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發展史上
，憑藉其軍事
、

經濟與科技

因殖民強權盛行，以西歐殖民

，

宗主國為主的強權民族國家
而將外 來

，

這導致 被壓

。

強大 實力， 對後進民族與國家進行殖 民控制
身上

加文化和 墨 西哥的瑪雅文化

。

英帝

被西班 牙摧毀消滅， 美 洲

，

。

的原住民印第安族也被來自歐洲的移民大量屠殺

國殖民澳大利亞及新西蘭也如此

。

與猜疑

，

此乃東南

更重要的，殖民強權常落實「分而治之」的圖謀，

蓄意加深被殖民民族或族群間的隔閔

亞國 家今天民族矛盾社會動蕩 的遠因

在馬來西 亞 ，英殖民統治者刻意 分而治之，直 接 造

文化認同及民 族意

阻礙 了馬 來民族與其他 民族

，

。華族保持了自己的

成了民族間的隔閔與極化
的交流與融合

、

意

識，馬來民族卻認 為華族有 較強優越 感及經濟實力 ，再

宗教信 仰、文化傳統

識形態 及價 值觀念 等的差異，由於缺 少交流，難免 產生

、

包括西班牙、 葡萄

誤會偏 見。

加上 兩個民族 間 在民族特性
等。 西班牙、 葡萄

，

，甚至對本身的民族與

文化強加給被侵略國家與被控制民族

。

迫民族傳統的喪失及認同的變化
文 化失去信心

近代史上對外侵略殖民的國家

牙、法國、英國、荷蘭、美國及日本

仰源于祖先崇 拜及

，導致整個美洲從墨西哥以下都變成

「輕易迷信」但又「迷 信不

族認同及 意 識形態均依附在伊斯蘭

教教義上，因 此 馬來

式，宗教甚至是馬來民族的內聚力。整個馬來民族的民

是馬來民族的宗教信仰，更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及生活方

較真包 容性。 相對的，對馬來民族 來說，伊斯蘭教不單

深」，沒有形 成很強烈的 宗 教情緒， 因此，華族對 宗教

倫理道 德觀 ;大多數華族

以宗教信仰為例，華族的民間信

牙兩國的殖民侵略

，菲律賓 由於 受 到西班

生成多神信仰 觀及

，

因而稱為拉丁美洲。在亞洲

使用西班牙語文(巴西用葡萄牙語文)且信仰天主教的國 敬天思想，又因儒佛道相互交融而衍
家

牙的殖民統治，馬來民族也大多數
信奉 天主教及 拉丁
化，但由於後來又受到 美 國的統治而以使用英文為 主。

。

結果後進民族往

但在這個過程中，受侵略的民族為了不願屈服，經

。

最典型的例子是秘魯的印

常與侵略民族發生直接且激烈的衝突
往被趕 盡 殺絕，文化也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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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具有非常強烈的宗教情緒。

