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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通 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 

            “一带一路” 

   4月25日，北京， 39位外方领导人、150个国家、

92个国际组织、6000多位外宾……“一带一路”的

魅力，数据可证！ 

会见会谈、主旨演讲、圆桌峰会、欢迎宴会、记者

会……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时间，紧凑高效！ 

4月25日，一天14场双边会晤；4月27日，圆桌峰会

持续6个多小时；4月28日、29日、30日，与13位外

国领导人会见会谈……“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

大！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播撒合作的种子，共同收

获发展的果实，让各国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更加

美好！ ”习近平主席的倡议，跨海越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重磅微视频《心相通 创未

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时间》，一起

感受“中国效率”。 

"/DWHQ�ZH�GH�KDQGHQ�LQHHQVODDQ�HQ�GH�]DGHQ�
YDQ�VDPHQZHUNLQJ�YHUVSUHLGHQ�RP�GH�YUXFKW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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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 颇具特色的著作 知青文学 《多少风

雪多少情--名山家园文选》，由新华出版社出

版，于2019年3月17日在北京举行正式出版

发行专题座谈会，参会者来全国各地，及海

外，主要有原二师12团 ，荒友-作者们，现

“北大荒”农场的干部，有关记者等一百多

人。发布后， 此集被美国 哈佛大学燕京图

书馆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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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欧洲中医研讨会！ 5月24-25 在荷兰举办成

功，来自欧洲各国的中医 针灸， 推拿，等各类医

生，实习者及学生近200人参加与会。演说， 讲

座。 共述 ；中国文化精随之一的“中医学”，将

在21的欧洲乃至世界，为人类的健康保健产生不估

量的正能量作用甚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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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QJ�ZDDUELM�ZLM�]LMQ�DDQJHVORWHQ��+RQGHUGHQ�$FX�
SXQFWXULVWHQ��6KLDWVX-WKHUDSHXWHQ�HQ�DQGHUH�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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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通 创未来——“一带一路”Het hart is verbonden om de toe-

komst te creëren - "One Belt, One Road" 

一部 颇具特色“知青文学” 正式出版发行，  TCM Congres in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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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LQNOLMNH�RQGHUVFKHLGLQJ�	�*H]RQGKHLG荣获皇家勋章-安妮（我校太极学员） 

.RQLQNOLMNH�RQGHUVFKHLGLQJ�  
 
9ULMGDJ����DSULO������PRFKW�LN�XLW�
KDQGHQ�YDQ�GH�EXUJHPHHVWHU�YDQ�/DQ�
GHUG�HHQ .RQLQNOLMNH RQGHUVFKHLGLQJ�LQ�
RQWYDQJVW�QHPHQ��9RRU�]R·Q�RQGHU�
VFKHLGLQJ�ZRUGW�MH�YRRUJHGUDJHQ�GRRU�
DQGHUHQ��PHQVHQ�GLH�YLQGHQ�GDW�MLM�GLW�
YHUGLHQW�KHEW�  
2P�GDDUYRRU�LQ�DDQPHUNLQJ�WH�NRPHQ�
PRHW�LHPDQG�]LFK�H[WUD�LQJH]HW�KHE�
EHQ�YRRU�GH�JHPHHQVFKDS��GDW�NDQ�
YULMZLOOLJHUVZHUN�]LMQ��HHQ�ELM]RQGHUH�
LQYXOOLQJ�YDQ�HHQ�EHWDDOGH�EDDQ�RI�HHQ�
FRPELQDWLH�KLHUYDQ��%LM�GH�DDQYUDDJ�
PRHW�ZRUGHQ�DDQJHJHYHQ�LQ�ZHONH�SHUL�
RGH�GH�NDQGLGDDW�DFWLHI�ZDV�HQ�KRHYHHO�
XXU�SHU�ZHHN��'H�DDQYUDDJ�PRHW�ZRU�
GHQ�RQGHUVWHXQG�GRRU�HHQ�EULHI�YDQ�GH�
RUJDQLVDWLH�FOXE�ZDDULQ�PRHW�ZRUGHQ�
DDQJHJHYHQ�ZDW�GH�EHWHNHQLV YDQ�GH�
NDQGLGDDW�YRRU�GH�RUJDQLVDWLH�LV�  
9HUYROJHQV�FRQWUROHHUW�GH�EXUJHPHHV�
WHU�GH�IHLWHQ�HQ�JDDW�QD�RI�GH�NDQGL�
GDDW�YDQ�RQEHVSURNHQ�JHGUDJ�LV�  
+HW�DGYLHV�YDQ�GH�EXUJHPHHVWHU�JDDW�
QDDU�GH�FRPPLVVDULV�YDQ�GH�NRQLQJ��GLH�
HHQ�WZHHGH�RRUGHHO�XLWEUHQJW��GLW�
YHUYROJW�]LMQ�ZHJ�QDDU�+HW�.DSLWWHO�
YRRU�GH�&LYLHOH�2UGHQ��'LW�.DSLWWHO�
DGYLVHHUW�GH�UHJHULQJ��ZDDUQD�GH�PL�
QLVWHU�KHW�.RQLQNOLMN�%HVOXLW�RSVWHOW�
GDW�GRRU�=LMQH�0DMHVWHLW�GH�.RQLQJ�
ZRUGW�JHWHNHQG�  
*H]LHQ�GH�ODQJH�HQ�]RUJYXOGLJH�SURFH�
GXUH�]DO�KHW�GXLGHOLMN�]LMQ�ZDDURP�GH�
RQGHUVFKHLGLQJHQ�YRRU������DO�YRRU����
MXQL�YDQ�GLW�MDDU LQJHGLHQG�PRHWHQ�
]LMQ�  

