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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墅的移植，他認為盆栽茶花不易生

長，於今花茁人沓，別具去思。他每與

蔣緯國用德語交談，分外親切。

其一生，只要有利於國人，有益於

社會，無不挺身而出，組織領導、出錢

出力，充滿傳奇式的奉獻，數不清的事

蹟，他參加扶輪社的活動，按期捐血，

從不間斷，直至體內發現癌細胞為止。

75年早已和我國斷交的智利政府派

員來台訪問，幕後推動者就是諾達爾先

生。智利代表抵台當天，政府官員卻不

便出面，於是親往機場迎接照料的，是

他；對一個78高齡，裝有一條義腿的老

人來說，站立、奔波三四個小時，是多

麼沈重的負擔，但他卻不以為苦。

65歲時，諾達爾先生體內發現了癌

細胞，每年總有幾次大小不等的手術，

動輒數小時，醒後接待訪客，談笑風

生，出院照樣游泳潛水，其堅忍不拔的

奮鬥精神與乎旺盛的生命力，真正做到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境地，令人感到這

▓鄭安國

1995年11月，我奉派擔任外交部駐

香港辦事處處長，1997年7月1日後，改

任香港事務局局長，有許多機會探訪國

父在香港的足跡。由於香港是國父早年

求學工作的地方，更是革命期間最重要

的策源地，留下的史蹟也最多。史蹟大

多在香港發展最早的中西區，1996年，

香港中西區區議會鑒於對國父的尊敬、

保存史蹟、發展觀光，建議港英政府將

國父在中西區的十三處重要史蹟標示、

介紹、導覽，並定名為中山史蹟徑，俾

海外情緣
在港澳星追尋國父的足跡

便人們尋蹤、探勝、追懷。

1997年3月，我與幾位由台灣到香港

採訪九七新聞的記者及潘漢唐兄，特地

沿著中山史蹟徑，探訪國父的足跡。主

要有：東邊街口的拔萃男書院舊址，這

是國父十八歲來港就讀的第一所學校；

位於居賢坊的同盟會招待所舊址；必列

者士街的美國公理會佈道所舊址，國父

曾在此居住，並在此受洗；歌賦街皇仁

書院舊址，皇仁書院前稱中央書院，國

父於1884年就讀於中央書院；歌賦街楊

▲國父香港古蹟興中會舊址。

才是不虛耗的人生！

諾達爾先生的工作全天候，不分

冷熱晴雨，必定依時，坐鎮辦公室，耳

聽口授、目看手寫，冷靜思考、敬業盡

職，使得部屬敬仰、朋友信賴，治喪會

引用蕭伯納的話說：「他忙得不想到

死。」作為對他的寫照。

尤其難得的一點是，當年政府播

遷台灣，外人對我誣衊輕視，心存觀望

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諾達爾先生

卻臨危不變其志節，說他真箇「疾風勁

草」，誰曰不宜？

治喪會的行述以「我們所尊敬、熱

愛的好朋友諾達爾先生」開始，把他的

行誼，說得真摯、感性、平實，雖然他

只擁有一座唯一的「光華」獎章，但他

實在是以媲美許許多多的勳章。一個德

國人如此熱愛中國，我們又該當如何？

一個處世的成功標準，常常寫在好人的

善行上，從小而大，無處不在，本乎良

知，便得指引。（作者為本會會員）

河南省僑聯來訪

河南省歸國華僑聯合會聯絡部副

部長邱建鋒一行9人，100年12月8日來

訪，秘書長謝國樞代表理事長伍世文

接待。除觀賞本會簡介影片外，並座

談交換意見。

邱建鋒說，河南是中華民族及中

華文化的發祥地，清明上河圖即是宋

朝畫家張擇端描述河南開封府當時的

物阜民豐，社會昇平的景象。希望未

來能與本會密切交流互訪。

臨行前，致贈本會清明上河圖豫

繡乙幅。（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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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紀舊址，是國父好友楊鶴齡的祖店，

