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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訪 中 原「「台 灣 村」」

歷史與空間

我知道范仲淹千古名篇《岳陽樓記》並非撰於湖
南岳陽，而是寫於河南鄧州。日前有機會去南陽采
風，自然要轉鄧州一停，得以遊覽了范仲淹主政鄧
州（鄧縣）時修建和講學的花洲書院。當日正欲返
回，東道主一句話讓我又逗留一天。他說：「鄧州
還有一個『台灣村』，想不想看看？」我大喜：
「好啊，當然要去啦！」
鄧州市西北 20 公里是張村鎮，「台灣村」就在張
村鎮上營村。這個有 2,300 人口的村落，因為擁有
1,200 多名高山族後裔，佔全村居民 60%，所以得名
「台灣村」。其聚居的台胞宗親人數之多、歷史之
久在內地絕無僅有。走近村口，一座異族格調的
「台灣村」木質土黃色牌坊迎面而立，村裡建有
「台灣閣」、高山族始祖像、媽祖廟、黃廷廟、依羅
思那與黃廷塑像，令人有一種進入異鄉的感覺。新建
的融休閒旅遊和觀光農業於一身的「阿里風情園」更
盡顯寶島風情。通過大半天參觀訪問，我終於觸摸到
「台灣村」的歷史淵源。
清康熙七年（1668 年），民族英雄鄭成功奉命率
部渡海作戰，一舉收復被荷蘭侵佔的台灣。鄭成功的
副將黃廷是福建人，麾下有阿里山高山族人依羅思那
和迪摩達奧、安篤斯且、安達依魯等 4 位部將。依羅
思那曾任黃廷馬伕，驍勇善戰，大受黃的器重，升為
高級軍官。收復台灣後，黃廷奉旨率部返回，快到北
京時忽接朝廷命令，要其部停止進京向南疏散、入村
屯墾。黃廷便率部向南行進，進入河南鄧州後，見此
地鍾靈毓秀、物華天寶，便將 13 營 5,000 名士兵分別
安置在當地48個自然村。
依羅思那選擇在官道西側的上營村屯墾紮營。迪摩
達奧、安篤斯且、安達依魯等人也分別在附近落戶。
不久依羅思那與當地一岑姓姑娘成親，並取「岑」的
諧音改姓陳，取名陳年，先後生下四個兒子。其他幾位則分別落戶附近村寨，
也先後娶當地漢族女子為妻，分別改姓為周、蔡、黃、林。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黃廷將軍奉命率鄧州屯墾部隊再次入台，已改名
陳年的依羅思那隨軍前往，並將老二、老三兩個兒子帶回阿里山老家，入部落
番籍；留在上營村的長子陳元珍、四子陳元珠則在鄧州繁衍生息。幾年後陳年
返回內地，從此不離鄧州，直到 72 歲在上營村過世，兩岸宗親也漸漸失去聯
繫……300 多個春秋過去，陳、周、蔡、黃、林五姓後裔漸漸繁衍壯大，形成
今天的「台灣村」，至今已發展到第十三代。極左年代，「港台」即是「反動
派」同義詞，「台灣村」居民自然不敢聲張。周圍群眾也覺得他們與當地人不
同，但箇中之謎誰也搞不清。改革開放以後，上營村村民無意間從祖先遺物中
驚現一冊編纂於清朝同治六年的《陳氏高山族家譜》及《鄧州台灣土番墾屯陳
氏家譜》，周、林、黃、蔡四姓也先後找到各自家譜，這些塵封已久的家譜記
錄了他們的先祖從台灣到內地、屯墾鄧州、繁衍發展的歷史，隨着兩岸關係漸
漸解凍，這些村民的高山族身份和血緣終於得到確認，陳姓後代率先將身份由
漢族改為高山族，從此，「鄧州有個台灣村」的消息不脛而走。
故事還在延續。2004年，鄧州「台灣村」故事被台胞、鄭州市台資企業協會
副會長吳天璽聽到，這位女企業家大為感動，回到寶島她就開始四處尋找陳年
（依羅思那）兩個兒子的後人。功夫不負有心人，翌年春， 吳女士終於找到
陳家十三代族長陳宗仁、陳名利等人，他們還住在鄧州陳家族譜中所載的「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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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店落閘尋常事

