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荷华雨
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 欧洲分会场-鹿特丹
—

延承中国文化 拓宽海外多元化文化园地
2019-02-21环球时报欧洲版
【欧洲版驻荷兰特约记者 张亮】由全荷华人社团联华合
会、荷兰中华书画协会、荷兰彩虹中西文化中心三家荷兰
华人社团共同联合主办的《2019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欧洲
会场》于欧洲当地时间2月2日晚在鹿特丹圆满落幕。参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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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自德国、捷克、荷兰等近百名诗歌爱好者与文坛隽永
一展才华，热情洋溢朗诵了他们充满激情的诗歌作品，透
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广大旅欧诗人心向祖国、勿忘华夏
文化，努力拓宽海外多元化文化园地的良好心愿。
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季增斌在此次中国诗歌春晚欧洲
会场会上表示，这次盛会将更进一步促进中欧各国人民的
友谊及合作。诗歌是没有国界的，从古至今产生了很多伟
大诗人，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诗歌流传至今。当今，在
世界范围内推动和弘扬中国华文文化与世界多元化文化的
融合与发展，是海外华人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也是
华人的神圣使命。
担任欧洲会场的负责人池玉燕告诉欧洲版记者，从2017
年，首届“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在海涅的故乡：德
国杜塞尔多夫成功举办。2018年，又在奥地利维也纳文化
中心举办(中西欧桥梁，联合国欧盟总部)，从而产生了非
同一般的反响。诗歌集锦主编、春晚总监李民鸣表示，21
世纪，传播华夏文化是时代的需要，是世纪大潮流的必
然。作为海外赤子，我们义不容辞，也感到无比自豪和骄
傲。我相信，通过我们在欧洲举办诗歌春晚活动，必将推
动中欧文化互动与多元文化社会相互交融和理解。
经过一个下午以春晚诗歌朗诵及文艺演出的形式激烈角
逐，朱校廷获一等奖，温妮、邓瑛获二等奖，北石、紫
荆、林斌获三等奖，傅更生、恩丽、许梅、任立君、李思
怡、王剑光、欧非子、孙一鹤。李民鸣获主编优秀奖。董
丽莉、胡澜馨、田洁英获荣誉奖。王蕾、王曼晨、李玲、
王维超获鼓励奖。季增斌、黄麒麟、夏孟贤、周益德、张
永首、Stg. Cai Hong 分别获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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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秋

一条逆流而上的三文鱼

林斌

海生明月又中秋，
雨打窗前思不休。
一杯浊酒独自醉，
多个月饼寄情猶。

有那一种召唤
从血液里流进大脑
回家 回家 回家
去闯激流和险滩
桃花源不是我的家

梦中依稀亲颜觅，
泪湿衣襟笑语留。
人生难知别离苦，

以无法抗拒的力量

高把杜康慰心愁。

阆苑仙境也不是

我不是诗人

林斌， 医学教授， 科普作家，曾发表医学著作

我也不是神仙

家乡的人 在点燃的呲花棒里
转啊转啊，转啊。。。

十来部

那些滚烫的心、
那些被捂热的雪

初雪
文/穆紫荆（德
国）

那些刀烧般耿直的乡音
那些洗不净的味道

我只是一条寻家的三文鱼
三文鱼记得第一声呼唤
味被抱入怀中的温暖
有泪花滴心底
归来吧 归来吧 三文鱼
爱是第一道光把我点燃

牵着那些走散的人。。。
没有什么比有爱的世界
更令人相信
没有什么比活着的冥想

一直暗暗地期盼
有一天你会来临
当夏天的花欣然开尽

延着流淌着爱的路线
朝着生我养我的地方
穿过大海 奔入江河

更远离烟尘
没有什么比奋斗的历程

闯激流 跃小溪

诗歌春晚

更不惧顽石险滩的阻挠，
要拼搏生命的重生和奇迹

不怕海豹的藐视 野鸭的嘲笑

谁还记得春日的诺言？
随秋风凋零的惋惜

（---写在2

落地后还得自己吟唱葬
典

紫荆

一年的路太长

年中国诗

歌春晚前 夕）
文/恩丽(德国)

–

走过时又总是太过匆忙
有几次相遇就有几次分离

万有引力

深秋初冬的夜晚
半个月亮爬上天空

-

月光在额头上轻碾
留恋的目光在迁移中渐寒
诗人的呻吟即将又回到原点

悸动，总在相对时
你无声而又悄然的模样
在那用手抹眼的瞬间
将我等待的哀怨融化
看你，初雪静璨
给心头记忆又上糖霜
作者简介：作品在海内外多次获奖。著有散文集

《又回伊甸》、短篇小说集多部。欧洲华文诗歌
会创始人。

《期盼，春》
文/许梅（德国）
—
当烟花炸开的一瞬
无数星光期盼的眼神
在夜空里奔走，

美国

终于想通了
树上的苹果
从容潇洒
让自己 坠落
砰地一声
不偏不倚
正好打在
树下瞌睡的
牛顿头上

月光明亮繁星闪烁
此刻在欧洲仰望星空
我们正等待着一场诗歌
的盛会

文/非马

这将是怎样难得相聚的夜晚
你要经过多少轮回
才能和相聚的人
共赏月同吟诗
感恩
在时空中
穿越回望
仿佛我们似曾相识
也许我们曾经相遇
不然
我们怎么会在
这个美妙的夜晚相聚相守
也许人生还有不如意
也许人生还有纷争

