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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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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名第十位。

接著話鋒一轉，袁新華說，1930至

1945年，堅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湖南

人高舉救亡圖存的大旗，以鮮血和生命

保家衛國，先後經歷了長沙、常德、衡

陽六次會戰，傷亡262萬多人，為抗日

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留下了

常德會戰紀念碑、岳麓山抗日戰爭紀念

碑、衡山忠烈祠、懷化芷江受降館等重

要遺蹟。

而在台灣抗日方面，袁新華引用

習近平的話，讚譽台灣同胞在抗日戰爭

中，用鮮血和生命證明自己是中國人，

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離的成員。

兩岸同胞雖隔著海峽，但命運卻是緊緊

相連的，在日益頻繁的交流中，湖南省

政府也舉辦多次湘台交流活動。

結語前，袁新華讚譽本會致力於僑

史研究，廣泛聯絡海外僑界，傳承中華

文化，與中國僑聯舉辦多次僑史研討會

及服務華僑論壇，她希望此次友誼之旅

與合作之旅，更加深化湘台僑界交流。

酒過三巡，陳三井應邀致詞表示，

今晚盛宴就如同在北京的釣魚臺賓館一

樣，相當高規格，他代表全體團員表達

感謝之意。他接著說，華僑協會總會74
年前誕生於抗戰時期的重慶，今日到湖

南參訪抗戰史蹟，就是要飲水思源，緬

懷先輩先賢保家衛國的壯烈事蹟。抗日

戰爭是中華民族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

長久戰爭，前後長達14年，在這一場戰

爭中，湖南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22次
大會戰之中，湖南就佔了6次，也就是

說，抗戰的主要戰場都是在湖南，軍民

的犧牲自然也最大。總的來說，湖南所

提供的兵源、民伕與軍需棉花，在全國

都是數一數二的。所以，湖南對抗戰的

貢獻是相當了不起。

陳三井又說，本會原本規劃四條抗

戰史蹟參訪路線：一是雲南線、二是湖

南線、三是上海南京線、四是重慶線，

其中湖南線參加人數最多，因為大家都

知道湖南抗戰史蹟最多，一定要來看

看。他提到2015年孫民生副主席率團到

台北訪問本會，兩人一見如故，孫副主

席邀請我們到湖南訪問，所以我們就來

了，本以為只是隨便請吃個便飯而已，

想不到以如此高規格接待，而且動員全

僑聯接待，讓我們受寵若驚，實在讓是

過意不去。陳三井說，就算是我們回請

十次、百次，都難以回報此次受到的熱

誠接待。

晚宴結束前，袁新華致贈本會湖南

特產菊花石，陳三井則回贈本會水晶座

及甫出版的《春江水暖我先知─僑協兩

岸交流實錄》一書。大家在歡笑聲中，

結束今晚七十分鐘的盛宴。

到湖南的第一晚，受到如此盛情的

款待，能不帶著笑意進入夢鄉嗎？

長沙簡牘博物館

昨晚抵達長沙，暗夜中看不清市

容，本以為長沙是二千多年古城，必然

是古建築連連。豈料，第二天一早，天

色大明，所見盡是高樓大廈，竟看不到

明清時期古建物。經導遊說，因為1938
年11月一場我國歷史上毀壞規模最大的

人為火災，燒光了長沙所有明清建築，

二千多年古城，盡成廢墟。所以，長沙

不像大陸其他的大城市一樣，保有部份

有歷史意義的明清時期古建物。

懷化、邵陽、衡陽，再回長沙，繞行大

半湖南，方知湖南承受對日抗戰之重。

仿創會理事長吳鐵城名言，筆者要說

「不到湖南不知抗戰的悲壯」。

此外，流連於張家界的奇山怪石，

金鞭溪畔古松參天，十里畫廊猶似捲軸

山水畫冊，此山此景此林，堪稱舉世

絕無僅有。鳳凰古城石板路上，人聲鼎

沸，摩肩接踵，沱江泛舟，古城之美，

似停留在明清時光。

湖南省政協袁新華副主席宴請

就在出發前一天，接到湖南省僑聯

蔡波科長電話，叮嚀說，3月16日晚7時

將由湖南省政協袁新華副主席在融程酒

店宴請我們一行。豈料長沙黃花機場海

關行李檢查甚嚴，當日出海關已近下午

七時。孫民生副主席、郭劍虹處長在機

場迎接，在他們兩位引領下，朝融程酒

店出發。

抵達時，已近八時，讓主人袁新華

副主席、省台辦馮波主任、省僑聯朱建

山書記等久候，頗感歉意。

晚宴由朱建山書記主持，介紹完與

會嘉賓後，首先請袁新華致歡迎詞。袁

新華說，她謹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熱烈

歡迎我們一行到湖南省參訪抗戰史蹟，

開展聯誼交流。

有關湖南省概況，她說，湖南省

位於洞庭湖之南，故稱湖南，又因省內

有最大河流湘江，簡稱湘，又因盛產芙

蓉，亦有芙蓉國之美譽，面積22萬平方

公里，人口7300萬人。

在經濟發展方面，她說，年產值達

到2兆9,500億人民幣，在大陸31個省市

▲湖南行程地理位置圖。

▲湖南省政協袁新華副主席宴請本會參訪團。
上圖：互贈紀念品，下圖：袁新華副主席、陳三井理事長分別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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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魅力湖南；三是慈善中華，愛心湖

