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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stream media may not be blindly trusted is almost become an axiom. A couple of news 
excerpts related to the title subject ar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in this column as evidence. Although the 

th thPhilippines did not have the same treacherous fate like China had in the 19  to 20  century facing invasions by 
seven Western powers and the Imperial Japan, but she had her share of colonialism and occupation by the 
Spanish, American and the Japanese. In view of Philippine's past history and geopolitical position, it is 
illogical that the Philippines would engage military alliances with Japan and the U.S. to target her biggest 
neighbor China which never invaded the Philippines in her thousands years of history.  It seems that having 
the right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an only be beneficial to Filipino economy and the Philippines. A 
good Sino-Philippino relation may give the Philippines a leverage in dealing with her Asian neighbors.
*For the full-text of this articl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us-chinaforum.com/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對西藏的嚮往有段時間了，因
為一些原因未能成行。今年五月
參加了一個由此間友人組織的旅
行團，終於夙願得償。

旅程始自西寧，兩天內除了遊
覽青海湖之外，最重要的是參觀
了藏傳佛教的名寺—塔爾寺。塔
爾寺為中國青海地區藏傳佛教第
一大寺，亦為格魯派（一般稱黃
教）的聖地，是開派宗師宗喀巴
的出生地，該寺始建於明朝洪武
十二年（西元1379年)，為藏傳佛
教四大中心之一。我們的塔爾寺
講解員馬克明是位知識豐富、口
齒清晰的年輕格魯派信徒，我們
熱情的稱他為“小馬哥”，他除
了帶我們參觀寺廟之外，對大宗
師宗喀巴對教義的闡述，對兩大
弟子（賈曹與克珠）的教誨都有
詳盡的描述。“小馬哥”比較著
重的強調了藏傳佛教裏政教合一
的政治制度。

塔爾寺有兩處佛殿（大金瓦寺
及小金瓦寺）的屋頂用純金屋
瓦，金光閃閃，（Google Map彩
色地圖上可看出金色的屋頂）。 
現在的塔爾寺比上世紀九十年代
初我參觀過的塔爾寺大有不同，
特別明顯的是入口處的修建及頗
具規模的紀念品商店。我們的
“小馬哥”雖然佛學哲理理論厚
實，但也未能脫俗的帶我們去了
紀念品商店，且做了一些“軟銷
售”工作。估計這是旅遊景點管
理的特點之一。

有了對藏傳佛教這點皮毛認
識，我們坐上青藏鐵路的軟臥列
車開始攀登西藏高原。列車清晨
兩點左右翻過唐古拉山，海拔高

度超過五千米，這時略感高原反
應，好在床頭有個供氧口，緩解了
頭部的不適。五時許列車進入可可
西里，據西寧的導遊小蒲說我們可
以看到藏羚羊的遷徙。 於是眾人都
附在走道的窗口，渴望的張望著
（西藏早上五點鐘的天色相當於沿
海地區早上三點，連魚肚白都夠不
上）。終於有人喊道：“藏羚
羊！” 順著方向看過去，果然有二
十餘小黑點一列縱隊朝北移動（此
時列車朝南行）。這時各類相機手
機齊出動，管它照不照得清楚，先
照了再說。

中午十二點半列車到了終點站拉
薩。出了站見著了我們西藏導遊吉
米.旺扎，“扎西德勒！”（藏語問
候之意）。往後九天的相處證明他
是一位非常優秀盡責的導遊。

第二天去參觀聞名中外的布達拉
宮，過去看過的照片只顯示了宮殿
本身，如今一看才知宮殿的前面竟
是一條車水馬龍的寬敞大街，對面

是一個大廣場及西藏和平解放纪念

碑。
公元631年松贊干布，吐蕃（音

“播”）雅魯王朝第33任贊普，也
是吐蕃帝國的建立者，約629年至
650年在位，遷都拉薩後，為迎娶唐
朝的文成公主，特別在紅山之上修
建了共一千間宮殿的三座九層樓
宇，這便是布達拉宮。但吐蕃王朝
毀滅時，布達拉宮大部分毀於戰
火。現有的布達拉宮基本面貌，主
要是公元17世紀五世達賴喇嘛時期
重建的白宮及其圓寂後修建的紅

