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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志 鍾藝

「華僑的圖書館」（三） 兩漢旅遊史話
——學習筆記（七）記得七十年代，王彬街

有很多書店，規模比較大的
新疆書店，二樓有很多中文
書籍出售，我經常去哪裡買
書，新疆書店每年都有舉辦
書展，書籍大多數是臺灣出
版的。「龍記」書店，也是

出售臺灣書籍雜誌，「老夫子」書店出售香
港報紙與雜誌。後來也有「中文書展」，出
售大陸出版的書籍。後來的書展就大巫變小
巫。據說現在唯一出售中文書籍，只有新華
書城。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的華僑週刊第
一卷，菲律賓華僑商報著名記者韋華的特寫
《華僑的圖書館》。

【烈士圖書館】：現在，讓我們看看
華僑的圖書館情形，看看他們的內容和一
切。公共的圖書館，目前只有一所，就是烈
士圖書館，微紀念抗敵殉難烈士而設，於
一九四九年六月開幕，現在每日自早晨十時
開放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六時，晚間七時
至十時，星期日半天。裡面的各類書籍，現
在總共有中文書二千五百四十六卷，英文書
六百八十餘卷。各卷包括數冊，國內外中英
雜誌三十五款。這些書籍多數還是在創設時
一口氣發動捐書運動，人家獻捐的半舊書
籍，以宗教性的書籍最多，有人捐了一筆款
項而指定購買宗教書籍的。工業部門的書最
少，只有數十本的化學工業書。這圖書館的
經費，由臨時委員會募款支持，每次捐募包
括管理費和設備購書費，目前因各種困難，
購買的事件，暫擱一邊。

【一些缺憾】：烈士圖書館管理員
說：「這圖書館是公開給各位華僑的，責任
和範圍似乎很大，但以現在圖書館情形看
來，這責任和範圍確然是太大了。我們缺少
書本，名為圖書館而缺少書本，說起來似乎
不合邏輯，我們要求僑界踴躍捐書，新舊一
律歡迎。」僑界拿手善弄的擺場喜慶玩意，
只要稍稍地節省一點下來，圖書館的書便可
多購一櫃，補助一些有讀書慾的僑胞，和造
成一個成樣的華僑圖書館。現在，烈士圖書
館的書籍太少了，不能借出，假如每本書都
備有數冊，可以借出，又將使讀者更加利便
了。公共的圖書館，這個名稱果然堂皇，然
而當你到場一看，也許會稍微感到失望，裡

面是那樣狹擠，光線不足，書籍破爛……是
一道修長形的走廊，沿室內籃球房的座位之
闢成，光線只從一個窗門和幾條日光管發
出，空氣靠一個大風扇嚨嚨地呼出。坐讀的
座位上廿名便即宣告滿座。常閱的書本都面
焦額爛，不常閱看的書本塵埃污堆。還有，
圖書館與球房相連的窗戶，可完全看到球房
裡面，所以在賽球的時候，為避免分散讀者
「注意」力，圖書館遇有球賽，都關門謝
客，一些忠實的讀者的讀書習慣由是隨之停
頓一天。

【支持她!】：由這公開圖書館目前情
形看來，缺憾的地方還是很多，這負責人必
須急起設想補救的，也是各界華僑應為鼓起
華僑讀書風氣和造就完全公共圖書館的兩大
目標，而努力捐輸灌溉的。我們在這裡參加
叫喊，要求各方面華僑培植這僅有的華僑共
開圖書館。

【華僑中學圖書館】：除了烈士圖書
館之外，較大的圖書館只有華僑中學和中正
中學這些學校圖書館。但這些圖書館只限學
生借閱，還沒有開放給大眾。華僑中學的圖
書館，在戰前曾經是內容最充實的一家，但
是經過戰時的動亂和二年前的火災，全部珍
貴的圖書破毀無存。火災之後，華僑中學從
灰燼中重建起來，圖書設備，盡量充實至
今。全部圖書約有四千餘冊。學校當局現每
學年撥款千元，作為圖書設備費。

【發動充實圖書運氣】：校友方面，
本學期進行著校友獎學金，有些校友有一個
意思，打算在獎學金之後，發動一個充實母
校圖書館運動，這口號喊出之後，可能得到
學生自治會方面的嚮應，和學生、校友們熱
烈的支持。通力合作的事情，僑中的師友過
去曾有良好的成績表現。相信在獎學金完成
之後，充實圖書館運動必能繼之完成。這不
但是華僑中學的幸福，也是華僑社會的幸
福。華僑中學圖書館上學期只佔二樓一個課
室，現在已移上三樓，地方廣闊，空氣光線
都充足，且與課室隔開，不受噪聲攪擾。圖
書館的處所，是須要注意選定。

