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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節氣來到芒種、夏至，不僅

是天氣逐漸烘暖，兩岸民間涉僑單位的

交流也很熱絡。中國大陸民間最高涉僑

單位─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中國

僑聯）主席林軍率團來訪，理事長陳三

井偕同常務理監事們熱烈歡迎，賓主盡

歡。第十八屆理事監事甫於4月底就職，

就在就職滿月，也剛好慶祝完創會七十

週年之際，便迎來一批批的貴客，可說

是喜事連連。

林軍主席來訪。陳三井以「春江

水暖」、「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

萬重山」形容兩岸關係，林軍回以極為

恰當，因為那是不可逆也是擋不住的趨

勢，透過交流才能相互理解，互相切

磋，不斷互動，才能不斷擴大共識。

老友重逢氛圍喜悅
6月5日，一掃連日陰霾，陽光普

照，華僑會館一樓鐵城堂門楣懸掛「華

僑協會總會熱烈歡迎中國僑聯林軍主席

率團來訪」紅底白字的大橫幅，預告著

今天將有一場盛會。廣場上，十餘位理

事監事著盛裝，準備迎接貴客。就在預

定的時間，他們現身了，僑聯總會理事

長簡漢生陪著林軍一行到來，在此之

前，大家都有過數面之緣，算是老朋友

了，見面之後，相互握手擁抱，老朋友

的情誼又更加穩固了。五年前，林兆樞

任主席時，林軍是副主席，邀請本會組

團出席山東國際孔子文化節，聯誼處處

春江水暖 輕舟過重山
中國僑聯主席林軍率團來訪報導

▓明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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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家畜市場管理處都明令規定