作者简介：非马（

让这一切都相忘
在这美丽的夜空

）

本名马为义，美籍华人科技工作者，诗人、艺术
家。原籍中国 广东，生于台湾。威斯康辛大学

《归来吧，三文鱼》

核工博士，从事核能发电安全 的研究与发展工

获二等奖

作。业余写诗，著有诗集《在风城》、《非马诗
选》、《白马集》、《笃笃 有声的马蹄》、

文/汪温妮 （ 捷克 ）

《非马短诗精选》、《非马的诗》、《非马

黑夜是如此深沉

集》、《非马新诗自选集》(四 卷)等

世界被催眠了 却有

奔走 越走越远，
越走越深 家乡的事
是被冬雨摇落的 梨花
一层层纷纷扬扬

梦

又一层层覆盖了脚印

文鱼

编辑留言：由于篇幅有限等问题， 本刊不能
选帖所有参会诗友 的个人照片或具体简介。

跟着梦我变回成 三
（

种。

望请理解，特此声明 ！

）

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 —鹿特丹
【渴望】
作词／李思怡
（荷兰）
谁愿意在战乱中
恶梦相伴
谁愿意失去家园
伤心茫然
谁愿意离开亲人
孤单路上
谁愿意挣扎在生死
的边缘
蔚蓝的大海是海鸥
的乐园
宁静的星空是月亮的港湾
曾经是多么幸福快乐的孩子们
谁会 给他们新生和希望
哪里才有我们美好的家园
用爱驱散战争 平静风烟
歌声拥抱明天 牵手真善
用坚强的信念 遗忘忧伤
只要心中有光芒 世界就温暖
一路芬芳 让歌声飞向蓝天
让和平鸽把橄榄枝都插遍
人间大爱是最美的风景
祈祷明天阳光永远灿烂
善良与我们在一起 永远永远
爱心与我们在一起 永远永远
李思怡 诗人， 词作家， 自由选稿人
Sisi-Lee Dichteres Nederland
【

】

于心海深处轻荡涟漪。
今夜，
轮回的年华枯萎了曾经的美丽，
浓浓淡淡的思念成了无法邮寄的灿烂，
深深浅浅的记忆成了凄美的传说。

今夜，我把祝福送给你（散文诗）
文/北石 （意大利）
-

今夜，当迎新的钟声响起；
今夜，当岁未的时光变老；
我把祝福送你：我生命中所有的遇见，你
好！吉祥！

今夜， 让初日的暖阳拂弃昨日铅华，
捡一片陌上落英，藏匿今天的记忆，
接一朵旧日雪花，净了明 日心境。
今夜，
让思念的雪花优雅的掩埋了经年的追忆，
把新岁的春阳锻舞成心中匹练，
今夜，

回望，匆匆间，岁月总是不经意间从指尖
上滑落。
沉默中老了时光；
旧岁，带着做过的梦，
滑落在新岁的钟声里。
曾经，
多少旧事；苦的，甜的，在新岁的晨光间
殒落。
那些年，
丢失的曾经，碎碎零零还心。
多少故事，在留不住的旧岁里沉淀，
多少心憾，在滑落的流光中沉默。
今晨，于这春满旧山河相拥的宁静中，
我把时光落进杯中，
溢流而出满眸岁月的浓香；
木棉花间，静听乌呜。
菩提树下，旧岁拾忆。
让铅华的音符弹跳在杯沿，
和着新岁的缕缕浓香共舞，
浓了新与旧的相缠，
浓了㫪与冬的遇见，
也浓了旧日浸染的情怀。

我倚靠新旧的时光，
（北石 书）
把祝福送给你：一生无恙，吉祥安康！
写于

晚 罗马

作者简介：徐国平，笔名北石，旅欧知名书法
家、诗人。

年出生，浙江青田人，毕业 于武

汉交通学院。

年代初移居意大利。现为世界华

商书画院院士、香港国际名师名家名 人联合会理
事、香港国际名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世纪 名

人网】书画名人栏目主编等，“今夜 ”荣获本届三
等奖。

今夜，用一缕心思在这跨岁的子夜里，
任杯中，一片片时光的美好柔雅吻飞，
任一杯杯浊酒醉了滚滚的红尘，
我，
用真送走昨寒，轻拈新阳。
雅致间，淸茶半盏，赋悼曾经的遗憾，
独酒一盅，涤洗烟雨的旧日。
今夜，匆匆… 模糊的记忆在新旧的流光中
呈走，
那些年，那些故事，那些相遇，那些离别，
那些心愁，那些绮梦、那些恩怨，
那些爱恋…… 那些年，
那些新朋，那些旧友，那些浅吟，
那些深爱， 在新旧的月夜掠过，

芳华

文/古月

-

台湾

如水的流年 划上句点
曾经 山高水远处的飘雪
风过沉香 春去春又回
看那云树茁长
（
花纷飞 饱含情感的温度
或清冷 或沾露
）
都是生命中吉光片羽的
本报为纯文化，
文学
等
交流刊物，
岁月芳华

发向世界各国,欢迎你 供 稿！
作者简介：古月，
欢迎， 对中西文化交流感兴趣的同仁
本名胡玉衡，湖南衡山人。现任台湾＜创世纪＞诗
给我们供稿， 我们将争取两种语言刊
杂志社长。曾获中国新
诗学会优秀青年诗人奖。
用，谢谢， 彩虹《南荷华雨》编辑部
著诗集＜追随太阳步伐的人＞、等。