國父習醫期間常與楊鶴齡、陳少白、尢

烈在此聚會，被戲稱為四大寇；百子裏

的輔仁文社，文社為楊衢雲創立，私下

多談論國事及改革問題，國父與部分社

友交往頻密，百子裏現仍維持狹窄巷弄

原貌；荷李活道雅麗氏醫院及附設西

醫書院舊址，國父於1887年在此習醫五

年，1911年西醫書院與香港官立技術專

科學校合併成立香港大學，國父也成為

港大醫學院第一屆校友；雅麗氏醫院鄰

近的基督教道濟堂舊址，國父習醫期間

常到此聚會，並認識王煜初牧師（王寵

惠父親）；士丹頓街香港興中會總部舊

址，當年是用乾亨行商號名義為掩護，

後來幾經轉手，現在則是供奉仙人的一

個道庵永善庵；士丹利街《中國日報》

館舊址，該報是國父於1899年命陳少白

籌辦，是第一份反清報刊，報館也是興

中會與各地革命黨人的聯絡處。1900年
的惠州起義之大本營就在報館三樓，後

來樓宇重建，現在是知名的餐館陸羽茶

室。陸羽茶室供應廣東茶點，以茶點精

美，裝潢古雅，老式服務聞名。

令我們覺得意外的是，當我們走

到士丹頓街香港興中會總部舊址，現

在的永善庵時，看到在該址旁邊有一

間酒吧名為「1911」，中文店名「逸日

吧」，一問店裡服務人員，果然取名為

「1911」「逸日吧」，確實是為了紀念

1911年辛亥革命與逸仙先生。難得的是

酒吧的老闆是位外國人，我們特別在店

前合影留念。一個小地方，就看到國父

及中華民國與香港的深厚淵源。

▲國父香港古蹟孫中山紀念館。

前述的國父史蹟舊址，除輔仁文社

及乾亨行外，都已拆除改建，只在原址

立有標示牌介紹導覽。輔仁文社及乾亨

行現在已是私人物業，無法入內參觀，

只能在舊址外追懷國父當年奔走在這些

街道里弄間的情景。

香港大學陸佑堂則是國父曾造訪

過，且現存的重要古蹟。那是民國二年

初，國父離開上海，南下廣東，應香港

大學學生會之邀，訪問母校作公開演

講。他於2月20日上午抵達港大，幾位同

學合力用籐椅將國父高高抬起，由大門

一直抬至大禮堂（後來更名為陸佑堂）

講台之上。國父頭戴呢帽，身穿長袍馬

褂，用英語演說，題目是：「革命思想

之誕生。」他一開始便說：「我心情有

如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知識

誕生之地。」同學們感動萬分。

這次演說出席師生四百餘人，擠滿

禮堂，反應極為熱烈。演講完畢，學生

們再將國父抬至禮堂大樓門外拍照。翌

日，香港報刊都以頭條新聞報導這宗歷

史盛事。當天主持這次演講會的是學生

會長何世儉，是當時香港首屈一指的富

商何東之次子，曾任我國駐聯合國軍事

代表團團長何世禮上將之兄。

我於1997年香港回歸前，前往港

大拜會鄭耀宗校長後，順道到陸佑堂參

觀。這間巴洛克式建築英式木質裝潢的

大禮堂，係兩層樓，以現在標準來說並

不大，卻有著古樸高雅的風格。至今，

港大仍視國父在此演說為百餘年校史中

之大事。

現今香港最著名的革命聖地，則是

屯門青山紅樓，及後人為紀念國父革命

在其旁邊建的國父紀念碑和中山公園。

青山紅樓是一棟紅色的二層樓建築，距

九龍市區約二、三十公里。為支持革

▲澳門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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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革命黨富商李紀堂所有，以之作為