 �ŶŶŝĞ�ǀĂŶ��ƵǇůĞŶ  

�����年，=HHODQG�（齐伦镇）， 

今年的皇家勋章得主者之一，是安妮

（AnnieanZuylen）她也是我们太极学

校，学练多年的学员。 

据介绍， 皇家勋章， 主要是表彰，对社会，

有特殊贡献的，各类义工服务者， 众所目睹毫

无异议者，经有关组织提议申请， 然后市长检

查事实并检查候选人是否具有无可争议的行

为。然后由市长的建议交给国王的专员，他发

布了第二个判决，继续他的方式进入民事命令

章节。本章向政府提出建议，之后部长起草了
由国王陛下签署的皇家法令  

有关申请，必须得到组织/俱乐部的推荐信，该
信函说明了该组织候选人的重要性。 
然后市长检查事实并检查候选人是否具有无可
争议的行为 ！ 人人可以争取 ！ 

“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我获准从齐伦

市市长那里获得皇家奖。 并参加隆重的

领奖仪式 ”！—安妮 

      她今年66岁，认识安妮的人 都知道，她的

确是一位，不计得失，处处热心为人服务的义

工， 比如： 在各种区 镇 的活动场合，在

EHBO 的（红十字) 车架旁，总有她的影子! 一

干已经几十年！ 
 
2QGHUZHUS�YRRU�GH]H�ELMHHQ�
NRPVW�ZDV�*H]RQGKHLG� 
9RRU�GH]H�DYRQG�ZDV�&KL�9HUKRHYHQ��
7&0-DFXSXQFWXULVW��XLWJHQRGLJG�RP�
HHQ�OH]LQJ�WH�JHYHQ�RYHU�KHW�OHYHQVSD�
WURRQ�HQ�JH]RQG�HWHQ� 
&KL�YHUWHOGH�RYHU�KHW�XQLYHUVXP�HQ�GDW�
GH�PHQV�]HOI�HHQ�NOHLQ�XQLYHUVXP�LV� 
=H�OHJGH�GH�EHJULSSHQ�<LQ�HQ�<DQJ�XLW�
ZDDUELM�\LQ�YURXZHOLMNKHLG�V\PEROL�
VHHUW�HQ�\DQJ�PDQQHOLMNKHLG� 
2S�HHQ�IOLSRYHU�WHNHQGH�&KL�GH�PDJQH�
WLVFKH�ZHUNLQJ�YDQ�GH�DDUGH�PHW�XLWOHJ�
RYHU�GH�HOHPHQWHQ�=XLG�9XXU�–�:HVW�
0HWDDO�–�1RRUG�:DWHU�–�2RVW�+RXW�HQ�
GH�GDDUELM�EHKRUHQGH�WLMGHQ� 
'RRU�GH�JHWHNHQGH�FLUNHO�NZDP�GH]H�
XLWOHJ�ELM�LHGHUHHQ�KHHO�GXLGHOLMN�RYHU� 
0HW�KHHO�YHHO�LQWHUHVVH�EHDQWZRRUGGH�
GH�GDPHV�GH�YUDJHQ�YDQ�&KL�PDDU�]H�
NRQGHQ�]HOI�RRN�YUDJHQ�VWHOOHQ�ZDDUYDQ�
JUHWLJ�JHEUXLN�ZHUG�JHPDDNW� 
'LYHUVH�RHIHQLQJHQ�ZHUGHQ�YRORS�PHH�
JHGDDQ��+LHUQD�ZDUHQ�GH�GDPHV�ZHHU�
ILW�HQ�HQHUJLHN� 
7LMGHQV�GH�SDX]H�ZDV�HU�YRRU�LHGHUHHQ�
HHQ�]DNMH�EDPERHWKHH��9RRU�HQNHOH�
GDPHV�ZDV�HU�RRN�HHQ�]DNMH�WKHHEODDG�
MHV�ZHONH�KHOSW�WHJHQ�KRJH�EORHGGUXN� 
9RRU�GH�OLHIKHEEHUV�ZDV�HU�WHJHQ�HHQ�
NOHLQH�YHUJRHGLQJ�WLMJHUEDOVHP��(UJ�
JRHG�RP�R�D��PXJJHQ�RS�DIVWDQG�WH�
KRXGHQ� 
1D�HHQ�OHHU]DPH�HQ�LQWHUHVVDQWH�DYRQG�
PHW�KHHO�YHHO�LQWHUHVVH�GRRU�GH�.9%-
GDPHV�ZHUG�&KL�PHW�HHQ�ZHOJHPHHQG�
HQ�KDUWHOLMN�DSSODXV�EHGDQNW�（�LQ�
GRUSVKXLV�¶'H�*DUI·�LQ�=HHODQG�） 

����������������������������������������5LD�:LHQWMH 

�������关于�健康  保健  讲座��RS����
DSULO�DYRQG����HHQ�OH]LQJ�YDQ�JH�
]RQGKHLG��YRRU��YURXZHOLMN�RUJDQL�
VDWLH�'H�.9%�=HHODQG� 

今天晚上，7&0  中医师 &KL�9HUKRHYHQ
应邀做了关于生活方式和健康饮食起居的

讲座  :1，人体是个小宇宙， 要与 大宇宙

融于一体，益达营养平衡，及 “天人合

一”的 健康的医易之道理。 

2， 正因为人体是个小宇宙， 就必须，

按照 人体的五脏六腑与 自然的 春夏秋

冬的节气相融合的规律性，而注意不同

季节， 不同气候的饮食起居 等等。  
她解释了阴阳的概念，在活动挂图上，Chi绘制

了地球的磁效应，并解释了元素南/火 - 西/金属 

- 北/水 - 东/木和相应的时间与方向。 

由于绘制了圆圈，这种解释非常清楚地传达给

每个人。 

女参会的妇女们，非常感兴趣， 随时提

问题，Chi随时作解析和答复问题。与此

同时， 还在当场进行了各种健康演练。
使参会的妇女们个个激情饱满 ，犹如通

过这场讲座， 不仅学到了不少通常的健

康保健的常识 又恢复了自信的活力和精

神。 
在休息期间，每个人都得到有一袋免费竹茶。

对于一些女士来说，还有一袋茶叶有助于抵抗

高血压。在<s�女士们非常感兴趣的教育和有趣

的夜晚之后，�Śŝ得到了真诚热烈的掌声。 
ZŝĂ�tŝĞŶƚũĞƐ 

��� 

(HQ�JRHG JHYRHO�YDQ�-LQJ�/LDQ�7DL�
&KL�6FKRRO�WH�=HHODQG� 

（)RWR����0LD�YDQ�'LMN） 
0LD�YDQ�'LMN�LV�HHQ�FXUVLVWH�YDQ�GH�
-LQJ�/LDQ�7DL�&KL�6FKRRO�WH��=HHODQG��DO��
PHHU�GDQ��MDDU��=H�ZRRQW�LQ�6FKDLMN��
2RLW�KDG�]H�VFKRXGHU-�HQ�NQLHSLMQ�
ZDDUYRRU�]H�GRRU�&KL�9HUKRHYHQ�PHW�
7&0�EHKDQGHOG�LV��7ZHH�MDDU�JHOHGHQ�
ZLOGH�]H�HHQ�DQGHUH�PDQLHU�YDQ�RHIH�
QHQ�SUREHUHQ�PDDU�EHJLQ�GLW�MDDU�NZDP�
]H�WRFK�WHUXJ�ELM�-LQJ�/LDQ�7DL�&KL�
6FKRRO，=H�]HL��´LN�EHQ�RS�]RYHHO�
SODDWVHQ�JHZHHVW�PDDU�KLHU�ELM�-LQJ�
/LDQ�YRHOW�KHW�KHW�EHVWH���+LHU�LV�DOWLMG�
YULHQGHOLMNKHLG��ZDUPWH�HQ�HHQ�WKXLV�
YRHOHQ� 

