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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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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微醺。座次名牌印製，除嵌入當地景

點，附帶宣導簡述，席散，訪客可自攜

回留念，雖卡紙一片，也見用心。

此後七日，訪團所至，地方領導，

無不盛意拳拳；全陪幹員，不僅俱見連

繫靈活，前置作業，細緻慎密，設想周

延，還能做到遇風薑茶驅寒、逢雨備傘

這樣的「貼心」，令你在「一見如故」

的友誼橋上，感受「視客如親」的温

馨。

首訪簡牘博物館

17日晨八點半，訪團為避免與人潮

雲集，趕在長沙簡牘博物館開館之前到

達，作為首波參觀者；該館是目前海內

外集簡牘收藏、保護、整理、研究和展

示於一體的頗具規模的現代化專題性建

構，也是當地一個重要文化景點和對外

開放窗口。主要藏品，包括三國孫吳紀

年簡牘、西漢簡牘、西漢長沙王后「漁

陽」墓簡牘、和一些近年相繼出土的歷

代文物精品。

極其難能可貴的是17冊吳簡專著，

近400篇學術論文，費時十載，塵封千

年，於今重現世人面前，如此絶代精

華，我們何幸，還能讀到這樣鮮活的歷

史。也欣見今日大陸着力於傳承、保

存、發掘、弘揚民族文化。

館內文物書誌，僅隨導覽介述緩步

樓層，粗識存真，不及細看；出口一座

老樹盤根巨型「孔雀開屏」木雕，竟然

也是難得一見的奇珍；門前正體秀勁書

法館名，猶自散發一股永垂不朽的莊嚴

浩氣。

訪團依序拜會湖南省僑聯，於座談

交流、餐敍後，前往參觀岳麓山抗日紀

念碑，並獻花致敬，嗣即向常德開拔。

都市桃源數常德

1943年11月中日會戰於常德，中美

空軍曾於此結集，對抗日寇機艦，獲致

重大戰果，被喻為「東方的史太林格勒

保衛戰」，擊斃進犯敵軍逾萬，國民黨

主要參戰將領孫連仲、王耀武、胡璉、

張靈甫等七人，海軍還曾以英國贈艦一

艘命名為靈甫號，用示崇念。嗣於「重

慶艦」叛變後，英人即索還「靈甫」。

常德市現採「都市桃源」、「夢

裡水鄉」、「現代常德」為邁向未來的

總體規劃，集文化、教育、休閒等功能

於一爐；其展示館樓高四層，藉現代化

高科技動感演示，電子巨帙，隨手感應

翻閱；舉步足下，透明流動花海、迎面

而來，虛擬、聲光、投影、還原歷史場

景，從趣味與知性的結合，讓你在短短

一兩小時內，體驗到生動翔實的城市過

去、現在與未來。無疑是一項超前紛陳

的進步設計。

親訪常德會戰紀念碑，弔英魂，

是身在「華夏第一城」的要務；走讀

「文化詩牆」，暢遊「柳葉湖」，則為

捕捉這個城市的神韻。詩牆，即無千家

之詠，亦數以百計，舉凡行草隸楷，鐘

鼎籀篆，低徊壯烈，寫景述懷，各體紛

陳，珠璣懸壁，各方遊旅，無須坿庸風

雅，一旦選讀，神交所悅，便得繫心之

趣。逾一箭之遙的東西兩牆，訪團無法

流連盤桓，只能委諸行色匆匆，唯藉攝

錄留去思而已。

柳葉湖畔，時值風和日麗，水波

不興，垂柳如畫，場景入詩，但見座椅

休閒，坐臥悉隨尊意，公共健身運動設

施，則正材盡其用，水泥廣場，一男以

長鞭驅動陀螺，拍然有聲，長「嗚」不

