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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蔡秀英

（晉江檀林鄉）
逝世於三月廿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三月二十七日上午七時出殯

c

訃告
林文輝（石獅市鴻山鎮東園村—錦林）
逝世於三月廿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陳茂萱

（晉江深滬）
逝世於三月十九日
現設靈於家鄉本宅
擇訂三月廿七日出殯   

洪我郁

（英崙）
逝世於三月廿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302號靈堂
擇訂於三月廿七日上午十時出殯 

蔡吳素華

（晉江市東石鎮洋宅村）
逝世於三月廿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IUARIUM 301-GUMAMELA靈堂
擇訂三月廿九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

張祖賢
（晉江張林鄉）

逝世於三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307-
ALSTROEMERIA）靈堂
擇訂三月廿九日下午一時出殯

蔡王秋容

（石獅永寧下宅（霞澤））
逝世於三月廿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5-ANGELICA）靈堂
擇訂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出殯

曾楊培瓊
（晉江御輦鄉）

逝世於三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3-ORCHID）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林福益
逝世於三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巴示殯儀
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
爰訂三月廿八日在巴示火化堂火化

劉黃美英
逝世於三月卄四日
現設靈於亞籣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
311-lilac white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普陀寺農曆
閏二月十五日清明

舉辦祭拜祖先
及眷屬一天法會

　　馬里拉普陀寺法訊：馬里拉普陀寺應信
眾的要求訂于農曆閏二月十五日清明節舉辦
祭拜歷代祖先及六親眷屬活動一天法會（即
西曆4月5日星期三），是日上午八點鐘諷誦
《地藏經》全部，下午一點半施放蒙山。清
明節是中國傳統節日，旨在掃墓踏青，祭拜
祖先，追思緬懷先人，感恩祖先的庇佑，感
恩父母的養育之恩！                  　　
　　清明節也叫踏青節，踏青出遊，春雨綿
綿，春意盎然，百花盛開，一片欣欣向榮的
景象。唐朝詩人杜牧有千古絕唱的詩句「清
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
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有意願祭拜祖
先及感念先人的信眾和華人華僑可以來馬里
拉普陀寺登記！電話號碼☎：8252—8209、
8522—2320，手機號碼：09175167888。地
址：MANILA  BUDDHA TEMPLE、 1155 G. 
Masangkay  St., Sta. Cruz, Manila, Philippines。

施清漢家屬捐
洪門進步黨總部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總部訊：本總部

施清漢大哥 , 不幸于二○二三年三月十一日

上午十時○八分，壽 終于 ST. LUKE'S 醫療中

心，享壽積閏一百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居喪期

間，不忘公益。特獻捐本總部菲幣二萬元充

作本總部福利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欽式，

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芳獻丁母憂                     
菲律賓同惠堂訊：本堂許財政主任芳獻

