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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氣節
萬古精神振黃魂

隨團訪星馬 發前賢潛德 沐偉人幽光

▓鄧蔚林

千里征鴻到新城

蔣公中正研讀史哲，曾將心得發為

兩句話頭：「千秋氣節久彌著．萬古精

神又日新」。筆者於2012年11月19日，

隨僑協總會「追隨吳鐵城足跡—創會

七十週年南洋之旅」訪問團，作為期八

日的星馬之行，遊目所至，前賢風範歷

歷，細細體會此語，直覺十分貼切，尤

其遺教未遠，足供後人深思。

這趟知性之旅，全員43人，陳理事

長領軍，堪稱陣容壯盛，且老耆結伴，

健步無礙，策杖長者，也不以烈日高溫

為苦，參訪疾徐之間，由於動靜調節得

宜，序列行程，雖各自感受有異，平順

就是一項完美，而一宵光景，兩地陰

晴，大家都能適應，即已值得為個人按

個「讚」字。

首站新加坡，於柳風淡蕩之際，

展開景點巡禮，釋放因早起以及飛航的

勞頓，我們看到整個城市井然有序的面

貌，鄧小平於1978年11月訪問新加坡，

曾對這個國家的經驗讚不絕口，台灣軍

校設有遠朋班，長久以來為新加坡培訓

軍事人才；廿年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學，則為中共培訓了一萬三千多名中高

領導幹部，大陸每個省市約有三、四百

▲魚尾獅碼頭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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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世仁先生結合全體台商之力，創立台

灣學校，草創之初，曾經借用韓江學院

及檳城閱書報社作為臨時教室，2004年

遷移到現址。但現在台商僅賸二、三百

家，而且有逐年減少趨勢，學生人數也

跟著減少，這是學校未來隱憂。 

李明威校長原是松山高中教務主

任，退休後來此創造教育事業的第二

春。陳三井讚揚李明威離開台灣家鄉，

來到檳城異鄉作育英才，因為離鄉背井

為異客，總有難以割捨的念故鄉情結。

檳吉台灣學校是由台商發起成立

的，迥異於由馬來華人出資興辦的獨立

中學。除了華人子弟外，馬來人、印度

人也樂於將其子弟送到獨中念書，因為

獨中辦學嚴謹，且可習中文。因此，有

人建議台灣學校能否軓型，接納在地非

台商的子弟，但考量為銜接國內課程及

教學使用的媒介語等等因素，執行上確

實困難重重。

心得總結

八天旅程，除了飽覽新加坡、馬六

甲、吉隆玻、檳城等城市展現古典與現

代交織的古蹟名勝外，最重要的收穫，

是參觀了新加坡中國銀行舊址、孫中山

南洋紀念館晚晴園、孫中山檳城基地紀

念館及國父創立的檳城閱書報社，也專

程路過檳城鐘靈中學、檳華女子中學，

這些皆是72年前鐵老曾經走過的地方，

也是國父當年奔走革命的足蹟。此外，

拜訪了沈慕羽紀念館、馬來西亞留台校

友會聯合總會（留台聯總）、檳城韓江

學院華人文化館及檳吉台灣學校，對於

海外華人保存中華傳統文化的用心與堅

持，烙印腦海，感佩至深。

嘗 謂 「 讀 萬 卷 書 ， 不 如 行 萬 里

路」，一趟星馬之行，雖僅數千里路，

卻是勝讀萬卷書，不虛此行。（作者為

本會會員）

▲拜訪檳吉台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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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參天古木，諒當見證昔日志士