豬肉必須在攝氏零下27度低溫下冷凍20

天才可銷售，以便徹底消滅肉中細菌以

及寄生蟲，由此可知，因襲數千年的土

法人工屠宰，早已不合時代要求。

以全民健康為標的
民聯公司當時（民國63年間）的

業務範圍目標是：代宰、自宰、肉品加

工，作業包括：鮮肉分切、分級、分

量、包裝；產製醃肉、火腿、香腸、熱

狗，以至外銷加工。其代宰能量每小時

可宰豬700～800頭，每日最高屠宰量達

1,400～1,900頭，這個數字，是當時北

部地區六縣市中每日需要量的三倍；該

公司最大的冷藏庫，可藏豬隻一萬五千

頭。周森自設修車廠，以維護18輛35噸

重的特製冷凍貨櫃車的運作，每一輛車

可載運230頭豬隻，每日清晨分送全區25

個服務站，把新鮮、衛生的冷凍豬肉，

供應市民，而其中苗栗區的需要量每日

僅廿餘頭，是要長期貼出運費成本的。

盡瘁殫精 長留清芳
周森的營運觀念，認為對國人有裨

益的服務，不能視為一項生意經，他最

大的心願，是希望社會大眾，能夠認識

電宰肉類的衛生、營養價值，建立正確

的觀念，適應進步的時代，維護國民的

健康，那就是國家的福祉了。

早期由於國人一向習慣食用人工

屠宰的溫體豬，取其「新鮮」，對冷凍

肉品頗為排斥，而據專家們的分析，電

化屠宰與人工屠宰的最大差別，一為急

凍，與割除豬體的敗壞部份，經攝氏零

下27～40度急速冷凍後的肉品，仍能保

持鮮度與其原有的百分之十八的維他

命，而一般人工屠宰，六小時候豬肉中

所含的維他命就只剩下百分之三了。

民聯公司在國際能源短缺浪潮衝

擊之時，每頭毛豬的代宰價格，仍以

四十九元五角收費，另由肉商負擔十九

元五角的稅金，如由肉商委託私宰，則

每頭成本高達三百元。而電宰的作業程

序，竟達如下13項之多，計為：進場編

號、過磅、生體檢查、繫留、電昏（每

頭六秒）、放血、燙豬脫毛、修整、剖

腹、摘取內臟、清洗、冷凍（庫藏），

然後才到裝車運送。公司設有員工宿

舍、餐廳、泳池、醫療、福利設施，平

價供應午餐，還有水果，夜班享受免費

晚點。周森買下蘆竹鄉這個山腰地帶，

建廠修路、美化環境，每個晨昏，他和

員工一樣工作，甚至連一場電影都沒看

過，一草一木，無不付出心血，加意培

植，他說：「這雖然是個屠宰場，但看

起來不是個令人覺得恐怖的屠宰廠。」

積勞謝世善行不滅
他從投下巨資籌設到開展，白了鬢

髮，幾位老友曾一致認為他豪爽依舊，

但笑聲卻無復往日的豪邁宏亮了，過

度操勞使得他的健康大不如前，他說：

「我總得為國家做點事情，使它更進步

強盛，讓別人不敢小看我們。」

後來得了血癌，每週要換血，直至

他病情惡化返美，在痛惜中深切感受愛

莫能助的無奈！

在歷史的長河，周森早已為「逝者

如斯」的流沙所長埋，雖事隔多年，筆

者仍然於此以心香之燃，秉一燭之照，

藉表崇德追懷賢彥之誠，敬候後之來

者！﹙作者為本會理事﹚

▲陳三井理事長歡迎林軍主席。



74 75

2012年7月《僑協雜誌》135期 2012年7月《僑協雜誌》135期

來自漳州、泉州，而他本人祖籍也是泉

州南安。從地圖上來看，安溪下來是南

安，再下來是泉州，套句話說「我們沒

有距離，閩台一家親」。

陳三井以地緣親情開場白，很快拉

近彼此距離。

接著，他回顧本會與大陸交流歷

史，有三件事情值得一述：第一、1996

年在張希哲理事長任內，他是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在南港中研院合

辦了「華僑與國父領導的國民革命」，

大陸方面有二十幾位學者像是僑史專家

周南京、近代史專家廈門大學莊國土、

林金枝等人。會後出版了論文集，這個

研討會奠定了兩岸華僑史研究合作的基

礎。其次是在1997年，本會應中國僑聯

邀請，我們組成11人訪問團到北京、上

海、南京等地訪問，前後將近二十天。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了廈門、泉州、

漳州參觀了廈門大學、陳嘉庚紀念園

區、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汕頭大學、華

僑大學，收穫豐盛。第三、1999年，北

京華僑歷史學會在廣州舉辦「華僑與抗

日戰爭」學術研討會，發表了四十多篇

論文，並且集結出書，留下寶貴史料。

這三次學術訪問交流，證明兩會

關係深厚，15年前，開啟了兩岸學術交

流先河。不過，陳三井也從史學交流，

到學術交流，再到僑務交流，有一些感

想。他說，早期不管是從事學術交流或

僑務交流，不只是有點困難，而且是疑

雲重重，甚至是諜影幢幢，然後慢慢地

春江水暖，不自覺之間，兩岸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自從兩岸簽署ECFA後，兩岸交流已

成不可逆轉的盛事，在兩岸交流點上，

建築一道交流橋，而不是一道防堵牆，

希望兩會加上僑聯，我們三個會一起努

力，把力量奉獻出來，把這座橋加上一

石一磚、一樑一柱，共同為兩岸交流留

下最光芒四射的史篇，最扣人心弦的樂

章，共同完成可以垂諸千秋萬世的偉大

事業。

陳三井最後以「林軍主席話不多，

講話紮實，作為主人也不希望講太多

話。」作結語，增添愉悅氛圍。

▲會場一隅。

長時藝全程陪同，五年後再聚首，那種

老友重逢的喜悅氛圍，不言可喻。

林軍訪問團一行22人，6月4日下午

抵達台北，本會是他們第一個拜訪的單

位。6月5日上午來本會之前，他們先去

搭乘台北捷運，親身體驗台北的捷運文

化。他們直誇台北的捷運文化水平極

高，大家相互禮讓，先下後上，乘電扶

梯自動靠右側，這些北京、上海是看不

到的、也比不上的。

在紅橫幅下大合照後，陳三井陪同

林軍一行參觀鐵城堂。鐵城堂挑高的空

間、寬闊的視野，讓林軍一行留下深刻

的印象。

會議室同樣掛起「華僑協會總會熱

烈歡迎中國僑聯林軍主席率團來訪 2012

年6月5日」紅底白字巨幅，每人座位上

置有本會致贈的禮品─《僑協雜誌》  

134期、本會簡介、鳳梨酥、慶祝創會

七十週年紀念金門高粱酒。有人說，這

是華僑協會總會數十年來，前所未有的

高規格接待大陸來訪的貴賓。

座談會在中國僑聯聯絡部部長林佑

輝介紹其成員後展開，他的第一句話就

是「恭禧陳三井先生當選理事長」。他

們對於會議室懸掛的創會理事長吳鐵城

照片很感興趣，吳鐵城頭戴呢絨帽，伏

案寫字。林佑輝便從七十年前抗日戰爭

談起，不管是在重慶或在延安，大家目

標是一致的。兩會都是在烽火中誕生，

淵源深厚，從張希哲、梅培德到伍世文

三位理事長合作基礎紮實，未來大家共

同努力，寫下兩會友好的篇章。

我們沒有距離 閩台一家親
陳三井以大陸習慣用語「尊敬的林

軍主席」做開端，引來迴響與笑聲，這

個起頭語，大家笑得很溫馨、很開朗。

他接著說，今天是我們華僑協會總會辦

喜事，貴客臨門，蓬蓽生輝，這是難得

的盛會，他代表華僑協會總會熱烈歡迎

林軍主席、李卓彬副主席及福建省僑聯

主席王亞君率領的訪問團。林軍是印尼

歸僑，四歲時跟著家人到北京，本會也

有很多印尼歸僑，林佑輝是緬甸歸僑，

本會也有很多的緬甸歸僑。林軍的祖籍

是福建泉州安溪，台灣絕大多數移民都

▲理事長陳三井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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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僑聯主席王亞君（左）致贈本會禮物，理事長陳三井代表接受。