■鄧州台灣村高山始祖像。

香港真是一個傷逝之城，皆因老店結業，早已成為「我
城」司空見慣的常態。
老店不斷落閘早已不再是新聞了，此城再容不下任何長久
的記憶——都說那是瘋狂加租惹的禍，那無疑是鐵一般的事
實，然而，大街小巷的老店即使是上一代店東的自置物業，
但第二代或第三代都老了，都身心皆累了，盤算之下，與其
刻苦經營下去，倒不如將老店賣掉或放租，從此安享晚年，
此所以老店落閘就有如骨牌效應了。
近些年來，結業的老店實在太多太多了，當中由市建局重
建的中環結志街以及嘉咸街露天市集，就有過百年歷史，被
迫結業的老店新景記麵家原來已經營了七十年；一碗魚蛋粉
由三毫子賣到二十七元，老東主九十多歲早前高齡辭世了，
繼承父業的兒子也將近七十歲了，試問他如何能捱貴租？而
一個像香港那樣擠塞的城市，到底有多少個七十年？
尖沙咀新樂酒家亦經營了五十六年，於去年結業，此一酒
家歷三代人，最風光的日子和最艱難的日子，俱付笑談中，
都已成過去了，但最要命的是，再無法應付近乎瘋狂的貴
租，那就只好就此結業，另行物色樓上舖，期求他日東山再
起。
至於上海街的刺繡老店馮滿記、南興隆等，也都經歷了六
七年暴動、「沙士」時期等艱難歲月，可都一一捱過去了，
最終卻敵不過地產商所開出的「開心價」，如此說來，老店
命運各有不同，真是各有前因莫羨人。
其實，香港總面積共有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但其中四分
三乃郊野綠化土地，因此城市人的慣常活動的土地面積，僅
佔此城總面積的百分之七，但卻在此一有限的空間裡，擠塞
了超過七百萬人口，這就難怪此城店舖日趨單一化、連鎖店
化、商場化乃至集團化，因而千店一面，從市建局到領匯，
都要「睇住盤數」，都不斷迫使有數十年乃至百年歷史的老
店結業，那真是「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了。
影響所及，位於粉嶺聯和墟、經營了四十年的文具店長興
書局也結業了，如果再沒有學校和學生，文具店又如何能夠
經營下去呢？年屆七十七歲的店東闕善長憶述這幾十年前的
好日子，粉嶺及離島區鄉村學校，幾乎都是他的客戶——這
倒教人想到楊千嬅與古天樂合演的《五個小孩的校長》，但
堅持下去談何容易，好在由文具店到學校都用不着悲慘收
場，文具店店東決定將舖位出租，靠收租料可安享晚年。
香港真是一個傷逝之城，老店結業的故事永遠說不完，最
後一天總是有人趕往記憶現場追憶（或追悼），皆因每一間
結業的老店都各自有其奮鬥故事，每一回事後細說，都不免
是很動人的，問題也許在於，此城長期只講求發展，因而再
容不下人的記憶，此城也逐漸演變為一個再沒有地方感
（sense of place）、再沒有長久記憶的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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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干社」，也在代代傳頌先祖抗擊外敵侵略的歷史功績。
2008年，台灣村陳氏家族終於跨過海峽，到寶島與親人相聚。在嘉義縣阿里
山鄉特富野社區，兩岸依羅思那宗親緊緊擁抱一起，他們祭拜共同的祖先，歡
聚一堂舉杯祝福，共同唱起：「團結起來，相愛相親，阿里山連着鄧州城，因
為我們是一家人……」那撼人場面和曲折故事令記者和圍觀者扼腕感動潸然淚
下。近年來，兩岸陳氏後裔在上營村和阿里山團聚聯誼已成「新常態」。
在「台灣村」村史陳列館裡，我見到已經褪色的陳氏家譜、黃廷將軍頭盔、
畫像和依羅思那墓碑等遺物，通過一幅幅老照片、先人遺物和資料影印件，對
「台灣村」來龍去脈有了更深的了解。嚮導說，上營村陳氏家譜的發現在全國
尚屬首例，它彌補了高山族無文字史的空白，對研究海峽兩岸關係、台灣少數
民族尤其是高山族的歷史均具不小的學術價值。
滄海桑田，300 年彈指一揮間，這些高山族後裔已與當地漢民融為一體，但
某些風俗仍保留原來面貌，如稱謂、服飾、飲食、起居、婚喪嫁娶等等。我注
意到，他們的膚色和臉部輪廓與漢族村民明顯不同，服飾以紅、黑兩色為主，
特點是無論男女長幼上衣均無領子、袖子略短，下衣襠大腿寬，這可能與阿里
山生存環境有關吧。飲食上他們喜歡吃大米，蘿蔔、白菜夾肉燜飯是日常飯
食，也喜愛吃魚，抽煙也是他們一大共性，這些與我在台灣阿里山原住民之鄉
所見非常一致。漫步在整潔安靜的「台灣村」，發現其民居挺特別，木梯木欄
木地板，凸顯一種原始古樸的純天然味道。在整潔如新的小學門前，一塊由國
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先生題寫的「鄧州市高山族小學」校牌十分醒目。陪同者一
路介紹高山族後裔的生活習俗，說他們每年臘月二十四為祭灶日，這天家家戶
戶都要將染紅的糯米蒸成頂子饃，象徵其先人的赫赫戰功。每年農曆三月初九
是他們的寒食節，這天吃飯時不能見太陽，還要穿上傳統服飾，聚集在祠堂唱
歌跳舞，緬懷300年前為抗擊荷蘭入侵者英勇獻身的先祖們。
鄧州「台灣村」緊鄰 207、312 國道和豫 53、54 線公路，與著名的內鄉縣
衙、湖北武當山、淅川香嚴寺、丹江水庫及旅遊名城南陽都不遠。近年來，台
灣村依託交通優勢大力發展經濟，已成為遐邇聞名的小康村和文明村。我知道
台灣彰化縣有一個「陝西村」，也與鄭成功有關，是他收復台灣時一位陝籍部
將率同鄉在寶島留下的子孫聚居村，也是兩岸一家親的見證。河南鄧州這個
「台灣村」，同樣折射出中華民族血脈相連跌宕起伏的歷史變遷。當前蔡英文
和她的台灣新當局，妄圖撕裂兩岸同胞的民族情感，一邊竭力否認「九二共
識」、大搞「去中國化」，一邊玩弄「隱性台獨」、「文化台獨」，真乃是可
忍孰不可忍，包括「台灣村」、「陝西村」在內的兩岸同胞決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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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禪心（三十六）
唐代高僧貫休（之一）