南，也就是要做好海外聯誼、新僑創

業、華僑產業和能力建設等工作，發揮

服務經濟發展，依法維護僑益，拓展海

外聯誼，弘揚中華文化，參與社會建

設。他強調，兩岸同胞一家人，湘台僑

界一家親，親上加親，只要台灣僑胞有

需要協助的地方，他們一定全力以赴，

希望海外僑胞能到湖南創業興業。

孫民生副主席也強調，湘臺兩大僑

聯組織再次交流，就像是一家人一樣。

陳三井回應他們兩位，他說今天到

省僑聯拜訪就像是回娘家一樣，受到朱

書記及孫副主席兩位領導熱情接待，賓

至如歸。對於省僑聯組織工作的廣泛，

可說是全世界僑胞之福，這是本會在人

力、能力及財力上難以做到的。所以，

今天拜訪也可以說是請益之旅，也是學

習之旅，來完善為僑服務的工作。

團員李南賢建議，兩年舉辦一次的

潮汕聯誼會能在長沙舉行。何邦立則建

議，在湖南成立「中國軍醫之父」林可

勝紀念館。張寶瑜說，能否回到她小時

候的出生地芷江看一看。

歷時一百分鐘座談會在歡愉聲中結

束，朱建山致贈本會湖南特產湘繡畫，

畫布上兩隻貓熊栩栩如生，就像是團團

與圓圓。陳三井回贈本會水晶座及《春

江水暖我先知─僑協兩岸交流實錄》一

書。

離開省僑聯前，大家在一樓廣場合

照後，步行到午餐地點餐敘。湖南臭豆

腐、湖南名酒─酒鬼，十餘道菜都離不

開辣椒，不用說這是道地的湖南菜。但

不管是重辣、中辣還是輕辣，還是有點

不太習慣，無福消受。

岳麓山抗日紀念碑

我們造訪的第一個抗日史蹟，是位

在湖南師範大學校園內的岳麓山抗日紀

念碑。主體為「陸軍第七十三軍抗戰陣

亡將士公墓  風雲長護 精神不死  中華民

國35年孟春月穀旦  蔣中正敬題」，蔣中

正三字已被鑿除。墓碑底座正面向，刻

有程潛題字「誓死衛國家以詔來者  壯
氣塞天地是曰浩然」，旁側則刻有張治

中題字「碧血丹心光耀天地」，另一旁

長沙位居大陸東西南北交通樞紐，

自然成為主戰場，那時中國陸軍總司令

部就設在芷江，就近指揮作戰。

地上古物雖被燒光了，但埋於地

下未被發掘古物則保存完好。1997年，

因為都市更新而出土數千件的竹簡及木

牘，涵蓋西漢武帝到東漢末年獻帝三國

孫吳時期，也因為這數千件簡牘的出

土，因而有長沙簡牘博物館的誕生。這

些簡牘記載了當時的土地制度、賦稅制

度、階級關係、生產力發展、軍事、地

理、人口、司法等等，包羅萬象，是研

究孫吳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

館內除了簡牘之外，也有長沙出

土的商周時期「四羊方尊」、「人面紋

方鼎」、「象紋大鐃」等古青銅器展

示，當然都是複製品，本尊真品據導覽

員說，都借給了北京國家博物館。這三

尊銅器放大好幾倍的立體圖型，置於牆

壁，頗有震懾之感。尤其是人面紋方

鼎，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是朝你瞪

眼一樣。

拜訪湖南省僑聯

此行重點除了抗日遺蹟巡禮外，當

然就是拜訪省僑聯了。緣於2015年6月，

孫民生副主席率團15人訪問本會，面邀

本會組團赴湖南參訪。就這麼一句話，

此次全部行程都經他們細心規劃，除了

張家界、鳳凰古城必訪的景點外，應該

參訪抗戰史蹟及黃興故居都涵括在內

了，尤其是拜會各地僑聯，都受到熱情

接待，非常踏實地交流，建立珍貴的情

誼。

朱建山書記說，他代表湖南省僑

聯熱烈歡迎我們到訪，在觀賞省僑聯簡

介影片後，他再次簡述僑聯工作重點：

一是創業中華，興業湖南；二是親情中

▲拜訪湖南省僑聯。

▲長沙簡牘博物館，導覽員介紹人面紋方鼎。

▲湖南省僑聯辦公大樓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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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名山忠骨萬古長存」，正後面對