絶，自得其樂。

午餐，承常德市人民政府設宴；車

窗揮別，即直放張家界。

看山是山登絕頂

未到張家界，不知它奇峰林立如春

筍，未登黃石寨，會錯過山奇、水奇、

雲奇、石奇、樹奇和珍禽之奇，尤其

無限風光在險峰，它勢拔五岳，名動全

球，由於群峰形勢險峻，易守難攻，當

年日寇未敢輕越雷池半步；「六奇閣」

巍然矗立於黃石寨頂，觀景台海拔1180
米，摘星台為最高，據說每逢星光燦爛

之夜，伸手可以摘到星星，引人遐想；

階梯分段，計逹3,878級，筆者並非不

知老之已至、天高地厚，基於導遊一句

「不走回頭路」，只能隨團拾級而上，

個人全程未飲一口水，驚覺竟然挑戰

生平徒步登臨最高峰，不獨考驗心臟負

荷，未傷筋骨，睡前僅以温水淋浴，未

招按摩，翌日了無疲態，有如神助，贏

得同儕及僑聯陪團幹部一致激勵！

一行失諸交臂的，是未入地下「魔

宮」黃龍洞，雖然無限風光在險峰，

但1983年發現的黃龍洞，全長逹11.7公
里，垂直高度40米，面積48公頃，內分

旱、水各兩層，遍布由數千萬年石灰質

溶液凝結而成的鐘乳、石箏、石柱、石

花、石幔、石枝、石管、石珍珠、石珊

瑚等，可謂無奇不有的大自然「絶世奇

觀」；二千多根拔天而起的石筍，異彩

紛呈於「大龍宮」內。

據悉，已生長20萬年的「定海神

針」，經投保一億人民幣，萬年雪松，

更是精華所在；回音壁，猶如萬古不滅

的謳歌。金鞭溪，沈從文曾為它的幽深

賦詩，因為它五步一處美景；十步一個

傳說，一株綠樹，可能紀錄一段往事，

一朶水花，也能述說一個掌故，羣猴貪

吃、溪澗魚游。手鼓咚咚招來客，絃歌

不絶譜新聲，待你氣定神閒，林下小

坐，才發覺自己正走進一部百讀不厭的

大書，即未得道，已滌盡凡塵，雖然人

間自有真情在，也莫如山中七日，世

上千年。走馬兩日張家界，是遠遠不足

進窺全貌的。它真是個「春有百花秋

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如無閒事成罣

礙，便是人間好時節」所在。

訪古探勝下四城

3月20日行程依序進入第五日，揮

別張家界，帶不走一片雲，那些千載蒼

松、萬年峭壁、長壽甘泉，透過山嵐立

期約－「我有珍稀待知客，猶盼當世結

緣人！」但人生苦短，天地悠悠，即無

俗務蝟纒，還得隨緣隨喜。

湘江流域，往昔多植芙蓉，而有

「秋風萬里芙蓉國」的史筆，兼具「九

州糧倉」「有色金屬之鄉」的美譽，又

輩出重臣俊彥偉人，如晚清左宗棠與曾

國藩；辛亥革命元勳黃興、蔡鍔、宋教

仁。還有翻江倒海、水起風生、改變時

代長河的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賀

龍；從木匠到藝壇巨擘的齊白石等等，

可證山川靈秀多人傑，良有以也。

專車飛馳催人懶，坐擁春夢到古

城，邂逅鳳凰，方知縣境42萬人口，乃

由苗、漢、土家等28個民族組合，並以

24萬苗族社羣為主體，2001年即被列為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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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需付價值不菲觀光費，當局