´7$,�&+,�LQ�=HHODQG 
+HHUOLMN�RP�QDDU�GH�OHV�WH�JDDQ� 
2I�MH�QRX�LQ�MH�HLJHQ�yI�DI�	�WRH�LQ�HHQ�
DQGHUH�JURHS�EHQW��+HW�LV�DOWLMG�JH�
PRHGHOLMN�HQ�OHXN�PHW�PHNDDU� 
2RN�ELM�GH�GLYHUVH�ELMHHQNRPVWHQ�HQ�
2SHQ�'DJHQ��$OV�ppQ�JURWH�IDPLOLH� 
0HW�GDQN�DDQ�PHYURXZ�&KL�µ 
(HQ�FXUVLVWH�������0LD�YDQ�'LMN�����P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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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QHVH�OLWHUDWXXU�LQWHUQDWLRQDDO�国际文讯 

《微塵經卷》書畫藝術發表會 

       暨國際書畫展導覽  

本報訊/台灣詩僧愚溪博士創辦的普音文化公

司, 為了慶祝《五四》100年, 出版了五本書, 並

在今天舉行國際新書發表會. 這五本新書

是: 斯洛伐克國家筆會會長瑞契特博士著作的

《死神到訪》, 捷克國家筆會會長戴德切克著作

的《黑暗正在粉碎》, 印度泰米爾大學副校長巴

斯卡蘭著作的《佛教中的女性地位》, 蒙古桂冠

詩人門都右著作的《草原之詩》, 和台灣詩人現

任世界詩人大會主席 楊允達博士著作的《40年記

者生涯》    

 *LGV�YRRU�GH�LQWHUQDWLRQDOH�VFKLOGHU-�
HQ�NDOOLJUDILHWHQWRRQVWHOOLQJ 

2P�GH����VWH�MDDUGDJ�YDQ���PHL����PHL�EH�
ZHJLQJ��2SVWDQG�WHJHQ�KHW�LPSHULDOLVPH�GRRU�

VWGHQWHQ��WH�YLHUHQ��ZHUGHQ�YLMI�ERHNHQ�
XLWJHJHYHQ�HQ�ZHUG�HU�HHQ�QLHXZH�LQWHUQDWLR�
QDOH�ERHNFRQIHUHQWLH�JHKRXGHQ��'H]H�YLMI�
QLHXZH�ERHNHQ�]LMQ���7KH�'HDWK�RI�'HDWK��
GRRU�'U��5HLFKW���7KH�'DUNQHVV�LV�6PDVKLQJ��
GRRU�'HĀHN���7KH�6WDWXV�RI�:RPHQ�LQ�%XG�
GKLVP��GRRU�GH�YLFH-SUHVLGHQW�YDQ�GH�7DPLO�
8QLYHUVLW\�LQ�,QGLD���7KH�3RHWU\�RI�WKH�*UDV�
VODQG��GRRU�EHNHQGH�GLFKWHUV�XLW�0RQJROLs��
7DLZDQ�HQ�HOGHUV�����-DDU�MRXUQDOLVWLHNH�
HUYDULQJ�RSJHWHNHQG�GRRU�'U��<DQJ�<XQGD�QX�
YRRU]LWWHU�YDQ�GH�'LFKWHUVFRQIHUHQWLH� 
 

慶祝 五四運動 百年   北美及臺灣文學演講

會書展在哈佛大學 
 正值“五四運動”百年之際，一場別開生面的“臺灣及北

美文學演講會”5月5日在哈佛燕京樓舉行，「五四運動」

由新青年愛國敲響文化之鐘，對開放新思想，啟發新

文學產生深遠影響。��年前，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張

鳳女士曾有幸同杜維明、柯慶明、卞學鐄、趙如蘭、

趙小中、林同奇、范伯雄、吳文星、蔣義斌伉儷、劉

笑敢、胡穎、樓宇偉、劉禾、卡哈尔.巴拉提

(Kahar Barat)、陸惠風和王德威等學者教授組織「紀念

五四運動70周年」研討會，30年後的今春，她以海外華

文女作家與北美華文作協雙重領導的身份於哈佛大學

再次主辦不同方式慶祝一百週年的活動，邀請來自臺

灣地區、美加等地的學者和作家，多視點暢談華文書

寫，重溫五四白話文學的發展與精神。暢談文化與當

代華文文學創作的感受。  

  會前，《哈佛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開場點出意

義，略略介紹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問學錄》得首獎作

家張鳳女士，她也是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副會長執行

長，》和《北美華文作家協會》長期以來努力工作的情

況。  

  
7HU�JHOHJHQKHLG�YDQ�����MDDU����PHL-
EHZHJLQJ��ZHUG�HU�RS���PHL�HHQ�VSHFLD�
OH��7DLZDQ�DQG�1RUWK�$PHULFDQ�/LWHUD�
WXUH�/HFWXUH��JHKRXGHQ�LQ�KHW�+DUYDUG�
<DQMLQJ-JHERXZ� 