「忠義觀」墓口，刻有「凜冽萬古」，

有一日軍雙膝跪姿石雕置於「忠義觀」

墓正門口前，頭低低的表示懺悔狀，雙

膝跪地石板被擊碎，散成四、五裂塊，

其上刻有「銘記    振興中華  一九四五

年」。

陳三井帶領團員獻花，並行三鞠躬

禮致敬。

據史載，三次長沙會戰國軍陣亡將

士高達13萬餘人，他們的遺骸都安葬在

「忠義觀」墓，所謂「蹈仁履義」就是

他們的最好寫照。

長沙會戰後未幾，美英政府主動向

我國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領事裁

判權，同時歸還上海、天津等地的公共

租界。天助自助者，由於我們數以百萬

計的英勇抗日戰士，視死如歸，前仆後

繼，獨立抗戰四年，敵我裝備懸殊下，

中華民族依然屹立不搖，西方列強終於

知道這隻沉睡百年的雄獅已經醒了。

常德會戰紀念碑 虎賁戰士

離開長沙，奔馳高速公路，黃橙橙

的油菜花梯田一幕接著一幕，崇山峻嶺

隧道一個接著一個，兩個半小時後，抵

達常德。

時夜幕低垂，華燈初上，在一家名

為「紅都華庭酒店」晚餐，十道菜中，

竟無一辣椒入菜，又不重鹹，很合胃

口，尤其是紅燒豬腳一掃而空，其他九

道，也是所剩無幾。廚師看了，一定會

很高興。廚藝無需過於精湛，順口家常

菜最令人懷念

翌日一早，參觀常德會戰紀念園

區。常德市人民政府易耀平副秘書長及

市僑聯陳麗君主席特來陪同，經由他們

解說，瞭解1943年常德保衛戰淒慘與壯

烈，八千三百餘守軍，血戰十日，最後

僅八十三人存活。最慘絕人寰的，莫過

於日軍將鼠疫病菌混於食物中，空投讓

百姓撿食，傳播鼠疫，造成常德三十萬

平民死亡。鼠疫就是黑死病，患者全身

長滿黑斑而死，慘狀難名。這也就是為

什麼常德人超恨日本的原因。

園區甚廣，花木扶疏，櫻花綻放。

入口為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建成的「陸

軍第七十四軍常德會戰陣亡將士紀念

坊」，其上分別有蔣中正「天地正氣」

及何應欽「萬古軍表」兩人題字，都保

存完好。

牌坊之後，矗立有「陸軍第七十四

軍常德會戰陣亡將士紀念塔」，分別有

孫科「已表精忠光日月  長留浩氣壯湘

湖」、于右任「常德之戰爭為國殤 精忠

貫日 千古流芳」、戴傳賢「御侮身殉國 
績勳耀九州 名城瘞忠骨 壯烈永千秋」、

居正「同仇敵愾效命沙場 氣吞雲夢波撼

湖湘 忠魂義魄九域飛揚 豐碑矗立萬古馨

香」等人題字。

陳三井率全體團員，向陣亡將士紀

念塔獻花，並行三鞠躬禮致敬。

紀念塔後有墓誌銘，2001年立，凡

八百餘字，敘述戰況慘烈，斷垣殘壁，

傷兵死守，彈盡援絕，八千守軍被譽為

「虎賁戰士」，領軍的程余萬則被譽為

「虎賁將軍」。

常德詩牆

離開「虎賁戰士」，前往沅江河

畔。河岸垂柳青青，猶如綠色隧道，步

道有點塌陷，據導覽員說，以前為防核

彈攻擊建造了不少地道，這些地道已年

久失修，將回填土方以防崩塌。

沅江是常德的母親河，但母親河

也有失控的時候，因此沿江岸建構了防

洪大堤。這座大堤可不是光禿禿的堤岸

而已，而是如同中正紀念堂周邊迴廊一

樣，4,000公尺長的迴廊，望去似無邊

際，牆面鑲嵌了中國各地書法名家以草

書、隸書、行書等字體書寫的詩詞1,500
首，皆獨樹一格。導覽員特別介紹全國

人大常委會前委員長喬石以行書寫屈原

賦〈離騷〉，他說，喬石完全是以書法

▲岳麓山抗日紀念碑。

▲常德會戰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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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勝，無其他因素。仔細端詳，「喬

