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南抗戰史蹟之旅
兼談雲南少數民族文化風俗

華僑協會總會的前身「南洋華僑

協會」是在抗戰的炮火中正式組織起來

的。2015年適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台

海兩岸各有若干紀念和慶祝活動，各種

文獻出版、紀念館整修等工作如火如荼

地展開。華僑協會總會則決定在熱潮稍

微冷卻後的2016年組織參訪團，前往大

陸上某一些與抗戰重要史事有關的地

區，以使會員重新認識抗戰歷史與華僑

▓林如意

協會總會的源起。

本文將介紹華僑協會總會參訪團的

雲南抗戰史蹟參訪情形。本團由華僑協

會總會第18屆秘書長廖俊傑擔任團長，

行程從2016年3月8日至3月15日，共計

八天七夜，行經的地區依序是：昆明、

騰衝、大理、麗江、香格里拉、昆明。

本團參訪重點在於騰衝的國殤墓園、滇

西抗戰紀念館、昆明的抗戰勝利紀念堂

▲騰衝「國殤墓園」。

等；除了嚴肅的紀念和拜會行程之外，

也不免有較為休閒的參觀活動，因此和

順古鎮、大理古城、麗江古鎮、玉龍雪

山、普達措國家公園等也成為團員最期

待的行程。

參訪團由台北出發，3月8日傍晚

抵達昆明，次日（3月9日）清晨五點多

即出發前往機場，搭機赴滇緬邊境的騰

衝，披星戴月，開始感受抗戰時的堅忍

奮鬥氣氛。

騰衝「國殤墓園」

前往騰衝的主要參觀項目是「國殤

墓園」、「滇西抗戰紀念館」與「和順

古鎮」、「滇緬抗戰博物館」，其中三

個是抗戰的歷史紀念，而和順古鎮則是

與華僑移民往東南亞密切相關，都是此

行的考察重點。

騰衝位在雲南西部的偏遠地區，鄰

近中國和緬甸的邊界。1941年12月太平

洋戰爭爆發後，中國與英美同盟作戰，

1942年初中國軍隊開始進入緬甸，與英

國軍隊合作協防，於是緬甸和雲南接壤

地帶成為主要戰場之一。4月2日中國抗

戰後方唯一的一條國際通道─滇緬公路

被封閉，5月5日國軍與日軍在雲南怒江

的惠通橋對峙，5月11日騰衝被日軍攻

陷。5月26日入緬的國軍遠征軍師長戴

安瀾陣亡。1943年11月緬北會戰開始。

1944年5月，為了收復滇西失土，打通

滇緬公路，使同盟國的援華物資得以輸

入，中國遠征軍發起了滇西反攻。遠征

軍第二十集團軍以六個師的兵力強渡怒

江，仰攻高黎貢山，與日軍展開血戰。

接著國軍在盟軍配合下，圍攻騰衝城，

▲騰衝「滇西抗戰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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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展出抗戰的實物272件，內容分為

「驛路商旅翡翠城、救亡的吶喊、859個
日日夜夜──騰衝抗戰、炮火中誕生的

大動脈、歷史的豐碑」五個部份。

「國殤墓園」和「滇西抗戰紀念

館」維護得相當完好，也忠實地呈現了

抗戰時期滇西國軍和遠征軍犧牲慘烈的

情況，只可惜陳列室禁止拍照，使得館

方費心收集的實體物品和文件無法經由

照片向世人展示。

和順古鎮

在瞭解滇西抗戰史、騰衝抗戰史

之後，華僑協會參訪團來到騰衝轄下的

「和順古鎮」。被譽為「中國魅力名

鎮」的「和順古鎮」是雲南著名的僑

鄉，據稱，全鎮人口有6,000多人，而僑

居海外的和順人則達到12,000多人。

和順古鎮始建於明朝，為漢族古

鎮。騰衝是古代川、滇、緬、印的南方

陸上「絲綢之路」必經之地，和順就在

這「官馬大道」之旁。雲南的馬幫人士

早已與緬甸進行玉石貿易。至今還可以

看到工匠在和順古鎮中雕琢玉石的情

形，「玉出騰越」的招牌也迎風招展，

玉石賭博是「三分眼光、七分運氣」，

有的一舉大發，有的血本無歸。當馬幫

人士衣錦還鄉之後就在和順修建宅院，

也出資興建宗祠。各種風格的建築物，

在這兒和諧共存，各顯異趣。  
鎮內有「滇緬抗戰博物館」，館址

是當年遠征軍反攻騰衝指揮部的舊址，

於2005年7月7日開館，紀錄了1942年至

1945年中國遠征軍的歷史，館藏有不少

文物和老照片。

▲和順古鎮。

與敵人展開殊死巷戰，最後於9月14日收

復騰衝。國軍隨即與緬北遠征軍會師。

騰衝一役共殲滅日軍6000餘名，遠征軍

官兵陣亡9,168名，盟軍（美國）官兵陣

亡19名。國軍滇西作戰的這些英勇史事

在騰衝的「國殤墓園」和「滇西抗戰紀

念館」展示出來。 
騰衝的「國殤墓園」和「滇西抗戰

紀念館」兩者緊鄰。「國殤墓園」建於

1945年7月7日，安葬著1944年9月14日
中國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克復騰衝時陣