�（墨爾本訊）二零一九年四月廿八日午

後、新金山圖書館二樓，掛上了吸睛的紅橫

額「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新書發佈會」，

喜氣中各政要、僑領暨文友們相繼蒞臨，都

向迎賓的資深作家心水祝賀。 

        金牌司儀游啟慶開場白、講述了與心

水相交超過四十年的深厚情誼，讓大家動容。

他先宣讀三封賀函：潮汕文學院林繼宗院長、

華僑協會總會墨爾本分會王桂鶯會長、澳大利

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何與懷博士，內

容情真意切、讀畢掌聲如雷。 

       大會主席婉冰副秘書長首先致詞、歡迎

全體蒞臨的僑領、嘉賓與文友們對該會的支

持；說該會全球128位作家與詩人，心水創作算

是多產，要以他為學習榜樣。 

   新金山圖書館暨新金山學校創辦人孫浩良

校長致詞，高度評價心水的真誠為人。洪門民

治黨馮小薇主委代表雷盟長致詞，述說雷盟長

與心水彼此相知相惜的可貴友誼 萬年興市副市

長�ŶŶĂ��ŚĞŶ� 
議員致詞、恭喜心水第十二部文學著作發行，因早

已讀過心水不少文章、故對他心儀已久，終能認識

頗感榮幸。 

   張吳雪娥僑務委員致詞、首次參加“世界華

文作家交流協會”的活動，深受感動，祝賀心

水新書成功發行。趙捷豹多元文化大使致詞不

忘政治家本色，略陳五月澳洲聯邦大選華裔候

選人楊千慧將獲得勝利，並祝賀心水新書熱。 

 第一届欧洲华文文学国际研究会暨第五欧

跨文化作家协会年会于�月��—��日，在

德国法兰克福举行，共有近��个人参加了这

次研讨会，参加研讨会除了德国的中欧跨文化

作家协会的会员以外，还有以著名华文文学评

论家陈公仲为首的，来自中国高校研究华文文

学的专家学者，也还有来自美国的著名作家周

励以及著名评论家陈瑞琳，本次大会共收到��
篇论文。研讨会期间，著名作家严歌苓还特别

从德国柏林赶来参加研讨会并且同共进晚餐。

研讨会在浓浓地学术气氛中结束。 

通讯员：恩丽 

  9DQ����WRW����PHL�MRQJVWOHGHQ�ZDV�HU�
HHQ�&KLQHVH�OLWHUDWXXUFRQIHUHQWLH�JHRUJDQL�
VHHUG�GRRU�HHQ�'XLWV-&KLQHVH�VFKULMYHUVRU�
JDQLVDWLH�LQ�)UDQNIXUW��1DDVW� HHQ�JURHS�
VFKULMYHUV�XLW�'XLWVODQG�ZDUHQ�HU�RRN�HHQ�
DDQWDO�XLW�&KLQD�HQ�GH�9HUHQLJGH�6WDWHQ� 

�'RRU�;L�[L 

猪人大战（散文） 获奖  广东 林继宗 中国

作协会员，国际潮人文学艺术协会会长，世华

作家交流协会学术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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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RQJ�举办�7&0��78,1$�&XUVXV-中医推拿教学� 

（:,(�6&+5,-)7�9225�216�
((1�/(8.�$57,.(/"����8"� 
$,�+21*�'$$*7�8�8,7�����） 
本报为纯文化， 文学 等 交流刊物，

发向世界各国,欢迎你 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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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荷华雨》编辑部 