體」2,490個字，字體端莊，筆力厚實，

的確不凡。

常德市政府宴請

詩牆懷古之後，在市政協副主席

陳偉俊、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易耀平、

市僑聯主席陳麗君等三位陪同下，參訪

常德市規劃展示館。展示館以高科技影

音，顯現常德未來發展願景與美好的城

市建設。

陳偉俊對本會的來訪表示歡迎，他

感謝本會多年來致力於僑史研究，廣泛

聯絡海外僑界，積極傳承中華文化並參

與兩岸交流交往，為增進兩岸僑界社團

交流、促進兩岸經貿文化發展，作出了

寶貴貢獻。

陳三井表示，湖南常德在中國抗日

戰爭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所以迫不

及待想要到常德實地參訪，此行很有收

穫，常德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更是一座

「抗戰英雄城」。

陳麗君則表示，此次參訪團的常德

之旅雖然時間不長，但市僑聯今後將以

此為契機，加大海外聯誼和經濟文化交

流的力度，加深大家對常德的認識和瞭

解，促進雙方交流，增進彼此友誼。

餐敘前，互贈紀念品。

張家界市政府宴請

餐後，前往張家界。二個半小時

後，就在抵達市界甫下高速公路時，張

家界市僑聯黨組書記譚賢兵上車打招

呼，歡迎我們蒞訪，並分送接待手冊。

可以想見，他等候我們的到來已經多時

了，展現的熱情，十足窩心。

是晚，張家界市市委常委劉群代表

市政府，率市僑聯黨組書記譚賢兵、秘

書長羅國榮、尹日初主任及市僑商會秘

書長代名洪等人，宴請我們一行。

晚宴，由市委統戰部副部長林長興

任司儀，他親切介紹與會嘉賓與本會參

訪團。

劉群因為主持會議而晚到，他為他

的遲到深深鞠躬致歉，並以「有朋自遠

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歡迎我們。

有關張家界的概況，他說，張家

界市是個年輕的城市，1988年以旅遊立

市，現在更以旅遊來強市，光是去年一

年便有五千多萬人次造訪，收入達到

三百多億人民幣，排除大陸人民，外來

的觀光客，韓國第一，台灣第二，都在

20萬人以上，他要特別感謝台灣同胞對

張家界市的發展，貢獻很大。

對張家界的自然風光，他引用金庸

的話「美得莫名其妙」。他說，用「絕

偉」兩字形容，絕對是夠格的，在大陸

稱得上「絕偉」的自然景觀只有兩處，

一是張家界的山，一是九寨溝的水。張

家界的山，不是一座連一座，而是一根

一根的，彼此不相連，全世界找不到第

二個這種自然景觀。

對張家界市未來發展，他說，一是

建立全面的小康夢，讓全市170萬市民

享受小康生活，另一是旅遊勝地夢，打

造張家界市成為世界頂級的自然觀光勝

地，讓世界自然遺產的光環永遠照亮張

家界市。結語時，他以「月是故鄉明，

人是同胞親」再次表達歡迎我們之意。

張家界市170萬人口中，有20多個不

同的種族，劉群說他是白族人，可是皮

膚一點都不白。雖是冷笑話一則，聽了

也會大笑一聲。

陳三井除了感謝劉群市委設盛宴款

待外，也感謝劉群介紹張家界市概況，

讓我們獲益良多，他以「三千奇峰拔地

而起，八百秀水悠然而動」形容張家界

的風光，走一趟張家界，肯定一輩子都

難忘張家界的奇景。

張家界美得莫名其妙

當晚，觀賞天門狐仙秀，以天然河

流與巨石為舞台，搭配天門山的背景，

豈是一般舞台秀可比擬的。數百演員演

出，氣勢懾人。觀賞同時，必須緊盯字

幕，才知道演出梗概。故事很簡單，樵

夫上山砍柴，救了遭眾人追殺的千年狐

狸，千年狐狸變成美女，以報樵夫救命

之恩。

▲參訪常德市規劃展示館。

▲天門狐仙秀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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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張家界一天半的時間，終於