亡的將士和盟軍戰友。園內依著山勢，

樹立了許多墓碑，有些有姓名，有些只

有集團軍各師番號。沿著墓碑，拾級而

上，山頂上樹立著一座方尖碑，頂端有

「青天白日」，上書「遠征軍第二十集

團軍克復騰衝陣亡將士紀念塔」，下方

是李根源書「民族英雄」四字。墓園由

國民黨元老李根源先生倡議，國民政府

撥給專款，海外華僑慷慨解囊捐資興

建，1944年冬動工，1945年7月7日落

成。墓園落成時，由李根源先生取楚辭

「國殤」之篇名，題為「國殤墓園」。

墓園前面有一座「忠烈祠」，由

于右任先生題字，另有蔣中正先生題的

「河嶽英靈」、蔣中正題李根源書的

「碧血千秋」，木門上的對聯「氣壯山

河成仁取義、光照日月生榮死哀」是當

時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所題，每一扇門板

上都有「青天白日」國民黨黨旗，堂內

正中央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像和總理遺

囑，兩側有中華民國國旗和國民黨黨

旗，供桌上佈滿鮮黃菊花，顯示每日都

有專人整理打掃和供應鮮花。

「國殤墓園」於1994年由中華人

民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命名為「滇

西抗戰紀念館」。「滇西抗戰紀念館」

除了「國殤墓園」之外，另有兩個陳列

▲騰衝「國殤墓園」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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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宗教、經濟貿易之交流中心。

