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是「燈對」，大多是告誡子孫要追尋祖先

閩粵地區文化融入河洛文化的歷史
過程與作用

前輩的腳步，另外就是供奉祖先，一定是在

以福建崇安漢城遺址與廣州南越國都城、王陵考古發現為例

堂的中間，神明，尤其是觀音，會在祖先的

■劉慶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跟對聯一定有關係，在正廳祖宗前面的對聯
叫做「廳對」，這一定跟祖先的豐功偉業有
關，接著往旁棟樑上，就是「棟對」，最外

左邊。
客家人很重視「龍神」，在祖先牌位或
傳人，龍神其實是土地神之類的神格，但稱

我

作龍神，藉以鎮宅。

關係，還有台灣文化之前的過渡，與閩粵文

神明牌位下面的正中間會放置，真的是龍的

接下來是習俗，「食伯公福」是在土地
公生日那天，大家會到土地公旁，聚在一起
聚餐，敦親睦鄰。《荊楚歲時紀》中記載，

跟王陵墓，來討論台灣跟河洛文化的

化之間的關係。

河洛文化是漢文化核心

拜完土地公，就在旁邊「享其胙」，拜拜之

中國文化是華夏文化，實際上河洛文化

後便聚餐。另外就是「天穿日」，據說是紀

的分期階段：先秦時期為華夏文化；秦漢之

念女媧補天，是非常古老的節日。

後，形成以漢族為主體的漢文化，對外形成

農曆正月20日是客家日

80

要透過福建崇安漢城、廣州南越都城

了以東亞為主的漢文化圈，包含朝鮮半島、
日本列島、東南亞、越南以北地區，實際上

▲劉慶柱以手勢加強演講內容，強調「閩粵台是保存中國
文化最重要的地區」。

從今年開始，正月二十日立為全國客家

就是以河洛文化為核心，因為倒推回去來

日，為全國客家鄉鎮共同慶祝天穿日，進行

看，如果中華民族文化形成於前漢時代，那

在物質文化中，對一個民族、國家來

山歌比賽，透過這些文化習俗的傳承，客家

它的標誌是「漢族」、「漢字」，而政治的

說，最重要的就是都城、陵墓，如果把都城

人在台灣的能見度越來越強，相信這樣下

載體就是「漢朝」，這情況下形成的意識形

當作陽間載體，陵墓則為陰間載體，這兩者

去，客家文化能在世界發揚，當然，最重要

態就從「百家學說」到「獨尊儒術」，以及

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質，比如廣東、福

的是保存客家語，因此有客語認證，為突顯

重農抑商、宗法社會都是在這個時期形成，

建，最早進入中國王朝體制，像武夷山的崇

文化，台灣成立了客家學院，研究政治、經

從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出現後，中國出現

安漢城，和南越國都城陵墓遺址。秦代象

濟、文化層面，大家若有時間，歡迎來客家

郡縣制的社會，中國南方和東南方是最早進

郡，漢封閩越王，直屬中央。那麼，怎麼證

學院參訪。

入郡縣制的地區，無論廣東、福建，都在秦

明哪個都城承繼了中華民族、漢文化或是華

朝出現，而西北地區新疆一帶，到漢武帝時

夏文化呢？從建築布局來看，從現在北京故

期才設「西域都護府」，東北地區也是在漢

宮來看皇帝的辦公大殿太和殿居中，而福建

武帝時期設立，因此福建、廣東地區是很重

的崇安漢城，也是同樣佈局。從華夏文化，

要的郡縣制地區。

到漢族主體的中華民族文化，一直到明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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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北京城都是這樣的脈絡，它可說是傳承

漢人有98%來自閩粵地區，客家人、河洛

了這套文化脈絡；作為國家統治、象徵性的

人，他們都是從中原到閩粵的，閩粵是保存

宮殿，各地政府的建築都是如此，而在宮殿

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地區，因為中原不穩定，

的東邊是宗廟，往往設在城門旁邊，其他像

只要打仗、戰爭，人就會往這裡遷移，無論

是「萬歲」、「長樂」、「長樂萬歲」的陶

是人種學、文字學、語言學，台灣、福建、

文，也在王城遺址出現，這與中國兩千年的

廣東都是保存完整的，與河洛是一體的地

傳統相同，與洛陽、西安相同，決不是偶

方。

河洛文化與台灣的寺廟信仰
■莊芳榮（台灣藝術大學副校長）

開

宗明義來說，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
在信仰方面，就是敬天敬祖。從中國

然，是理念信仰與文化概念，因此秦漢時

的歷史來說，天災頻傳，如水災、瘟疫。然

代，崇安漢城與河洛地區已有相同的文化。

而無論是天災或是人為的災難，都要向上天

廣東最早進入中華文化圈

與祖先求保祐，這樣的行為包括台灣、早期
移民的閩南、以及河洛文化都一樣。

廣東是最早實行郡縣制的地方，也最早
進入中華文化圈，廣東的內涵更豐富，既有
都城，也有都城的另一個表現形式。這個城

在四百年前，從閩粵遷渡來台灣發展，

市的平面布局，與同時的長安、洛陽一樣

會遇到黑水溝的阻礙。根據官方統計，閩粵

的，而出土所使用的材料像瓦當、磚瓦、刻

移民在十個人中，僅有三人能平安到達台

字都與中原地區最高等級的建物相同；另

灣。因此移民要下海或登船的時候，會在船

外，錢的概念，表示同樣的政治體、經濟

上放置神符或香火，以求平安渡過台灣海

灣，保生大帝的祭祀最早出現在台南的學

體，才會使用相同的貨幣，這個半兩錢與當

峽。平安到達台灣後，移民者為了答謝保佑

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另一批移民者到了

時秦、漢的中央政府相同，代表當時的邊緣

的神明，會在移民者落地生根的地方，將移

台北的大稻埕，也形成另一個保生大帝的祭

東南也與中央相同；最後是陰宅與陽宅，漢

民者從大陸帶來的神像或香火供奉在落地生

祀圈。

代時這裡的墓的規格，與中原、河北一樣，

根的地方。起初祀奉神明的寺廟極為簡陋，

1968年廣東出土的漢墓，出土的玉器，以

大多用茅草搭建。但無論寺廟如何簡陋，寺

及墓主的階級地位，嚴格遵守禮制，都與中

廟依然是移民者在心靈上的寄託之地。

▲莊 芳榮：台灣的寺廟信仰與閩粵的寺廟信仰為一脈相
傳，極為相關。

台灣寺廟信仰與閩粵一脈相傳
漳州主要拜開漳聖王，開漳聖王主要記

原文化相同，這表示兩千年前廣東地區的制

台灣的廟宇從農村、聚落到市區都有建

載為陳元光。陳元光是從河南到漳州開發，

度與中原相同；另外，當地出土的官印，與

設，其建設動機相當多元，最重要的是祈求

當時的開發地點為漳州凌宵縣，再從漳州到

漢代邊疆封王的諸侯王，所使用的印章形式

豐收，避免瘟疫，以及成為同鄉凝聚的地

台灣。由於泉州人較早來台灣開發，所以佔

相同。

方。因此今天我們談的河洛文化與台灣的關

據較多的平原地區，而漳州人較晚來台灣，

係，事實上很明顯的就是表現在鄉土神的信

所以多是靠山坡發展，因此開漳聖王的廟都

仰上。比如說我的家鄉在福建同安，最重要

在山坡，例如鄰近的芝山的惠濟宮就是拜開

的祖祭神就是保生大帝。隨著鄭成功來台

漳聖王，內湖碧山巖也是很有名的開漳聖王

閩粵台是保存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地區
現在台灣居民的90%以上都是漢人，而

82

寺廟是移民者的心靈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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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茶敘．翰墨留香 品茗嚐鮮 以文會友