瞭解到金庸說的「美得莫名其妙」的奧

妙。先從楊家嶺坐纜車直上峰頂，纜車

所經之處，奇山怪石老松撲面而來，及

至山頂，在名為「天然長城」觀景台，

首次近距離觀賞特立獨形的石峰，石峰

上長滿了松樹。從此一路步行，途經賀

龍公園、天子山、天下第一橋、定海神

針，再搭百龍電梯下山，足足一整天。

隔日，再赴金鞭溪、十里畫廊，讚

嘆聲連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用形容

滕王閣的「瑰偉絕特」這四個字來描繪

張家界的絕妙風景，恐怕還只是萬一而

已。

也因為此地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國家

公園，動植物皆受到保護，群松參天，

彌猴特多。猴子猴孫成群結隊，就為討

東西吃，討不到就用搶的。

結束張家界一天半的奇幻之旅，前

往鳳凰古城。當我們即將離開張家界市

時，僑聯主席譚賢兵及市僑商會秘書長

代名洪特來送行。

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宴請 
三個半小時後，抵達鳳凰古城，但

進入古城前，得要先付148塊人民幣才能

進城，廣告看板上說，這148元可以遊覽

鳳凰古城十景再加上沱江泛舟，一個都

不會少。

是晚，湘西州州委常委曹普華、鳳

凰縣委常委覃振華、湘西州僑聯主席沈

衛軍、僑聯秘書長楊子晚，在我們下榻

的鳳凰花園酒店宴請我們，他們接待的

熱情令人印象深刻。

曹普華引用廣告詞說，美麗湘西的

鳳凰古城等我們的到來，已經等了一千

年，這句話逗得我們開懷大笑。有關湘

西的概況，他說，湘西位在湖南西北，

面積1.5萬平方公里，人口294萬，以土

家族、苗族為主，約佔1/3強，漢族1/3，
其他少數民族1/3弱，他在這裡屬少數民

族漢族人。有關湘西的歷史，他說，歷

史的底蘊非常厚重，秦朝統一中國時，

湘西是中國西南邊陲的重鎮，北宋時是

當時全國十九個州之一，稱西州，軍事

管轄遠到貴州。

因為歷史厚重，所以旅遊資源豐

富。他說，湘西的美，美在沈從文的書

裡，美在宋祖瑛的歌裡。對於經濟發展

方面，他則說，湘西是湖南14個市州

中，屬於貧困的州，294萬人口中有50萬
人每日的生活費低於1.5美元，相當於十

塊人民幣，因此，經濟發展的重點就是

達到習近平主席指示的扶貧脫困，朝小

康來努力。

結語時，曹普華讚譽陳三井領導的

僑協，以學者的史觀，致力於中華文化

傳承以及兩岸的和平發展與交流。他預

祝大家在鳳凰古城，找到中國歷史的豐

厚底蘊。

陳三井回應說，在濛濛細雨中來到

湘西明珠、歷史文化古城鳳凰，感謝各

領導犧牲假日，盛情接待，除了感謝還

是感謝。去年六月，沈衛軍主席隨省僑

聯孫民生副主席、郭劍虹處長到台北拜

訪本會，因此結下今日到湖南之緣，這

是廣結善緣的福報。此行，深化交流，

有三個意義：一是觀光之旅，到張家界

觀賞世界獨一無二的奇山景觀；二是懷

舊之旅，湖南對抗日戰爭的貢獻最大，

留下許多抗日遺蹟，我們要向英雄忠魂

致最敬禮；三是知性之旅，湖南建設及

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我們要將所見所

聞透過雜誌，口耳相傳。

曹普華說話幽默風趣，隨便脫口一

句就惹得大家笑呵呵。我們就在歡笑聲

中，結束了兩個小時的熱情盛宴。

鳳凰古城晝夜皆美

鳳凰古城的夜晚，光雕倒映沱江，

靜謐美色得兼。順著沱江，走過雲橋、

霧橋、風橋、虹橋，來到迎曦門，取名

真是妙哉！

翌日一早，遊古鎮，人群一波接一

波，完全顛覆了昨晚感受到的寧靜，用

摩肩接踵也好，萬人空巷也罷，總之，

寸步難行。尤其要乘筏泛沱江時，更是

大排長龍，排上一個小時才如願。

▲湘西自治州政府常委曹普華、僑聯主席沈衛軍宴請。

▲鳳凰古城沱江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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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用餐的餐廳名為「隆源山寨