合了希臘文化遺產而豐盛的。南歐的西班牙在衰落時被

同化政策，刻意要華族同化于馬來民族，更加深了馬來

華族經濟實力的措施，又企圖實施單一語文源流的教育

加深分化甚至兩極化。加上執政當局採取系列旨在削弱

成更進步繁華的嶄新文化，並進而向

拉伯民族中。其實西班牙文化因融化

後，西班牙人保持了西班牙主體文化

外侵略殖民， 反而

先進阿拉伯文 化而

，而未完全納 入阿

文化因而得以優化進步。當西班牙社會經濟復甦與發展

阿拉伯侵服，吸收並認同了較先進阿拉伯文化，西班牙

民族與華族間的矛盾。而馬來西亞因金融風暴所導致的

把南美洲及菲律賓西班牙化。

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後，因為政黨政治因素，民族問

經濟政治危機日漸嚴重，近日更被有政治圖謀的領導人

的認同，隨著時間與空間的發展，文

由「氏族」到

化認同在凝聚 民族

一個民族的衍化，產生初期必定 是始源於血緣 血統

向心力，必然強過血統關係'這正是

律。文化的認 同是

引發成挑釁民族對立，會使國家陷入動蕩，真令人擔

落族」發展進化為「民族」的自然規

及向心力;以 文化

、心。

文化應相互暸解交流，相互吸取充實，豐富並發展各自

一個民族形成、存在與發展的凝聚力

是一個民族存 在與

外來文化，也 很能

文 化認同會較 為強

「部

的民族及文化特色，而不是通過政治強權實行民族的同

認同為核心而產生的民族歸屬意識，

其實在全球化與國際化的過程中，不同民族與不同

化或文化的取代。在民族交流融合的過程中，有些民族

發展的基石。

烈，同時又相對廣納寬厚，易於接受

當民族處於興旺時期，對自身

具有相對較先進的文化，很自然的會影響及衝擊相對後

進的民族及其文化，在認同及吸收的基礎上，文化會有
新的發展，民族也會更加進步。

向整個地中海地區擴散，尤其是在非洲北部，使北非阿

燦爛光輝，而且廣泛容納各種外來文化，使唐朝文化在

國盛唐時，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不但自身文化

融化外來文化，從而使自身文化變得更加豐富繁華。中

拉伯化，一直延續至今，北非國家還是伊斯蘭文化與阿

歷史上綻放異彩。

八到十一世紀時，較先進的阿拉伯伊斯蘭教文化，

拉伯文化的一部分，阿拉伯伊斯蘭教文化是因繼承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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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興旺的民族文化與強烈的文化認同，除了必

是民族發展過程中的無情事實。

融合，一些民族被融合，一些民族得以壯大發展，成為

許多民族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長期不斷的分化與

其是人口素質基礎。猶太民族和亞美尼亞民族在世界人

融合其他民族的主體民族。而悠久及強力的民族文化認

須有深厚的文化基礎之外，也要有雄厚的人口基礎，尤
口中都微不足道，但由於重視教育與注重民族素質，不

同，就是主體民族發展繁華的主軸。

融合各民族優秀文化而豐富發展起來

。以中華佛教 文化

中華民族是多元民族的彙眾體， 通過不斷地取 捨及

但能夠在世界各國立足，而且能夠發揮強大的影響力。

反觀吉普賽民族和庫爾德民族，因為各種因素，成為各
國排斥和欺壓的物件。

最終因為缺乏物質基礎而不易持久，反過來說，如果只

展的重要因素，否則如果只注重非物質的精神認同感，

義學者通過「以儒詮回」及「以儒解

朝鮮、日本及越南。同樣的，明末清 初中國伊斯蘭 教教

融合而衍化了的中華佛教文化又通過

，經

重視物質文明和經濟實力，而沒有深厚的精神文明，同

著，推動了伊斯蘭教文化與中華傳統 文化的台璧' 但因

為例，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與中華傳 統文化相融合

樣有所缺失。猶太民族除了主導美國的金融、傳播、物

清朝及以後國內外的客觀情勢，伊斯

建立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物資基礎，也是促使民族發

流等行業而發揮非凡的影響外，猶太民族培養出，與其

教文化矢去了拓展擴散的時機。

中原華夏族群及周邊的夷、蠻、戒、

而居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民族，也

狄等民族，經 春秋

是融合混血了 原來

蘭教及中華伊 斯蘭

回」的大量漢 文論

中原傳遞並影 響了

人口不成比例的大量各領域的思想家、科學家、哲學家

以及藝術家等，更是猶太民族在世界舞臺上受到重視和
發揮巨大影響力的原因。

謂的「漢民族」;其後，由東晉列國到南北朝，對頁河流

，到漢朝才形 成所

文化的生存而產生強大的認同內聚力，但在這個過程

域及中原的多數政權都是漢民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主導，

戰國的分化與兼併，通過秦朝的統一

中，由於過度反應，會產生排外姿態，結果將導致民族

三百年的戰亂及交流，融合成了嶄新的漢民族與文化;

當民族相對落後弱小時，會為維護自身民族以及其

更加封閉，也更加弱化，最後將因落後而導致滅亡，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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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惰唐的大統一到{木，又經遼金元明清，一千年來許多
民族通過交流與相容而陸續融化成新的漢民族。滿族的
「旗」袍成了中華女性的「民間服裝」更是滿漢融合的