城內還有一座「總統兵馬大元帥

府」，一度是杜文秀的元帥府，始建於

清代康熙年間，原為雲南提督府衙門，

1856年杜文秀反清，攻佔大理府城後，

在此設元帥府，1872年失敗，此處恢復

為雲南提督府衙門。

大理古城的周邊櫻花盛開，為古城

增添了一抹春意。城內銀器店甚多，製

作精美的手鐲、筷子和各種銀製工藝品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也成為此行採購的

重點之一。

大理市屬於雲南白族自治區，白族

崇尚白色，衣服底色多白，加各種繡花

紋飾，屋宇亦多白牆，以水墨彩繪畫上

風景、花鳥及各種格言的書法。 
走過大理古城後，往蒼山第一峰的

「天龍洞」參觀，搭纜車上蒼山，山上

可眺望洱海全景，視野遼闊；進入洞內

參觀，奇石嶙峋，曲折走來，巷道忽寬

忽窄，或高或低，變幻莫測。   

麗江古鎮

揮別大理古城，來到著名的麗江

市，首先進入眼簾的是秀麗的古鎮。名

聞遐邇的麗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遺產。

此時正是華燈初上時分，穿街走巷，看

不盡古屋、古字畫、新文創、新工藝，

街上小橋流水、彩石小巷、古樹新芽，

兼以中外男女、衣著繽紛地穿梭其間，

好不熱鬧。   
次日一早（3月11日），參觀麗江的

白沙壁畫和白沙古鎮，此為納西族文化

古鎮。納西族現仍保存其獨特的東巴文

字，是象形文字的一種，似圖似字的東

巴文字頗得樸拙的趣味。納西族東巴文

化廟則在玉水寨內，是納西人精神寄託

▲大理古城。

「滇緬抗戰博物館」附近有一座

「和順圖書館」，凸顯了和順居民「不

務正業」躲藏在圖書館讀書的雅趣。

「和順圖書館」建立於1928年，是受

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成立，

目前還留有一磈胡適題字的「和順圖書

館」匾額。此圖書館是由和順旅居緬甸

的華僑捐資創辦的，現有圖書八萬餘

冊，分藏古籍、民國、現代三個書庫。

「和順圖書館」旁邊的「和順大

馬幫博物館」則述說著「和順古鎮」的

馬幫販運史和出洋移民史。「和順大馬

幫博物館」內有「馬幫館」、「滇商

館」、「走夷方館」等。

少數民族風俗

此行除了參訪抗戰史蹟之外，由於

雲南是少數民族聚居之省份，境內少數

民族多達數十族，故而此行也成了少數

民族的風俗文化學習之旅。本團的領隊

是旅行社的李文香小姐，團員有幸由她

帶隊，展開豐富的雲南文化之旅；沿途

的當地導遊則由雲南的幾個人口眾多的

少數民族男士和女士出任，稱職地補充

了團員的民俗文化知識。

本次的參訪行程中，當地導遊分別

由彝族、白族、納西族、藏族的姑娘、

勇士們擔任。下文列表說明各族姑娘、

勇士的稱謂。

族別
對女士
的稱謂

對勇士的稱謂

彝族（昆明
市、楚雄
市）

阿詩瑪
阿黑哥（勤勞努力者）
阿白哥（好逸惡勞者）
阿花哥（遊手好閒者）

白族
（大理市）

金花 大鵬哥

納西族（玉
龍雪山、麗
江市）

胖金妹 胖金哥

藏 族 （ 迪
慶、香格里
拉縣）

卓瑪 札西

離開和順古鎮後的行程都與少數民

族有關。由和順古鎮出發，前往大理，

夜宿大理。

次日（3月10日）參觀「天龍八部影

城」和「大理古城」。在「天龍八部影

城」參與拋繡球招親活動，本團有一位

先生很幸運地接到繡球，成為當天的新

郎倌，憑添不少旅途中的趣談。

大理古城

大理府城臨近洱海，依傍蒼山，

始建於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

原城牆四方各長1500公尺，但大部份已

毀壞，目前僅存約300多公尺的城牆，

城的四方有門樓和角樓，城內建有「五

華樓」，目前古城基本上保留了明代的

城市格局。大理古城同時連接茶馬古道

及西南、西北、海上三條絲綢之路，是

漢人、少數民族與週邊國家和地區的文

▲胡適題字：和順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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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年），潭水清澈如玉，是麗江古