土菜館」說是山寨版的土家菜，不過這

山寨卻是青出於藍，完全透明開放的廚

房，不怕你看，完全顛覆對舊日廚房的

印象，難怪它的楹聯充滿自信，左聯是

「杯傳長帶笑愜良廚技藝隆源山寨酒菜

香」，右聯是「客去總回頭老店風光無

雙譽里聲名雅」。

芷江抗戰勝利受降舊址

告別鳳凰古城，前往懷化芷江。

一百分鐘的車程，抵達「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勝利受降舊址」，懷化市僑聯主席

童少斌、芷江侗族自治縣副縣長陳遠、

縣台辦主任張長勇等陪同參訪。在受降

紀念坊合照後，進入「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勝利受降紀念館」參觀。時間定格在

1944年8月21日。緣於1945年8月15日，

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後，8月18日，

中國政府在湖南芷江成立了日本投降簽

字典禮籌備處。

1945年8月21日至23日，中國政府首

先在芷江舉行中國戰區受降典禮，日本

代表團今井武夫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國政

府無條件投降。其後，才有9月9日岡村

寧次在南京向何應欽遞交降書，以及其

他十六個戰區陸續舉行受降典禮。

芷江是當時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

總司令何應欽指揮抗日戰爭的最後一戰

湘西會戰，芷江又是當時國府空軍主力

飛虎隊基地。因此，選在芷江接受日本

投降乃天經地義，其後蔣中正雖堅持在

南京舉行受降典禮，仍不損芷江在抗日

戰爭中的歷史地位。

「湖南抗日戰爭紀念館」與「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遙遙

相對，陳述了湖南在抗日戰爭中悲壯史

實，262萬餘湖南人傷亡，其中死亡的有

92萬餘人，難怪進館時斗大的「中流砥

柱   血肉長城」八個字，其來有自。

滂沱大雨中，參觀了飛虎隊紀念

館。倒讓我們聯想到七十餘年前，抗日

戰爭的淒風苦雨，天助自助者，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天佑我中華民族。

懷化市政府安排侗族合攏宴

離開飛虎隊紀念館，懷化市人民政

府安排在芷江和平村體驗了別具侗族風

味的合攏宴，這是侗族接待嘉賓最高規

格的宴會，長達二十餘公尺長條桌，近

距離用餐飲酒。

童少斌說，芷江是中國抗日名城，

飛虎隊紀念館展出的文物二千多件都是

華僑捐獻的，希望未來深化交流，將