昆仲令萱堂，許府陳秀淑義老伯母。不幸于

公元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農曆癸卯年

閨二月初四（星期六）已時與世長辭，設靈

堂于家鄉英墩村，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寶婺

星沈，軫悼同深。擇訂于本月二十九日（星

期三）上午九時出殯。火化于晉江青陽火葬

場，安葬于家鄉義山之原。                        

本堂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吳巍巍：媽祖祭典何以入列「中華三大祭典」？
　　中新社福州3月26日電　2023年3月17
日，台灣中華道教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徐文
僅、台中永慶宮主任委員郭永富等台灣5家
宮廟機構的代表一行，前來「媽祖故鄉」福
建省莆田市湄洲島拜祭媽祖。隨著新冠疫情
陰霾的散去，今年湄洲島上台胞朝聖熱又興
起。從1987年起，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台胞跨
越台灣海峽，來湄洲媽祖祖廟謁祖進香。他
們時常護駕分靈媽祖像回來，與祖廟媽祖金
身一起供奉，意為「團圓」，在祖廟前的天
後廣場，台胞與當地民眾共同祭典，拜祭媽
祖。
　　為何台胞紛紛跨海拜媽祖？媽祖祭典何
以入列「中華三大祭典」？福建師範大學閩
台區域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吳巍巍日前
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深入解
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媽祖為何成為海峽兩岸共
同的民間信仰，甚至是台灣最大的民間信
仰？
　　吳巍巍：媽祖信仰起源于宋代，距今已
有千年歷史。據史料記載，媽祖確有其人，
是宋朝福建莆田望族九牧林氏後裔，因出生
到滿月都不啼哭，取名默，人稱默娘。她扶
危濟困，深受百姓愛戴，28歲時因救助海難
而殉難，傳說為羽化飛天。
　　漫長歷史中，媽祖信仰不斷傳承和弘
揚。出海人常攜帶媽祖神像隨行保佑，從湄
洲祖廟請來的媽祖像更被視為媽祖分靈，
以守護生命和財產，給予信眾精神上的安慰
和支持。媽祖由此被尊稱為「海上保護神」
「海上和平女神」。
　　千百年來，媽祖隨著信眾走向世界。目
前，全世界49個國家和地區擁有3億多媽祖信
眾、1萬多座媽祖廟，媽祖文化已成為海峽
兩岸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民心相
通、相互交融的精神紐帶。
　　在台灣，媽祖宮廟達3000多座，信眾佔
台灣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媽祖在台灣擁有的
信眾最多。據台中大甲鎮瀾宮志記載，1730
年莆田人林永興自湄洲祖廟奉請媽祖分靈神
像赴台供奉。當地信眾聞知，紛紛前往參
拜。香火鼎盛興旺，地方鄉紳由是修建了鎮
瀾宮前身。
　　如今，媽祖信仰成為維繫兩岸血肉親情
的紐帶、跨越兩岸歷史鴻溝的橋樑，在兩岸

交流中發揮著積極作用。莆田湄洲島是媽祖
的故鄉、媽祖文化的發祥地，被譽為「東方
麥加」，湄洲祖廟是天下媽祖廟的娘家。每
年來湄州祖廟朝拜的信眾絡繹不絕，其中就
有很多台灣信眾。新冠疫情發生前，每年前
來湄洲祖廟謁祖進香的台胞超過30萬人次。
　　1987年，台中大甲鎮瀾宮的媽祖信眾繞
道日本輾轉前來湄洲祖廟進香，是打破兩岸
相隔38年「堅冰」的舉措之一，推動了台灣
同胞前來大陸尋根信仰源頭的進香浪潮，實
現了「官不通民通，民不通以媽祖為先」。
1997年，湄洲媽祖金身巡遊台灣102天，經過
19個縣市，接受信眾朝拜達1000多萬人次，
轟動一時。
　　中新社記者：在各種紀念媽祖的重大活
動中，媽祖祭典都是重頭戲。作為媽祖文化
的一部分，媽祖祭典如何形成？有哪些傳統
儀式？為何與黃帝陵祭典、祭孔大典並稱為
「中華三大祭典」？
　　吳巍巍：媽祖祭祀典禮的歷史可追溯到
宋代媽祖升天以後的受祀之時，後歷經元、
明、清時代，在朝廷和各界人士推動下，不
斷充實、完善和規範，形成了一系列高規格
的媽祖祭祀典禮。到清代，媽祖獲封為「天
後」，爵位達到最高規格，與天子同享八佾
之舞。
　　媽祖祭典以祭祀媽祖為主體，是繼承中
華民族「禮祀諸神」傳統，又在中華民族宗
教科儀影響下形成的特殊產物。每當媽祖祭
典舉辦，湄洲島上總是四海信眾殊途同歸，
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祗為給媽祖獻上一
瓣心香。
　　祭典儀式內容包含五部分：其一，執
事，一般為主祭一人，陪祭若干人；司禮生
16人，專司誦經、捧香等職。其二，儀仗，
其中包括清道旗、大鑼、龍幡、蟠龍棍、方
天戟、大刀、抓印、抓筆、雉尾扇、九層黃
傘等。其三，祭筵，其中包括各種果盒、香
爐、燭屏等祭器和五牲、五湯、十錦等祭
品。其四，儀程，程序包括擂鼓、鳴禮炮、
誦經、焚祝文焚帛等。其五，樂舞，包括樂
生、歌生、舞者等。
　　媽祖以「立德、行善、大愛」的高尚品
格立世，人們崇敬、懷念、奉祀，意在「慎
思懷遠」「不忘先哲」「崇祀先賢」。媽祖
祭典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美德、教化人們學
習先哲的外化形式。

