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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曲紅樓夢曲 ‧聰明累聰明累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
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盪悠悠三更夢。忽喇喇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盪悠悠三更夢。忽喇喇
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呀！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百科全書百科全書講︰講︰

曲名曲名 “聰明累聰明累 ”，是受聰明之連累、聰明自誤的意思。語出北宋蘇軾《，是受聰明之連累、聰明自誤的意思。語出北宋蘇軾《洗兒洗兒》》
詩：詩：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
卿。卿。 ”

明明 ‧‧錢鶴灘錢鶴灘《《明日歌明日歌》》

明日復明日，明日復明日，
明日何其多！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我生待明日，
萬事成蹉跎。萬事成蹉跎。
世人苦被明日累，世人苦被明日累，
春去秋來老將至。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看水東流，朝看水東流，
暮看日西墜。暮看日西墜。
百年明日能幾何？百年明日能幾何？
請君聽我明日歌！請君聽我明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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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約翰 ‧班揚班揚  John Bunyan
《《天路歷程天路歷程》》

一個自在的人活在當下，自由選擇他的旅程。一個自在的人活在當下，自由選擇他的旅程。

《《  The Pilgrim’s Progress 》》  John Bunyan

As I walk’d through the wilderness of  this world, I lighted on a certain place,
where was a Denn; And I laid me down in that  place to sleep: And as I slept  I
dreamed a Dream. I dreamed, and behold I saw a Man cloathed with Raggs,
standing in a certain place, with his face f rom his own House, a Book in his
hand, and a great  burden upon his Back. I looked and saw him open the Book,
and Read therein; and as he read, he wept  and t rembled: and not  being able
longer to contain, he brake out  with a lamentable cry; saying, what  shall I do?

 

讀一段封塵往事︰讀一段封塵往事︰

 

世界自由日世界自由日，舊稱，舊稱一二三自由日一二三自由日，定於，定於1月月23日，源於日，源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紀念紀念1954年年1月月
23日日韓戰韓戰反共反共戰俘獲釋、具有反共意義的政治性節慶，戰俘獲釋、具有反共意義的政治性節慶，1993年改為現名。年改為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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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年6月，月，韓戰韓戰開始。開始。1950年年11月月26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與韓戰，韓戰期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與韓戰，韓戰期
間間聯合國軍聯合國軍俘獲戰俘及在陣前易幟之軍人共俘獲戰俘及在陣前易幟之軍人共173,700人，其中人，其中中國人民志願中國人民志願
軍軍有有21,300人被俘，被俘人員中人被俘，被俘人員中連連排排級級軍官軍官有有600人左右、人左右、營營級級30餘人、餘人、團團級級5
人、人、師師級級1人，主要被關押在人，主要被關押在巨濟島巨濟島等地。中共方面一直堅持要求聯合國軍無等地。中共方面一直堅持要求聯合國軍無
條件遣返所有戰俘，無論他們是否願意回到中共統治下，中共的立場被聯合國條件遣返所有戰俘，無論他們是否願意回到中共統治下，中共的立場被聯合國
軍所拒絕。軍所拒絕。

1952年年2月，韓境聯軍總部堅持自由遣返戰俘原則，蓋聯軍在韓境所獲月，韓境聯軍總部堅持自由遣返戰俘原則，蓋聯軍在韓境所獲17萬餘萬餘
戰俘中，有戰俘中，有10萬人不願被遺返，尤其在萬人不願被遺返，尤其在2萬餘名華籍戰俘中，誓死不願遺返者萬餘名華籍戰俘中，誓死不願遺返者
達達1萬萬6千名。千名。 [1]1953年年6月，韓國月，韓國釜山釜山戰俘營戰俘營1萬萬4千千2百餘名華藉反共戰俘上百餘名華藉反共戰俘上
書，請求釋放，並准其來台參加國軍行列。雙方最後達成協議，戰俘可以自由書，請求釋放，並准其來台參加國軍行列。雙方最後達成協議，戰俘可以自由
決定自己的去向，戰俘的意向由中立國印度等國的代表負責鑑定。決定自己的去向，戰俘的意向由中立國印度等國的代表負責鑑定。 [2]