過去的圖書館，多向國內外書局印務
館直接訂購，由學校直接買入，但現在國內
的書局印務館再沒有書籍目錄送來了，這也
是華僑圖書館難以充實的一個原因，其他來
源多半沒有好書。

兩漢包括西漢和東漢。
西漢建於公元前206年，定都
長安；傳10代，12帝，歷時
216年。公元9年，王莽奪取
西漢政權，建立新朝，實行
托古改制，公元17、18年，
爆發綠林、赤眉起義，後攻

入長安，王莽被殺。公元25年，東漢建立，
定都洛陽，傳8代，共14帝，歷時195年，至
公元220年滅亡。

漢初，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社會經濟很
快得到恢復和發展，出現了「文景之治」。
漢文帝劉恆是西漢的第四個皇帝（高後呂雉
執政不算），生活節儉，他親耕籍田，提倡
農耕，免收天下農田租稅凡12年。漢景帝劉
啟是第五位皇帝，他收民田半稅。西漢在
文、景二帝統治下前後39年，終於獲得超過
戰國時期的經濟繁榮。

漢武帝劉徹是繼文、景二帝之後的西漢
第六位皇帝。他在位54年，在經濟、政治、
軍事和文化等方面都有建樹。在政治方面，
頒佈「推恩令」，削弱和打擊了諸侯的割據
勢力，建立新的選官制度，用「察舉」、
「徵召」的辦法選拔人才，創州刺吏制度，
加強中央集權。在經濟方面，注意發展農業
生產，改革幣制，將鑄幣權收歸中央；實行
鹽鐵管營和「平准均輸」政策，頒佈「算
緡」令，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在軍事方
面，三次出兵攻打匈奴，解除邊患，並向南
用兵，初步奠定了現代中國疆域的基礎。

漢武帝時，匈奴屢屢來犯，成為重要的
邊患。當時，有降漢的匈奴人說：在敦煌、
祈連之間，有個月氏國，怨恨匈奴，大漢可
與彼結盟，共攻匈奴。公元前139年，漢武
帝張榜召募能擔當出使重任的人，張騫毛遂
自薦。公元前138年，張騫帶領了一百多人
從長安出發，穿越甘肅的河西走廊到達臨洮
時，被匈奴兵捉住。匈奴人強迫張騫結婚定
居，張騫被迫與匈奴女子結婚並生一子。張
騫在匈奴住了十年之後，得機逃出匈奴居
住區，闖到大宛國。大宛國王早已聽說漢
朝的富強，熱情的招待他。並派人護送他到
大月氏人居住的地方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地
區），惜大月氏人對匈奴的仇恨已漸淡薄。
張騫在大月氏地區居住了些日子後，決定回
漢朝。途中，不幸又被匈奴人捉住。一年
後，湊巧遇上匈奴人內亂，張騫趁亂逃脫，
終回到中原。及後，被封為博望侯。

公元前119年，張騫又奉命出使烏孫
國，以連結烏孫，斷匈奴右臂。在出使過程
中，張騫派其副使出使大宛、康居、月氏、
大夏諸國，成為漢朝外交史上的盛事。

張騫兩次旅行西域之後，打開了漢朝
通向外域的絲綢之路。即從西漢的都城長安
出發，穿過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跨越帕
米爾高原，然後經過以前蘇聯境內的烏茲別

克、土庫曼、到阿富汗、伊朗、直達敘利
亞、黎巴嫩，全長一千多公里。

公元前100年，漢武帝派蘇武赴匈奴談
判釋放被匈奴扣留的漢朝使節郭吉、路充國
等十餘人。結果，遇上匈奴內部發生叛亂，
因副手涉嫌，蘇武不幸被扣留。匈奴逼迫蘇
武投降，蘇武以自刺表志。匈奴王只得把蘇
武放逐而於貝爾嘉湖畔牧羊。直至漢昭帝
時，匈奴與漢和親，蘇武才得脫歸漢。《漢
書•蘇武傳》上說：「（蘇）武留匈奴凡
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鬍髮盡白。」

說到「和番」，相信大家立刻會連想
到王昭君。公元前33年，匈奴單于呼韓邪二
度到長安朝見漢元帝劉奭，提出願為漢朝女
婿，為增進親密關係。漢元帝應允，將宮女
王昭君封為寧胡閼氏，賜予呼韓邪單于結
婚。