廟，台灣現在敬拜最多開漳聖王的地方在宜
蘭，桃園也不少，以宜蘭永鎮廟為首的祭

會議期間，主辦單位在中庭擺設點心、茶水，提供休憩話家常；並於4月16
日設置「翰墨留香」專區，邀請中華大漢書藝學會的書法及繪畫名家陳德
藩、馮正連、楊蓁、周東和、周祈恩、賴汝南、賴宗煙、蕭鼎三等八位書
畫名家現場揮毫，受到與會者極大好評，圍觀欣賞者不斷，更紛紛要求贈
送作品，書畫名師們手不停息，用盡了300多幅宣紙，儘量滿足愛好者的需
求，看到求得墨寶者的喜悅表情，大師們都覺得辛苦有代價。

祀，連結了台灣開漳聖王的寺廟。簡言之，
即便是在當今科技發達的時代，台灣的廟宇
信仰比起其他地方仍都來的興盛，而台灣的
寺廟信仰與閩粵的寺廟信仰則為一脈相傳，

1

極為相關。

2

3

4

1-2. 各式茶點任品嚐。
   3. 現場揮毫，一氣呵成。
   4. 即席作畫，佈局構圖毫不馬虎。
   5. 求書求畫，大師們有求必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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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花博、故宮博物院．名人相見歡

專題分組研討會

來到台北，不能錯過舉世聞名的「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也不能不造訪擁有全球最多無價中華藝術寶藏的故宮博物院；世
界自由民主聯盟總會長也是兩岸民意代表交流基金會董事長饒穎
奇、中華文化交流基金會會長李鍾桂，分別設宴款待河洛文化研
討會參訪團，主人的熱忱周到，使貴賓們都銘感在心。

1

大會於4月16日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以6個
2

3

1-2. 李鍾桂會長4月16日午宴款待參加河洛研討會的貴賓。
   3. 饒穎奇董事長（站立致詞者）宴請參加河洛研討會的貴賓。
   4. 花博展場繁花似錦。
   5. 在花博展場前留影。

4

子題10場次進行專題分組研討。
6個子題是：河洛文化與臺灣文化、河洛文化與客家文化、河洛文
化與海外華人文化、河洛文化與宗族姓氏傳承、河洛文化的傳承與發
揚、河洛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
研討會各場次主持人包括：楊海中（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原紀委書
記、副研究員、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章樂綺（臺灣中華
鄭和協會理事長）、溫憲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吳民民（中華僑聯總會菲律賓辦事處主任兼常務理事）、趙麗屏（中
華僑聯總會常務理事）、衛紹生（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
長、研究員）、丁同民（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河洛文化研
究會常務理事）、張光正（中原大學教授；中原大學、實踐大學前校
長）、陳榕三（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當代臺灣研究所研究員）、王能章
（中華僑聯總會常務理事）。
研討會各講者發表之內容，均已收錄於「河洛文化與臺灣文化」
論文集中，實錄中不再重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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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分組研討議程

4月16日（星期六）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專題分組研討議程
時  間

主持人：楊海中（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原紀委書記、副研究員、中國河洛文
化研究會常務理事）
發表人
13:30-15:20
子題一：河洛文
化與臺灣文化(第
一場)
地點：318教室(
教學大樓1樓)

中原王朝對臺灣的開發與治理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安國樓

清代三種《臺灣府志》風俗記述之比
較

宜蘭縣河南同鄉會理事長
高雙印

臺灣宜蘭與河洛文化

美國普林頓大學教授
楊泰鵬

臺灣人就是河洛人，臺灣話就是河洛
話

美國中華文化促進會會長
彭聖師

河洛文化與臺灣文化

發表人
13:30-15:20
子題二：河洛文化
與客家文化（第一
場）
地點：325教室
（教學大樓2樓）

地點：318教室(
教學大樓1樓)

17:40-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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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壁客家祖地與臺灣客家淵源

廣東省行政學院研究員
許桂靈

河洛文化與客家文化的風格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副教授 王遠嘉

河洛文化與客家文化的差異─以節慶
為例

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全球客
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劉煥雲

河洛文化與客家文化傳承關係之研
究

中央研究院(臺灣)科學史委員
會委員 劉昭民

從臺灣客家族的祖堂和族譜追溯古
代的河洛文化
茶敘休息

主持人：吳民民（中華僑聯總會菲律賓辦事處主任兼常務理事）
發表人

主持人：章樂綺（臺灣中華鄭和協會理事長）

15:40-17:30
子題一：河洛文
化與臺灣文化(第
二場)

題目

福建三明學院教授 廖開順

15:20-15:40

茶敘休息

發表人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溫憲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題目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研究中心
教授 李玉潔

15:20-15:40

4月16日（星期六）

題目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
究員 任崇嶽

臺北首任知府陳星聚與臺灣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湖北社會科
學報》主編 黃勇

淺論臺灣文化以河洛文化的傳承與發
展

寧夏文物局原副局長
周興華

黃河流域岩畫與臺灣萬山岩畫初探

台東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 盛勝
芳

河洛音樂文化的傳承與發揚—臺灣民
謠在教學上的應用與教育價值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研
究生 吳信漢

從哈布瓦赫集體記憶理論探討大甲鎮
瀾宮的形塑

晚餐

宴會廳

15：40-17：30
子題二：河洛文化
與客家文化（第二
場）
地點：325教室
（教學大樓2樓）

17:40-18:50

題目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
教授 司徒尚紀

河洛文化與客家文化的形成

福建省三明市地方誌編委會副
編審 呂清玉

中原文化是閩粵台客家文化搖籃

江西省僑聯秘書長 陳世春

傳承客家民俗 弘揚華夏文化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邱榮舉
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
任講師 黃玫暄

論河洛文化與客家文化

中央大學(臺灣)客語文研究所
研究所研究生 黃元姜

臺灣閩客語四字成詞對應關係

晚餐

宴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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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分組研討議程