仁人的偉烈，於今獨對國父銅像，寫盡

流雲，猶在述說他們的豐功！允稱勳績

舉世傳，英名千古揚。

首日薄暮，我們一行趕到鐵城先

生當年星島中國銀行下榻處，原址靜待

改建，即將物換星移，只能拍照存念，

可見精神得傳萬古，氣節芬揚千秋，但

曲終絃斷，月落星沈，都是不可逆的造

化。

三保雄風名留千古

在新加坡，沒有冬日，一簾殘雨滴

黃昏，便成秋意，在晚鴉聲裡寄閒身，

也是我們難得的體驗，飯後安頓，團

友三五，闖蕩金沙，志在見識，不在豪

賭，三杯兩盞熱飲，落座隨送一聲歌，

如果你在賭桌上得意，便可贏得一生

閒，舞台二人拍檔，聲色曲藝，不僅高

曠娛人，炒熱整個賭場，讓你樂在博弈

不思家，也同時感覺人到中年女歌手，

營生之難，人生途程，可能潛藏一闋沒

有唱出的坎坷！

新加坡的「名勝世界」系列，海

事博物館以三保太監鄭和的生平事跡為

首選，兼及東方海盜蔡牽等人崛起的傳

奇；中山先生於建國方略中，曾讚嘆鄭

和竟能於十四個月當中，造成六十四艘

大舶，載運兩萬八千人員，揚威南洋，

蔚為中國超前軼後之奇峯，至今南洋人

士猶有追懷當年三保之雄風遺烈者，視

為壯舉，說「今之國人借科學之知識，

外國之機器而造成一艘三千噸之船則以

為難能」，以視鄭和之成績，相去實

遠。雲南普寧鄭和碑林，即有此手書。

梁啟超論鄭和，喻之為大航海家，

觀乎世界史上所稱航海偉人，能與並肩

者甚寡，因為鄭氏初航，還早於哥倫布

發現阿美利加之前六十年；較維哥達嘉

馬發現新航路之前七十餘載。

除了五艘依據真實尺寸建造的仿

古帆船、中國福船、印度帆船、印尼婆

羅浮屠帆船、南中國海商船及爪哇大船

之外，鄭和寶船內部陳設、珍貴商品、

以及所載運的如長頸鹿等之稀有動物，

模擬實景，一一呈現，觀眾可以從中理

解在1405年代，三十多個寒暑，這支七

▲新加坡海事博物館以鄭和寶船為主架構，其旁有數百艘模型船，模擬鄭和下西洋船隊的浩浩蕩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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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官員在此學習社會管理、環境保護和

反貪機制；習近平於2010年10月訪問新

加坡，會晤內閣資政李光耀，坦言「鄧

小平先生曾多次提出中國要向新加坡學

習」，強調「這種學習過去需要、現在

需要、將來也需要」。

這次我們目睹這個國家深具國際觀

的城市規劃、公共設施與環保、乃至市

容與大厦的建構，都不得不讚嘆他們主

其事者的經營理念，領土雖小而格局奇

大；正當舉世視「全球暖化」為危機之

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却視為另一個轉

機，他甚至在「臉書」上表示，北極融

冰讓歐洲航運尋找新航路，可藉此縮短

20天航程抵日本，不需繞道，新加坡為

了迎接此一未來商機，將爭取進入北極

理事會為觀察員，這就不失為一個高瞻

遠矚的領導者。

晚間的雷射燈光水舞秀，藉虛擬

影像，宣示樂在多元的星國，市民與遊

旅，一律免費觀賞，百貨公司賣場，還

引進水道，預兆財源滾滾，俱見巧思，

亦令景觀不俗。

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從事革命運動，

曾九次停留新加坡，橡膠業巨子、被選

為同盟會副會長的張永福，1906年把作

為母親養老的別墅晚晴園，讓給中山先

生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南洋重要基地，

園區於日據時期曾遭破壞，嗣經修復，

現由新加坡國家文物局管理，晚晴園的

史蹟文獻、掌故圖照，甚多都是台北國

父紀念館所未之見者，足證搜羅、捐

贈、保存方面的用心，彌足珍貴，尤其

幾經滄桑。

現場不設專櫃販售紀念品，別具莊

嚴肅穆的品味。

十次起義失敗的役歷紀錄，黑底

白字，懸於一牆，尤其炫目，顯示革命

黨人圖成之志，堅不可摧，與「遙從南

島望中原，壯志天池欲化鯤」的心聲，

令人景行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透過導

覽、簡報、影視的交替傳遞，先賢的潛

德幽光，仍然動人心魄，未因斯人已

遠。

▲晚晴園館藏豐富，圖為陳丁輝主任介紹國父真跡墨寶「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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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既定旅程專訪「紅樓四館」—