荷兰

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 – —鹿特丹
不惧世事沧桑
不羡鸳鸯成双

那个白雪皑皑的冬天
文/梦娜（荷兰）
那个白雪皑皑的冬天
夜幕在沉陷，我挣扎在
寒冷的站台
天地如此的苍茫与空旷
浩瀚了我悲伤的行囊
长长的车厢，像长长的伤
口
撕开远方的风景
将我支离破碎的怯懦承载
霜风在耳边回响
我的思念死在喧嚣里
树在嘲笑，人们在窃窃私语
滚滚的车轮
越过人生的轨迹
在原野的呐喊声中
不可抗拒的存在
你站在面前，眼睛像海
我的泪水，没来由的澎湃
远处的灯火，天上的月光
坚定的合二为一
无论是追寻还是超越
属于记忆的良夜
渐渐入怀......
多年后，你说
假如时间肯为灵魂还债
我想在爱你的枪林弹雨中
伸展手臂，脱去伪装，抛掷面具
把自己像地图一样打开
超凡脱俗的
像瀑布穿越岁月，汹涌的膜拜
年

月

有你的每一天
都是我梦里的天堂

守一世地老天荒
烟火的岁月里
把爱的传奇娓娓吟唱
有你的远方
是我今生执着的向往
就让你我
醉在这红尘的道场
于彼此的心海里
漫步徜徉
相爱的路上
尽管也曾走的跌跌撞撞
尽管也曾尝尽人间凄清悲怆
还是要 把尘世的喧嚣
小心埋葬
我愿 为你

-

即是上天注定的
一场缘
你我又何必去苦
苦抵挡
只把那颗漂泊

（德国 樱子 毛毛）

就让我
为你
书一笔爱意绵长
就让我
为你

-

-

等到白发苍苍
也不要
再把纯洁的爱恋
深深隐藏

远方
——我无处安放的思念
邓 瑛

这一生
再不要那离情惆怅
这一世
再不许那忧思绕肠

………

.

日凌晨

你是我心中的念念不忘
你是我眼里的山高水长
你是我轮回三生不舍的守望
你是我魂魄归返迷恋的原乡

……….

的心
于你清风明月般的眸底
妥善安放
水湄紫陌
柳飞烟巷
是我们携手走过的
一世情长

译者：铁冰 Iceiron 12 .2018

江畔即景
月华如霜
挑灯西窗
锦瑟华年
共舞一曲
云水霓裳

傅更生 （荷兰）

雾锁云江水面烟，朦胧姿色尽茫然。
野莺寻食越千岭，飞鸽传音纳百川。
芦浦滩头抛宿艓，港湾岸尾索归船。
广场晨炼声声落，远处
渔灯隐隐燃。
傅更生（荷兰） ， 爱好诗词创作，
著有几部诗词作。

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鹿特丹
傅更生，王剑光，夏孟贤，周益德等，及无
私赞助的达人贤德 童童 等！

-欧洲分会场—鹿特丹
尊敬的老师们，诗友们

，侨胞们！
万里行程始于足下，饮水思泉不忘初心！
因此，也特感谢在千里之外，热情支持的著
名诗书画家于连胜，广州文学院院长洪三
泰，及著名诗人非马，古月等。
“ 我是一条小溪， 爱静静地，默默地，
流着， 流着，，，
也越过高山峻岭，
也穿过森林，田野，，，
相 信 , 总有一天 会流向 大海！“
欧洲 春晚 首席 负责人 池莲子
02/02 /2019 鹿特丹

朱校廷 （德） （荣获本届一等奖）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 寒冬腊月，异国他乡，凝欧
华诗人及侨胞，吟诗作词 ，激情高昂。
中华诗国，楚辞诗经 ，唐韵宋风 ，渊源流
长； 如今，在 这“一带一路”， 丝路，
诗路 的航道上， 再创新韵；龙吟鳳
鸣，，，
中国诗歌春晚 ， 开创于 2015年春节， 有
文化部注册，由中国诗圣屈原后裔，屈金星
总策划，现历第五届。 自2016年秋，池莲
子 （正在北京参加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
之时， 特授 “中国屈原（国际）文化交流
中心，及中国文化财富联盟”之邀 ，并特
聘为“中国诗歌春晚联欢晚会顾问”! 其任
务在”海外举办 中国诗歌春节晚会，以借
此，更深一步地，传播中华文化，让中国文
化，在这多元文化的21里迈向世界 ！！
（即日 娉邀 现场还有; 已故 著名诗人，
洛 夫， 著名诗人 向 明， 北 塔，北奥
等）
2017年， 由池莲子发起负责， 在德国杜塞
多尔夫， 一举成功举办，2018 年在奥地利维也
纳，再次唱响， 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
2019 第五届 中国诗歌春晚-欧洲分会场，在
这举世闻名的西洋古都-鹿特丹举办， 希
望 ，中国诗歌春晚 的赞歌，唱响全欧
洲， 唱响全世界！！！
在此特别感谢一切真诚合作，与无私付出的
文友，特别是； 刘瑛，李讯，无解，温妮
； 尤其是，本次春晚-鹿特丹，总监 梦娜，
大家有目共睹，以及共同合作全荷联会主席
季增斌，工作到位认真负责，还有各界侨
领；黄麒麟，林斌，童童

想起，第一届欧洲诗歌春晚
三年前莱茵河畔就在眼前
唤醒沉睡的诗心
掀起春潮拍岸
第二届诗歌春晚
狗年豪迈多瑙河边
曾是相识燕归来
激情四射皆少年
今天，
又一届诗歌春晚
感叹岁月似水流年
儿时的记忆
在心海里回旋
一曲“远飞的大雁”
（音乐起“远飞的大雁”主旋律）
雁过留声
留下灵魂漂泊的感言
等候来年归巢的春燕
不管走到哪里
炎黄子孙的情怀不变
风过留痕
留下落叶对根的思念
化作沃土滋润春天
和风化雨
把七色彩虹挂长天
今天
又一次来到诗歌春晚
又如身临一席汉唐盛宴
诗情画意谱新篇
鼓乐笙箫
火树银花不夜天
诗歌与春晚结缘
欧洲和华夏故乡连线
你持长袖舞翩跹
我高咏诗歌相伴