4月16日（星期六）

時  間

專題分組研討議程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13：30~15：20
子題三：河洛文
化與海外華人文
化
地點：群英堂
（經國堂2樓）

題目

臺灣中華鄭和學會副理事長 賴
進義

河與海的交會～鄭和下西洋對河洛
文化傳承與發揚的貢獻

臺灣師範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副
教授 邱炫煜

河洛人的入閩「遷臺」或「過番」
——以臺南七股「龍田邱氏祠堂」
與檳城「龍山堂邱公司」為例

玄奘大學資訊傳播學院院長 陳
偉之

河洛文化與菲、台衛星電視交流

日本中華學會會長 陳福坡

河洛文化與日本書道

馬來西亞雪隆李氏宗親會會長
李雄之

馬來西亞血緣性組織的大整合
—以馬來西亞華人姓氏總會聯合會
為例

15:20~15：40

發表人
13：30~15：20
子題四：河洛文化
與宗族姓氏傳承
（第一場）
地點：328教室
（教學大樓2樓）

15：40~17：30
子題六：河洛文化
與文化創意產業
地點：群英堂
（經國堂2樓）

17:40-18:50

90

聯結河洛文化傳承的紐帶

河南省許昌學院教授
馬保記

姓氏起源的文化意義

香港濟川文化研究會會長
潘樹仁

河洛一脈孝親祖

臺灣中華文聯會副會長
黃邦宿

河洛文化與臺灣姓氏傳承例述四姓
淵源、祖祠、名裔以明

自在交流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張仲琪

世界各地華人電子族譜網絡平臺發
展現況與願景探討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所長、研究員 衛紹生

文化創意視野下的河洛文化
——以河圖洛書為例

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副
教授林伯賢、
明道大學時尚造形學系副教授
葉茉俐

傳統文化再現風華
——河洛文化在創意商品設計之運
用

臺灣藝術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
究所 博士生徐啟賢、
臺灣藝術大學設計學院院長
林榮泰

漢字文化創意產業應用探討

工程師 史先澍

今為古用: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展示大
唐西域記內容的示範

茶敘休息

發表人

題目
贛南客家文化創意產業開發研究

晚餐

臺灣女真人後嗣之姓氏

主持人：張光正（中原大學教授；中原大學、實踐大學前校長）

主持人：衛紹生（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江西理工大學文法學院副院長
王猶建

題目

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方衍

15:20~15：40

茶敘休息

發表人

活     動     內    容
主持人：丁同民（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
常務理事）

主持人：趙麗屏（中華僑聯總會常務理事）
發表人

4月16日（星期六）

15：40~17：30
子題四：河洛文化
與宗族姓氏傳承
（第二場）
地點：328教室
（教學大樓2樓）

17:40-18:50

題目

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副主任、副研究員 陳建魁

歷史上中原士民的南遷與當代閩台
姓氏人口特點的形成

信陽師範學院教授 金榮權

論蔡國歷史與蔡姓的南遷

中華謝氏文化研究會副理事長
謝純靈

謝姓遷台分佈及其貢獻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博士後
研究員 張正田

唐代宰相鍾紹京史實考論與臺灣
《鍾姓大族譜》中對鍾紹京之相關
記載

退休教師 黃振良

宗族文化在金門的傳承與發揚

晚餐

宴會廳

宴會廳

聯結河洛文化傳承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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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組研討議程

4月16日（星期六）

時  間

專題分組研討名單

活   動   內   容

子題一：河洛文化與臺灣文化
地點：318教室（教學大樓1樓）

主持人：陳榕三（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當代臺灣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13：30~15：20
子題五：河洛文化
的傳承與發揚（第
一場）
地點：332教室
（教學大樓3樓）

河洛—華夏文化的強大凝聚力

福建三明學院副教授
蔡登秋

楊時與「道南衍派」

與會貴賓：

韓國東義大學校哲學科教授
朴文鉉

周易的和諧精神和茶文化

空大兼課退休講師 曹尚斌
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總院
長 唐學斌

安國樓

高雙印

任崇嶽

黃 勇

周興華

楊泰鵬

彭聖師

唐學斌

盛勝芳

吳信漢

楊祥麟

陳建傑

鄭溫乾

黃麗雲

黃邦宿

趙廣暉

劉魁源

河洛文化對越、日、韓諸友邦之廣泛
影響

葛建業

張伯筠

楊曉慧

蔡世明

林宥成

劉鑑

李淵祥

唐德清

施慶桂

張富春

劉加洪

何綿山

河洛文化與臺灣—以文化創意產業
為例

程有為

林樹森

王全書

鄧永儉

呂 虹

趙東科

余國春

林樹哲

陳義初

毛德富

董錦燕

朱慧靈

權力莉

馬建幹

郭曉莉

王中平

謝余卡

董勝安

汪純蓮

楊天喜

王守謙

李瑞民

李維靜

李國鈞

楊世民

余岸明

張梓教

阮青山

江宇園

熊國友

Aaron Liang

Winnie Liang

郭信浩

繆亞冰

季加宇

齊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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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當代臺灣研
究所研究員 陳榕三

「開閩三王」傳承河洛文化在閩台

鄭州師範學院中原文化研究所
教授 劉玉娥

從《周易》卦爻辭看商周婚姻狀況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
教授 楊 昶

《墨子》的和諧理念探析

世新大學助理教授 黃麗雲

臺灣「端午龍船競渡」的早期真相
與變化——清風俗圖卷．方志文献
的探討

愛信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何勇正（澳洲）
晚餐

主持人：章樂綺（榮民總醫院營養科主任，臺
灣鄭和協會理事長）

李玉潔

茶敘休息

發表人

17:40-18:50

15：40～17：30

主持人：楊海中（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原紀
委書記、副研究員、中國河洛文
化研究會常務理事）

主持人：王能章（中華僑聯總會常務理事）

地點：332教室
（教學大樓3樓）

13：30～15：20

題目

湖北黃岡師範學院教授
劉清

15:20~15：40

15：40~17：30
子題五：河洛文化
的傳承與發揚（第
二場）

4月16日（星期六）

子題二：河洛文化與客家文化
地點：325教室（教學大樓2樓）
13：30～15：20

河洛文化的傳承與圓明
宴會廳

15：40～17：30

主持人：溫憲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
長、研究員）

主持人：吳民民（菲律賓僑領，中華僑聯總會
常務理事）

與會貴賓：
廖開順

許桂靈

王遠嘉

司徒尚紀

呂清玉

陳世春

劉煥雲

劉昭民

楊鏡汀

邱榮舉

黃玫暄

黃元姜

徐貴榮

何石松

黃志英

葉楚慧

馬 潮

藺斯邦

黃紫玉

陳 潔

張蘭君

鄧晴文

穆旭甲

陳紅心

劉振英

池峰龍

楊 瀚

楊思澤

黃小同

陳唐曉

張鐵成

何新年

李青梅

史 青

張海珠

陸偉民

張 癸

陶 勇

徐 葭

熊保平

羅必香

黃佳君

劉長江

馬建軍

潘 冬

成 琨

張宇馳

甘海峰

程水鳳

賴觀福

王小華

李 剛

朱榮智

李惠英

聯結河洛文化傳承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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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組研討名單