荷兰 

�����年 ��月 ���日，由荷兰彩虹中西文

化交流中心 组织的，一年一度的中医讲

座 

实地实习课程， 在%UDEDQW—=HHODQG��，

静莲太极学校成功举办！ 

由 荷兰中医界，著名推拿医生-石宝顺，

教授来授课。他首先介绍了： 

推拿常用诊断方法 

  推拿疗法的适应范围广，涉及伤、外、

内、妇、儿各科疾病，临床上在检查和治

疗过程中强调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结

合现代医学的基本理论，通过四诊及必要

的物理检查，实验室检查等手段，全面了

解患者的全身情况和局部症状，运用八纲

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六

经辨证并结合解剖、生理、生化等方面的

知识、对疾病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正确诊

断、选择相应的治疗部位和手法进行治

疗。 

  望、闻、问、切的一般内容、可参考中

医诊断学。望诊和触診是推拿临床诊断的

重要手段，主要讲：头面、胸腹、脊柱、

上肢和下肢五个部分。 

触诊：肩部触诊，首先要了解肩部的正常

解剖结构，活动幅度及其骨性标志。 

 其次介绍   触诊时，用拇指详细地按压

检查，寻找压痛点，并注意关节结构是否

正常，活动时有无异常状态及磨擦音等，

并应注意排除骨折。对肩部压痛点，须和

肩关节功能的检查结合，来判断病变的部

位。如压痛点在肩峰前下方，一般是肱骨

小结节附近的病变；压痛点在肩峰外侧，

多见于肱骨大结节附近的病变。 

（1）、活动：肩部活动功能检查、如上

举等等。 

（2）、特殊试验： 

 $、搭肩试验（杜加氏试

验）正常人手搭于对侧肩

部时，肘关节可以紧靠胸

壁，而杜加氏试验阳性

时，可见到当手搭于对侧

肩部时，肘关节不能靠紧

胸壁；提示有肩关节脱位

的可能。 

%、骨性三角检查：肩

峰、喙突和大结节三点组

成三角形。脱位时，因大结节位置变动，

故所成三角形与对侧不同。 

&、肩关节外展试验：此试验对于肩部疾

病能作大致的鉴别 ： 

「�」、肩关节功能丧失，并伴有剧痛

时，可能为肩关节脱位或骨折。 

「�」、肩关节炎时从外展到上举过程中

有疼痛。 

「�」、外展开始时不痛，越近水平位时

肩越痛，可能为肩关节粘连。 

「�」、外展过程中疼痛，上举时反而不

痛，可能为三角肌下滑襄炎。 

「�」、从外展至上举��-���度范围内有

疼痛，超过此范围时反而不痛，可能为冈

上肌肌腱炎。 

「�」、外展动作小心翼翼，并有突然疼

痛者，可能为锁骨骨折。 

 ……………………… 

 当天， 从上午��点开始至 

��：���，讲授以上提到的基

础理论 和临床实践中的常

见病 ，，，  

 下午 午餐后��：����至 

��：�����， 在这期间， 每

位学员都带自己推拿实习的

“病员”。  石大夫 当场 

为六张床位，两张按摩椅的 

“病人”演示 讲解， 各不

同病症的治疗手法与方法。

有几位肩周风痛，腰劳损疼

痛 的患者， 当场见效！ 

助手曹雪女士， 即当翻译又不时，帮助

试范操作，，，  

  一个充满热情，积极的 正宗的中医推

拿授课，学习，实习课程， 在紧张而又

充实的过程中的结束 ！ 

 《南荷华雨》  云飞   

:RUNVKRS�7XL�1D 

2S�=RQGDJ����0DDUW������VWDUWHQ�
URQG������XXU�GH�YRRUEHUHLGLQJHQ�
YRRU�GH]H�ELM]RQGHUH�ZRUNVKRS�
7XL�1D��ZHONH�GRRU�&DL�+RQJ�LV�
JHRUJDQLVHHUG��7XL�1D�LV�HHQ�HHX�
ZHQRXGH�PDQLHU�YDQ�EHKDQGHOHQ�
GLH�HOHPHQWHQ�KHHIW�YDQ�PDVVDJH�
HQ�PDQXHOH�WKHUDSLH��(HQ�DDQWDO�
GHHOQHPHUV�QHHPW�GH�HLJHQ�PDV�
VDJHEDQN�HQ�VWRHO�PHH�HQ�GH�UXLP�
WH�ZRUG�LQJHULFKW��'H�EHDPHU�HQ�
KHW�VFKHUP�ZRUGHQ�NODDUJH]HW�HQ�
HU�ZRUG�DIJHVWHPG�PHW�'U��6KL��
HHQ�JHUHQRPPHHUGH�&KLQHVH�'RN�
WHU�GLH�VDPHQ�PHW�]LMQ�DVVLVWHQW�
HQ�WRON�GH]H�ZRUNVKRS�]DO�YHU]RU�
JHQ��2P�GH�NZDOLWHLW�KRRJ�WH�KRX�
GHQ�LV�HHQ�PD[LPDDO�DDQWDO�GHHOQH�
PHUV�YDQ����EHSDDOG�HQ�GH�ZRUN�
VKRS�LV�YRO��'U��6KL�VWDUW�GH�XLWOHJ�
RYHU�GH�GLDJQRVH�YDQ�QHNNODFKWHQ�
HQ�GH�EHKDQGHOLQJ�HUYDQ��/DWHU�]DO�
KLM�KHW]HOIGH�GRHQ�PHW�GH�VFKRX�
GHUNODFKWHQ��+LM�LV�]HHU�JHGHWDLO�
OHHUG�PHW�]LMQ�XLWOHJ�EHWUHIIHQGH�
V\PSWRPHQ��RRU]DNHQ�HQ�EHKDQ�
GHOPHWKRGH��6WHHGV�GHPRQ�
VWUHHUW�KLM�GH�7XL�1D�WHFKQLHNHQ�
DDQJDDQGH�GH�VSHFLILHNH�EHKDQGH�
OLQJ��(Q�YHUYROJHQV�PRJHQ�GH�GHHO�
QHPHUV�RQGHU�WRH]LHQG�RRJ�YDQ�
GH]H�PHHVWHU�RHIHQHQ��/DWHU�LQ�
GH�PLGGDJ�NRPHQ�HU�GLYHUVH�PHQ�
VHQ�ELQQHQ�PHW�GLYHUVH�NODFKWHQ�
HQ�GH]H�ZRUGHQ�GRRU�]RZHO�GH�
GHHOQHPHUV�DOV�GRRU�'U��6KL�EH�
KDQGHOG��0HHUGHUH�PDOHQ�VWDDQ�GH�
GHHOQHPHUV�GDQ�RRN�URQGRP�GH�
PDVVDJHEDQN�RP�WH�]LHQ�RS�ZHONH�
ZLM]H�'U��6KL�GH�EHKDQGHOLQJ�XLW�
YRHUW��:HGHURP�LV�KHW�&DL�+RQJ�
JHOXNW�RP�HHQ�SULPD�ZRUNVKRS�
QHHU�WH�]HWWHQ������������������������������������� 

%HUU\�0DQGHUV 

每个学员，都带有自己的“患者” 边学 

边实践操作， 并有专家，老师现场指

导，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实在

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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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YRRUZRRUG�YDQ�KHW�%RHN��知青 文选 专栏�� 

  写在前面的话   

(Dit boek geschreven studenten in 
plattelandsdienst in Noord-China is 
geredacteerd door Yang HongTang 
en Dou ZhongQiang) 
 《多少风雪多少情——名山家园文

选》 
  合上这部记载着专属于我们厚重人生

的《多少风雪多少情——名山家园文

选》，眼前仍有鹅毛大雪在飘，西北风在

忘情的呼啸；白桦林，茅草房，泥泞的小

路，新建的红砖瓦房仍清晰地矗立在风雪

中；还有战友们那雄壮的歌声 ，青春的

笑脸，女生班里飘动的苗条身影….那时

的我们， 多么希望时间 ，生活就定格在

那一瞬间，不再向前哪怕移动一秒。因

为，我们珍惜青春，珍惜那个年代里所有

奋斗在黑土地上人们。…… 

   但，北大荒的兵团岁月是“断代”的

绝版岁月，自我们之后不会再被复制…� 

   想到此，更感觉到，这本文选的分

量！因为，它被我们的经历，成长，友

情 没有融化在渐渐残缺的回忆里， 而

是留在了，爱的历史的文化载体中。一

叶知秋…… 

        文选主编：杨洪坛  窦忠强    

（本报 剪编）  
                          

《孩子，我想对你说……》  
    箐 传发. 
--写给所有知青的孩子们: 

--暨上山下乡运动��年-- 
 

当你看见妈妈眼角激动的泪花 

当你看见爸爸写满惊喜的笑脸 

当你看见叔叔阿姨忘情的拥抱 

当你看见一双双手紧紧的相牵 

孩子 你是否看见了 

一种清可见底的情感…… 

 

当你感受了他们唇齿相依的情 

当你体会了他们亲如手足的缘 

当你了解了他们朝思暮想的盼 

当你知道了他们难分难舍的恋 

孩子 你是否感觉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请别在意他们几近疯狂的举动 

请别嫉妒他们无拘无束的拥肩 

请别怀疑他们纯真至爱的友谊 

请别嘲笑他们忘乎所以的疯癫 

哦 孩子啊 你是否读懂了 

知青这个名字的真正内涵…… 

 

当你还没来到这个世界 

他们和新中国一起诞生 

他们与共和国同患难 

饥饿是他们童年的噩梦 

贫穷是他们相随的伙伴 

他们在五星红旗下成长 

他们在国际歌声里铸就世界观 

让新中国崛起 解放全人类 

是他们的雄心壮志 

建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 

是他们不懈追求的信念 

他们虔诚共产主义的理想 

他们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 

当文化大革命 

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浪潮 

他们义无反顾 

奔向了农村第一线 

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 

风风雨雨的艰苦磨练 

他们把浸染着血汗的足迹 

刻在了广阔天地  

穷乡僻壤 塞外边关   （下照前排中-窦忠强 ） 

他们把美好的青春 甚至生命 

留在了南疆雨林  

沙漠戈壁 北国荒原…… 

 

