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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人的原鄉
客家人之鄉─上杭

▓丘秀芷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8日），很

多人擠到北京時，海內外多位丘（邱）

姓後人，則是到閩西上杭，因為那天是

紀念清嘉慶年間就有的丘祠重光落成典

禮。上杭早就擇定了舊曆9月25是吉日，

碰到十八大延期，正好同一天。

問大家上杭在哪裡？台灣萬分之

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不曾聽過這個地

方。其實，全球四千萬個客家人後裔，

溯根追源，大半的原鄉就是閩西上杭。

只不過，極少是近百年內才離鄉的，如

作家鍾梅音、前台灣國防部軍事發言人

孔繁定、八百壯士副團長上官志標等。

其他多數人是遠祖在上杭，宋、元、明

各代遷出到其他地方，再移至台灣或海

外。如李光耀，先祖上杭，再到廣東大

埔，再到新加坡；如孫中山祖先，由上

杭到廣東香山，清末再隨長兄到檀香

山。中華民國和新加坡的國父原鄉都是

上杭。香港首富李嘉誠，祖先也來自上

杭。

一般人都只粗略知道，客家人本

是中原人，對遷移到南方和海外流程不

見得清楚。其實歷經五胡亂華、唐、北

南宋、元、明，有的去山東，有的去四

川、湖南、湖北，去江西的最多（文天

祥就是），而由江西，順著汀江河去上

杭，汀江南流接廣東韓江，再由汕頭出

海。很多客家人就是順著汀江南行，所

以粵北梅州、蕉嶺、五華、興寧等，嘉

慶州是客家重鎮，而近海的海豐、陸

豐，也是客家要地。

上杭古產金，又稱紫金，古代以淘

洗出金沙，產量漸少，上杭也由富都漸

成窮鄉，加上元、明、清、民初兵燹，

愈發難以生存。所以南宋開始，因避元

兵而入粵，到清代太平天國之變，又是

一次大遷徙，民國成立後也多次變化，

民初是蘇區之一，蘇區都是最艱苦的地

區，離上杭不遠的江西井岡山（中國共

產黨發源地）就是典型的蘇區。

鎮邑與河南堂

先民由窮困家鄉出走，通常帶著祖

先牌位。邱家祖先牌位上寫著「河南堂

丘（邱）代歷代先祖之神位」。來台歷

代先祖墓碑碑眉，則加上「鎮邑」兩個

字。

家父告訴我們祖先清乾隆年間來

台，原鄉是廣東鎮平，所以碑眉上記

「鎮邑」，而河南堂是因為我們遠祖姜

子牙對建立周朝有功，封地在河南商

丘，所以後代改為丘姓。清朝雍正帝為

避孔子名諱，下令所有丘字包括地名、

人名、物名要改為邱或   。民國成立

後，有些恢復本姓，從此邱、丘並列。

為何來台第一代祖上寫十八世祖

加料。最常見的伎倆，就是虛擬或增加