司馬遷是西漢著名的歷史學家、文學
家、思想家、旅行家，陝西龍門人。其父司
馬談任西漢的太史令，曾想寫一部編年史，
後因病故未能如願。這項工作自然地落在司
馬遷身上。司馬身少年時與其父居住在長
安，已能接觸到一些史官的記錄、資料與
檔案，乃至皇室密籍。司馬遷為了寫一部真
實可信、內容豐富深廣的歷史著作，決定出
外遊歷。在十年間，他東至會稽、泰山和海
濱，南至巴蜀、昆明，西至隴西，北至長城
內外。他來到湖北的汨羅江畔，憑弔屈原；
走訪湖南的九疑山，尋找舜的墓地；再登廬
山採訪大禹治水的事跡；又到浙江會稽，登
稽山遊覽大禹陵和禹王廟；他涉足韓信的故
鄉淮陰；專訪山東曲阜，瞻仰「三孔」（孔
林、孔府、孔廟）和孟子故里。行程萬里。

司馬遷在三十五歲左右時，曾經是漢武
帝的侍衛郎中。這份工作使他有機會陪同漢
武帝到西北巡視。西北之行後，司馬遷又奉
漢武帝之令西征巴蜀到過今天的四川西部和
雲、貴一帶。公元前93年，司馬遷終於完成
任務《史記》的書寫，時齡53歲。

最後，我想談一想東漢時代的班超。
班超是扶風安陵人（今陝西咸陽）。他的父
親斑彪，哥哥班固都是漢代著名的歷史學
家。班超本人也是一個編寫歷史的史官。公
元73年，班超41歲，受命帶領36人和一批禮
物去西域。他先到鄯善（今新疆羅布泊東南
部）和于闐（今新疆和田）一帶，經過他的
努力，使斷絕了六十多年的新疆絲路南道又
暢通了，各民族之間的友好又得到增強。接
著，班超又訪問了其它西域小國，使他們都
脫離匈奴的控制。當時漢朝在新疆建立了西
域都護府，班超被任命為都護。班超在西域
共住了三十一年。公元102年8月，71歲的班
超回到洛陽。九月就病死。

西漢遺跡主要在陝西西安、河南洛陽一
帶；以及湖南的長沙馬王堆漢墓，河北滿城
漢墓。

鄭亞鴻

聞香話茉莉
這些天，走近我家陽

台，便可聞到陣陣淡雅清
香，這是陽台種的兩盆茉莉
花開花了，而且葉茂花繁，
聞著茉莉花香，倍覺清爽。

茉莉花，木犀科素馨屬
植物，據說原產印度、阿拉

伯，中國南方和世界各地廣泛種植，茉莉花
開的花潔白，極香。宋朝姚述堯曾寫《行香
子•茉莉花》讚美茉莉花：「天賦仙姿，
玉骨冰肌。向炎威，獨逞芳菲。輕盈雅淡，
初出香閨。是水宮仙，月宮子，漢宮妃。清
誇苫卜，韻勝酴糜。笑江梅，雪裡開遲。香
風輕度，翠葉柔枝。與王郎摘，美人戴，相
宜。」南宋詩人劉克莊說茉莉「一卉能薰一
室香，炎天猶覺玉肌涼。」羅願則給了它
「東南第一花」的美名。可見，自古以來，
人們就喜愛茉莉花。

說起茉莉花,人們就會想起那首耳熟能
詳的歌曲《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好一
朵美麗的茉莉花,芬芳美麗滿枝椏,又香又白
人人誇……」這首歌是根據流行於蘇北的民
歌《鮮花調》改編成的，具有鮮明的民族特
色，旋律優美，婉轉流暢，清盈活潑，優美
的曲子加上宋祖英等歌唱家甜蜜的歌喉,讓
這首歌享譽國內外。1997年6月30日午夜，
香港回歸祖國的交接儀式上，在中英兩國領
導人出場前，兩國軍樂隊各奏三首樂曲，中
國軍樂隊演奏的第一首樂曲就是《好一朵美
麗的茉莉花》。1999年12月19日午夜，澳門
回歸交接儀式現場，當中國政府代表團入場
時，軍樂團演奏的也是《好一朵美麗的茉莉
花》。這首歌的廣為流傳，為茉莉花揚名增

光。
不僅中國人喜歡茉莉花，菲律賓人也

喜歡茉莉花，我到菲律賓探親時，得知菲
律賓的國花就是茉莉花。據傳在西班牙人統
治期間，菲律賓有一位叫做拉剛家林的熱血
志士，毅然參加反抗西班牙人的愛國鬥爭，
在和女友李婉婉話別時說：「親愛的，如果
我不幸血流大地，希望你不要難過，也不要
忘記我，請時時為我禱告！」李婉婉也表明
自己的心意：「我會的！我發誓一生一世深
愛著你！」不幸的是，在鬥爭中，拉剛家林
為國捐軀了。李婉婉悲痛不已，每天以淚洗
面，身體因此一天不如一天，最後終於香消
玉殞。朋友把她安葬以後，沒想到墓地竟長
出一朵從沒見過、清香動人的白色花朵，那
就是茉莉花。這個故事一直流傳在民間，茉
莉花也因此根深蒂固地活在菲律賓人心中。
1943年，駐菲總督莫非選定茉莉花為菲律賓
之花。菲律賓獨立後，仍然把象徵純潔和永
恆愛情的茉莉花定為國花。