（著名书法家 诗人于连胜）
今天
又一次来到诗歌春晚
又如身临一席汉唐盛宴
诗情画意谱新篇
鼓乐笙箫
火树银花不夜天
诗歌与春晚结缘
欧洲和华夏故乡连线
你持长袖舞翩跹
我高咏诗歌相伴
时光虽然守不住我们的容颜
却能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春晚留不住岁月
却能留住你我的心愿
踏破青山人未老
百花争艳
春满故园
今天，陶醉在荷兰鹿特丹
明年，再聚欧洲诗歌春晚…
这是“中国诗歌春晚欧洲分会场-”-第二本
（鹿特丹）诗集，共收入 参会与未参会诗
作40多篇，其中部
分诗作来自欧洲之
外世界各国：
如：美国，新西
兰，日本，等国，
及台湾等。

诗歌春晚
响 彻
鹿特丹

中国诗歌春晚-欧洲鹿特丹
每天清晨都会向你微笑。
那里的树木高耸入云，

红枫漫天。
我不停地走，

梦在空中流动。
作者：小雅鹤鸣 （YiHeSun）
本名孙

一鹤，来自北京，旅居荷兰

（Nederland）

落叶归根 -- 胡向前
幸福的缘由
我寻找人类幸福的缘由
真正的幸福不在于，金钱，名誉和攫
利
更不在于无所事事，花天酒地
在一种拥有真正幸福的人
我发现总有一种深切的安全感
他们总是主动的，乐观的
因点滴收益便感到很大的满足 ！
对于这种幸福的人
我常感到惊讶的是
他们总是缺席在那奢侈而豪华的席位
上
在这种幸福的人中，
我来没有发现到他们的混乱和作践.
他们不苛求个人的私利，然而
他们的生活充满着和谐与幽默 ！
荷文诗-上世纪比利时著名诗人 -菲
尔博斯曼；之前，他的诗被译成 多
种文字，唯独没有在中文。

流动的梦
文／小雅鹤鸣

（荷兰）
我不停地写，
想让梦流动。
那些夏日的花果
伴随雨的节奏
一枚枚飘落，
梦在空中流动。
翻开心爱的图画，
里面仍夹着去年秋天树
林里
拾的最美的落叶，
它温婉、红里透黄，

荷兰 XiangqianHu， Nederland
花雨轻飘，西风复起；万叶思根心切。欲化肥
泥，护树养冬枝別。亦春盼，再展余风；且秋
驻，先凌霜雪。几时可，水暖花开；重温往昔
共明月。

喜欢相逢
任立君 (德国）
喜欢不期而遇
北开的窗
翘首着燕儿
朝南归
喜欢杜塞的街上
还留着你走过的身影
细雨的夜晚
弥 漫过你透明的气息
也享受离别
享受这暗夜的静谧
跳动的莱茵水
如你我明明灭灭的念
柔软的风
是你浓浓黑黑的秀发
撩着我的唇
身体总是比大脑
先觉醒，你说。
那我们的相遇
岂不是人间
最美丽的修行。

中国诗歌春晚-欧洲鹿特丹
我们读徐志摩，难忘他的《再别康桥》

丝路赋
文/屈金星 中华复兴，盛世梦想。丝绸之路，
今日重光。昔者张骞怀节，欧亚之商贾发端；海疆

我们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为

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 荷兰鹿特

扬帆， 中外之文明辉煌。逮乎近代，国力日衰，通
衢荒凉。今夫天阙运筹，纵横八荒。一带一路， 联
通寰宇。大同世界，协和万邦。器道中国，大美东
方。天汉高旌，将飘扬于四海；盛唐雄 风，正漫卷

丹 诗歌春晚献词

于无疆。屈原后裔心潮逐浪，乃为赋曰:
苍苍鸿蒙，湛湛曙光。 巍巍昆仑，浩浩东方。 泱

今天

泱中华，赫赫炎黄。 养蚕缫丝，嫘祖首倡。 文明
标识，人类霓裳。 惠及家国，泽被黎邦。 大国雄
风，汉武拓疆。 张骞开来，班超继往。 丝绸之

我们将拒绝所有

相 聚 --- 梦 娜

诠释了我们的《乡愁》

李民鸣）

感动她的画意诗情

是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读世界诗人
读中国诗人，读历史、读祖先、读自己

华而不实的说教与弄虚作假的神迹

从此，我们不再将狭隘的思绪

挣脱羁绊、胆怯、颓废、懊丧与空虚

与辽阔和幽远的世界
失重的传递

迎接诗歌圣殿里

我们是坦荡而透明的诗人

飞出最美丽的天使

像剔透晶莹的珍珠，温润如玉

从中国一部不朽的史诗《诗经》诞生起

像皑皑白雪，纯洁大地

诗歌，便是一部引领中国走向文化文明的秘籍

我们提笔破竹，披荆斩棘

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象征和开始

将灵魂里最辉煌的诗句

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礼仪之邦——

像太阳一样，炙热的普照东西

中国古文明向现代文明

划破忤逆的黑暗

乃至于向世界文明进程的动力

向恶势力无情的抨击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诗人们，团结在一起

我们用最优美的文字
路，千秋腾骧。 长安龙翥，雅典凤翔。 霞蔚罗

书写最优美的诗歌

马，云蒸洛阳。 商贾络绎，驼铃叮当。 骏马千
骋，裙袂飞扬。 泡馍包容，咖啡激荡。 佛法西

用最优美的诗歌

挂，雾列万港。
提，广州帆樯。
跹，瓷器琳琅。
溢，诗韵传唱。
杳，伶仃昆岗。
落，国运凋伤。
来，历览古往。
世，丝路重张。
雨，海疆霓裳。
翼，俊彩寰宇。
通，路畅心畅。
兴，光荣梦想。