愛情戲的分量，例如誇大英國16世紀女

皇伊莉莎白一世，與寵臣萊斯特，及其

養子伊塞克斯‧德沃羅的浪漫、近乎放

蕩的情愛場面。

其次，是編導喜歡主觀滲夾個人的

視角與觀點，讓影片中人物的動機顯得

聳動怪異，甚至極具爭議性。例如1991

年奧里佛史東精心策劃編導的《誰殺了

甘迺迪總統》，就巧妙地融合了大量的

新聞紀錄片資料，並拚組了繁雜的官方

與非官方的檔案與說詞，大膽且鐵口直

斷將甘迺迪之死，歸咎於政府情治單位

的暪天大陰謀。導演塑造了一個紐奧良

的地方檢查官的英雄形象，以小蝦米對

抗中央大鯨魚之姿，展開了一場火爆的

調查大戲，但觀眾在感受上，似乎是導

演為甘迺迪的懸案，動了一場血淋淋的

手術。這種似是而非的動機論，嚴重影

響普羅大眾的判斷力。影片推出後，遭

受有史以來最多的爭論與討論，雖然影

評人就該片之藝術成就給予肯定，但就

真實電影的真實性，就給予高度懷疑。

最後，再談製作或杜撰爆炸性的結

局，例如1965年的音樂傳記片《真善美

（The Sound of Music）》，編導雖然根據

二戰時期片中女主角瑪麗亞的回憶錄改

編，但其中偏離事實之處，不可勝數。

修女瑪麗亞還俗，嫁給比她長25歲的英

國海軍潛艦長范川普，基於疼愛九個子

女而非與范之愛情；其次，范之長女也

沒有與加入德國蓋世太保的男朋友戀愛

這段戲。當然，最大的刪改之處，是舉

家在德軍舉辦之音樂大慶後，潛逃越過

阿爾卑斯山，逃往美國。事實歷史上，

舉家在奧國以范川普合唱團演唱數年，

最後是乘火車逃脫，而非登山越嶺。女

兒之一小瑪麗說，如果照電影的結局登

山，他們會逃往德國希特勒的手掌之

中，而結局與納粹抗鬥之段落，純粹是

好萊塢加油添醋的偽作，並非歷史上的

真實。

莎士比亞曾經說過，真實的人生，

往往不是現成的劇本；生命的故事，往

往是由狂痴之人以喧鬧激昂的方式來述

說的。但是觀諸影史，製片人不一定要

自大狂妄，只要謹守分際，以嚴謹的

態度、客觀的立場與優雅的手法，一樣

可以將真實電影拍得既真實又生動。

1998年，凱特‧布蘭琪主演的《伊莉莎

白》；1994年，澳洲導演傑克‧彼德遜

的《夢幻天堂》1970年，喬治‧史考特

主演的《巴頓將軍》；1990年，史柯西

斯導演的《四海好傢伙》以及角逐奧斯

卡的《黛妮與女皇》，在在印證了電影

與歷史的結合，也可以是一樁美滿的婚

姻。（作者為專業影評家）

▲「誰殺了甘迺迪」電影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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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出席「丘逢甲130歲冥辰學術研討