4月16日（星期六）

子題三：河洛文化與海外華人文化

專題分組研討名單

子題六：河洛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

子題五：河洛文化的傳承與發揚

地點：群英堂（經國紀念堂2樓）
13：30～15：20

地點：332教室（教學大樓3樓）

15：40～17：30

主持人：趙麗屏（中華僑聯總會常務理
事）

4月16日（星期六）

13：30～15：20

主持人：衛紹生（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
所所長、研究員）

與會貴賓：

15：40～17：30

主持人：陳榕三（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當代
臺灣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王能章（中華僑聯總會常務理事）

與會貴賓：

賴進義

邱炫煜

陳偉之

王猶建

林伯賢

葉茉莉

劉 清

蔡登秋

朴文鉉

陳榕三

劉玉娥

楊 昶

陳福坡

李雄之

黃孔威

徐啟賢

林榮泰

史先澍

曹尚斌

唐學斌

李 和

黃麗雲

何勇正

曹尚斌

邱清華

羅海賢

廖書蘭

黃美賢

黃于倩

黃彥菁

齊衛國

呂繼增

何祥榮

洪 鼎

莫瑞群

張亞東

錢肇昌

吳淑媛

舒立彥

趙桂芬

郭耀清

蔡鴻江

何勇正

吳疏潭

趙海金

孫國華

施玉鳳

張洪平

李培徽

黎愛珍

林再藩

閻家琳

黃國暉

趙德婉

龔國光

胡進才

黃黎星

湯淑君

李伯謙

劉慶柱

岑摩岩

梁傑韶

郭 菲

鄭雪霏

鄭雪茵

趙承儀

歐陽健

趙光南

楊小強

楊木森

鄧衛星

許竟成

洪條根

時傑華

趙新華

陳文華

張添根

程潤江

陳學文

黃有漢

唐勇華

林貽華

朱華珍

湯殿峰

楊光國

張標材

李莉芳

林金章

鄭小燕

賴聯明

靳心泉

曹慶紅

周宏珠

李 萍

杜克鵬

蔡洪武

陳敦海

陳翠芳

戚良雁

陳琪瑛

張建國

王 月

何宜國

王曉明

汪澤亞

許曉燕

張 玫

張震西

韓銅準

黃安美

張忠春

劉金偉

梅金星

范亞平

陳天璽

林翠玉

譚肇銘

黃玉瓊

高 慧

王惠忠

陳健英

溫深文

黃仕遠

子題四：河洛文化與宗族姓氏傳承（第一場）
地點：328教室（教學大樓2樓）
13：30～15：20

15：40～17：30

主持人：丁 同民(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

主持人：張光正（中原大學教授；中原大
學、實踐大學前校長）

與會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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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衍

馬保記

潘樹仁

陳建魁

金榮權

謝純靈

黃邦宿

張仲琪

黃振良

張正田

黃安澤

陳紫霞

賈炳權

簡明有

李 敏

潘長發

趙炳南

錢建嵩

林心麗

李耀榮

程道中

李京華

邱碧霞

陸炳文

鄭燕軍

郭立懷

張亞洲

王玉英

馬銀芳

王海平

董延壽

史善剛

毛陽光

李玉潔

曲脈旺

陳金樂

黃伯雄

王紅巧

姚 超

汪國平

查仕文

謝寶河

李新堂

管友國

張永貴

陳聖華

齊中儉

余達啟

劉淑英

林 欽

林明鉥

龔九森

許 立

詹炳垣

李國榮

吳元壽

林 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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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屆 河 洛 文 化 學 研 討 會

實 錄

第二次大會：專題演講
■主持人：葛維新（中華僑聯總會常務理事）

第二次大會是於4月17日上午8時30分至10時30分，在劍潭青年活
動中心群英堂舉行，由中華僑聯總會常務理事葛維新先生主持，講者
包括：
1.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程有為先生─河洛文化在臺灣
的傳播與影響
2. 中華粥會理事長陸炳文先生─河洛文化與宗族姓氏傳承
3.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溫憲元先生─客家文化的精神和
基本內涵
4. 華裔太空學家、紐約鄭和協會錢肇昌教授─鄭和下西洋對河洛文化
傳揚的貢獻----鄭和奇案揭密
5.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龔國光先生─河洛文化作為華
夏民族根文化再認識
6. 傳統詩詞推廣委員會主席傅萬壽先生─古漢語源流與閩客語的關聯
性
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黃美賢助理教授─以中華藝
術文物為基礎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途徑與策略——以國立故宮博物
院為例
8. 香港新界鄉議會議員廖書蘭女士——河洛文化與香港新界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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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在台灣的傳播與影響