餐會上，常務理事沈大川代表陳

三井致詞時，再次表示歡迎中國僑聯來

訪，跟我們一同沈浸在慶祝創會七十週

年的喜悅氛圍裡，在這心花怒放的時刻

裡，我們希望中國僑聯每年都來訪問。

中國僑聯副主席李卓彬則是代表林軍致

謝詞表示，今天來到華僑協會總會，受

到高規格的接待，以及細心盛情的安

排，感覺上像是一家人，內心非常親

切，非常開心，閩台一家親，中華僑界

一家親，其樂也融融。

就在用餐當兒，陳三井致贈林軍一

個小時前拍攝的大合照，滿心歡喜。而

其他每位與會者也都收到陳三井親自致

送守的大合照，大家直說效率太高了。

有來有往 投桃報李
 6月6日，陳三井應邀出席中國僑聯

與僑聯總會合辦的「2012兩岸僑聯懇親

大會」揭幕式；6月17日副秘書長劉本炎

代表本會出席「第四屆兩岸僑聯和平發

展論壇」，中國僑聯表達有意與本會共

同主辦以華僑華人事務為主題的學術研

討會，期希透過學術研討交流，增進兩

會合作關係。

結語
就在本會慶祝創會七十週年彌月之

際，中國僑聯主席林軍率二十餘人訪問

團來訪，可謂喜上加喜，也在在顯示兩

岸民間僑團的交流中，本會實扮演了積

極重要角色。

陳三井以唐朝詩人李白寫的「兩

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表達

兩岸交流乃是大勢所趨，我們似乎也可

用南宋詩人楊萬里所寫的「萬山不許一

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

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呈現兩岸交流

過程的寫照。此時此刻，是海峽兩岸

六十年來關係最為和平穩定的時刻，兩

岸俱是贏家。

回顧華僑協會總會歷年來應中國僑

聯邀請訪問大陸，像是杭州、奉化及上

海世博之行，每次均受到中國僑聯高規

格的接待，此次林軍率團訪問本會，我

們懷著投桃報李的同理心，給予熱烈真

摯的接待，希望他們一行能感受到「真

的不一樣」的情誼。（作者為本會會

員）

▲中國僑聯致贈本會國父「博愛」墨寶。

隨緣投機 無話不談
林軍一開頭便回應陳三井的話，

「講話不能太長，會有所節制」大家笑

了起來。

林軍首先恭禧陳三井先生榮任理事

長這麼重要的職務。接著說，三年前同

樣的地方，同樣的親朋好友，同樣的講

話，感覺上真的很不一樣，除了這裡不

一樣外，還有不一樣的是從北京開始，

三年前從香港轉機，轉得暈頭轉向，

這一次從北京直飛，不到三個小時就到

了。第1次來，破冰之旅，有點緊張，

就像陳三井說的疑雲重重，心驚膽跳，

要摸對方的底牌，像是隔了一堵牆。但

這次來，是老朋友相見，很隨緣投機，

無話不談，陳三井用「兩岸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形容兩岸關係，

很恰當，因為那是不可逆也是擋不住的

趨勢。透過交流才能相互理解，互相切

磋，不斷互動，才能不斷擴大共識。

林軍原本要在台灣停留十天，但上

機前，接到通知有重要會議要出席，只

能在台灣待三天，他希望這未完成的七

天之行趕快補回來，能夠每年來台灣看

看老朋友。

監事會召集人黃可真說，五年前

她代表本會率團出席山東國際孔子文化

節，她是團長，她特別感謝中國僑聯接

待，特別是時藝處長全程陪同照顧，大

家銘記在心。

福建省僑聯主席王亞君說，這次福

建省有九個各地市僑聯參與，來台探親

訪友，期待交流消除隔閡，創造雙贏。

福建與台灣關係最密切，文化語言最相

近，希望本會組團到福建走動走動，探

親訪友，尋根祭祖。

台灣精品法藍瓷 國父博愛墨寶 
陳三井致贈林軍台灣精品代表─法

藍瓷「天上人間」浮雕花瓶，致贈王亞

君水晶座，每位大陸貴賓都對本會致贈

禮物愛不釋手。他們說，這是他們收過

最好的伴手禮。

林軍回贈國父墨寶「博愛」複製

本，這份墨寶是在南非華僑聯衛會所蒐

集到的，真跡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此

外，見於本會著重於學術研究，特別贈

送雲南人民出版社甫出版的《回家之路

─中國遠征軍遺骸返鄉記》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