會」，開完會，我不畏暈車又回到祖

居地蕉嶺，族人和當地文化局長告訴

我：乙未年（1895）曾祖父龍章公和二

叔祖、三叔祖從台灣回蕉嶺後，想以教

育救國，大力提倡教育設學校，一時粵

東、粵北、閩西有百多所學校，到這時

（1994）還有十多所存在。

尋根

以為「百多所」十分誇張。回台

灣不久，我跟同輩最年長的堂姊丘應棠

（二叔祖逢甲公之孫女）說這件事。她

卻相信，因為她雖出生在東京，自幼小

在蕉嶺成長；少女時加入抗日的遊擊

隊，在山區中來回，很多學校，她眼見

過。光復後她來台灣，大姊夫卻避白色

恐怖跑到廣州去，從此兩地隔阻。1991

年應棠姊才帶在台灣出生的我們回原

鄉。但那時很匆忙，有很多「歡迎、歡

迎，熱列歡迎」的活動。

隔兩年，聽說還有十多個學校存

在，就又找幾個弟妹，一起去尋找。

1995年春天，先到廣州，再到汕頭，我

們在汕頭找到中國第一個西化教育學校

「嶺東同文學堂」，旁邊雖已改設為汕

頭第十三小學，但當年逢甲公立的匾額

還在，建築還保留。我們又在汕頭找到

當年逢甲公興辦的中華學報所在，現已

成為高中職業學校。到潮州找到師範學

校，是以前的師範傳習所。又以蕉嶺的

桂嶺書院最完整，是當年培植師資的鎮

平師範傳習所，後改為鎮平縣官立中學

堂，也找到南宋遷台二世祖創兆公為名

的創兆小學，還有一些中學、小學。

宗祠裡有毛澤東塑像

在族人帶領下，我們越過閩粵交

界，一個多小時後，到一個看來更窮苦

的地方，上杭。族人說1980這裡做大水

災，很多地方都一時恢復不了。但是上

杭是我們祖先到廣東蕉嶺之前，世居過

的地方，而且那裡還有很多宗族在，不

說別的，許多大大小小村落，幾乎全莊

人都姓丘。當然，不止上杭，附近更多

大小市鎮全部都是客家人。

上杭市區中有兩大古建築，一為

文廟，一為丘祠。文廟當然是孔子廟，

雖然經過批孔揚秦，大致還好。但去丘

祠一看，十分破爛，主堂周圍住了許多

人家，主堂雖然很寬，也很高（八米

高），但裡面堆滿雜物，還有一個很大

▲丘氏族人聚首於丘氏總祠大合照。

仕俊公？依序加到祖父是二十一世祖

名先甲。父親是二十二世，我這一輩

就二十三世。從哪裡算起呢？近四十

年前踏入台灣史，先研究自家祖譜，從

姜子牙以降，每世祖都有名字。發現祖

譜上記載歷代先人去過山東、南下到四

川、湖南，五胡亂華時到江西，宋朝到

閩西上杭，南宋時先祖創兆公是文天祥

的參軍，文天祥被執後，在上杭的創兆

公奉父六十郎公到更山區的鎮平定居。

六十郎公算南遷粵北一世祖，到我正過

二十三世了。原來由南宋末年算起，竟

然近千年。

更驚異的發現，創兆公娶的是岳飛

曾孫女。居然有幸能夠上追祖先到來台

前的閩、粵列祖列宗。而入閩粵前的大

江南北，尤其遠追宋朝千年的先人，甚

至婆太名字都有傳下來。

但祖譜上只是略寫，還是不甚了

了，四十年前又沒有複印機，我只是簡

單抄下來台後幾代先人名諱及婆太的姓

氏，出生年代至逝世年代。

至於祖譜上記墓穴在哪兒，朝哪

方向，我以為無關緊要沒抄。等再十多

年，步入中年，才發現那些都很重要，

但原借手抄祖譜給我的堂哥說原稿不知

那兒去了。以後愈踏入歷史，我愈後悔

早先沒把祖譜完整抄下來。

歸鄉路迢迢

1991年，我第一次回廣東蕉嶺（鎮

平於民國後改地名）。飛機由中正機場

到香港，再轉梅州機場。梅州機場很

小，公安穿拖鞋，機場沒冷氣。梅州去

蕉嶺的路是碎石子路，車又老舊，一路

跳，我又暈又吐，只覺得老祖宗的家真

是窮鄉僻地，怪不得都要外移。

嘉應州四縣（梅州、蕉嶺、五華、

興寧）到台灣的多在台灣中部、桃園、

屏東六堆。更有不少到越南、泰國、印

尼。梅州鄰近的大埔、武平、龍岩、永

定等地也講同樣的四縣話。海豐、陸豐

則多到台灣新竹、桃園，海陸與四縣話

略有出入，但不礙溝通。其他客家人地

區甚至與閩南話有部分相近。即使如

此，仍歸於「客家人」支系。

1994年冬，我應邀到客家大本營梅

▲新落成的丘氏總祠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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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僑生  名眼醫何一滔
▓蘇玉珍