高宗時和唐末，河洛漢人大批入閩，增加了

內徙者數十萬人東渡，以實台地」。康熙

勞動人手，帶去了先進技術，實施了閩地兩

二十二年，施琅率領水師2萬餘人，攻佔澎

次大規模的開發，促進了古代福建經濟和社

湖，鄭克塽投降後，進駐台灣，設三縣台

會的發展。這是第一波移民浪潮，從河洛遷

灣、諸羅、鳳山，隸屬福建省，不僅實現了

河

至閩地。

祖國的統一，也帶來了台灣經濟、文化的進

漢族及其他民族的人民群眾所共同創

第二波移民浪潮，就是漢人遷到台灣。

造，同時它也得益於河洛地區與周邊地區文

早在唐代，已有大陸漢族人民遷居澎湖列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台灣現有人口

化的交流與互動，能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營

島，像唐中葉，施肩吾始率其族遷居澎湖；

2300萬，原住民不到40萬人，其他都是從

養成分，以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從而長期

到五代兩宋，就有漳泉邊民一齊移來台灣；

大陸遷去的。由於移居台灣的時間先後和移

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河洛文化是中原地區

宋代「七閩地狹人稠，為生艱難」，生活困

出地區的不同，形成了所謂四大族群：原住

乃至黃河流域的核心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

苦，逐漸形成了移民群體浪潮。南宋時人

民、閩南人、客家人，還有外省人，據台

的源頭和主流。

說：「海中大州號平（澎）湖，邦人就植

灣官方1985年戶口普查的統計，閩南人約

粟、麥、麻」。中土的農作物已從福建傳到

占74.85%，客家人約占13.19%，外省人約

澎湖。乾道七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在該島建

占9.85%，原住民約占2.37%，而外國人約

房，派水軍駐守保護。五代兩宋，漳泉人民

占0.09。所謂「（台灣）本省人」系行政上

移居台灣，元代也與台灣有一些互動，泉州

之一種名詞，其實均為明清以來大陸閩粵移

漢人再次大批南遷。第三次是唐末的黃巢起

百姓移居並開發澎湖，促進了當地的畜牧業

民，亦即河洛與客家之苗裔。絕大多數的台

義，王緒攻陷光州固始（今屬河南），以王

和農業的發展。

灣居民，其祖先是從河洛南遷，然後渡海來

■程有為（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洛文化是生活在河洛地區華夏部族、

河洛地區和台灣人民相距千里之遙，但
是就文化而言，台灣和河洛地區關係卻相當
密切。河洛文化向台灣的傳播是通過兩波移

▲程有為先生表示：絕大多數的台灣居民，其祖先是從河
洛南遷，然後渡海來台，所以習慣自稱河洛人。

民浪潮而實現的。

中國古代的兩波移民浪潮

台，所以習慣自稱河洛人。在台灣，漢族人

河洛地區的漢族人民在西晉末、唐代和

潮為軍正，王緒南下到達南安。由於他為人

北宋末曾經大規模南遷，其中大批漢人徙居

猜忌濫殺，被將士處死，推王潮為帥。王潮

閩粵地區。

先後攻克泉州、福州，平定閩地。「乃創四

明末天啟年間（1621～1627），以福

三個階段的第一次是西晉末永嘉年間，

門義學，還流亡，定租稅，遣吏巡州縣，

建南安人鄭芝龍為首的海商集團在台灣築寨

西晉末年，攻佔了洛陽跟長安，導致漢人南

勸課農桑，交好臨道，保境息民，人皆安

定居，召晉江、南安沿海居民3000多人遷

遷，這裡就不多說。

焉」。唐朝廷以王潮為威武軍節度使，福建

台。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降明，

第二階段的移民在唐代，唐代分為兩

管內觀察使。王潮病死，其弟王審知代立。

又招沿海饑民數萬人來到台灣，這是最早的

台灣文化是以閩南文化為主體，兼採其

次，一次是唐高宗總章二年，光州固始人陳

後梁建國，封為閩王。這是唐代的三次南

大規模的閩南移民，此後閩南人成為大陸向

他地域文化和異國文化逐漸形成的。閩南文

政奉命率軍民入閩開漳。陳政病死，其子陳

遷。

台灣移民的主體。鄭成功在抗清之後，在順

化和客家文化有許多河洛文化的因子，移植

河洛文化在台灣傳播

口占82.7%。其中80%是由福建去台灣的閩
南人，20%是祖籍廣東的客家人。所以台灣
文化是一種移民文化。

台灣文化可見河洛文化因素

元光平定嘯亂，致力農桑，推廣文教。武則

第三次南遷，是北宋的靖康之亂，宋室

治十八年，帶領水陸官兵眷口三萬多人，從

到台灣後，成為台灣文化的主體。在台灣文

天時以為漳州刺史，陳元光率領中原移民燒

南遷。當時「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幾千

廈門出發在台灣台南登陸，鄭成功圍攻荷蘭

化中還是可以看到河洛文化的很多因素，河

荒墾植，興修水利，務農積粟，惠工通商。

萬人」，其中也有不少民眾移居閩地。

總督所在的赤崁城，擊潰荷蘭援軍。清康熙

洛文化在台灣的傳播以遷移擴散為主，主要

年間，荷蘭總督揆一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

是以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作為傳播仲介，河

抱。鄭成功在台灣建立行政機構，推行屯

洛文化在台灣的傳播主要是間接的，但是也

田，又派人到漳泉等地「招沿海居之不願

不排除直接傳播。

方數千里無烽火之警，號稱「樂土」，因而
獲得了「開漳聖王」的美名。唐代的第二次
南遷，在唐玄宗天寶末年，安史之亂，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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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與宗族姓氏傳承
■陸炳文（中華粥會理事長）

起造新家廟，多鼓勵同輩、晚輩祭拜老祖
宗，重建新家園，一起為第十屆河洛文化研

由此可知，團結大姓，就是最大的切入

討會在台北舉辦的光榮時刻，一起做對得起

點，連宗就要從大姓開始。若要團結，就要

老祖宗的光榮事件，就是兩岸的和平統一，

河

洛研討會第一次移師台北，個人感到

從各個姓氏的宗祠開始。台灣有300宗祠，

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非常榮幸和光榮，我的報告本來有幾

走過100多個之後，我發現，台灣的民族

萬字，但這次精簡給各位朋友，請大家多多

性，就是中華文化的民族性：慎終追遠；大

指教。

陸雖然受到文革破壞，但最近幾年發現，慢

上個世紀20年代，革命先行者，國父

慢也回歸到中原文化的本質個性，也就是對

孫中山先生，在第九屆河洛會議舉行不遠之

各姓宗祠的保留。在2008年，胡總書記已

處，曾說道：「請問貴姓？如果是同姓同

經回到安徽祭祖，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兩位榮

宗，就特別親切，宗族之團結，是中華民族

譽主席，連戰先生與吳伯雄先生，也先後回

和中華國族統一最重要的元素」，所以「請

到祖居地福建連氏宗祠與吳姓宗祠祭祖，如

問貴姓」這句話非常重要，同姓會感到十分
親切，但即使不同姓，我們也了解，五千年

▲陸炳文先生肯定宗族之團結，是中華民族統一最重要的
元素。

果大姓都能慎終追遠，團結起來，回到祖居
地開基祖之地祭祖，使之蔚為風氣，我相信
在有生之年，必定能看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前都是來自黃帝軒轅氏傳下來的血統，因此
今天從黃帝子孫與各位談談，我們要如何團

大了。因為我們都是來自光榮血統黃帝的後

結合作，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一些貢

代，至孝都親，舜虞的子孫，所以即使我們

獻。

不同姓，終究特別親切；像姓王、姚、田，

興，更能看到兩岸的和平統一。

河洛文化 只有離合 不曾分裂

乃至兩岸的前一百大姓，就已占全人口數的

最後，以陳述的基調回報各位，一是河

80%~90%，大姓的代表，研究大姓就等於研

洛文化自古以來，只有離合，不曾分裂，我

在台灣光復50周年時，我曾為台灣電

究了團結國族、和諧國族。我們是黃帝的

是台灣人也好，中國人也好，終究是中華民

視公司拍攝「請問貴姓」一部片，當時很重

子孫，由黃帝二十五子中的十四子，分封

族的一份子；第二，河洛文化就是和諧文

要的論述是，一定要把姓氏連宗，才能促進

十二個姓而來的，到如今已數以萬計，大陸

化，馬英九總統說：「兩岸是中華民族團結

國族和諧，才能體現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所說的五千多個姓，以及台灣2006年統計