泉州桅高，开罗塔壮。
茶涤肺腑，酒沥胸膛。
香料吐馨，象牙流光。
中外互通，海陆齐翔。
海禁樯倾，呜咽沧浪。
落日黯然，痛其国殇。
道荒邦弱，路通国旺。
燕京紫气，梦回汉唐。
汇通九宇，吞吐五洋。
陆海融通，星驰万象。
美美与共，家国同昌。
天下大同，正道沧桑。

孟买菩
旗袍翩
翰墨流
路断驼
关河冷
纵观今
今逢盛
丝路花
中外比
信通货
中华复

如姊妹、兄弟、亲人和故知
米洛斯拉夫 赫鲁伯说：
“我们互相打量犹如透明的

赞美最悠久的历史

海葵。”

从我们捧读唐诗宋词元曲之

我们是光明磊落的诗人

时

光明磊落的人是透明的人

我们便没有了年轮的距离

“李白是透明的

从我们了解荷马史诗——

康德是透明的。”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开始

“莫扎特是透明的

我们敬重便纪念

弗兰茨约瑟夫是透明的。”

这位伟大的古希腊盲人诗人—
—荷马

我们更是龙的传人

我们触摸了它的文学艺术价值
和它对考古、民俗、历史、地理

（王 蕾书）

值得研究的东西
我们读莎士比亚，对《哈姆雷特》

作者简介：屈金星，屈原后裔，北京资深媒体人、 有着自己不同的解析
文化策划人、诗人、辞赋家、中华新辞赋 运动发起 我们读雪莱，不朽的《西风颂》
人之一。中国记协中国产业报协会新闻中心总策
给我们心灵的撞击
划、中华文化财富联盟执行主席、 中央电视台书画
我们读拜伦，记住了《唐璜》
频道特约观察员、经济日报社《中国书画》杂志特
小说故事仍然可用长诗的形式
邀策划。曾评为中华辞赋 界十大新闻物。中国诗歌
我们读惠特曼，细品《草叶集》
春晚发起人和总策划人。
虔诚呼唤《啊，自由，转过脸来吧！》
我们读泰戈尔，欣赏《飞鸟集》

-

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
神圣使命
我们身上，烙印着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洗礼过的 痕迹
我们是海外游子
呼吸着异国他乡的不同空气
看啦，“光阴寸寸鞋间

” 我们来了 ，

我们 从捷克来
带着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的《全部爱》
我们

，从以笔为枪的骑士《》

塞万提斯的西班牙来 ，

浮动多少唯美而动漫的载体
同时也见证了《一个诗人的故事》

回味他不朽的著作《唐吉柯德》

我们读歌德，思考《浮士德》

我们 从歌德诞生的德国来 ，

品味《少年维特的烦恼》

从欧洲各个国家来 ……..

我们读茹科夫斯基、普希金、海涅、叶芝......

…

我们读胡适，希望着他的《希望》——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

懂得《边界望乡》的乡思
我们读席慕容，捧着她的《以诗之名》

擎起一面心灵的大旗

来，道风东向。 欧亚共融，东西同祥。 中华峥
嵘，放眼海沧。 先贤蹈海，郑和踏浪。 云帆直

我们读余光中，读洛夫

我们读艾青，感动《我爱这土地》

我们 都是海外游子，
让我们醉一回，再 醉一回 ！，，，，
未完 ( 参考《

诗歌春晚锦集》

世华文学
心水第十二部文學著作 （澳洲）
XinShui
Australie
《雨到黃昏花
易落》作者心
水 已出版
（墨爾本訊）
先後參與創辦
「風笛詩
社」、「澳洲
華文作家協
會」、「墨爾
本華文作家協
會」、「維省華文作家協會」，並於九年前
再創辦「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的資深作
家心水，二月一日在臺灣出版了新著「雨到
黃昏花易落」散文集。
此書為作家心水的第十二部文學著作，是第
四冊散文集；總共有廿餘幅彩照插圖，收錄
六十八篇寫景舒情、懷舊采風、文友情緣等
內容的感性文字，以題目字數多寡定次序，
並無優劣好壞之分。是心水先生在墨爾本貼
切生活寫照，情真意切而感人。
出版此書為回報其么兒黃明仁太平紳士
（John Wong JP）的一片孝心，緣起於去年
父親節、心水收到幼兒餽贈德國奔馳名車，
受兒子孝行所感，而特編輯此書發行作為回
贈的禮物。
心水退休已十年、卻「不知老境早蒞臨」，
每日仍積極閱讀書報、上網暨撰作文章，參
與社團活動、為文友辦新書發佈會，辦文學
講座，多次率領作家團到海峽兩岸采風等。
以日日是好日的心態迎接美麗的晚晴歲月，
其文章盈溢的是對生命的頌歌，是對生活感
恩，對世界的展望。
心水原名黃玉液，祖籍福建省廈門翔安區大
路鄉，在南越蓄臻省誕生，一九七八年八月
攜妻子婉冰（亦是作家）、五位幼年兒女在
南中國海賭命十三天，淪落荒島十七日後 ，
始被印尼海軍救到難民營，翌歲三月獲澳洲
人道收容定居墨爾本至今。
心水現任“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名譽秘
書長、“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
究會”理事、“中國風雅漢俳學社”名譽社
長、“國際潮人文學藝術協會”
名譽會長。
作品被收錄於各國十八種辭典、類典、文
選、文學史、百科全書、教科
書等；小說及詩歌入編「澳洲華文文學叢
書」。三首詩被澳洲入篇中學生參
考教材，四篇微型小說被日本三重大學入編
為文學系教材。
已出版兩本長篇小說、四冊微型小說集，三
部散文集及兩本詩集。共獲