在港革命黨人聚會策劃革命之所，國父

並未在此駐足。後來李氏將其土地供作

闢建中山公園和孫逸仙博士紀念碑，碑

前並立國父半身銅像。每年香港愛國人

士每逢國慶及元旦，都會在此舉行紀念

會和升旗典禮。我在香港服務時，都會

參加並主禮。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

這裡是香港唯一一處室外全年懸掛青天

白日滿地紅國旗的地方，也是在香港整

理前述中山史蹟徑之前，最重要的紀念

國父的處所。可惜的是，紅樓為李氏後

裔私人物業，欠缺維修，顯得殘破。國

父紀念碑園地和中山公園雖亦為李氏物

業，則由我駐港機構聯繫在港愛國人士

維護。我在港時，因見園區並無任何碑

文記載紅樓史事，乃撰文立碑於其旁，

記述紅樓與國父革命之淵源，並略述香

港在革命建國中之地位。

現在香港紀念國父最完整正式的處

所，是位於中環半山區衛城道的孫中山

紀念館。這座紀念館原為香港富商何東

之弟何甘棠建於1914年的三層樓豪宅，

後來輾轉售予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2004年，港府以5300萬港元購入，再斥

資九千餘萬港元修葺，並蒐集許多國父

珍貴史料文物，建為孫中山紀念館。

其中，包括國父在西醫書院的解剖

學考卷、成績單、國父與宋慶齡親筆婚

約，及國父向美國移民局親書自傳，均

饒富趣味與意義。對於國父成績優異，

十科有九科為最高級分，全班第一，固

為大家耳熟能詳，對於其老師康得黎，

竟然能長期保存學生考卷，確實令人欽

佩。考卷中，有國父繪製的人體臟器位

置圖。

國父奔走革命時，為能方便入境美

國，向移民局偽稱出生於夏威夷，而入

籍美國一事曾見諸報導，但能看見國父

親書英文自述，雖為複製品亦頗難得。

甘棠第是美侖美奐的歷史建築，雖

然國父未曾到過甘棠第，何家與國父亦

有淵源（何甘棠為何世儉及何世禮之叔

叔），因此，以之作為孫中山紀念館自

是甚當。  
澳門緊鄰國父故居翠亨村，少年、

青年時期均曾居住過澳門，足跡自然不

少，較著名者為鏡湖醫院。國父自香港

西醫書院畢業後，即至鏡湖行醫。鏡湖

原為廟宇式建築的中醫院，國父為該

院第一位西醫，也是澳門第一位華人西

醫。革命成功後，國父還曾回鏡湖訪

問。筆者於1994年訪問澳門時，鏡湖已

非舊貌，而是澳門首屈一指的大型醫

院。大門前豎立了國父銅像，述說著國

父與鏡湖醫院的深厚關係，並引以為

榮。其後筆者因在香港工作關係，多次

造訪澳門。

澳門另一個與國父有關的重要史

蹟，則是澳門國父紀念館。這是位於文

第市街，一棟建於1918年的二層伊斯蘭

摩爾式洋樓，作為國父元配盧太夫人及

其子女家人的居所。國父已於1915年10
月於日本與宋慶齡結婚，因此國父可能

未曾到過此處。

此屋於1930年（一說1928年），

因鄰近之彈藥庫爆炸而遭損毀。後增修

建為三層樓，盧太夫人及其家人仍居此

處，直到1952年盧太夫人逝世。後來改

建為國父紀念館，大抵維持舊貌，在園

中及內正廳各有一尊國父銅像，及少許

國父文物。由於本館是由我政府委託當

地民間社團人士代管，所以規模與內容

不及香港國父紀念館。但因本館確為國

父家人居所，有其歷史意義，在澳門這

個不大的地方也是名勝古蹟之一。友我

社團每逢國慶、國父誕辰及逝世紀念

日，都會在此舉行，平時也會有一些藝

文活動。

除港澳外，東南亞也有不少國父

古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加坡的晚晴

園。晚晴園位於大人路12號，占地一萬

八千多方尺，當年粵籍姓梅殷商所建。

屋外周圍草地寬廣，樹木扶疏，後來由

潮籍殷商張永福先生買下，供奉慈母養

老，改園名晚晴，乃取自李商隱詩句

「夕陽憐芳草，人間愛晚晴」之意。

張永福非常支持國父革命，當年中

山先生在海外四處奔走，鼓吹革命時，

曾八次抵達新加坡，其中三次就住在晚

晴園裡，晚晴園乃成為反清的海外主要

革命基地。1906年4月6日，同盟會新加

坡分會在晚晴園成立。中山先生、胡漢

民、汪精衛、黃興等人，均曾在此商談

革命，在辛亥革命史上，許多著名的戰

役，如1907年的黃崗山和鎮南關起義，

1908年的河口起義等，事前都是在晚晴

園策劃的。 
晚晴園在張永福之後，輾轉由愛

國僑商購入，贈給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留

▲新加坡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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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永遠的紀念，並開放給公眾參觀。其