進步的重要因素」，胡總書記也說：「和

胡錦濤先生在十七大所說：「河洛文化是團

的1524個姓，前一百大姓已經占了兩岸總

諧文化是中華民族團結進步的重要精神支

結全民族海內外同胞最重要的。」以下我將

人口的80%~90%，若再往大姓集中，前十大

撐」，這是我今天講話的兩個重點，百姓慎

向各位談一談，如何和諧國族。

姓影響力更大，占了人口數的50%以上，台

終追遠的人越多，兩岸達到終極統一的終點

昨日開會時，很榮幸坐在中國河洛文化

灣有句話說「陳林滿天下」、「陳林半天

距離就越少，換句話說，我們如何縮短海峽

研究會常務陳副會長的旁邊，陳副會長姓

下」，在台灣，每十個人裡面，就有兩個人

兩岸和平統一的時程，最充分必要的條件，

陳，我姓陸，看似沒有很大關係，其實關係

姓陳或姓林。

就是多多鼓勵兩岸同胞們保存固有舊祠堂，

「請問貴姓」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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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的精神和基本內涵

歷程，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歷史事實告

族、家族、鄉土觀念根深蒂固。客家人雖然

訴我們，客家人是「自然環境和人為環境影

「漂」在國家的南方異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任

響或選擇下的適者」，通過一代代人的長期

何一個角落，但始終都對故里鄉土有著強烈

艱苦奮鬥，使客家人的民族性格得到考驗和

的歸依感。客家人非常重視敬祖睦宗：聚族

磨練，客家地區的經濟得到空前發展。正是

而居、修族譜、建宗祠。尤其在飽嘗離鄉背

中

華民族文化進入繁榮發展的關鍵時

憑著艱苦創業、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客家

井之苦後，他們雖然身在異地但卻更加眷戀

期，共用不同區域的學術文化研究成

人才能在族群強手的夾縫中求生存、求發

家鄉，因而，客家人愛家、愛鄉、愛國的思

果，這種創新的舉措，有利於繼承和發揚中

展，由小到大，由弱變強，創造了客家文化

想已經深深地熔鑄在骨髓裡、血脈中。客家

華民族文化精神，實現文化大繁榮、大發展

發展史上的一個又一個奇蹟。

先民飽受戰亂和壓迫帶來的痛苦，因此，客

■溫憲元（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的目標。

客家人具浩然正氣的民族節操

客家文化 體現中國傳統文化諸多特徵

起有著強烈的渴望。客家人唯有積極主動地

第二，銳意革新、不斷開拓的變革精

學習他人之長，補己之短，海納百川，學以

客家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最具特色的地

神。客家人有著一種浩然正氣的民族節操，

致用，以發奮強盛為目標，因而客家文化能

域文化，也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特

客家人的「崇尚忠義，反抗壓迫，義不帝

夠充分表現出極大的融匯南北、海納百川的

秦 ，同仇敵愾，愛國愛鄉，」的凜然自傲

開放性、多元性和務實性。客家文化的精神

之氣，使他們成為「民族心理發展中的一群

特質內容還有很多，由於時間關係，大致只

勇者」。在中華民族史上一次次悲壯的革新

說這樣。

徵。從特徵上說，它以客家方言為載體，存
活於客家方言通行的社會區域之中；從地域

▲溫憲元先生說：進取、變革、開放是客家文化的精神內
涵。

範圍上講，它發源於中原河洛地域，隨著客
家人的足跡，逐步向福建、江西、廣東和台

點是，基於農業產生方式與土地形成的密切

運動，一個個大膽的改革運動中，客家人的

灣，乃至海南、廣西、湖南、四川和香港等

關聯性，這點跟草繩文化有極大的區別。最

這種變革精神歷史上都有過很多很多的文字

地域，乃至全世界擴展；從數量上說，世界

後，河洛文化，就其精義而言，主要的是在

記載，表現出強烈的愛國愛鄉民族的銳意進

當前，開展客家文化研究，既是保護歷

範圍內認同客家文化、或者生活在客家方言

於它和黃帝、夏禹有關，體現著一種開拓的

取、不斷開拓的變革精神，成為客家文化精

史文化遺產的需要，也是廣泛連繫海峽兩岸

圈的大約有9000多萬人；從歷史角度說，

精神；也與「陰陽五行」有關，因此表現著

神特質的傑出代表。

客家人共同建設美好家園，促進祖國的需

客家文化經歷了千百年的風雨歷程，伴隨著

一種對事物之間相互聯繫及其不斷發展的辯

社會的發展進步和客家人的變遷，客家文化

證思維。

客家人重視敬祖睦宗

客家文化傳承的意義

要；既是當前弘揚先進文化的題中之義，也
是建設海峽兩岸和諧發展的重要內容。下一

第三，是融匯南北、海納百川的開放精

步我們對客家文化領域的研究，可以思考和

神，客家人主張民族融合，強調兼收並蓄，

建議的是：一要把人文生態作為客家文化的

客家文化精神就是指客家人的觀念、意

善於融合南北各民族文化，以及融會包括來

重要內涵。人文生態不僅是一種理論，更是

識、思維活動和客家人自覺的心理狀態、文

自海外、西方的文化思想。在千百年的遷徙

一種實踐，人文生態是一種由現代視角向建

客家文化的歷史來源，始於河洛文化。

化習俗和生活樣式。關於客家文化精神特質

過程中，客家人繩繩相引離開故土、置身於

構後現代視角的理論轉型。人文生態是一種

首先，河洛文化的地域性與其他地域文化不

的探索和研究，前輩已有諸多探討和論述，

異域文化中，為了生存發展，他們同舟共

心境、情志，一種意識，一種生活方式。我

同,其特點就是與中國文化形成的直接關聯

我在此歸納三點。第一，艱苦創業、自強不

濟、團結一心，表現出強烈的群體意識。客

們需要把它作為新文化形態的客家人文生

性。其次，河洛文化傳播或擴張有效性的特

息的進取精神。探尋客家人先輩艱苦創業的

家先民深受中原傳統文化教育的影響，宗

態，努力構建客家人文生態學，開拓客家文

的精神特質和基本內涵也在不斷補充和完
善。

客家文化的歷史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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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的新進路；二是客家人是客家文化研
究的重要課題，也是當下取得成果最豐碩的
課題，但還大有必要，另闢蹊徑，進行深化
研究；三是要把客家地域社會生活史、客家

鄭和下西洋對河洛文化傳揚的貢獻
——鄭和奇案揭密
■錢肇昌（旅美教授，華裔太空學家、鄭和學會顧問）

民眾心態史、客家文化生態保護史，作為值
得投入下大力氣研究的重要課題。

客家人要有客家音樂
最後，我有些建議，第一，就是客家人
要有客家音樂。潮州文化有潮州音樂，廣東
文化有廣州音樂，我們客家卻沒有客家音
樂，我們要不要弄一個客家音樂。第二，雖
然中國有許多節日，但客家人卻沒有自己的