城水系的源頭。 

虎跳峽

走過麗江，進入高原地帶，藏族

人世居的香格里拉縣轉眼逼近。香格里

拉的第一站是虎跳峽，也是地勢較低的

景區，或許正測試著團員們適應高山氣

候的能耐。虎跳峽以其「雄、奇、險、

峻」著稱於世，是世界自然遺產「三江

並流」的主要部分，三江是指金沙江、

瀾滄江、怒江。

離開虎跳峽，藏族導遊即要團員準

備「氧氣筒」備用，並且要大家注意以

下各事：晚上氣溫更低，防寒及防呼吸

困難；走路速度減慢，以免呼吸不暢；

晚飯後早一點休息，減少活動；不要喝

酒；最好是不洗澡，以免身體不適。

高原症候群

唯一一晚住宿在香格里拉的旅館，

充分感受到高原症候群的威力；晚上有

不少團員因呼吸困難，無法入眠。第二

天（3月13日）特別安排較晚開始參觀活

動。上午十點出門，前往「獨克宗古城

區」，這是藏族的古城，但因先前的一

場大火，城區已毀了三分之二，部份建

築物正在重修中。

「獨克宗古城區」有龍王廟，也有

世界最大的轉經塔，團員們紛紛進廟參

拜，用力推動經筒三圈，祈求平安。   
 由「獨克宗古城區」轉往「普達措

國家公園」，遊覽車逐漸往高山行進，

大部份團員已嚴陣以待，全身包裹妥

當，有人開始使用「氧氣桶」，一部分

團員在中途因身體不適而決定不再走行

程。  

普達措國家公園

「普達措國家公園」於2006年開

放，擁有珍貴的原始森林、稀珍的植

物、動物，環境維護相當用心，主要景

點為屬都湖、彌里塘、碧塔海等。3月

13日雖然氣溫很低，但是天氣晴朗，白

雲與碧湖相互輝映，澄明無染；牛羊群

偶爾飲水湖邊，悠閒自得；而地上積雪

在樹枝之間亂竄，彷彿國畫中的潑墨山

水。

難忘的「普達措國家公園」美景，

為此次高原之旅畫下句點。

昆明「抗戰勝利紀念堂」

當天深夜別了高原，我們搭機往昆

明。次日（3月14日）的昆明行程，首站

是「抗戰勝利紀念堂」。此處原為清代

雲貴總督衙門，後來為了紀念抗戰勝利

而興建了「抗戰勝利紀念堂」，1946年
完工，目前並無任何抗戰時期的遺物留

▲虎跳峽。

之神聖殿堂，團員們多半在這兒寫一木

片，為自己和家人祈福。  

玉龍雪山

玉龍雪山風景區位於麗江西北的

金沙江畔，在此觀賞戶外的大型表演

「印象麗江」，由雲南少數民族居民擔

綱演出。之後即搭纜車進入玉龍雪山風

景區，三月的雪山，積雪未化，山色灰

白與深綠交織；山中的「雲彬坪」區保

存了千年古松，筆直樹立，挺拔參天；

而「藍月谷」區的潭水忽而轉藍，忽而

轉綠，天青藍色耀眼炫目，潔淨無瑕；

「聽濤湖」區只見遠處雪山成了近處瀑

布的背景，白山藍水合為一體，只有盡

心維護的高山中才可得此美景。 
從玉龍雪山回到麗江市，經過一晚

的休息，第二天（3月12日）再出發前往

「束河古鎮」。

束河古鎮是茶馬古道的重要驛站，

過去是馬幫的皮毛、皮貨交易的重鎮，

如今則有不少皮貨店，鎮內有一茶馬古

道博物館。走訪束河古鎮，清晨寒冷，

氣溫偏低，團員們包裹束縛，只露出雙

眼，猶如打家劫舍的好漢。石板古路搭

配著防災的水道，具有避免火災蔓延肆

虐的重要功能。櫻花樹隨處招搖，春意

滿城。

麗江市的最後一站「黑龍潭」是

山水合一的最佳寫照，公園不甚廣闊，

卻把麗江附近的全部景色收納其中，近

處可見亭台樓閣，遠處則是積雪未化的

玉龍雪山。黑龍潭始建於清乾隆二年

▲玉龍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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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譜寫抗戰悲壯史詩
長沙 常德 芷江 衡陽抗戰史蹟巡禮

2015年，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

世界各地華人風起雲湧舉辦各式慶典活

動，從追根究底的學術研討，到撼動心

弦的盛大閱兵，形式各異，宗旨則一。

因抗戰而誕生的華僑協會總會自不落人

後，分別於2016年3月8日至15日、3月16
日至23日，舉辦了雲南及湖南兩地抗戰

史蹟巡禮之旅。

前者，由第18屆秘書長廖俊傑帶

領20位團員，造訪騰衝國殤墓園、滇緬

抗戰博物館；與此同時，拜訪雲南省僑

聯，受到高峰副主席、楊文泉處長熱烈

接待。

不到湖南不知抗戰的悲壯

後者，由第18屆理事長陳三井率

▓路華平

團36人，造訪岳麓山抗日紀念碑、常德

會戰紀念碑、芷江抗戰受降紀念館、衡

陽保衛戰紀念館、衡山忠烈祠，見證了

湖南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譜寫出驚天

地、泣鬼神的悲壯史詩，波瀾壯闊，永

垂青史；與此同時，拜訪湖南省僑聯，

受到朱建山書記、孫民生副主席的熱情

接待，尤其是郭劍虹處長全程陪同，細

心聯繫協調各地僑聯，讓此行抗日史蹟

巡禮之行，既盡善又盡美矣。

親炙這些以血淚鋪陳的史蹟，終能

體會古語「無湘不成軍」意涵，眾志成

城，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筆者非

史學工作者，從未深入探討抗戰大小戰

役，然從長沙出發，經常德、張家界、

存。

下午的行程是前往世界自然遺產的

「石林國家地質公園」。此處石林屬於

喀斯特地質，有許多化石、鐘乳石、礦

物、寶石等，形狀各異，有的似動物，

有的似人形，別具奇趣。

拜訪雲南省僑聯

雲南之行的最後活動是3月14日傍晚

前往昆明的「雲南省民主黨派團體辦公

大樓」，拜會雲南的各民間團體。接待

單位主要是雲南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另

有中國致公黨雲南省委員會、雲南省台

灣同胞聯誼會等，首先由雲南省僑聯副

主席高峰先生致詞表示歡迎，並介紹雲

南省各黨派、各單位之代表，其次由本

團團長廖俊傑秘書長致謝辭，並介紹團

員，而後雙方簡單交流並致贈禮物，僑

聯贈送抗戰相關書籍給華僑協會總會。

除了僑聯副主席高峰先生之外，雲南省

各黨派、各單位之代表出席者有：雲南

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對外聯絡處處長楊文

泉先生、中國致公黨雲南省委員會副主

委楊華英女士、雲南省台灣同胞聯誼會

秘書長何文原先生、致公黨聯絡處竇

孝勇先生等十來位。晚宴在同一大樓舉

行。在雲南各黨派人士的祝福聲中，圓

滿結束本團的旅程。

此次行程，團員表現了良好的體

力，起早歇晚、長途跋涉、對抗高原症

候，獲知了一些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

禮儀；最重要者，對於雲南抗戰史、雲

南僑鄉的歷史有了粗淺的認識，不失為

知性之旅。（作者為本會會員，現為國

立暨南大學教授）

▲拜訪雲南省僑聯。

▲右起：本會第18屆理事長陳三井、湖南省僑聯朱建山書記、孫民生副主席、
翁少蘭副主席、郭劍虹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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