当上山下乡的回潮 

在祖国大地席卷 

带着对黑土地深深的情 

怀着对青春远去的眷恋 

他们回到亲人的身边 

回家了—— 

抖落一身疲惫 

告别岁月的苦寒 

卸下心头重负 

洗刷满腹的辛酸 

回家了——    
 

��������作者之一池莲子 与   主编之一  窦忠强 教授 ） 

不再有暗自落泪的伤痛   

不再有夜半思乡的失眠 

不再有披星戴月的辛苦 

不再有春耕夏作的艰难 

啊 回家了啊—— 

生活可以重新扬起风帆…  

（摘自知青 微群网，剪编） 
 
+HW�ERHN�LV�JHVORWHQ���+RHYHHO�
ZLQG�HQ�VQHHXZ�LV�YHHO�OLHIGH�-�GH�EH�
URHPGH�VHOHFWLH�YDQ�GH�EHUJVWDG���(U�
]LW�QRJ�VQHHXZ�LQ�GH�RJHQ��GH�QRRUG�
ZHVWHQZLQG�]LW�LQ�KHW�JHIOXLW�YDQ�GH�
ZLQG��KHW�EHUNHQERV��KHW�KXLV�PHW�
ULHWHQ�GDN��GH�PRGGHULJH�ZHJ��KHW�
QLHXZ�JHERXZGH�URGH�EDNVWHQHQ�JH�
ERXZ�VWDDW�QRJ�DOWLMG�DIJHWHNHQG�LQ�GH�
VQHHXZ��GH�PDMHVWXHX]H�]DQJVWHP�YDQ�
GH�NDPHUDGHQ��KHW�ODFKHQGH�JH]LFKW�
YDQ�GH�MHXJG��KHW�VODQNH�ILJXXU�GDW�LQ�
GH�PHLVMHVNODV�IODGGHUW�����2S�GDW�
PRPHQW�KRSHQ�ZH�GDW�GH�WLMG��KHW�
OHYHQ�LQ�GH�VQHHXZ�]DO�ZRUGHQ�RSJH�
ORVW��2S�GDW�PRPHQW�]RX�LN�ZLOOHQ�GDW�
GH�WLMG�VWLOVWDDW�RPGDW�ZH�GH�MHXJG�
NRHVWHUHQ�HQ�DOOH�PHQVHQ�NRHVWHUHQ�
GLH�ZRUVWHOGHQ�LQ�KHW�]ZDUWH�ODQG�YDQ�
GLH�WLMG�������� 
'H�OHHIWLMG�YDQ�KHW�NRUSV�YDQ�GH�JURWH�
QRRUGHOLMNH�ZLOGHUQLV�LV�HFKWHU�GH�
XLWYHUNRFKWH�MDUHQ�YDQ�GH�
JHEURNHQ�
JHQHUDWLH
�HQ�]DO�QLHW�RSQLHXZ�ZRUGHQ�
JHNRSLHHUG�QD�RQV���� 
'HQN�KLHUDDQ��LN�YRHO�PHHU��KHW�JH�
ZLFKW�YDQ�GLW�DUWLNHO��2PGDW�KHW�RQ]H�
HUYDULQJ��JURHL��YULHQGVFKDS�LV�GLH�QLHW�
VPHOW�LQ�GH�JHOHLGHOLMN�DIJHEURNHQ�
KHULQQHULQJHQ��PDDU�LQ�GH�FXOWXUHOH�
GUDJHU�GLH�YDQ�JHVFKLHGHQLV�KRXGW��(pQ�
EODG�NHQW�GH�KHUIVW���� 
 

(HQ�ERHN�GRRU�GH�=KL4LQJ����QLHW�
DIJHVWXGHHUGH�VWXGHQWHQ���� 
,Q�GH�MDUHQ������WRW������]LMQ�LQ�KHHO�
&KLQD�LQ�WRWDDO����PLOMRHQ�PLGGHOEDUH�
VFKROLHUHQ�QLHW�DIJHVWXGHHUG��=H�JLQ�
JHQ�QDDU�GH�YHUVFKLOOHQGH�JUHQVJHELH�
GHQ�LQ�&KLQD�RP�WH�JDDQ�ERHUHQ��YHOGHQ�
WH�EHZHUNHQ�HQ�DQGHUV��'H�PHHVWHQ�
KDGGHQ�QRJ�JHHQ�DFFRPPRGDWLH�ELM�
DDQNRPVW��OHHIGHQ�WLMGHOLMN�LQ�WHQ�
WHQ�������-�WLHQ�MDDU�OD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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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温州战友��周年聚会成功 

咱们知青的会—>张念胜  上海知青 

巍巍兴安岭的风， 

滔滔黑龙江的水， 

汇集到东海之滨的温州， 

开起咱们知青的会。 

 

巍巍兴安岭的风， 

令人陶醉， 

滔滔黑龙江的水， 

令人回味。 

 

北大荒的铁匠铺子， 

锤对锤，（书法者：刁嘉书  原哈尔滨 知青） 

大聚会的知青战友， 

杯对杯。 

 

当年艰难沉重的铁锤 

抡不累， 

今天知心抒怀的美酒 

喝不醉。 

 

举着酒杯不放下的 

是兄弟， 

搂着肩膀不松手的 

是姐妹。 

 

舞台上声声歌唱的 

是情意， 

舞台下悄悄抹去的 

是热泪。 

 

当年我们美好的青春 

已过去， 

今天我们心里的希望 

寄儿辈。 

 

当年我们生活的苦涩 

不再有， 

今天我们人生的夕阳 

还有光辉！ 

 
美云 云 诗（一 ） 

50 周年知青在温聚会– 董美云-温州 

 

知青的心池 

潮起潮落卷荡人生春风秋雨 

己老皱纹 

一道道奋进轨迹展落人生崎岖。 

银发飘飘 

一江亮丽的浪潮一部奉献的史记。 

岁月 

一道不褪色的风景一阕传世的夕阳红。 

黄河滚滚，岁月蹉跎，白昼黑夜，健年。 

            （二）  

五十周庆聚温州， 

荒友高朋乐唱酬。 

逆境云烟何是道， 

凄凤苦雨共同舟。 

 
赴 北大荒五十周年 有感  黄成兴  

 

光阴荏苒发成霜， 

十载刀耕北大荒。       

欲问今生何所得， 

真情惟有忆留长。( 
(���������—-���������� 

 