茉莉花不僅供欣賞，還是著名的花茶
原料及重要的香精原料。福州市的特產茉莉
花茶，就是用經過精製後的綠茶茶坯與茉莉
鮮花窨制而成的。以前我到福州出差，總要
買一些茉莉花茶。作為泉州人，我平時都喝
鐵觀音茶，喝茉莉花茶，與其說品茶，不如
說是品茉莉花香。

我喜歡茉莉花，喜歡它的潔白無瑕，
喜歡它的淡雅清香，喜歡它將一陣陣芳香帶
給人間，送到千千萬萬百姓家!似乎還有一
個原因，那就是我從未謀面的太祖母名字就
叫「茉莉」。

2022年6月18日

《臨江仙•椰風五月》
                                     少歲離家迷侈夢，星移斗換均恆。
                                     人生幸福遇良朋。
                                     椰風吟五月，盛譽故鄉矜。

                                     機遇始終存變數，關懷祖國昇平。
                                     欣聞赤縣確中興。
                                     脫貧超想像，豐足讚歌騰。

（2022/05/29）

返步奉和
逸峰兄《臨江仙•楓韻五月》/勞麓

                                     五月楓林甜汁液，早餐檯上噴香騰。
                                     家家食慾合該興。
                                     蒼天勤養活，誰怨意難平。

                                     珍衛純良消匠氣，求真慎遠驕矜。
                                     仁風雅韻會高朋。
                                     交遊分善惡，道路始逾恆。

逸峰

黃國鵬

基督教與天主教、東正教的關係
我們知道，世界上有三

大宗教，分別是：基督教、
佛教和伊斯蘭教。

基 督 教 是 對 信 奉 耶
穌基督為救世主的各教派
統稱，它包括了羅馬公教
(Catholic)、正教(Orthodox)、

新教(Protestant)三大派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在
內，也就是英語中的Christianity。

在華人世界裡，又將羅馬公教稱為天
主教，正教稱為東正教，新教則為基督教。
它們都以《聖經》，又稱《新舊約全書》為
經典，其中《新約》各章節都相同，而《舊

約》有所不同，東正教和天主教的內容比新
教要多幾章。在教會建制方面有很大的不
同，天主教是教皇制，東正教是牧首制；基
督教的體制較複雜多樣，有長老制、公理
制、主教制等。

公元一世紀，在羅馬帝國控制下的巴勒
斯坦地區，猶太人反抗羅馬帝國統治屢屢失
敗後，萌生了尋求精神慰藉，於是創建了基
督教。基督教創始的宗旨在於「倡導平等思
想」，很快得到社會底層民眾的擁護，信徒
迅速發展。

以羅馬為中心的天主教，在意大利、法
國、德國、英國等西歐國家迅速傳播；以君

士坦丁堡為中心的東正教則佔據了巴爾幹半
島及東歐等國家。

東正教保存了較多的猶太教的傳統，注
重神學理論和神秘主義化，沒有較大的革新
和發展，較保守。並且注重神秘主義和玄虛
思考，它的隱士不勞動，只追求苦行，靠施
捨捐贈維持生活。東正教由皇帝控制教會，
皇帝被神化，成為基督教信仰的最高權威，
教會的首腦，政權高於教權。

天主教更多地接受希臘羅馬哲學的影
響，具有倫理化、法律化和講求實際，面向
社會，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它在世界許多
地區開展的活動較有生氣，主張社會開放、

自由、平等，提出諸多進步神學。注重實
際勤苦和清靜誠心；不強調苦行，而強調
勞動；主張自食其力，認為懶惰是罪惡之
母，並認為體力勞動可以消除罪惡，拯救
靈魂。天主教出現了一個教皇，統治一個
教皇國，教權高於政權。

羅馬教宗格列高利於十三世對舊曆
進行改革，並在1582年公佈新曆法，稱為
「格列曆法」。從此，天主教就用此曆
法，此曆法也被多數國家使用，成為今天
的「公曆」。

當我們步入教堂，如何分清是天主教
還是東正教教堂呢？

東正教教堂的建築風格採用拜佔庭
式、或斯拉夫式。教堂聖壇中央掛有聖
像，四周則掛聖徒畫像。

天主教教堂採用羅馬式、或哥德式建
築。教堂聖壇中央掛聖母瑪利亞畫像，聖
壇兩旁掛耶穌畫像，周圍牆上掛十四幅耶
穌受難畫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