中共官方認為，表面上看，戰俘由中立國中共官方認為，表面上看，戰俘由中立國印度印度主持對戰俘進行了甄別，以確定主持對戰俘進行了甄別，以確定
其本人的意願。實際上，聯合國軍停戰談判代表團首任團長喬埃提出「自願遣其本人的意願。實際上，聯合國軍停戰談判代表團首任團長喬埃提出「自願遣
返」的方案，試圖用「大量朝中戰俘拒絕被遣返」的局面來宣揚「共產主義的返」的方案，試圖用「大量朝中戰俘拒絕被遣返」的局面來宣揚「共產主義的
失敗」。志願軍戰俘中也有一部分人是於失敗」。志願軍戰俘中也有一部分人是於國共內戰國共內戰中被俘，從而加入中被俘，從而加入中國人民中國人民
解放軍解放軍的前的前中華民國國軍中華民國國軍士兵，這一類戰俘中有不少人不願意在停戰後回到中士兵，這一類戰俘中有不少人不願意在停戰後回到中
國大陸。最終共有國大陸。最終共有14,235名志願軍戰俘選擇前往台灣，而選擇回大陸的戰俘大名志願軍戰俘選擇前往台灣，而選擇回大陸的戰俘大
多受到政治審查、被開除黨團籍或拒絕其入黨多受到政治審查、被開除黨團籍或拒絕其入黨 [3]。。

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及海內外及海內外448個民眾團體，為歡迎「個民眾團體，為歡迎「反共義士反共義士」來歸，經過多次」來歸，經過多次
集會商討，事先向聯軍統帥呼籲，務須如期終止監管。集會商討，事先向聯軍統帥呼籲，務須如期終止監管。1954年年1月月4日，聯合國日，聯合國
軍統帥軍統帥赫爾赫爾將軍，為「表明將軍，為「表明人道人道與與正義正義立場」再鄭重聲明，請負責戰俘事宜立場」再鄭重聲明，請負責戰俘事宜
的的印度印度代表代表蒂邁雅蒂邁雅必須於必須於1月月24日午夜將全體反共戰俘，無條件釋放。日午夜將全體反共戰俘，無條件釋放。1月月23日日
清晨清晨7時時20分起，分起，14,850名中國反共戰俘，名中國反共戰俘，7,650名韓國反共戰俘，終於奔向南名韓國反共戰俘，終於奔向南
方，得到釋放。方，得到釋放。 [4]前往台灣的反共戰俘分成三批，於前往台灣的反共戰俘分成三批，於1954年年1月月23日，由日，由基基
隆隆上岸抵台，接受全台灣民眾的熱烈歡迎，被稱為「韓戰義士」。他們在臺北上岸抵台，接受全台灣民眾的熱烈歡迎，被稱為「韓戰義士」。他們在臺北
市遊行，市民張燈結綵，表示慶祝。全台灣各大城市自由鐘，都敲響市遊行，市民張燈結綵，表示慶祝。全台灣各大城市自由鐘，都敲響23下。並下。並
定定1月月23日為自由日，以紀念「反共義士」重獲自由。一面通電全世界民主國日為自由日，以紀念「反共義士」重獲自由。一面通電全世界民主國
家，籲請一致響應。此後每年集會慶祝，並有全世界熱愛自由，主持正義人家，籲請一致響應。此後每年集會慶祝，並有全世界熱愛自由，主持正義人
士，來臺參加盛會。士，來臺參加盛會。 [5]

中華民國政府特設「一中華民國政府特設「一 ·二三自由日」以紀念這個「從二三自由日」以紀念這個「從中共中共手中解救大陸同手中解救大陸同
胞」的事件；其後並在胞」的事件；其後並在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舉行的「第一屆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反共聯盟世界反共聯盟大會」中通過。大會」中通過。
這即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來。這些反共戰俘來到台灣之後，都被編入中華民國這即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來。這些反共戰俘來到台灣之後，都被編入中華民國
國軍、並參加了諸如國軍、並參加了諸如八二三砲戰八二三砲戰的的戰役戰役，大多終老，大多終老眷村眷村。。

隨著隨著冷戰冷戰氣氛轉淡、以及氣氛轉淡、以及兩岸局勢兩岸局勢的穩定，中華民國政府停止的穩定，中華民國政府停止動員戡亂動員戡亂，各，各共共
產主義國家產主義國家政權也於政權也於20世紀末逐一崩解，此世紀末逐一崩解，此紀念日紀念日於於1993年改名為年改名為世界自由世界自由
日日。後來有的台灣戰俘經商致富後回大陸投資，受到當地政府熱情接待，如戰。後來有的台灣戰俘經商致富後回大陸投資，受到當地政府熱情接待，如戰
俘張城垣就曾見到這種場面。俘張城垣就曾見到這種場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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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陳布雷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社，1978
年年6月月1日，第日，第69-70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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