岁月无奈（怎想怎写） 

    周德光-温州 

 

去无奈、回无奈、 

苍穹变井空、蛟龙成黑虫。 

 人易老、天不老、 

夕阳落山头、夜黑现北斗！  

  不堪设想       渔翁 –温州 

仁者见之谓之仁 

智者见之谓之智。 

若无反正，不堪设想。 

庆幸于回城、 

就业、安家、养老、，，， 

          

 我的松花江     

 

张滨兰 （原哈尔滨知青 现居江苏） 
   晨曦撩开了 

    沉睡的大地 

    唤醒了 

    我的松花江 

    雨后的清晨 

    空气清新爽人 

    我倘徉在江岸上 

    眺望远方 

    滔滔江水呀 

    想你泪流两行 

    远离你的儿女啊 

    我回到你的身旁 

    朵朵浪花里 

    有我的思念 

    岸上的老柳树 

    记录了我的成长 

    奔流不息的江水啊 

    带走我赞美你的诗 

    流向远方 

    我一生追随着你 

    神游着梦想 

    你是 

    我生命的启航，，， 

    注入我血液中的方向 

    血水相融 

    拥抱太阳 

    松花江水啊 

    是你 

    用甘甜的乳汁 

    哺育了我 

    是我 

   一生最爱的地方 

   印在脑海里 

   亲人的模    

样 ，，，，         
 
�此照）��年前， 

左起：池玉燕，

张滨兰,,, 

 

于 松花江 

 

�����������������MDDU�KHULQQHULQJ��VWXGHQWHQ�QDDU�KHW�SODWWHODQG����知青专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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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  荒 友  

岁月 在云层里 流失 ， 

无法打 捞… 

青春 像云层下放飞的小鸟 , 

 无法挽 回… 

 

亲爱的 荒友 啊， 

你们那热情天真的影子 

我只能在这张无价的照片中 

寻找  再 寻找 ，，，？！ 

 

我们最年轻的荒友---林朱丹 

你 去 哪 儿啦 ？？ 

我们还在等你相聚， 唠嗑 呢！ 

，，，，，，， 

（前排中-林朱丹） 

 

曾记得那一年， 我回国探亲，  

是你召集“温州荒友”小聚 , 

几天里联络，奔走的影子 

一直留在我远行的脑 海里 ，，， 

 

従然是 ， 

世态 炎凉  风吹 雨打 

更坚信， 

天涯海角  处处有芳草 ！ 

 

作者 池玉燕 （池莲子） 15 -05 – 2019  

凌 晨  于荷兰 Lianzi Chi   In NL  

 

无名的 心 语 

 

温州知青-阿文    （原名-柳鸿文 ） 

 

望着镜中的自己， 

几道皱纹， 

爬上额头， 

夹着几丝沧桑的痕迹。 

年少时满头卷发， 

随着岁月的磨砺， 

已所剩无几。 

脸上的几块色斑， 

悄悄的给我贴上了 

老年的印记。 

啊， 

五十道年轮碾过 

半个世纪， 

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知青， 

承受了多少 

人生的不易， 

经历了多少 

风霜的洗礼。 

 

望着镜中的自己， 

我在时光飞逝的               (阿文） 

思绪中寻觅， 

寻觅五十年前的 

这一天， 

1969年4月29日 

温州故里。 

人民广场 

知青和亲人的 

难舍别离。 

汽车鸣响了 

远行的汽笛， 

大哥， 

爸爸在哪里? 

他在那边， 

他在无声的哭泣。 

他把送子出征 

的悲壮埋在了 

心里。 

看着父亲的背影， 

我幼稚的心碎了， 

碎成无名的心语， 

随着热泪， 

撒落满地。 

 作者 阿文 原温州知青 –柳鸿文 （现

居北京）Liu –HongwWen 

 

  出 发 这 一天   （回忆）  

   （作者 原温州知青 黄成兴  

现居 上海 ）Huang –Chengxing 
    
婴儿第一声啼哭是人生出发第一个宣言，

从此在漫长的征途上，生命不息，永远出

发  

1969年4月29日是我向北大荒出发的难忘

的日子 。素有鱼米之乡，白鹿衔花之称

的温州古城，这一天，有一千多名知识青

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背井离乡奔赴北大

荒屯垦戌边，首批知青出发的大军成了这

座古城旷古未有的大事件。小城大事惊动

了全城的家家户户，也惊动了老天爷，使

得太阳也伤心地躲进云层，迟迟不愿露出

晴朗的晓色，天亦显的灰沉灰沉，更是添

加几分Ā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ā离别

之时的酸楚凄泣景象  

大清早，母亲为我做好蛋炒饭，轻轻地把

我从睡梦中喊醒。此刻，她多么不想她的

儿子离开她，离开这个家，儿行千里母担

忧啊。当我在离开家向母亲告别那一

刻，只见母亲眼角噙着泪花，啜泣而

下。母亲虽然泣不成声，但她心中一定

在为儿子祈祷。我不忍心看着母亲泪流

满面，别过头只见院子边上桑树枝叶

间，已经冒出青青的桑葚，再用上十天

半个月就会挂出一串串紫红色桑枣，甜

美可口，这一走今年是吃不上了。  

晨曦里，人们走出家门走出小巷，送行的

人群使大街渐渐地喧闹起来。亲人们簇拥

着各自即将离别的子女，结伴缓缓而行，

真个是十里相送�长亭更短亭�。这种难

以割舍的儿女情长之情愁，�更行更远还

生�。 这一天，温州市革委会在市人民

广场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领导、各界代

表、知青代表相继发言，我作为学校的代

表上台接 

   

（左一  当年的 黄成兴 ） 

 

受领导赠送的纪念品。我的一位在报社工

作的朋友给我拍下这些弥足珍贵几个的画

面，一直保存到现在，它记录我们出发这

一天的历史时刻  

广场里人山人海，话别之声一浪高过一

浪。汽笛响起，锣鼓喧天，全市人民夹道

欢送，煞是热闹风光。可人群中哭天喊地

之声真让人撕心裂肺；挥手啼哭的告别之

声不绝于耳；有的亲友跟在汽车二旁，牵

着手不停地叮嘱喊叫着，一路跟着缓行的

车队不离不弃。这一幕便使我想到杜甫

《兵车行》里的诗句：�车辚辚，马萧

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绝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