麗江聽歌

聲 利 掀 天 竟 未 聞 ，

草 衣 木 食 度 晨 昏 。

遙 思 山 雪 深 一 丈 ，

時 有 仙 人 來 打 門 。

唐代高僧貫休詩（之一）

素仲配畫
甲午夏日

「麗江的山喲，麗江的水，山山水水入夢懷……」
納西族少女珠圓玉潤的歌聲在我耳畔久久回響。這
是一個令人浮想聯翩的季節，陽春三月。
信步於玉龍雪山雲霧繚繞的古道上，心中油然升騰
起民族的自豪感和親吻祖國母親的眷戀之情。中華民
族五千多年的璀璨文化在此情此景中濃縮成一枚精緻
的名片，這枚名片上鐫刻着龍的故鄉的溫馨印痕。那
是穿透炎黃血脈的泱泱史話；那是走進泱泱史話後的
深邃思索；那是深邃思索中衍生的民族情愫。
登上玉龍雪山山巔俯首回望，我倏然發現，白雪皚
皚的山巒間，有一道道銀色耀眼的光芒。陪同前往的
麗江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同事告訴我：「道是無光勝有
光，這句話出自道教派傳人的一句箴言。」傳說中的
玉龍雪山蘊含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霏霏的春雨潛
入陽春三月的麗江，洞開的心境卻為這由自然力恩賜
給玉龍雪山的一幀幀美麗而美麗。
美麗背後的神話把我帶入了一個淒婉動人的傳說。
上古時代，玉龍雪山是一個浩瀚的淡水湖泊，名叫玉
龍湖；明鏡似的湖水清澈見底，奇妙的珊瑚礁，橘紅
色的巴掌草、翡翠色的鳳尾草、棕褐色的羚羊草……
一個電閃雷鳴的早晨，玉龍湖邊的漁民被一聲撼人心
魄的霹靂驚呆了；剎那間，湖中噴射出擎天水柱，湖
底灼燙的岩漿把玉龍湖與廣袤的天際連成一片。無法
抗拒的天力塗炭了無辜的生靈，外出賣花的靈芝姑娘
傍晚回到了玉龍湖畔，怎奈也尋覓不到自己的家和親
人。淚水漣漣的靈芝姑娘守着家園的廢墟，終在疲憊
與飢餓中睡去，夢中她見到了家裡的親人，但靈芝姑
娘再也沒有甦醒。「你看，玉龍雪山上那塊奇石多像
渴盼親人歸來的靈芝。」循聲望去，岩化的靈芝姑娘
淒涼地凝視着我們。
我感歎大自然運動規律的無情，我更讚美大自然造
化的鬼斧神工，瑰麗的文化積澱了玉龍雪山神思飄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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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休（852-913），唐末五代高僧，也被稱為詩僧，並因詩、書、畫皆工，有「三絕」美譽。獲
蜀主王建賜號「禪月大師」，著作有《禪月集》二十五卷。詩中描寫詩人在終南山修行，對於俗世
凡人求名求利的掀天之聲竟能充耳不聞，在山中草木衣食過着如神仙一樣的超凡脫俗的生活，讀着
此詩真令我無限嚮往。