　　媽祖祭典與黃帝陵祭典、祭孔大典並稱
為「中華三大祭典」，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
非常重要的祭祀活動，代表了對歷史文化的
重視和尊重。三大祭典也都具有深厚的地方
特色和文化內涵，反映了中國各地歷史和文
化，是民間民俗活動與古代宮廷祭禮的結
合，表達了中華民族對至真至善至誠美德的
推崇，祈求國泰民安，護國庇民的美好願
望。
　　1987年農曆九月初九，兩岸近10萬媽祖
信眾在湄洲祖廟舉行「媽祖千年祭」盛大紀
念活動。2006年9月，台中大甲鎮瀾宮組織
台胞4300多人到湄洲島拜媽祖，創下兩岸關
係交往史上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紀錄之一。
2018年4月，馬來西亞吉隆坡雪隆海南會館
天後宮的媽祖信眾，來湄洲祖廟學習媽祖祭
典程式。2019年11月，媽祖祭典在曼谷芒肯
添區新唐人街演出，均為兩岸和海外信眾矚
目。
　　中新社記者：除了媽祖祭典，兩岸共祭
媽祖，還有哪些重要習俗？這些習俗各有什
麼文化內涵和意義？
　　吳巍巍：清康熙五十九年，媽祖祭祀就
已納入地方官春秋致祭，編入《祀典》，真
正形成了一套官祭儀典。在莆田，湄洲祖廟
的祭祀規格和地位最高，歷來稱為祭典。
　　而其他的媽祖祭祀活動，也都有一定儀
式和名稱，在廟中祭祀稱廟祭，在海上或海
邊祭祀稱海祭，在舟船上祭祀稱舟祭，在家
中祭祀叫家祭。例如舟祭，以船為本的漁民
基本上存有舟祭習俗，但各地不盡相同。歷
史上最早明確記載舟祭媽祖的，應是鄭和七
下西洋時在船上供奉媽祖。
　　這些傳統習俗，儘管形式不同，場所有
別，但都是信眾對媽祖崇敬心情的虔誠表
達，是媽祖信俗的組成部分。
　　中新社記者：2009年，包含媽祖祭典在
內的「媽祖信俗」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成為中國
首個信俗類世界遺產。作為世界非物質文化
遺產，「媽祖信俗」有何獨特價值和世界意
義？
　　吳巍巍：媽祖信仰是中國海洋文化的代
表之一，反映了中國古代海洋文明的歷史和
海上民俗的發展，更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祈福
和祈願的重要組成部分，信眾們在祈福和祈
願的過程中表達了對家庭、社會、國家美好