獲得2012年亞太眼科醫學會頒發的

「傑出貢獻獎」是台灣的名醫何一滔。

當大會敘述他的生平事蹟後，他的感言

只有短短的十二個字「心相近，胸更

寬，愛更遠，路更長」。

何一滔是印尼僑生，出生在瓜哇島

的茂物，十五歲那年，正逢印尼1965年9

月推翻蘇卡諾政權的一次政變，就在那

一陣動亂的時候，引發了一次大規模的

排華運動。何醫師的父親何炳光是一位

熱愛祖國的知識份子，他曾經在抗日期

間，響應蔣公的號召，參加過十萬青年

十萬軍的行列。

父親迅速的決定，1966年便把他送

到台灣就讀於華僑中學，高中畢業考進

了台大醫學院。何一滔說，他從小就喜

歡音樂，更喜歡音響設備，那些不斷改

革創新的精密儀器，就成了他最愛且細

細去研究了解的「玩物」。就因為這

樣，他選擇了眼科，一來比較乾淨，最

重要的還是那些精密儀器吸引了他。而

他後來成為兩岸第一位做白內障超音波

晶體乳化術（大陸簡稱「超乳」）手術

的醫生，在他一雙手下，重見光明的病

人達四、五萬人。

傳 統 的 手 術 是 後 囊 摘 除 術

（ECCE），也就是將眼球切開，把水晶

體拿出來，再置換人工水晶體。而「超

乳」則是以超音波震碎水晶體再抽吸出

來。傳統手術會留下一公分的傷口，容

易導致閃光，手術後如果不小心被撞

擊，傷口也會裂開，「超乳」手術則只

有0.1到0.3公分，副作用也小。

2004年開始，何一滔參加了國際奧

比斯基金會的飛行醫院，之後他又參加

了獲得1999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無國界醫

師（MSF）組織，他隨著飛行醫院到許

多貧窮國家偏遠地區去義診。近十年

來，他也響應了國內愛盲協會、法鼓

山、寧波同鄉會、陽光扶輪社等等的慈

▲眼睛是靈魂之窗。

的毛澤東塑像，祖先牌位不知在哪兒。

族人告訴我們：「文化大革命時，紅衛

兵要拆所有的宗祠，我們在這裡放毛主

席塑像，才保存下來。」

我注意到外牆的磚很多有「邱祠」

二字，這建於嘉慶年間的宗祠，竟靠毛

澤東的一大尊塑像得以保存下來。

歷史多弔詭啊！祖祠在「解放路

206號」，整條解放路的建築都很古老，

應是清代就有的古街。街頭還有武狀元

舊居。很多人家都是上溯宋朝，邱祠是

建於清嘉慶20年（1815年），丘家明代

曾有一品官丘弘，清代也曾出舉人，丘

逢甲於1904年，設上杭師範傳習所於丘

祠。黃花岡烈士有數位粵北、閩西籍

的，多出自逢甲公辦的師範傳習所，至

於革命黨員也有多位。可惜民國肇立，

主持上杭師範傳習所的丘逢甲在選完臨

時大總統後不久即病故。加上多位犠牲

於黃花崗，甚至羅福星來台於1914年也

被判絞刑。很多史實竟然中斷。

上杭丘祠其實很廣，五千平方米，

約一千二百坪，看祖祠又破又亂又被很

多人住進，心中感喟萬千。

我分別又於1997年、2012年又去上

杭，漸漸找出江西遷至閩西的一、二、

三、四、五代祖。先對墓塋一一行禮祭

拜。而且我到更山裡的崇德小學（也是

叔祖設的學校），學堂校舍還在。

而上杭市容一次又一次突然漂亮起

來，尤其最近一次去，街道又寬又大，

高樓多了，祖祠已修好，違章全拆了，

視野遼闊，客家人的母親河「汀江」就

在大祠堂前數百公尺處。

祖祠重修好，不只台灣去了百多

人，還有其他地區的都到了。正充分印

證上杭是客家人的原鄉。

蛻變

這一回典禮結束後，我和弟兄姪兒

十人跟著上杭的詩人黃蓮池「遊覽」，

他帶我們去紫金山，才發現紫金山真的

是一大座「金」上，除了金礦還有銅

礦，蘊藏量和開採量全中國第一。

我們到「一天門觀景台」往下鳥

瞰，採礦是用火車載運，還是露天的。

礦石之處理已非古老的淘金，而是用獨

創的方式分離各種礦石，每年十多萬噸

的礦石，產出30噸黃金，以及附帶其他

礦產。企業市值仟餘億人民幣。

礦廠對工人待遇也不像原先的三位

數，而是四位數、五位數（人民幣），

紫金山帶動整個上杭迅速現代化。

這礦場並不像我們在外國紀錄影片

南美、南非的「血汗礦場」，事實上，

他們歡迎人家去參觀，而且四周路上風

景悠然。一方面他們也很炫耀，因為一

進礦山公園，迎面的是一個金光耀眼的

造型建築，園裡面也有一超大地球儀，

也是貼滿黃金金箔。而公園裡更有許多

塑刻詩句的石碑，人文與商業並顧。

歷代客家人由上杭出去，為的是謀

得生存之道，而今客家人的原鄉卻擁有

「中國第一金山」富裕起來。而當年離

鄉人的後人也各有不同的境遇。甚或不

知他們祖先的原鄉如今完全不一樣。

在七、八年前，曾有一次帶一群台

灣名作家去上杭，他們印象是「窮鄉僻

壤」，但我們在行程中也吃盡了苦頭，

如果現在他們再來，每個人應該「刮目

相看」了吧！（作者為知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