宮，此後歷代達賴又相繼擴建，最
終形成了布達拉宮今日的規模。 

我們的導遊吉米，一位虔誠的

噶擧派藏傳佛教信徒，開始時把我

們當成一般的美籍華人，向我們講
解的內容多偏重於各世達賴、班
禪、活佛等的事蹟，宮殿、佛像的
宏偉與各類金飾，一個寺廟裏的用
金量經常高達數千公斤。做為一個
無神論者的我，聽了心中禁不住有
些反感，修養有限而不免形之於
外。心想“僧侶不事勞動，如此巨
額的純金不都是農奴們勤勞工作所
創造？”  

稍後吉米知道我們團員大都關
心祖國大陸，向我們介紹的情況就
比較真切而有深度。他告訴我們藏
傳佛教的六字箴言為“看破，放
下，自在”。在江孜的白居寺中，
看到六七位喇嘛專注的在地上用不
同顏色的沙粒描繪出一個奇異的佛
國世界，我問吉米這沙粒製作的精
緻藝術品如何保存？他說這藝術品
稱為“壇城”，雖然喇嘛們嘔心瀝
血、極為辛苦地創作出這美麗精緻
的作品，但並無意用來向世人炫耀
它的華美。壇城完成後會被毫不猶
豫地掃掉，在頃刻間化為烏有！我
被震撼了！這與我們習慣了的西方
社會有著天淵之別，我們看不破，
放不下，鑽營著各種利益，如何能
自在？

藏傳佛教對藏胞的影響是深遠

Dr. Wordman

◎佟秉宇

我們在西寧集合並待兩天，然後
乘青藏鐵路去西藏拉薩市。 住進
西寧旅館後我發現不見了一個紅色
小包包，應該是從我手提行李袋滑
出去了，大都是一些洗漱用品，並
不重要，但我卻放了我的汽車及大
門鈅匙，還有一些藥品，這就變得
挺重要了。 可能是在住進旅館時
從車上搬行李時不小心掉了，所以
請旅館前臺負責人幫我找，直到我
們上火車都沒找到，我只有請我們
團在西寧的地陪蒲秀玲女士繼續幫
我等消息。

過了一天後蒲女士打電話給我說
旅館負責人調出錄影帶，沒有看到
任何紅色小包包掉出來。 那麼唯
一可能就是掉在我乘坐從西安到西
寧的東方航空飛機上了，那天飛機
很擠，我手提袋還是位不認識的乘
客幫我從行李架拿下來的，所以我
又打電話給蒲女士，請她幫我打電
話到東方公司查一查，蒲女士非常
客氣說沒有問題，有好消息馬上通

知我。
又過了一天蒲女士打電話給我說

東方航空沒有找到，再一天蒲女士
來電說她親自去了東方航空，他們
找到了但是已交給公安局了，所以
我給了蒲女士一封委託書，我的護
照影映本及証明我乘坐那班飛機的
文件，都由我們領隊王曉明女士照
相並發給蒲秀玲女士，因為怕再有
閃失，又請蒲女士幫我直接寄給四
川大學楊教授（我們這次旅遊的最
後一站成都）。

為什麼我拉拉雜雜寫了這麼多我
的私事，因為這位年青的西寧旅遊
的蒲秀玲女士很讓我感動：她的服
務精神，她的熱心，她的執著，都
是很少見的，當我們一離西寧，她
的責任就全結束了，她還願幫我做
這麼多事，特別是她感冒在身，沒
有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想法及實踐，
都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從她身
上我看到了中國的新希望！

體驗西藏

來㉂青海的感動來㉂青海的感動來㉂青海的感動
◎范允富

The Philippine Foreign Relation under 'Pivot'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As the U.S. and China becom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complexity of 
their relationship goes beyond trades, investments, cultural exchange, and education. The competition 
in the area of technology (including space) and military seem to be more of concern casting 
uneasiness into the futur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real important strategic question is: Why 
does China keep increasing her defense budget? Still dwarfed from the U.S. defense spending, 
China's increasing in defense budget is out of fear and insecurity. China's decision to reduce the size 
of her army, to modernize her navy and air force for quality and to focus on technology-driven 
defense system rather than offensive weapons including her constru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ear and vulnerability argument'. China will gauge her defense spending with 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long her economy is healthy she will keep up with defense spending 
unless she no longer feels fear and vulnerability.
*For the full-text of this articl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us-chinaforum.com/