我是一個工程師，我的研究就是看實
物，由實物來驗證，因此可能有些地方會跟
主流的歷史學者不同，請大家多多指教。
我給大家看看歐洲找到的古文物，有地
圖，也有文獻檔案，圖的下面是年代，中間
就是圖示，後面則會寫畫的內容。

節日，可以弄個客家節。第三，判斷客家人
的標準是什麼？過去可以說血緣、習俗認
同、方言，過去依照這三個，可以說是客家
▲錢肇昌先生認為，地理大發現的歷史是錯的。

人，但隨著全球化發展，這三個要素漸漸模
糊，唯一的只剩血緣，當他不知道客家文
化，不會講客家話，這還算不算客家人？往

▲1618年畫的北極。

▲1739年歐洲人畫的南極。

▲1600年的南極。

▲1606年的世界地圖。

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我們要怎麼認定
客家人，以上提出三點，希望有興趣的專家
學者一起探討。

▲1595年的北極。

▲面這張圖是1593年的南極、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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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年世界地圖。

聯結河洛文化傳承的紐帶

105

1500年 歐洲人認為地球是平的
以上是我從最新到最舊呈現，歐洲人是
從何時開始畫南極、北極。歐洲人去探險
南北極，是20世紀的事，但在1500年就開
始畫地圖了，1500是哥倫布到新世界的時

▲1682 Van Keulen Australia。

候，他才剛到，就知道南極、北極，但歷史
告訴我們，當時歐洲人還認為地球是平的。

▲1530 (or1536)Dauphin Chart of Australia。

接下來是澳洲的地圖：

上列這些圖可以看出把澳洲局部會畫得

▲這張圖在西班牙是國寶，在馬德里的博物館用玻璃罩罩
著。雖然這圖已經舊的看不太清楚，但仍大概可以看得
出有個地方是指佛羅里達。

很大，甚至比整個東南亞都大。這一系列古
地圖告訴我們，歐洲人在還沒有到澳洲的時
▲1600 Ribero New Guinea。

候，就已經開始畫澳洲地圖，而且畫得不清
不楚，有些奇大無比，代表這不是他所測量

上面這些澳洲地圖都是局部的，證明他
們當時不知道澳洲的全貌，到1667年都還

的真正資料。
現在我們來看看美洲地圖：

是不知道澳洲的全面，都是畫澳洲的西北，
▲這張圖只有澳洲的左邊，是1768年庫克船長測量的。

叫他NOVA GUINEA。
▲依上面中間這張圖的比例，可看出非洲和歐洲一樣大，
而美洲實際上則是左圖這樣大，這表示畫這張圖完全不
是從測量得到的資料。

▲1500年哥倫布到加勒比海，他畫了非洲跟歐洲這麼大的
地圖，有龐大的古巴、佛羅里達、巴西。
▲1566 Desliens World Map。
▲1502 Cantion World Map。

▲1766 Bowen Australia。

▲1776 Gentlemen's Magazine ▲1667 Joan Blaeu Australia。
Australia。
▲1570 Ortelius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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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這張圖當初不但畫有佛羅里達，上面還有地名。
▲1504 Visconte Maggiolo Partial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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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足以證明，歐洲人畫的世界地

1570年歐洲人能畫出整個世界地圖，

圖，沒有去過，而有資料，能把形狀畫出，

但1500年哥倫布才剛出海，從來沒有到過

但不知大小，這表示外面有資料來源，憑此

亞洲，葡萄牙人才剛到印度不久，但卻能畫

資料來畫出地圖。

出整個亞洲地圖，而且非洲、南美、北美、
冰島都有畫出來。

中國人繪製世界地圖 傳到歐洲
這並非我的理論，是現存的歐洲文物告

▲1507 Waldseemuller Wiorld Map。

以上很多圖都只有南美洲或巴西，但

訴我們，歐洲人地理大發現的歷史是錯的。

1507年這張出名的地圖，第一次出現了

那麼資料從哪裡來的？這從他「抄」回來的

America這個字，而且中美洲那有一個縫。

地圖中可知。

▲1536年的這張世界地圖沒有太平洋，畫圖者以為亞洲跟
美洲是同一塊地，是連著的。

▲1570 Abraham Ortelius World Map。

▲

1507年歐洲人還未到
新世界時，就已經有
南美洲、北美洲的地
圖。

▲1512 Johannes Stobnicza of Cracovia Map。

▲在北美洲上也寫著TEBET、MANGI之類的名字，表示他
的地名資料完全由中國而來，而且是元朝時寫的，證明
中國人在更早之前就去過全世界，畫了世界地圖，後來
傳到歐洲，歐洲人因此知道有其他天地，所以出海到世
界各地後，卻也忘了這一開始的這段歷史，但他們的文
物上面，其實仍保留下這段歷史。

▲1569 Mercator World Map。

▲1525 Salvati Wiorld Map。

以上我的結論，如果跟大家認知的當時
歷史有差別的話，請多指教。

▲1529 Girolamo da Verrazano Map。

上面三張只有美洲東部，沒有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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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 Rosselli Wiorld Map。

▲我 們 把 上 一 張 圖 放 大 ， 從 北 美 上 的 地 名 還 可 以 看 到
TAN G VT、TEBET、MANGI、GATHAYA這些名字。
GATHAYA就是伽丹，是俄國人對中國人的稱呼；TAN G
VT就是黨項；MANGI就是蠻子，蒙古人就是這樣稱呼我
們；TEBET是蒙古名字；CHAITON就是泉州。歐洲人在
沒有出海的時候，所抄的世界地圖資料，都是元朝時的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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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作為華夏民族根文化再認識