啟悟隨筆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李白
「對世事，只需執心而觀，則天地皆有奇趣，萬物各有因緣，實不必作無謂之喟
嘆。」
——王守仁
生活在現今的俗世中，只能以欣賞的心去念誦這首詩，想着世間的一切美景，萬物的各
種因緣，也是禪修了。

豆棚閒話

檸檬茶

過去的時尚雜誌，渲染小資生活，畫面常是幾株椰
子樹在藍天白雲裡聳立，碧海銀沙的海灘上，豎着幾
頂陽傘，躺椅旁邊的小桌，則總會擺有一杯檸檬茶。
讀者從斜插在杯口的青檸檬，以及杯上冷熱交融凝結
的水霧，獲得了一種視覺上的沁涼安慰，身體和思維
不知不覺就遭到了消費主義的解構，彷彿檸檬香氣正
充溢着自己的口腔，感受到了海風拂面的愜意清涼。
實際上，用檸檬茶作為夏日風情的切入點，引出清
涼悠閒的生活方式，是有講究的。外觀橙黃或青綠色
的檸檬，有着強烈的視覺衝擊感，能快速感染人的情
緒，其效果猶如望梅止渴，讓人馬上聯想到它芬芳酸
爽的滋味。此外，檸檬茶裡添放的翠綠薄荷葉，以及
杯子裡叮叮作響的冰塊，都能在熾熱的天氣裡帶來一
抹難以言喻的心理清涼感。心理學上有個「甜檸檬心
理」，指人有心理自我補償機制，只要是自己想要
的，檸檬都會被認為是甜的。酸爽冰涼的檸檬茶，與
椰林樹影、水清沙幼的夏日生活，在人們內心的情境
預設中，其實是一個纏繞難分的對偶命題。
與咖啡、奶茶等滋味濃郁的室內飲品相比，檸檬茶
無疑是小清新的，且尤為適合有陽光的室外。檸檬茶
須經過冰凍，才能掩蓋住酸味，形成完美的口感，在
熱氣籠罩的室外，也更易迸發出火花。所以，檸檬茶
在泳池邊、海灘上，經常會化身為展示夏日風情，向

■葉 輝

■青 絲

來客表示「Welcome」的符號標籤。尤其那些身姿曼
妙的泳裝女郎，大都是藉一杯檸檬茶，享受一時半會
的浪漫寫意，而不必對體態保持有所顧忌。
做檸檬茶，並不拘泥於一種搭配方式，可按不同的
喜好，變換出多種奇妙的口味。如用綠茶沖泡，茶底
會更為清冽，用紅茶則更香醇潤滑。酸度和香氣，也
可以根據檸檬的成熟度調節。熟透的黃檸檬，酸味會
較渾厚，配上清涼的薄荷葉，能同時感受到兩種香氣
的存在。青檸檬的酸味則比較清新，是以一種更新鮮
的角度，將人的味覺感官瞬間喚醒。味道也是可甜可
鹹，喜歡吃甜的人，兌入蜂蜜，一杯甜檸茶就誕生
了。但若是想令口味更新奇，和鹽搭配，就會有一種
喝龍舌蘭酒般的趣味。檸檬的酸性，經過鹽的平衡，
會釋放出多層次的味道，於清香、微鹹、酸爽之外，
還有一股淡淡的苦澀，像是人生的原味，絲絲縷縷，
縈繞在齒頰和舌尖。不同選擇獲得的口味愉悅，都可
從舌頭直抵內心。
檸檬茶的最佳容器，是淡藍色的大口玻璃杯，茶水
與冰塊中間，點綴兩片翠綠的薄荷葉子，從插在杯口
的檸檬的剖面，可以看到每一絲果肉都是新鮮飽滿而
富有彈性。端起杯子搖一搖，裡面浮沉轉動的冰塊，
以及清新冰爽的滋味，瞬間就能將人帶至微風輕拂、
柔沙細膩的海灘上。

