一群天真爛漫的中小學生迎面而

來，看到相機，主動大方與團員含笑合

照，如此純樸友善的族群，也定有菲華

的新生代！（作者為本會理事）

▲騎馬觀火山湖，有遊客寧捨馬以步行。

▓梅  傑
早在民國五十年代，筆者就久聞菲

律賓華僑深愛中華民國的情操。雖然在

當地政府排華政策及惡劣環境下，五、

六十年來，旅菲華僑努力奮鬥，自立自

強，服務僑界，不遺餘力；團結華僑力

量，報効國家。特別是在民國五十年

代，在中華民國風雨飄搖之際，愛國的

菲律賓華僑，還組織了「血幹團」，為

國貢獻心力，提供不少資金，搶救國家

於危難之時。忠誠愛國之心，勝過國內

任何一個國民，值得吾人讚佩。

民國100年11月11日星期五，筆者抱

著極為興奮的心情，參加本會菲律賓分

會成立祝賀團，飛往馬尼拉。

成立大會於國父誕辰紀念日的晚

間在馬尼拉隆重舉行，醒目的兩行大字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分別

列於大會主席台左右兩邊，多麼熟悉，

多麼沉重的叮嚀，是國父囑咐給一代又

一代的中華兒女，莫忘時代使命。

只聽司儀請大家全體起立，大會在

愛國愛僑的菲華
高唱菲律賓國歌聲中揭開序幕。筆者蠻

以為接下去便是唱中華民國國歌了，結

果繼之而起的，是唱「國父紀念歌」，

使筆者大感意外。眼看在場每一個人必

躬必敬，仔仔細細地、很認真地、逐句

唱完，莊嚴肅穆，場面感人，讓人感受

到分會的偉大宗旨，是朝向世界大同，

博愛無私的大方向邁進，意境超然，寓

意深遠。

我菲律賓分會會長甄炳興在參與

「各僑團首長代表研討會」中一再強

調：「不分藍、綠，只為華僑的安全

與福利，幫助華裔事業，帶動菲華創

業。」令人印象深刻。展現甄會長對廣

大僑界，放之四海皆準的崇高理想與作

為。反觀國內十數年來，由於民進黨的

崛起，坐擁半壁江山，他們否定了百年

來既定的方向，所謂「去中國化」、

「去蔣化」等有悖常情的街頭運動，故

意製造族群對立；野心人士各擁山頭，

讓人民無所適從。卻意外地，在菲國讓

▲菲華文經總會中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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