「各自為政」，表現形式可謂異彩紛呈，但

河岸上而不是誕生在長江流域。」這個論點

其表現形式的各項材質，諸如青銅、玉器和

顛覆了「那裡適合生存，那裡即產生文明」

■龔國光（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陶器卻是高度一致的，其文化內涵所表達出

的傳統觀念。因此，河洛文化雖然和其他地

的某種精神訴求更是有著驚人的相似。這種

方一樣同屬於地域文化的一種，但不同的

景觀，也只有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才能做到。

是，它的承載力卻是華夏民族文化高度凝聚

我

今天的報告，文章中分為三個問題，

文明起源不乏千古之謎

第一是伏羲台與河圖洛書，第二是黃

力，成就了一種特別重要的精神遺產。到了

帝的有關記載與神話傳說，這個問題主要強

第三，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滿天星

春秋戰國時期，這是一個政治上分崩離析，

調神話本身化為歷史傳說，而且在歷史化的

斗」說中，我們又發現不少的文明起源可以

道德上危機四伏的時代，而在文化上卻迎來

同時，完成了中國神話的一體化，這是和西

用「來去匆匆」來形容，它們既無自己的遠

一個百家爭鳴，學術活躍，流派競放的時

方截然不同的，這些在論文集第二十六頁有

古神話傳說，而且消失得又如此迅速，為後

代。這是一次中華文明思想能量的大釋放，

說明。

世留下千古之謎。對於這種特殊的歷史狀

是一次中華文化結構的重大調整，為構建華

況，湯恩比有以下見解：「文明衰落的實質

夏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歷史進程和有序發

可以總結為三點：少數人的創造能力的衰

展，起到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從而奠定以

弱；多數人的相應撤銷了模仿的行為；以及

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石。

古代文明起源的認識，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

繼之而來的全社會的社會團結的瓦解。」這

最後我想談一點題外話，我們江西政協

在《展望二十一世紀》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

應是不少文明起源所以留下千古之謎的實質

在副主席鄭小燕女士率領下，提前一天來到

華夏民族文化 和自然保持協調生存
今天主要談的是第三個問題，關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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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其價值就在於它的豐富的思想創造

▲龔國光先生推崇河洛文化具豐富的思想創造力。

的對話中，提到「東亞有很多歷史遺產，這

首先，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樣，是中

所在。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和成都近郊的金

台灣，很榮幸中華僑聯總會理事長簡漢生先

些都可以使其成為全世界統一的地理和文化

華民族文明發源地之一，這是毋庸置疑的。

沙遺址，以及江西的商代大墓，吳陳文化，

生陪同我們進來，在參與過程中注意一些問

的主軸。……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中

蘇秉琦先生根據這一實際情況，提出中國文

以及浙江良渚文化，都是如此，都留下了千

題，其中有一個就是漢字問題，簡先生說得

華民族逐步培育起來的世界精神。……人的

明起源「滿天星斗」說，非常形象而生動。

古之謎，尤其是金沙遺址，最終總有一個部

很好，比方說「麵」是麥字旁，不能簡化，

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

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僅江南土著的越人就

份是千古之謎。

如果簡化，變成面子的「面」，便不能吃

是有一種必須和自然保持協調而生存的信

不知有多少名目，只得以「百越」統稱之。

念。」深邃的華夏民族文化，尤其是在它的

巴人、蜀人、楚人、越人及北方燕人，他們

根性文化部份，最能表達一種「和自然保持

就是這樣生生不息地創造著自己本地域的文

協調生存的信念。」

明。

河洛文化承載華夏民族文化凝聚力

了，這十分有意思。後來簡先生講三個字，
我們「慢慢來」，僑聯總會秘書長也呼應了

第四，反觀黃河流域，遠古的神話傳說

「慢慢來」，鄭小燕副主席也呼應了「慢慢

不僅被記載在中國最早的各種典籍之中，而

來」，我很感動，中華文明從河圖洛書，到

過去由於考古學的相對滯後，關於中國

第二，人們在對這種種截然不同的文明

且歷代社會精英以畢生精力對其不斷索隱與

殷商文明，直至今日的文字表述，以及血脈

古代文明起源的認識單一淺顯，除黃河文明

起源發出驚歎的同時，又發現它們之間有著

說解，這種文化的「社會團結」是堅不可摧

相容、血脈不斷的根性文化，表現得淋漓盡

之外，剩下的是一些不成系統的散碎記憶。

某種文化的互動與交流，構成一種「多元一

的。湯恩比認為安逸對於文明是有害的，他

致，我們的會議、論文，專家學者的一切工

隨著長江流域大量史前考古的發現，我們的

體」的文化格局。數千年來，它們為何聚而

以黃河流域經常氾濫成災，河流改道，與長

作，就是為了這個而持續的。

認識開始有一種質的變化，這種變化有以下

不散，最終統一在華夏民族這個大的文化體

江流域的氣候溫和，常年通航作一比較，他

四點：

系之中，就因為它們在文明起源的地域雖然

的結論是：「然而古代中國文明卻誕生在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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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漢語源流與閩客語的關聯性
■傅萬壽（傳統詩詞推廣委員會主席）

用十二地支子丑寅卯來表達：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三十六字母歌：見溪群疑子中陳 端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

透定泥問丑寅 幫滂並明卯辰巳 精清從心

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

午未申 斜影曉匣喻酉戍 來日知徹亥求真

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

澄娘非敷奉微照 穿牀審禪子溫勝」。

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

類早期，如何開始有言語？人與動物

再來吟唱蘇軾的「前赤壁賦」：

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

有何差別？人有聲韻調、有高低音、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与客汎舟

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

有輕重急徐，動物則沒有。探討源流是個大

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擧酒

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

題目，我們知道新石器時代開始農耕，農耕

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

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

器具在金屬未發明之前，所用的名稱有很

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多，現在台灣鄉下還在使用，比如說割草的

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陵万頃之茫

槃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

鐮刀，台灣話是刈草的「艾」，我們可以證

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

白」。

實古漢語的源流，隨著語言學的發達一一探

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豋僊。

人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

討，以前河南大學王廣慶教授，寫一本書叫
《複音詞聲義闡微》，書中有很多他在固始

「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余

▲傅萬壽先生示範聲韻發音。

縣田野調查的收穫，其中有有關人倫的探

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

討，早期母系社會，還未有種姓之前，雜

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

交、近親繁殖都是很大的問題，書中有一句

的讀音，合乎發音學的原理。昨天我們曾對

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

「怐瞀絕種」，就是近親亂倫。

河洛、客家話有討論，我們都知道兩者同

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河洛、客家話兩者同源

源，只是中原往南播遷的時間早晚，跟語音
變化有差別，在聲韻學上都能探討，比如說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其然也？」

《呂氏春秋》：「今舉大木者，

楊樹達在有關否定詞的研究討論到，16個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

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

否定詞都是重唇音都是「幫」、「明」的

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

矣。」很重的東西要抬起來，一定要出聲，

重唇音，這16個否定詞且在古書經常會看

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

這個聲音一定從丹田而出，這就是輿謣。

到，我也作了一首作詩來方便記誦聲韻：

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

《詩經》：「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
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老鼠要不斷的咬
東西以磨齒，齒在內，牙在外，牛羊有齒，
牙不會長出來，象、山豬有牙，也就是有牙

「幫明重唇雖熟知

莫蔑曼無亡末靡

朱勿不非弗匪罔 否定詞中藏玄機」。

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
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

以十二地支表達守溫三十六個字母

扁舟，擧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

無齒，有牙又有齒的就是異類，所以我們必

守溫三十六個字母中，台灣有些學者是

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須注意古書的記載，在探討古書時要知道他

用像是兩隻老虎的童謠，讓學生背誦，那我

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
得，託遺響於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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