藉文化旅遊為主導，帶動農業產業化、

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的「一業帶三

化」，以繁榮經濟。訪團於長龍人潮之

後，10人一船沿河道攬景賞勝；登岸放

步石板路，遊目古雅純樸風采；酒坊以

葫蘆為盛器，一葫在手，便可能自成醉

仙；手鼓賣店，促銷價一鼓80元，令人

動心，沉沉有韻，引人入勝，終因考量

攜帶不便，割捨於無奈。同仁大包小

包，多着眼土產、手信、新奇食品，一

在嚐鮮，次在不虛此行。

瞥見兩漢合挑巨石一方，填補路

基，尚無機械替代，足證勞動力之於古

城現代化進境，還須假以時日。

晚餐，承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設

宴；翌日離城前，訪團特作一次意猶未

盡的巡禮，繼赴懷化，參訪芷江抗戰受

降紀念館、美國飛虎隊紀念館；個人從

史料、兵器文物的陳列，回顧顛沛流

離、老少聚散於苦難，份外感知離亂之

痛、邦誼交融之可貴，以及戰爭的殘

酷。及至目睹受降儀式、日酋威儀盡失

現場臘像，衷心稍獲欣慰。

邵陽和衡陽，同是訪團兼程參訪的

重鎮。

快馬加鞭到兩陽

建城逾2500年的邵陽，它南屏五

嶺之秀，北障雪峰之險，資水橫貫、邵

水交匯，丘陵起伏，人口逹820萬，居

湘省之最，盛產蜜桔、辣椒、臍橙、黃

花菜；酒業、乳品、汽車，馳名中外，

蔡鍔、魏源（思想家）、桌球皇后鄧亞

萍，均系出於此，從昭陵、邵陵、邵

州、寶慶，先後五易其名；族羣結構，

含漢、苗、回、瑤、侗等達40族裔。

由於訪團行程，22日已迫近尾聲，

所以從懷化到邵陽，只能算是過客，除

叨擾當地人民政府一頓中餐，敬領盛

情，幾乎席不暇暖，循兩小時高速路車

程直取衡陽。

筆者六歲逢戰亂，依親逃難，乘

粵漢鐵路列車過衡陽，途經廣西冷水

灘，架上全家細軟（包袱），於夜半熟

睡中，全遭不明人士席捲，若非母有先

見，將關金現鈔一疊，以小布袋貼身預

藏在我胸前，定將呼天不應，其困可

知。數十年後重臨斯土，當然不能無感

於物換星移、滄海桑田的慨嘆！

專車入市便直指衡陽保衛戰紀念

館，接待手冊簡介有南岳衡山坐擁五岳

獨秀美譽，不僅山奇水秀，人文薈萃，

風光迷人，馬英九、劉兆玄、「詩魔」

莫洛夫、作家瓊瑤、龍應台等都是衡陽

產。清初大儒王船山，還於此帶出從學

弟子曾國藩；說「客至雁城不思歸，雁

到衡陽不南飛」；春日烟雲夏蒼松。金

秋旭陽冬白雪，並為人所稱道的「四

奇」。

紀念館羅列的戰史與實物，以「忠

烈壯國魂」為展覽主題；參與1944年長

衡會戰的國民黨主要將領，計有薛岳、

方先覺、周慶祥、容有略和葛先才，日

寇為打通粵漢鐵路，不惜以主力增援強

攻衡陽，我方粵藉主將薛岳（伯陵）身

先士卒，手持一瓶白蘭地，滿臉通紅衝

鋒陷陣鼓舞士氣；營長黃鏘（後積功晉

任少將），曾著有「血戰衡陽48天」，

詳述經過，並親書行草立軸一方，錄杜

甫嘆諸葛武侯「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

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一詩，

於裝裱完成，持贈筆者。

是役國軍卒因寡不敵眾，致衡陽失

守，依據中日雙方公布長衡會戰中傷亡

人數都逹6萬人。可謂不僅棋逢敵手，折

損也一致於「旗鼓相當」。

紀念館址設在陸家新屋，是會戰的

珍貴遺址，記述緣於1944年6月27日，一

小隊日寇騎兵，闖入該處，翌日為國軍

獲悉，以一排兵力圍剿，激戰半月，致

令該屋嚴重受創，至今南牆10處，還保

留彈痕，見證日寇侵華罪不可逭，也愓

勵國人須居安思危，毋忘國耻。

樂在豐收載酒還

南岳衡山忠烈祠，訪團是在凄風苦

雨中，徒步拾級而登表追思，專車急馳

下山，即轉往辛亥革命紀念館。

忠烈祠被列為大陸國家級抗戰烈士

紀念陵園，分為祠宇和墓葬兩大部分，

採祠依墓建、墓依祠立結構，分牌坊、

七七紀念碑、紀念亭、堂和享堂同在一

中軸線，連成一氣，碧瓦石牆、翠柏

蒼松，而得莊嚴肅穆格局，兼具祠宇巍

峨，石雕俊美的景觀，足適烈士忠魂，

安息於此。

由於時間所限，無緣一登南岳，雖

心嚮往之，接待領導，恒以「唯有抱憾

繫心頭，才會欣然乘緣來」作期約。

回程登機前，部份同仁還在機場分

裝醇酒，各項消費所得，不嫌累贅。

走馬七日，堪稱「華夏佳勝迎稀

客，百代滄桑入眼簾」，訪團成員，因

知惜福，樂在豐收，因知惜緣，備見和

諧！（作者為本會理事）

▲衡陽南岳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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