願景的期望和祝福。其文化價值在今天依然
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塑造廣大信眾積極的
心態和良好的品格。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媽祖信仰的傳播也
促進了中國和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融、民
心相通。如今，媽祖文化已經成為全人類的
共同財富，為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民
族所不斷瞭解認知並積極接受，成為一個獨
特的交流載體。
　　許多國家已把媽祖信仰融入當地民眾生
活。美國建有多處媽祖廟；加拿大卑詩省坎
伯蘭市市長特意到中國請媽祖；日本每年元
宵節都舉行媽祖踩街活動；1954年，菲律賓
「媽祖穿上洋裝」，成為「聖母」；在南非
開普敦，黑人兄弟姐妹認黑臉媽祖為「同一
膚色的自己人」；阿聯酋迪拜舉辦媽祖嘉年
華活動等。
　　自2016年以來，每年舉辦一次的世界媽
祖文化論壇，見證鄉情、親情、友情，在全
球華僑華人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產生了廣泛影響。全世界範圍內的媽祖文化
交流活動更加頻繁，成為增進全人類心靈相
通的重要平台，為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作
出重要貢獻。
　　中新社記者：如今，媽祖文化已成為兩
岸民間交流的橋樑和紐帶。如何充分發揮媽
祖文化優勢，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推動
兩岸和平發展和融合發展？
　　吳巍巍：香火傳承，不忘原鄉；謁祖朝
聖，護佑平安。媽祖文化蘊含著崇高的媽祖
精神，包括奉獻、助人為樂、勇毅、寬容、
包容等特質。
　　傳承媽祖文化，促進兩岸融合發展，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兩岸同胞共同的願
望。
　　當下，海峽兩岸充分發揮媽祖文化優
勢，弘揚媽祖精神，增進共識互信，進一步
推動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可組織各種形
式的文化交流活動，如廟會、文藝演出、講
座、展覽等，讓兩岸同胞在欣賞媽祖文化的
同時，增進彼此瞭解和感情；推廣文化旅
遊，吸引更多遊人來朝聖觀光、學習交流，
促進兩岸同胞交融；組織兩岸師生互訪，開
設媽祖文化課程，加強兩岸教育交流合作；
加強對媽祖文化的學術研究，深入挖掘媽祖
文化的歷史、文化和精神內涵，為兩岸融合
提供更深刻的理論和精神支持。

喻燕姣：馬王堆漢墓T形帛畫反映了怎樣的宇宙觀？
　　中新社長沙3月24日電　　始發掘于1972
年的長沙馬王堆漢墓是20世紀世界最重大的
考古發現之一，保存完好的墓葬結構及豐富
的隨葬品，完整體現了漢初的生活方式和喪
葬觀念。這些隨葬品中，湖南博物院「鎮館
之寶」之一T形帛畫，將源自神秘上古傳說的
眾多祥瑞元素與天地人和諧共生的畫面展現
于絲帛之上，繪製出一幅瑰麗多彩的生動圖
景。
　　作為中華民族天人合一觀念和思想的體
現，T形帛畫反映了怎樣的宇宙觀？其發掘背
後有哪些故事？它在喪葬儀式中有何作用？
湖南博物院馬王堆漢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
主任喻燕姣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
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湖南博物院「鎮館之
寶」之一，T形帛畫是如何發現的？
　　喻燕姣：長沙馬王堆漢墓共包括三座墓

葬，按發現的先後順序被編為一號墓、二號
墓和三號墓，墓主身份分別為長沙國丞相利
蒼之妻辛追、利蒼和他們的兒子利豨。1972
年1-4月，考古工作者對一號墓進行發掘，出
土1000多件珍貴文物，墓主遺體保存完好。
根據葬制等級及「軑侯家」「軑侯家丞」銘
文的器物、「妾辛追」私印，確認墓主為軑
侯夫人「辛追」。馬王堆漢墓是墓葬結構保
存最完整、墓葬年代準確、出土器物珍秘、
墓主身份見于史書記載的西漢初期大墓，意
義重大。
　　1972年4月10日起，發掘人員開始清理墓
中文物。他們在第四層內棺蓋上發現了一幅T
形彩繪帛畫，色彩絢麗、內容豐富，北京過
來的專家認為它價值連城。
　　兩千多年前的帛畫，已經沒有韌性，且
畫幅大，要完整揭取難度很大。揭取方案確
定後，專家們用自己加工的光滑小竹片將帛
畫下端的兩個角先挑起，待帛畫揭離一小段