有關抗日文物匯集到芷江，發展文化建

設，充實愛國教育基地。陳三井對僑聯

安排高規格晚宴就像是在北京的釣魚台

賓館一樣，表示由衷感謝，看到芷江抗

日諸多史蹟，令人震撼。

席間，侗族傳統就是不斷為客人斟

酒，讓客人永遠喝不完一樣。不過，這

種盛情，還真是讓人無福消受，只有藉

機遁逃。合攏晚宴，在「我們都是一家

人」合唱歌聲中結束。

翌日一早五時，團員張寶瑜女士

在僑聯安排下，前往她小時候出生地看

看親戚。據說，場面十分感人，哭成一

團。由此，也看出大陸在保存戶籍資料

上完善，七十年前的戶籍資料，仍無散

失。

邵陽市僑聯接待

離開芷江，前往衡陽，途經邵陽。

邵陽市僑聯主席廖榮華、副主席王道貫

設午宴接待。王道貫曾於去年六月，隨

省僑聯孫民生副主席及郭劍虹處長訪問

本會，一看到他就覺得很面熟。

 廖榮華是大學教授，他介紹邵陽市

況，人口820萬，2.1萬公里，礦產農產

豐富，交通發達，促進了經濟發展。無

邵不商，也就是說，邵陽人精於經商，

做生意買賣，在海外有二十餘萬邵陽

人，尤其是在老撾萬象、泰國曼谷、越

南河內有很多邵陽人。此次參訪團未在

邵陽停留，殊覺可惜，希望下一次能專

程來邵陽考察。

陳三井說，此行前四天風和日麗，

後四天大雨不斷，再次感謝省僑聯及市

僑聯接待。

衡陽保衛戰紀念館

離開邵陽，前往衡陽。二個小時

後，抵達衡陽保衛戰紀念館，衡陽市僑

聯主席李玲陪同參訪。

紀念館稱為陸家新屋，是百餘年前

清朝振武將軍故居，1944年6月衡陽保衛

戰爆發，這裡曾是戰場之一，至於仍留

有當時交戰時彈痕及炮擊彈射穿孔洞。

導覽介紹1944年6月至8月衡陽保衛

戰的經過，她說，日軍誇口三日拿下衡

陽，以便北上，摧毀位在芷江的飛虎空

軍基地。當時衡陽四面被包圍，未獲一

兵一卒外援，在武器彈藥、糧食藥品奇

缺的困境下，1.7萬守軍頑強抵抗，血戰

47天，遠遠超出原定的堅守10天至14天
的目標。

雖然終因傷亡殆盡而未能守住衡

陽，但他們的英勇作戰沉重地打擊了日

軍的囂張氣焰，消滅了日軍的有生力

量。日本軍史也不得不承認，守將方先

覺為「驍勇善戰之虎將」。

離開紀念館前，大家在廣場合照，

未幾傾盆大雨，以致未能參觀戶外展

區，留下些許遺憾。

是晚，衡陽市政府政協副主席劉日

煊、市僑聯主席李玲設宴接待。

▲芷江「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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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登萬步高  悠然觀磅礴