海峽兩岸、澳洲等地十五項文學獎，其中四
個首獎。尚有澳洲總理頒發國
際義工年服務獎、維州總督頒多元文化傑出
貢獻獎章、維州州長暨各團體
共頒十六項各類獎狀獎牌。
去年九月底榮獲雪梨「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
體聯合會」頒發：「澳華文
化界傑出貢獻獎」；「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
究會」於去年十二月在印尼耶加
達頒發「華文微型小說四十年貢獻獎」等。
等託運書冊到達後，“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
會”將為這位熱心公益、
資深作家心水先生的新著舉辦隆重發佈會。

【原创】精美散文诗《华山论剑》 作者
孙重贵

-香港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偶然发现了“孔明网”的《精
美散文诗》，选了我的两篇散文诗并做了点评。现
分别转载如下：
华山论剑，令人神往。
各路英雄，风云聚会，刀光剑影，争霸武林。如此
壮观如此刺激如此惊心如此动魄的场面，如不亲身
前往亲眼欣赏，终生遗憾。

中华文化艺术交流会副会长，，国际华文诗人协会
会长，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香港散文诗学会常
务副会长，香港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香港音乐文
学学会监事长，中国作家第一村村民，香港艺术发
展局首届评审员,香港作家联会笫十届理事。《华夏
经济文化》《世界华文诗报》总编，《香港散文诗》
《华夏纪实》副主编。
《华山论剑》点评
攀登华山的境界，就是跋涉人生的境界，当矛盾产
生，人们剑拔弩张时，自然是沉默的、雍容的、洞
明的，当人们学会了思考不懈求索时，自然是坚定
的、大气的、壁立千仞的，当人们走过了喧嚣，走
过了忧郁获得从容宁静时，自然也就退出视野，摇

身变成任由我们表演的舞台了。
华山云清水澹，是指引我们胸无戾气，人格方正，
自然厚朴；华山挺立 峻拔，是启示我们穿越窒障，
让心灵自然澄净；华山隐形云海，是导引我们远离
喧嚣，彰显不为外物所累的人性辉煌。
有时候自然是人性的一个火山口，当诗人觉悟到这
一切时，就一头扎进了自然的怀抱，像一个婴儿投
入母亲的怀抱，性灵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
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天人合一的境界里自
得。
文质而实绮，似癯而实腴，源于诗人遵从生命的必
然轨迹，求索最高境界的深厚内蕴，故睿智而不失
雅洁，多思而不失蕴籍。

祝英台 近

（程垓体） 欧非子

惜 梦魂 飞，斑斓月，犹昨弄天籁。 似醉迷糊，
清醒亦无奈。 叹甚秋叶风飘，岁华终老，忆今
世、几曾精彩。 泪花洒。疏影衰树篱笆，牵肠人
不再。 孰问苍天，人际有何爱。 半瓶红酒浇心，
毋庸怪，夕阳坠、血淹瀚海。

解蹀躞（周邦彦体）
我攀登号称「奇险天下第一山」的西岳华山，访遍峰 大漠驼铃 大漠孤烟边塞，日落昭君冢。 晚霞飞
壑林泉、道观洞天，未见半点剑影，十分茫然。
血、丘沙隐鸣凤。 远处清脆驼铃，困途岁月悠
途中遇一道长，问其缘由？道长皱眉答道：「华山
无剑，是你心中有剑！」
我失望不已，无可奈何地端坐中峰，冥冥思考。

悠，吉人天宠。 去如梦。归雁安能飞纵，前程雪
风涌。 向来孤傲、高昂不欺众。 步履坚定谦卑，
默经霜月寒山，有求无恐。

突见眼前一亮，东西南北四峰，壁立千仞，在阳光 作者简介：欧非子，原名翁锡鸿，毕业于南京大
的照射下，仿佛一把把闪烁着寒光的擎天巨剑。
学。现居捷克。中国国家一级武术裁判。
年
我又向道长问其缘由？道长微笑答道：「华山有

主编《当代名家诗词三百首》文集。现 为捷克华文

剑，你心中无剑！」

作家协会秘书长，捷克少林武术协会会长等。

我在「剑丛」中跋涉，忽风雨大作。历经艰辛，行至 Oou Fei Zi
苍龙岭。

Tsjechie

华山第一险径两侧的万丈深渊，已被翻涌的云海填
平，群峰隐退得无影无踪。望着眼前一片白茫茫的
世界，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平静与祥和。
我再向道长问其缘由？道长大笑答道：「华山无
剑，你心中也无剑！」

本报为纯文化， 文学 等 交流刊物，发向世界各
国,欢迎你 供 稿！

我大彻大悟——几经磨难，终于进入了攀登华山的

欢迎， 对中西文化交流感兴趣的同仁给我们供
稿， 我们将争取两种语言刊用，谢谢， 彩虹

至高境界。想来，这或许也是人生的一种至高境界

《南荷华雨》编辑部 荷兰

吧？
孙重贵，客座教授，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监事长，

荷兰 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年初活动 及交流

-

荷兰 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作为荷兰东南部，小数民族文化
机构，每年在新年之际都会受邀
参加奥什市政府的新年年会活
动， 今年也一样。上照为奥什
市 市长 与 彩虹中心负责人 池莲子 合影。