金馬文化中心，四館之首是沈慕羽紀念

館，他一生獻身華教，以「服務一生，

戰鬥一世」作自我寫照，他堅決爭取華

僑教育的平等，因而被控告、被拘留、

單獨監禁坐黑牢卻無怨無悔，藉「華教

千秋路」致力勇往直前，凝聚浩然正

氣，盡瘁於理念的實踐，乃被尊為「族

英」，和他同步走過近百年風雨路的林

連玉（1942年初，日寇南侵，林先生隨

救傷隊南撤新加坡，曾在金馬士露宿街

頭），他藉「橫揮鐵腕批龍甲，怒奮空

拳搏虎頭」以言志，被僑社尊為「族

魂」，還有華教鬥士陸庭諭，俱屬領導

華教運動的歷史人物。   紅樓四館中的

另三個館即林連玉資料館、陸庭諭文物

館與明心見性圖書館；除了滿室書香，

史料文獻，也令人目不暇給。尤其館內

三老牽車（自行車代步）銅像，引人懷

思。

具有拿督、局紳令名的沈慕羽，

是馬來西亞著名教育家，有「華教苦行

僧」之稱，擅書法，他於甲申年九十三

歲還自書「淋漓翰墨奮揮毫，書法源流

不可拋，讀遍名碑心始足，磨穿鐵硯藝

方高」傳世。

四館族人迎賓，盛情可感，我們到

達之前，除加意準備各式水果、飲料，

還從果園採摘新鮮紅毛丹一大籮，讓全

體會員大快朵頣，端茶送椅，殷勤貼心

又細緻，忙得人仰馬翻卻由衷歡喜！

紅樓四館為了傳承、宏揚中華文

化，民俗節慶，一依舊制，舉辦活動，

2009年還成立書法班以墨育苗，2010年

成立口琴班，冀以琴韻娛己娛人，2011

年創辦長生學健康調整服務，宣示「能

做就是福，肯做才是貴；能給就是富，

肯給才是足」的至理。不僅言簡意賅，

允稱雋如暮鼓晨鐘！

精神不死的傳釋

在吉隆坡兩日，我們先後拜會了具

有悠久歷史的留台校友聯合總會和我駐

馬來西亞代表處，聽取僑情報導，於熱

情款待中，共同譜下情誼的交流。

大夥在入廟禮佛、逢景覽勝、遇美

食則分享、過市集則選擇消費，行行重

▲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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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洋的龐大艦隊，開闢了中非之間的

海上新航線，一個滿載官員、船員、軍

隊、武器、馬匹、家畜、食物、醫療、

飲水等各種海上生活必需品的戰鬥體，

如何在通訊設備全無科技可資導航的情

況之下，靈活指揮，克服日夜航行的艱

困。

哥倫布在發現新大陸之前，船員

曾經不耐毫無前景的長期海行，羣起鼓

噪要求回航，他恃堅定意志，以「And 

on! And on! And on!」回應，卒底於成，

卻是以開彊闢土為主旨。鄭和統領船團

之大，以王者之師出訪卅餘國，耀兵異

域，推誠布仁，乃得萬方欣然來朝，而

有義利之別，我們在館內的「颱風劇

場」，藉高科技的推波助瀾，360度環

視式屏幕，經歷一場「沈船風暴」，其

間，雨點還真的打在觀眾身上，也從中

體念到三保太監當年堅毅果決，排除萬

難的大無畏精神。他們必須與暴風雨、

海盜和疾病作戰。

他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探索之旅，

從中國南海穿越印度洋延伸到印尼，跨

越非洲大陸，沿路港口交易商品，從木

材、瓷器、珍珠、平紋細布、毛毯、長

頸鹿到胡椒，對於國計民生，無疑是一

大貢獻。

面積僅有640平方公里的新加坡，部

分國土與荷蘭相仿，靠與海爭地填土而

來，由於地處東西方交流的重要港口，

在銳意經營之下，成為亞太經貿中心，

具有超強的生命力，在這裡你可以吃到

七國佳餚，可以滿足你的物欲與遊興，

傳統與現代交輝，惜乎我們這群征鴻，

只能作雪泥留痕，雖無朝來寒雨晚來

風，行腳也是太匆匆。

馬華族英沈慕羽  

尋根之旅參訪團，馬不停蹄，11月

21日自新山直指馬六甲，飛輪過處，我

們也看到海峽正在進行的填海工程，但

馬來西亞映入眼簾的環境成熟度，在開

發上則遜於新加坡。

▲沈慕羽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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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
學術座談會報導