古典瞬間

■ 俞慧軍

的雄桀之氣。在陽光燦爛的日子，玉龍雪山在燦燦金
光照耀下，就像萬千條玉龍舞動；春雨瀟瀟的歲月，
由白雪折射出的一道道銀光鑲嵌在玉龍山巒間，自有
不凡的魅力和令人心旌神搖的遐思。
麗江的水更富詩韻。古老的風車輕吻着水之魂的晚
唱，遨遊於春夜麗江的玉泉湖畔，你會跌入「飄渺紅
塵葉脈影，夜闌燈火愁無眠」的詩境天閣。拋一片玉
龍雪山珠璣入玉泉湖，漣漪蕩漾處是一脈玉泉春韻的
氤氳；眼前映現出李白醉眼朦朧的詩影，陸放翁慷慨
悲涼的詞闋，劉海粟捉筆放飛的玉泉夜鶯。若明若暗
的麗江古鎮夜色繾訴着脈脈含情的纏綿；海棠花、杜
鵑花、玫瑰花暗香浮動，生機盎然的麗江城在濃麗浪
漫的玉泉湖水中流淌出千年古城的旖旎羞答。麗江在
傾聽玉泉湖春夜演奏的笙歌。
靈性的玉龍雪山延續着神秘的傳說，美妙的玉泉湖
水蹦跳出二十一世紀的新神話。如今的玉龍雪山有
30 多個景點。玉龍雪山作為世界級風景名勝，玉泉
湖公園作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近三年，作為世界
文化遺產麗江的這兩個重點風景區，已接待了一千多
萬中外賓朋。
玉龍雪山，蓊鬱靈奇；玉泉湖水，墨彩淋漓。麗江
聽歌，蘊藏了多少華夏兒女魂牽夢繞的憧憬與美麗。

■麗江的山水富有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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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寶民

不寬容別人其實是斷自己活路

劉毅是東晉北府兵將領，公元 405 年，劉毅大敗對
手桓蔚，桓蔚失敗後，落荒而逃，為躲避追兵，逃進
了牛牧寺，請求在寺中躲避一下，寺僧釋昌出於出家
人的慈悲心理，便將桓蔚藏了起來，使他躲過了追兵
的搜查，撿了一條命。後來，劉毅得知了事情經過，
怒不可遏，下令將寺僧釋昌斬首，眾位僧人苦苦哀
求，求劉毅放過釋昌一把，但心狠手辣的劉毅絲毫沒
有寬容之心，十分堅決地把釋昌殺掉了。公元 412
年，劉毅與劉裕交戰，結果被殺得大敗，他在深夜騎
馬奔逃，眼見着後面的追兵就要追上自己了，慌不擇
路，竟然也逃進了牛牧寺，寺裡的僧人見有人闖了進
來，便連忙向外趕他，他哀求僧人允許他躲避一下追
兵，僧人們堅決不同意，說：「幾年前，我們寺裡的
釋昌法師就是因為私藏了一個被官兵追捕的人，所以

被一個叫劉毅的將軍殺掉了，這次，我們是再也不敢
收留任何人了！」說完，便將劉毅轟了出去，把寺門
關上了。劉毅走投無路，眼看着追兵就要衝到近前
了，長嘆一聲說：「唉，我自己制訂的執法標準，竟
然傷害到了自己，看來，是天亡我也！」說罷，便上
吊自殺了。
這是來自《資治通鑒》中的一段史料，劉毅上吊
前說「是天亡我也」，說明他對問題的認識還不夠透
徹，真正亡他的，不是天，恰恰是他自己，是他自己
堵死了自己的活路。試想，如果劉毅當初對釋昌能夠
寬容一點，他就不會有後來的下場了。劉毅的教訓，
再次證明了那個古老的觀點：善待別人就是善待自
己；寬容別人，其實也是給自己留一條路。而不能寬
容別人，也就是斷了自己的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