-

-

-

-

-

-

-

年 月 日下午， 由 荷兰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组织举
办一年一度的，文化风水讲座，主讲人 池莲子（
）
今年是“己亥”年， 为湿土年， 变化年，创新年； 社会趋于稳
定（当然每国度不一样；照香港名师李居明之说：人要学会包容，
感恩，多建设，少说话，能创造便是好事！不要把绳子看成毒蛇，
也不要在退潮时，埋怨大海… 做一个朝着太阳迈进，充满志向的
人！
与此同时，根据“黄帝内经”-“春夏秋冬 与四时的阴阳”变
化，告知我们：四时阴阳的有序变化， 是世间万物生死存亡的根
本。违背这个根本，就会灾难丛生，而顺从它就不会生病。也就是
说掌握养生之道。因此， 人们要按照四时与季节的规律；生发，
生长，收敛，深藏 人体的规律， 就不容易轻易生病。同时，因为
自然环境不同，东南西北中，这五个区域的人， 常患的病也不一
样， 治疗的方法也有不同。
当天下午， 有近

人参加，大家充满热情，兴趣高涨！

两位同月同日出生，
又同名的（威尔曼）
偶尔在此相遇！

健康保健
春天养生注意防风御寒

红枣的营养价值
营养 红枣

春天乍暖还寒的时候，气温上下波动较大，忽冷忽热， 要特别注意

大枣，又名红枣、干枣、枣子等。大枣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
胡萝卜素、 族维生素、维生素 、维生素 以及磷、钙、铁 等成
分，其中维生素 的含量在果品中名列前茅，有“维生素

防风御寒，不宜过早的脱去冬衣，否则容易受寒伤肺，引发呼吸系
统疾患，要根据“春捂秋冻”的原则，要随着气温的变换及时增减

之美称。

大枣的主要食疗药效
、大枣富含的环磷酸腺苷，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必需物质，能增强
肌力、消除疲劳、扩张血管、增加心肌收缩力、改善 心肌营养，对

防治心血管疾病有良好的作用。
、大枣具有补虚益气、养血安神、健脾和胃等功效，是脾胃虚
弱、气血不足、倦怠无力、失眠等患者良好的保健营养品。
、大枣对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贫血、过敏性紫癜等症有较好疗
效。
、大枣含有三萜类化合物及环磷酸腺苷，有较强的抑癌、抗过敏
作用。

民间的秘方：滋补养生话红枣
滋润肌肤，益颜美容
民间有“一日食仨枣，百岁不显老”、“要使皮肤好，粥里
加红枣”之说。
取红枣 克，粳米

克，同煮成粥，早晚温热食服，对美容皮肤

大有益处。究其原因是红枣中大量的维生素 可促进皮下血液循
环，使皮肤和毛发 光润，面部皱纹平整，皮肤更加健美。

衣服，以适应春季气候多变的规律。

英国王妃梅根接受针灸治疗
如今，据英媒报道，为了做好自然分娩的准备，

岁的王妃梅根正

在接受针灸治疗（将细针插入面部和皮下），以保持健康，改善血

液流动，能量水平和帮助睡眠，减少对身体的压力。

- –

中医 理疗，按摩

(头部按摩

参考 资料）

、 头冷痛，天热也得戴帽子，患者头部特别怕冷，一年四季都
要戴帽子。病因为虚症，炙百会穴上星穴。
、 头冷痛，前额痛，受寒时疼痛加重，头部畏风怕冷，常要戴
帽子，天冷鼻塞呼吸不利，可分辩气味，天热时症状消失.病因为
气虚血瘀，炙百会穴，上星穴，拨揉风府风池穴。

-

、 头目昏沉，精神不振，全身无力，病因为心理压力过大，休
息不到位，点揉后溪穴 分钟，后溪为督脉之会穴，上通头部可使
人精神振作。
-

-

、 偏头痛，为少阳胆经循环不良，取小腿外侧，阳陵泉穴至光
明穴，刮痧法或拨法(泻法)。
、 酒后头痛，点搡率谷穴，卢息穴，百会穴，拨揉后头斜方肌
起止点心，浅拿肩井穴。
、 视物不清，好象被云雾庶住，病因为肝虚引起的症状，点揉
太冲穴 次

-

专业推拿（学习班）
气海：位于脐下两指处，是任脉的穴
位，为诸气之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用补
法，可大补元气，类似人参、黄芪等药的功
效；用泻法则有行气、理气的作用，类似于
香附、荔枝核、沉香、郁金等药的功效。

中医养生, 春季养生, 枸杞菊花茶, 养
肝【大纪元】 中医的时序养生法则。现在
春天来临了，春季养生在《黄帝内经》中论
述精辟。“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
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
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
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
夏为寒变，奉长者少。”

-

-

-

神门：在手腕的腕横纹尺侧端稍上方凹
陷处，是手少阴心经的原穴，被喻为神气游
走出入的大门。用补法，有宁心安神、补心
气的作用，类似于酸枣仁、柏子仁的功效；
用泻法，可清心、开窍，类似于中药紫雪丹
及石菖蒲、琥珀等药的功效。
足三里：在外膝眼向下量 横指处，因
能治疗腹部上中下三部诸证而得名，为回阳
九针穴之一，是胃腑疾病和人体强壮要穴。
按摩足三里有补中气的作用，用补法，能健
脾养胃、补中益气，类似党参、白术、山
药、红枣等药的功效；用泻法，有消食导
滞、和胃通肠的作用，类似山楂、大黄等药
的功效。
三阴交：在内踝向上量 指处，为足太
阴脾经的腧穴，由于是肝、脾、肾三阴经交
会处的穴而得名。肝藏血，脾统血，肾藏
精，精血相生，因此是治疗与血有关病症的
要穴。用补法，有健脾、补血、摄血的作
用，类似于当归、阿胶、紫河车、薏米等药
物的功效；用泻法，有活血化瘀的作用，类
似于归尾、桃仁、红花等药的功效。