行行重行行  三湘成壯行

駕霧穿雲上征程

僑協總會選在理監事換屆前夕，除

舉辦本島「自強活動」旅遊聯誼，持續

推出四個大陸參訪團，甲線3月8日至15
日，分別以上海南京、昆明大理騰衝為

主；乙線3月19至29日，以重慶成都、

和湖南長沙為標的，定名為「抗戰遺蹟

暨尋根之旅」，每位會員補助團費6,000
元，可以攜眷結伴全費參加。

參訪團對本屆理監事來說，是一

個階段性的交替，此舉頗具「畢旅」況

味；由於行程緊湊，雖各具特色，卻大

有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之憾，結果只有

乙線兩團，成為聚焦的選擇。

原定3月17日登程的湖南長沙線，

又因華信航班機位已不足需求，只好提

▓鄧蔚林

前一日改乘復興GE3762班次。對於飛

安評鑑欠佳的「復航」，我們一行36人
仗持「吉人自有天相」的神勇，在濛濛

霧靄，視界不清的狀況下飛升；兩小時

餘的航程，氣流尚稱平穏，機長於抵達

長沙進場操作，則允稱技術高明。（回

程夜航兼誤點，在桃園上空應塔台要求

盤旋半小時，才能空出跑道着陸，航機

安然度過小小風切，於雨後的跑道滑

行。）

訪團成員，以一身冬裝步入長沙

的春暖，加上湖南僑聯代表熱切的親

迎；融程花園酒店「相見歡」晚宴，洋

溢情誼的交集，同時領教道地湘菜的奇

特與辛辣，佳餚之外，據知四具火鍋的

呈現，即是待客高規格，猶令薄酒落喉

▲長沙簡牘博物館。

衡陽市政府接待

劉日煊簡介了衡陽概況，1.5萬平方

公里，人口810萬人，是湖南重要工業

城市，此外他也簡述了衡陽保衛戰的歷

史，1.7萬軍人血戰47天潰敗，陣亡一萬

多人，因為成功拖延日軍原本想以三日

取下衡陽的進程，衡陽因此被稱為抗戰

紀念城。他說，僑協抗戰史蹟參訪團就

是要來衡陽緬懷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穫。

陳三井感謝衡陽市政府及僑聯接

待，不管是衡陽保衛戰或是其他大大小

小的戰役，都在在說明了戰爭是殘酷

的，希望未來兩岸走向和平發展道路。

餐敘前，劉日煊、李玲贈送本會紀

念品，陳三井回贈本會水晶座及《春江

水暖我先知─僑協兩岸交流實錄》。

南岳忠烈祠

翌日一早，搭乘專車前往南岳忠烈

祠，一路上風大雨大，腦海中浮起衡陽

保衛戰淒苦與悲壯的畫面，守衛的戰士

一個個倒下，成為護衛衡陽的忠魂，他

們的魂魄就在忠烈祠庇護下得到安息。

陳三井帶領大家獻花並行三鞠躬

禮致敬，祠堂內樹立了數十塊先烈的碑

石，他們的遺照及英勇的事蹟就鑲鑴在

碑石上，供後人憑弔追思。

離開衡陽，前往長沙。湖南省僑聯

孫民生副主席及長沙市僑聯劉斌主席聯

合設宴。

黃興故居

此行最後一站，到黃興鎮拜訪黃興

故居及辛亥革命紀念館，這些永垂不朽

的歷史人物與轟轟烈烈事蹟，成為連接

兩岸的紐帶。

這一趟湖南之行，繞經湖南大半個

省，憑弔抗日戰爭中為中華民族犧牲的

忠魂，湖南譜寫了抗戰中最為悲壯的史

詩，永垂青史。（作者為本會會員）

▲衡陽保衛戰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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