Why Does China Keep Increasing Her Defense Budget?*

Abstract

Dr. Wordman

Abstract

這次 12 天的青藏之旅圓滿結束
了，我們非常感謝兩位藏族導遊:青
海的浦秀玲和西藏的吉米旺札,他們
的細心安排和講解讓我們能在有限的
時間獲得這麼多的理解。 一路上有
許多與藏民，特別是年輕人，接觸的
機會，包括列車員，乘客，店員，商
人等等。 透過無拘無束的走動和接
觸，深一層的觀察，瞭解西藏的過
去，現狀，藏人的樸實感受，藏文化
的古老厚實，藏傳佛教的獨特和深厚
的影響力。 回到美國後，媒體天天
報導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因為民族
和宗教紛爭而爆發的戰爭和恐怖襲擊
事件，相對於西藏和中國的欣欣向
榮，讓我們更感覺到中國的發展道路
將會越走越寬，因為它符合世界上，
特別是發展中地區，大多數人民的希
望。 

兩位導遊都是中央援藏的受益者，
高考獲得加分，求學得到獎助學金，
畢業後都有穩定的工作，也能講非常
流利的普通話。 允富文中講訴了浦
秀玲帶給他的感動，因此我就著重介
紹吉米。

我們是五月七日中午到達拉薩火車
站的，安檢頗為嚴格，出站後迎面走
來一位個兒不高，黝黑壯實的中年漢
子，自我介紹是導遊吉米。 猛然一
看和志雲兄頗為相似，從此兩人以兄
弟相稱。 上了旅遊巴士他介紹了司
機旦增，一位年輕但有多年駕駛經驗
的藏族小夥子，並說明由於出了拉薩
後有些路段道路狹窄而彎曲，外地來
的駕駛員不熟悉路況，如果再開快車
就容易出車禍，有了旦增，加上我們
的車子是全新的剛剛出廠的，擁有製
造氧氣設備的新車，我們的安全將得
到最佳保證。

在往旅店的途中，吉米自豪的介紹
了拉薩的建設：鐵路，高速公路，橋
樑，隧道，高壓電網，高科技園區，
城區新建築等，許多第一次來藏的團
友對拉薩的繁榮和進步感到出乎意
料。 特別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和中
國許多新發展的地區一樣，最好的建
築物往往是各級學校，一個重視教育
的民族和國家才有真正的希望。

在簡單介紹行程計畫後，吉米說明
由於去年大車禍的原因，自治區政府
現在規定凡是大型旅遊車出拉薩都須
配置一位交通警官隨行以保證駕駛員
不會違規作業。 由於我們是境外旅
遊團，他特別希望出拉薩後不要問他
政治敏感問題。 然而，幾天相處
後，他發現我們並非一般歐美旅遊
團，他們往往帶著有色眼鏡，存心挑
撥民族問題，而是一群對中西文化相
當理解卻不失純真的老青年，以後就
無所禁忌暢所欲言了，因此我們也得
以更深入的瞭解西藏。

吉米出生於 1974年拉薩的一個手
工業者家庭，十七歲那年去大連外語
學院就讀，1995年畢業後回西藏任
教。 由於天性喜歡大自然，因此在
2003年轉到西藏登山隊，專職為中外
登山人員攀登西藏名山提供開路及後
勤等工作，是真正的幕後英雄。 他
的登山記錄是7900米，2007年由於在
一次登山工作中發生事故，腿傷退

役，轉業做導遊。 因為職業的關
係他有豐富的和歐美人交往的經
驗，也去過周邊許多國家和地區包
括海外藏獨大本營，達蘭薩拉，是
一個頗有世界觀的藏人。 他也是
一個虔誠的噶舉派信徒，奉大寶法
王為上師，對漢藏歷史，漢傳佛教
及西藏地理都有很深的認識，因此
成為國旅的台柱導遊。 

透過吉米的聯絡我們得以訪問一
個沒有預先安排的藏族家庭，就像
上期梅強英的文章所敘述，也是整
個旅行的整體印象，一般藏族百姓
對幾十年來生活的進步感到滿意，
支持並感激政府的政策。 在西藏
各地都可以看到安居工程支援下修
建的整齊美觀住房，而每個家都懸
掛五星國旗，雖然國旗是政府提供
的，但是也代表了百姓的支持。