原因遷徙到馬來半島，經交彙而融入馬來民族。

因此，一個民族的文化必須具有強烈的開放性及包

容性，才能與他族文化交流、融合、發展，才能使民族

如無法容納外來文化而採取全面

浩蕩蕩」的， 古今

抵制，終會導 致白

文化得以長久的繁榮與傳承。

我封閉。民族文化應該是「活生生，

為堅持食古不 化自

象徵。可見漢民族的族源寬廣，成分複雜，不論血統與

多少民族的文化文明會消失，都是因

這個民族消失 在地

文化，都是多元混合體。
定地區與原住民交融而衍生了話說不同方言及擁有不同

我封閉，落伍退後而被淘汰，終導致

而在漢族中，又因遷移、環境及歷史等因素，在特

習俗的族群，尤其是在華南地區，有閩北、閩南、客

球上。

了融合與分化的發展規律。菲律賓中、北部島嶼的馬來

加拿大過去廿年來落實了多元民

族的國家，也有一個民族造成幾個國

山先生說過「世界上有一個民族造成

與族群間關係 向良

家」。

的國家，有多 個民

化的國家裡' 國家

民族巴西班牙化並信仰天主教，閩南部則保留伊斯蘭教

勵支援多元文化發展，使國內各民族

使多元民族趨 於更

實際上，在現代化多元民族與文

文化。在印尼，馬來民族因地域、環境及殖民等因素，

性發展，在民族文化平等的基礎上促

完全相容的。 孫中

也分化成多種方言、習俗及宗教信仰的族群。馬來西亞

加和諧融洽，更加速達成對加拿大的國家認同。實際

認同與民族認向是完全沒有衝突，是

3群。馬來西亞華族主要是源於這幾個
-族
家、廣肇等方 -日

方言族群;今天華族的語言及生活習慣等，也融化了許
多馬來語言及馬來族的習慣。

尤其是馬來半島處於交通樞紐位置，馬來文化深受印度

上，最近幾任加拿大聯邦政府總理都是法國裔，包括杜

在馬來群島居主體的馬來民族，過去一千年也歷經

文化及阿拉伯等東西方文化的浸潤而昇華，到十五世紀

魯道、馬爾羅尼及現任總理克裡迪安。法裔加拿大人的

，鼓

馬來民族開始信奉伊斯蘭教而逐漸吸收及認同伊斯蘭教

法蘭西民族認同，並無損他們對加拿大的國家認同。加

族文化的政策

文化，來自西亞及南亞等地的伊斯蘭教徒，也因質易等

椰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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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話而不是獨白，需要 交流 而不是對抗 。沒有對話就 沒 有

源共用、文化共存。民族之間、族群之間，需要加強對

拿大現任總督葛拉克松夫人是華人(本名伍冰枝)，更以 化、愈 多樣 性，大家會愈要求資訊共通、知識共用、

，

近卅年來，多位國務卿是猶太人，包括尼

她母親的客家血統為榮
在美國

理解，沒有理解就沒 法 共 存 ，更沒法 共榮。 所以東南亞

誠心相信民族 認 同

克松時代的基辛格及現任國務卿奧爾布來特，他們都 不

菁英必須要有廣闊視野、宏觀格局，

國家如馬來西亞及印尼要邁向康莊大道，各民族的政治

。

否認自身猶太民族意識，但沒人能夠質疑他們對美國的
國家認同，以及否定他們對美國的貢獻

。多元化世界裡各民族 的

文化都是豐 富 多彩，斑爛 多 姿，民族 與民族之間、文 化

與國家認同是完全可以相容的

歐許多國家多元民族的組成部分。在瑞士，講德語、法

與文化之間應通過長時間的 交 往而達 成融合共榮的最 佳

日爾曼民族是德國及奧地利的主體民族，也是西北
語及義大利語約三大民族，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相容，

。

(本文為陳漱石在台北國際書展演講講稿 )

境界
元

終塑造了全世界國民所得及生活品質最高的國家。

其實當世界愈全球化，科技愈發達，社會將愈多

能都有益處

。

舒通，尤其對耳鳴、目眩、健忘

病和增強各器官 功

。

右 耳輪至發熱

等 症，可收防治之功

舒適為止，因耳朵布滿 全 身穴位，這樣做可強化其經絡

有 輕揉耳輪 一分鐘:用雙手指輕揉左

部血管疾病，髮根也充分得到營養，頭 髮黑又有光澤

梳理，增強 頭部的血液循環，增加腦 部血流量，可 防 腦

有手 指梳頭一分鐘

用雙手指由 前額至後腦句 向後

鐘保健運動，這對預防心、腦血管疾

所以早晨甦醒後先閉目 養 神，然後在 床上慢慢地做十 分

主的刊主 你服峙啥也咱看叫州
劉建民
當人們熟睡時，大腦皮層受到抑制，皮下中樞神經

，

。

血流量緩慢 ，腦

一剎那間，發生

興奮增高，處於抑制狀態，如果甦醒後立即坐起和下床

這 時血液黏祠

站立，這是非常危險的，往往就在這
心、腦血管疾病。因為

部缺血缺氧，特別是高血壓和心臟病患者更應該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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