後，迭經重修。 
新加坡政府於1994年8月29日宣佈，

將晚晴園列為國家古蹟．由新加坡中華

總商會再事修葺，並收集各地有關的文

物史料，2001年11月12日重新開幕，修

復後的晚晴園稱為「晚晴園孫中山南洋

紀念館」。展覽內容與方式精雅而有特

色，馬英九於2006年前往參觀後，曾向

我稱讚其展覽特色。故我於2007年去新

加坡時，就將晚晴園列為首要參觀目

標。沒想到到了新加坡後，才知道晚晴

園正封館整修，只能夠在隔著鐵欄杆，

在園外看望、追思。雖不無遺憾，卻也

聊勝於無。

後來轉往新加坡另外一個重要的國

父革命故蹟，就是位於牛車水，廣東民

路的同德書報社。同德書報社是國父於

1910年創立，鼓吹革命的機構。這是一

棟二層樓南洋式的建築，掛著藍底白字

國父手跡同德書報社木匾，現仍備有書

報供民眾閱覽。由於是日為假日，未有

開放，無緣入內，有些遺憾。

由同德書報社想到國父在百年前就

是一位特別重視媒體文宣的革命家，在

重要地方一定創辦報紙，如香港的《中

國日報》，檀香山的《自由新報》，東

京的《民報》，舊金山的《少年中國

晨報》，紐約的《民氣報》，多倫多的

《醒華報》等等，以實踐他鼓動風潮，

造成時勢的革命策略，令人敬佩。

新加坡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與新加坡

的深厚淵源，闢建了一座中山公園。李

光耀在園中立碑，稱許中山先生為「一

個改變中國命運的人」，道盡中山先生

一生的功業。（作者為本會會員）

▓蒙天祥
在台灣，京戲尊為國劇。閩南歌仔

戲是本土獨領一方的戲劇，自是當紅不

讓。其次如豫劇、越劇、川劇（以變臉

特技見長），也還時有重量級的名流加

持捧場。論到粵劇，就只能靠少數堅持

這種傳統藝術的人，縮在角落掙扎生存

了。然而，粵劇在海外，可是華僑觀眾

最多、最能解鄉愁的戲劇。

2011年11月是澳門公訂的「粵劇

日」，澳門文化藝術協會特別舉辦「兩

岸四地情聚濠江粵藝晚會」，廿七日晚

在澳門「永樂戲院」演出。台北市凱旋

業餘粵劇團經廣州粵劇界權威人士推

薦，獲邀赴澳門演出，係基於以下兩點

考量：一、讓澳門觀眾知道，在台灣仍

然有人為保存傳統藝術火種而執著努

力。二、兼扮「文化大使」角色，為兩

岸四地文化交流出一分力。同時從台灣

帶來鄉音，向澳門僑胞獻藝和問候。它

的性質及意義，與其他「大拜拜」凑熱

鬧式活動是不同的。

台灣的粵劇團到澳門戲院登台演

出，是破天荒第一遭。所以當地的媒

體、粵劇界以及好奇的觀眾都十分重

視，可說是未演先轟動。澳門銷路最大

的《澳門日報》，便為這條消息登了

三天。11月25日以「台灣朋友來澳演粵

劇」為標題，它的末段說：「若看演出

者的名單，對台灣來的朋友是比較陌

生，但在台灣仍熱衷於唱粵曲、演粵

劇，那份精神、毅力已值得欽佩。他們

台灣粵劇在澳門發光 

渡海而來，在澳門可說是首回露面，委

實難得  」。27日，《澳門日報》繼續

大幅報導此次「粵劇日」活動演出的消

息，並介紹戲碼及兩岸四地的演員（見

插圖一）。28日，上演後的次日，該報

又以「情聚濠江粵藝夜受歡迎」為標

題，報導說：「『兩岸四地情聚濠江粵

藝』折子戲欣賞會由文化局、澳門基金

會、民政署、旅遊局及粵劇曲藝總會贊

助，於昨晚八時舉行。兩岸四地表演嘉

賓歡聚一堂，以曲寄情，以曲會友，

演的都是經典名段，唱的都是經典名

曲，吸引眾多居民到場欣賞」云云。此

外，還特別登出當晚筆者與搭擋演出的

▲澳門日報刊登專文場報導。

泰華首長回國晉見團來訪

由泰國華僑協會主席余聲清率領的泰

華僑團首長晉見總統訪問團，100年12月

15日晚來會拜訪，理事長伍世文偕同常務

理事陳北機、秘書長謝國樞熱烈歡迎。

當天上午一抵台北，即先拜會立法院

院長王金平，中午由僑委會委員長吳英

毅設宴歡迎，下午則晉見總統馬英九。

他們此行目的，係向政府有關單位報告

泰國水災對台商的影響，請求政府協助

台商復原；此外，則是以行動支持馬總

統競選連任中華民國第13任總統。

訪問團成員除余聲清外，尚有泰華

九屬榮譽首長會主席饒培中，泰國客屬

總會永遠名譽理事長廖梅林、副理事長

曾海東，泰國廣肇會館副理事長何國

忠，泰國江浙會館副理事長江永鈴，泰

國雲南會館副理事長尹以川，泰國台灣

會館副主席、泰國華僑協會秘書長廖長

復，泰華九屬榮譽首長會秘書黃應良。

（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