春季养生的按摩方法
关元：位于脐下四指处，是任脉的穴位，位
于人身阴阳元气交关之处，又能大补元阳而
得名。《类经图翼》说： “此穴乃男子藏
精，女子蓄血之处……”能治疗“诸虚百
损”。用补法，有补肾阳的作用，类似于鹿
茸、肉桂、巴戟天、仙茅、仙灵脾等药的功
效。此穴多用来治疗虚损性质的疾病，泻法
较少使用。

-

四季变换本质是时空变换，是外在的天阳变
化，万物都要顺应这种变化，才可以持续进
行“生、长、化、收、藏”的变化，否则就
会出现灾变或凋亡。人体亦然。春天，从时
空上来看，白天渐长，黑夜渐短，日照时间
增长，相应的阳气由“冬藏”的状态，变化
到“春生”的状态，高天暖阳，大地松软，
树木发芽，百花吐蕊，动物雀跃，一片欣欣
向荣之景。此时的人怎么办呢？春为木运

先疏肝。疏通筋骨勤锻炼。

少年强，则中国强，Een wetenschappelijk talent: Cao Yuen 22 jaar
少年强，则中国强，天才-曹原

了中国

旋转到特定的“魔法角度”（ °）叠加
时，它们可以在零阻力的情况下传导电子，
成为超导体！
他顿时欣喜若狂，他深知，
这绝对是一个改变世界的研究成果。
但他仍小心谨慎，又是半年多的的反复实验
后，
震惊世界的石墨烯传导试验终于成功了
已过去足足107年了，

未来的

世界终于迎来了这个领域的重大突破！

强盛之

而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

中国培
养出的
这些好
少年，
也预示

路！

就是中国人，曹原！

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均为Yuan Cao（曹
科学无
国界，
但科学
家有祖
国，
我们期待
徘徊了 年，
试图解开铜氧化物超导的秘密 ......
而今天，我们的这位中国天才少年，
就成为了照亮黑暗的那盏明灯！
年攻读博士期间，
他发现了石墨烯中的非规超导电性，
他推测，
当叠在一起的两层石墨烯，
彼此之间发生轻微偏移的时候，
材料会发生剧变，
有可能实现超导体性能。
可当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时，
却遭到诸多物理学家质疑，
他们认为，
这不过是一个 岁的中国小孩，
关于世界的美好幻想。
但曹原，
没有被权威质疑的声音击退，
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
捍卫自己的梦想！
为此他日夜待在实验室，
克服了样品无法承受高热等，
各种极端困难，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后，
他依旧信心满满的说：
“实验失败是家常便饭，
心态平和地对待失败就没什么压力。”
“吃一堑长一智，做的多了，
慢慢有经验了，自然就攻克了。”
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一次实验中，
奇迹发生了！当他将两层石墨烯，

原）
我国“量子之父”潘建伟院士，第一次在
《
》上发表论文，是
年，那时他
岁；我国结构生物学领军人物的施一公，
第一次在《
》上发表论文，
那是在
年，当时他 岁；
而他登上《Nature》才仅仅22岁！
还一次性当天就发表了两篇！
而刚拿到这篇研究成果的论文时，
《
》等不及排版，就先行在网站上刊
出，并配以第三篇文章做评述，
有网友评价：《Nature》，
应该为能刊发曹原团队的文章，

而感到荣幸不已，甚至都已迫不及待了！
中国网友们都炸锅了
激动地不仅是中国人，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惊呼：“曹原为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
门，我们能做的太多了！”
就在曹原发表论文之后，短短 个月，
石墨烯的初步商业化已经开启。
以手机为例，一旦安装石墨烯电池，
手机的充电时间，
将被缩短为16分钟。
可以说，他的发现，将带动电子消费品飞速
发展，未来在能源行业，能为全球省下数千
亿资金！
与此同时，无数大学和科研机构，
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
甚至愿意聘请年仅 岁的他为教授。
然而曹原做了什么呢？
他在论文轰动世界后，第一时间回到母
校中国科技大学！
这份来之不易的殊荣，
他选择和导师同学一起庆祝！
因为此时距离
年 月 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成立，
刚好 周年，这个轰动全球的研究成
果，
恰巧成了他回馈给少年班40周年，

最重磅的厚礼！
而面对全世界的赞誉和邀请，
他只说了一句简单的话：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学成以后要回到中国的。”
英雄出少年，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延续了华夏英才的优秀，
也扛起了中华民族的荣耀，
他已是传奇！
曾经很多人说中国没有核心技术，
没有科研实力，
今天曹原就用实力，
狠狠打了这些人一巴掌！
并且过去几十年间，
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涌现出来，
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科研实力。
单说中国科大少年班 年间，
输出的卓越人才不胜枚举：
级骆利群， 岁就出任，
美国斯坦福大学正教授，
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级卢征天，旅美时，
获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
现任中国科大千人计划教授；
级杜江峰，中科院院士，
现任中国科大物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级庄小威， 岁便成为，
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
物理系双聘正教授，
是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华人院士；
级陈宇翱， 后的中国科大教授，
获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
正是一批批科研人前赴后继的努力，
成就今天强大的祖国！
而曹原，
毫无疑问是年轻一代中，
最为出色的代表。
今天站在世界科技的巅峰的他，
并不满足于眼下，
他说：“更好的消息还在后面，
希望将更多的时间，
用来为中国科技创造更多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