▓長  弓
就在中華民國101年即將走完的歲

末12月14日，華僑協會總會舉辦「外國

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學術座談會，邀

請常務理事沈大川、許文堂教授、陳鵬

仁教授分就美國人、法國人、日本人怎

樣看待中國人，發表研究心得。沈大川

以他居住紐約二十餘年與美國人接觸經

驗，從人類學角度，分析從清初到現在

美國對中國的看法與態度。許文堂以他

在巴黎留學實際接觸，認為法國人基本

上瞧不起中國人，他蒐羅法國人嘲諷中

國人的漫畫，歡笑中帶點戲謔，改變自

己，才能贏得尊敬。陳鵬仁以他在日本

30年實際工作經驗，認為在日本華僑的

成就與表現，日本人都要豎起大姆指。

參與座談人士幾將會場塞滿，互動

熱絡，微型研討會具體展現出小眾傳播

的魅力。

陳三井的開場白

理事長陳三井開門見山便說，陳明

教授、王應機委員捧沈大川的場，今天

參加人員可謂高朋滿座。

今天主題是「外國人眼中的中國

人形象」，也就是外國人怎麼看待中國

人。外國人看待中國人大概不出以下三

個範疇，一是中國人的民族性，二是中

國這個國家，第三是中國文化。談中國

人形象，切入的角度會不一樣，或論國

家的形象，或論民族性，或論文化，有

的可能是直覺的，有的比較膚淺的，有

的甚至是歪曲的。那麼哪些外國人可配

談中國人的形象呢？大致上可以分為幾

類，一是所謂的旅行者，從最早的馬可

波羅說起，史載馬可波羅和他的父親在

中國待了十幾年，他的《東方見聞錄》

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模糊的形象，也擴

大了西方人的視野。第二類是遣使，也

就是大使、外交官。第三類是傳教士，

從最早的利馬竇開始，其後有湯若望等

人。第四類是啟蒙大師，從法國啟蒙時

代的大師盧梭、伏爾泰到孟德斯鳩，或

到德國萊布尼茲那個時代，他們對中國

文化是有好感的。第五類是有野心的冒

險家，到中國探險。第六類是商人，到

中國經商。這六類外國人與中國接觸，

他們對中國的一些看法湊合起來，成為

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

鄭安國主持論文發表

論文發表主持人由常務理事鄭安國

擔綱，他十分認同陳三井的看法，希望

有機會請陳三井以專家身分來為大家上

一堂有關本主題的課，一定會非常吸引

人。今天主題確實非常廣闊，研究論文

再怎麼寫都寫不完，從通俗的角度切入

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

今天發表論文專家學者，一是常

務理事沈大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

學碩士，在紐約華埠從事華人服務工作

行行，24日我們藉亞航6126班機，越島

飛航半小時，進入後段旅程的檳城。

翌日，我們依序走訪喬治市打銅

仔街120號中山先生的檳城革命基地，

這棟名列世遺核心區的老屋，簡介指陳

它在古雅中蘊藏偉大的歷史，現為紀念

館；孫先生在檳榔嶼策劃1911年廣州黃

花崗起義的革命事蹟，於此供諸後人瞻

仰崇念，館內還提供英、巫、泰及中文

導覽，室內陳設、家具等用品、匾額，

悉如舊觀，滿牆文獻，在在訴說奮鬥過

程，我們親瞻盈庭文物，好像中山先生

剛剛外出，大家不便久候也不忍叨擾。

頓悟「敬如在，敬神如神在」的境

界，是如此之真！

11月25日，我們參訪逾百年歷史的

檳城閱書報社，亦即孫中山紀念館。

此一由中山先生於1908年12月創辦

的機構，曾肩負團結華僑、支持革命

的沈重使命，1910年中國同盟會南洋總

會，自新加坡轉移於此，中山先生每次

來到檳城，必在此處召見同志，面授機

宜，館前廣場，豎立中山先生與當年忠

貞不渝，矢志追隨獻身革命建國大業的

第一任正副社長吳世榮和黃金慶的塑

像，神態饒富果決堅毅奇氣。

展廳最為生動感人者，是由當地藝

師工匠，以泥塑人物及場景，詮述黨人

曾遭清廷刑求、處決慘狀，同志前仆後

繼，緊抱我死則國生信念，召開緊急會

議、籌募軍需、振奮人心、力挽狂瀾、

擴大浪潮，奠定成功基礎；相關過程，

有如動漫，表現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猶在栩栩如生的設計。

蔣中正在韶關陪同孫總理北伐，於

專列車廂，其製作等於呈現一頁活的歷

史。無須開卷，近觀倦容，便已懷憂！

中山先生於就任大總統時，曾特頒

「旌義狀」予檳城閱書報社，表彰此一

大本營的勳績，他的坐姿立像，於墨寶

環繞當中，吳稚暉說他的人格風儀是自

然偉大，足證所言不虛。

華教百年磨一劍

賞古蹟、飈三輪、逛姓氏橋、大

啖榴槤，則是此行的餘興、臨別，還充

分利用午前的一點餘暇，依序訪視韓江

國際學院華人文化館和檳吉台灣學校，

藉以暸解海外華人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韓江館豐沛的藏品和史料，檳吉台

校的盡瘁經營，同仁在知的視野與動人

的篇章中，不難體認到榮枯不須臾，盛

衰有常數；而成功的要素，恆在一點真

毅力與真精神，城市的面貌天天翻新，

我們在它的陰影下行走，也只看見它的

片面，星馬八日，我所發現它們的共通

點，是大樹挺拔，綠意盎然，而挺拔，

是需要不斷吸取日月精華，隨境而綻放

堅強生命力的。

走馬觀花的探索，好比山裡看白

雲，白雲不在山，山外看白雲，雲即在

山間，僑協秘書處策劃這樣的壯行，有

梯登百步高，峯尋第一着的立意，同仁

若在緊貼前人千秋氣節，細讀萬古精神

的感召，當知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

自苦寒來，便不至於小意思而尤人，小

不爽而怨天，來時不似人間世，搶景拍

照，只要日暖花香山鳥啼，偶有一二偏

執失格、踰越分際言行，成為團隊之

憾，則殊值共同省勉。（作者為本會理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