藏人原是一個剽悍的民族，但全
民信佛以後，變成一個非常溫和知
足包容的民族。 就像秉宇兄文章
所展示，藏傳佛教迄今仍深入人
心。 一個令我驚異的現像是西藏
的狗，除了藏獒以外，見到陌生人
都不叫，仍舊該躺就躺該走就走，
顯然很有安全感。 今天的牧民其
實家產殷實，因為每家平均有卅頭
犛牛上百隻羊，但藏民每年只賣足
以生活的牛羊，其餘的令其自生自
滅，可見他們真正的實踐「看破放
下自在」的六字真言。 然而，一
個社會太過清心寡欲，就不會進
步，所以如何調和漢文化的勤勞進
取和藏文化的看破自在，就是建設
理想社會的路。 

五月十日我們離開拉薩去江孜，
多不拉警官開始與我們同行，他年
輕樸實，我以為他是退役戰士，交
談後得知他從西南政法大學畢業
後，通過公務員及員警兩種考試已
經當了幾年警官，他喜歡他的工
作，然而就是太忙了。 隨著相處

久了，他和旦增的感情也日增，五
月十四日我們拜訪了此行最後一個
喇嘛廟，布九寺，為了感謝一路平
安旦增花了70元人民幣獻上七盞燈
（見相片），多不拉和代表本團的
佟秉宇也各獻了一盞。 由於藏人對
高山，湖泊的崇敬，沿途的高山峽
口藏人的經幡隨處可見，可見宗教
信仰未受干涉。 

由於旅遊的發展，為了利益的驅
使一些小販賣假貨或者毀約的事情
也偶爾發生，吉米經常冒著被小販
攻擊的危險而挺身叱責。

十四日下午離開魯朗林海返回林
芝的山路上漂著細雨，整理公路的
工人收工躲雨去了，在路邊留下修
路的磚頭，使得原本不寬敞的道路
更加狹窄，此時兩輛 20輪的平板貨
車相向而行，在我們前面甘肅來的
車子司機也許經驗不足，不敢前
行，將整個公路癱瘓了，此時我們
的交通警官，在吉米的協助下冒著
雨清理路邊的磚頭，與對面車下來
的兩個人，合作指揮疏導了交通
（見相片），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
用，當我們的車子安全通過後，全
車自動的響起如雷掌聲。 

十五日一大早就驅車往林芝機
場，如同以往，三位藏族小夥幫我
們將大堆行李搬上搬下，特別感謝
多不拉警官因為他純粹是熱情相
助。 將進入安檢門前時看到他們三
人揮手向我們告別，我由衷的對中
國感到希望，因為她有這麼好的年
輕一代，這個感覺在之後的成都之
旅又得到了更多的印證。

今天（六月十五日）傳來奧巴馬
接見達賴的消息，再一次證明了西
方操弄西藏問題 的野心。誠如吉米
所言千年來藏漢沒有任何民族矛
盾，他和許多藏人都希望達賴能夠
頓悟拋下政治野心專心做一個宗教
領袖。而政教分離的政治體制不是
近代西方制度的基本訴求嗎？ 

青藏行看㆗國專輯 2 ：青藏行看㆗國專輯 2 ：青藏行看㆗國專輯 2 ：

㆗國道路將越走越寬
◎張文基

㊧起警官多布拉，司機旦增，和導遊吉米

的，其中不乏迷信成分。在西藏各
地仍不時可見行匍匐跪拜，等身前
行的信徒，甚至一次在等紅綠燈時
目睹三位年輕藏胞在斑馬線不顧紅
燈而行此跪拜前行之儀，讓旁觀者
禁不住捏把冷汗。

1959年達賴在西方勢力的鼓動與
協助下，從西藏逃往印度。當時中
共完全有能力把這股外逃人員截
住，但毛主席卻決定放他們走：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
隨他去吧！” 現在回過頭來看，
這個決定是對的，否則在政教合一
的體制下，中共政府也很難大刀闊
斧的改進西藏人民的生活。

在由拉薩往林芝（西藏的小江
南）的318國道穿行林芝卡定溝原
始森林保護區，路邊上看到大量的
高速公路建設工程，建設的同時不
忘環保！到林芝之前我們的車子開
上了已經完工的高速，路面平滑的
程度遠超過洛杉磯110州際公路，
不由得你不感嘆“大陸的土木工程
技術沒話說！”

在惜別會上，我向吉米為不時的
過激言論表達了歉意。並說我在西
藏看到的一切，雖然在離開後會在
眼前消失，但像壇城一樣它們會永
遠留在我的心中。

飛機由林芝起飛往成都時心境複
雜，藏傳佛教的哲理境界，山川的
雄奇，藏胞的樸實，都總括在一句
話裏：“我會再來的！”

警官多布拉和導遊吉米清除障

礙指揮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