後，將捲好的宣紙筒橫放在下面。隨著帛畫
掀起，宣紙筒捲著帛畫慢慢向前滾動，將其
捲成一大捲筒。最後，發掘人員將帛畫墊在
舖著宣紙的三合板上，帛畫上又另鋪幾層宣
紙，再蓋上一塊三合板，捆綁固定後運回。
　　中新社記者：T形帛畫為何而畫？因何又
被稱為「非衣」？
　　喻燕姣：T形帛畫是喪葬儀式的重要組成
部分，繪有死者畫像，出殯時用竹竿懸掛，
起引導作用，入葬時覆蓋在內棺上。其作用
與《儀禮·既夕禮》記載的「銘旌」有相似之
處，是引導墓主靈魂昇天的媒介。據墓中遣
冊記載，T形帛畫名為「非衣」，「非」與
「飛」相通，「非衣」即「飛衣」，意為願
墓主靈魂穿上非衣飛昇，使墓主重生。
　　帛畫的整個畫面呈「T」形，上寬下
窄，通長205厘米，頂寬92厘米，末端寬47.7
厘米，用三塊單層的棕色細絹拼成。帛畫的
頂端橫裹著一根竹竿，上部和下部的兩個下
角，都掛著用青色細麻線織成的筒狀繐帶。
　　畫面內容從下到上可以分為地下、人間
和天上三個部分。地下部分有一個雙臂擎舉
著「大地」、被赤蛇纏繞的巨人，他是水神
禺疆，腳下交纏著兩條鯨鯢，兩旁還有象徵
陰府的「羊角怪獸」。
　　帛畫中部繪有「雙龍穿壁」圖案，將人
間分為上、下兩部分，同時寓意引導靈魂昇
天。下層是對墓主人的祭祀場景；上層描
繪的是墓主人的昇天圖像，中心位置繪有一
位衣著華麗、手拄枴杖的婦人，在三個侍女
的簇擁下面向西方，與迎接她的天界使者相
會，她就是墓主辛追夫人。
　　天上部分畫在上端最寬闊的地方，下面
有神豹守護的天門和天界守門神帝閽。頂端
正中端坐著人身蛇尾的燭龍，其左側是一輪
彎月，上繪有口銜靈芝的蟾蜍、玉兔，下有

一托月女神；右側描繪了扶桑樹間棲息著9
個太陽，最大的太陽中間有一隻被稱為「金
烏」的神鳥，實際上是古代天文學家觀察到
的日斑，也就是太陽黑子現象。
　　整幅帛畫佈局完美、圖像生動、色彩鮮
艷，把神話、想像和現實生活完美統一，表
現了古人對天國的想像和追求永生的幻想。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國繪畫史上難得一
見的杰作，這幅帛畫有何藝術特色？
　　喻燕姣：T形帛畫在構圖、線條、著色等
方面都有不少創新，主要體現在：第一，構
圖突破了以往呆板平列式的形式。T形帛畫的
構圖十分巧妙，利用橫與豎的交接，作為人
間與天上的分界；又用兩條穿過玉璧交纏的
長龍，把人間分為上下兩個部分。整個構圖
既分佈全幅，十分飽滿，又互有聯繫，有疏
有密，有主有從，絲毫不讓人覺得雜亂。
　　第二，繪畫的線條隨著物象變化、造型
需要採用了不同畫法。畫長袍廣袖和帷帳
時，用線如絲，表現它輕盈柔軟的質感；呈
現器物時，則大膽運用粗而多變的線條，表
現鋒利堅硬之感。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由
過去的側面進到半側面像，這是人物畫法的
重要發展。同時，注意彰顯人物的階級特
性，如把侍從畫得比較矮小，墓主人畫得
比較高大，色彩對比強烈，突出其身份的高
貴。使用色彩時，注意交錯變化，從而加強
了畫面的節奏感。整個色彩的表現方法，採
用裝飾風格和寫實手法相結合，如用日紅、
月白、朱龍、白天馬來表現人間和非人間的
複雜內容。從長沙出土的戰國人物御龍帛
畫、人物龍鳳帛畫，到馬王堆一號漢墓T形帛
畫和三號漢墓T形帛畫，從內容形式到表現技
法，可以看到楚漢繪畫藝術的相承關係。但
在構圖、人物造型、用線、設色等方面，漢
初都有了新的突破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