直上千云霄�。 出发这一天，这历史的

画面至今还萦绕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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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兴安岭的风，滔滔黑龙江的水，汇集

到咱们的温州，开起咱们知青的会。 

                             柳鸿文 

����年�月��日（温州聚会）。 

这是祥和温暖的春日，这是风调雨顺的时

节。 

温州，一座闪烁着灵气的江南小城，一个

热情好客的塘河水乡，迎来了五湖的知

青，拥抱了四海的朋友。 

负有盛名的金球国际大酒店，温州知青赴

黑龙江名山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隆重

举行。 

五十春秋大荒缘，梦萦黑土未了情。半个

世纪风云渡， 

名山荒友一家亲。 

当大会帷幕徐徐拉开，会场上是经久的掌

声，是激动的热泪。我们在过去的岁月中 

（照片，原工业三连） 

思索，我们在人生的长河中回味。 

五十载冬夏，磨砺一代知青岁月风骨。 

半世纪春秋，凝结万众荒友黑土深情。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多名花甲

老人同聚一堂。韶华已然成追忆，流年不

负续新篇。 

这是一次情意未了的大会。一帮断了骨头

还连着筋的名山荒友，���多人，从北

京，上海，天津，哈尔滨，名山特地赶

来，书写下梦萦黑土，缘聚东瓯的大荒情

怀。 

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大会，���名温州知

青，����年�月��日赴黑龙江兵团二师十

二团(现名山农场)，距今已经整整��周
年。 

五十年前的这一天，是我们真正成长的开

始。 

五十年前的这一天，是我

们走向社会的标志。 

我们将永远铭记历史，永

远记住这一天。 

 “荒友”杨 捷 发言 

（原北京 知青）现北京 

在纪念温州知青赴北大荒

��周年联谊大会上的发言 

各位战友： 

��年前我们从祖国各地奔

赴名山，��年后我们从四

面八方相聚温州，是北大荒的战友情谊将

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温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

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

领跑者，山青水秀，人

杰地灵。在名山农场各

地知青中，温州知青人

数是最少的，却是人才

济济，倍受关注，其中

笑华同志就是我们名山

农场知青中的优秀代

表，此外还涌现了沈小

林、史志坚、池玉燕、

黄成兴、柳鸿文、王眉

月等多才多艺的知

青艺术家和诗人，他们都是名山人

的骄傲。去年在北京联谊大会上，

温州知青时装表演队的精彩表演，

至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天，我们欢聚在美丽的温州，借

此机会，我谨代表北京、上海、天

津、哈尔滨知青联谊会向温州战友

表示热烈祝贺和衷心感谢！祝纪念

温州知青赴北大荒��周年联谊大会

圆满成功！ 

谢谢！ 

   

“ =KL�4LQJ�” ���MDDU�ODWHU�
ZHHU�VDPHQ�ELM�HONDDU��HHQ�RQW�
PRHWLQJ�LQ�:HQ=KRX 
͗ 

回忆 北大荒 

   回忆 曾经的，中学时代后的

艰苦岁月，北大荒！回忆，终于

返城回乡；惊喜 终于在五十年

后， 在温州 又团聚， 曾经的 

北大荒，难忘的 “荒友情” ！ 

一幕一幕像电影一样，回荡在每

一个知青的脑海里。但， 我们没

有忘记我们与共和国同年岁，我

们骄傲，自强不息，仍坚强地站在

共和国的历史长河里 ，，，， 

 
'H�*URWH�1RRUGHOLMNH�:LO�
GHUQLV�KHULQQHUHQG 
 
+HULQQHULQJHQ��GH�MDUHQ�YDQ�GH�PLGGHO�
EDUH�VFKRRO�DOV�]ZDUH�WLMGHQ�LQ�GH�

*URWH�1RRUGHOLMNH�:LOGHUQLV�� 
+HULQQHULQJHQ��HLQGHOLMN�WHUXJ�QDDU�GH�
VWDG�RP�QDDU�KXLV�WHUXJ�WH�NHUHQ��GH�
YHUUDVVLQJ�� 
 

(LQGHOLMN�YLMIWLJ�MDDU�ODWHU�KHUHQLJG�LQ�
:HQ=KRX��HHQV�GH�*URWH�1RRUGHOLMNH�
:LOGHUQLV��GH�RQYHUJHWHOLMNH�
�9HUODWLQJ�YDQ�9ULHQGVFKDS���HHQ�VFqQH�
DOV�HHQ�ILOP��ZHHUJDOPHQG�LQ�GH�JHHVW�
YDQ�HONH�RQWZLNNHOGH�MHXJG��:H�]LMQ�
HFKWHU�QLHW�YHUJHWHQ�GDW�ZH�GH]HOIGH�
OHHIWLMG�KHEEHQ�DOV�GH�5HSXEOLHN��ZH�
]LMQ�WURWV�HQ�RQDIKDQNHOLMN�HQ�VWDDQ�
VWHYLJ�LQ�GH�ODQJH�JHVFKLHGHQLV�YDQ�GH�
5HSXEOLHN����� 

 

    温州知青-史志坚，歌唱 

      “我们这一辈” 



1XPPHU�����PHL�������SDJLQD�� 

 
�������������������0RHGHUGDJ���-��母亲节    ������健康   专栏���(Q���*H]RQGKHLG 

母亲节  专栏� 

 

【母亲】 

文/李思怡  （荷兰） in Nederland 
 

以前和母亲 

是一条脐带的 

相牵 

我在 这头 

母亲 在那头 

 

现在和母亲 

是微信的链接 

她住地球村的东头 

我住地球村的西头 
 
【PRWKHU】 
7H[W：/L�VL\L 
 
%HIRUH  
P\�PRWKHU�DQG�, 
ZHUH�FRQQHFWHG�E\�DQ�XPELOLFDO�FRUG 
0H�RQ�RQH�HQG 
VKH�RQ�WKH�RWKHU 
 
1RZ 
P\�PRWKHU�DQG�, 
DUH�FRQQHFWHG�E\�:H&KDW 
6KH�RQ�WKH�HDVWHUQ�HQG 
,�RQ�WKH�ZHVWHUQ�HQG 
      

  2019�5�12� 

 

《母親的思念》 

  文/北石 (意大利 ）BeiShi    LQ�,WDOLs 
 

千帆过尽的凝望 

曾经的港湾何觅 

痴迷在路的远方 

母亲晚归的方向 

 

几遍春夏秋冬的望断 

几遍万千江河的涸封 

依然可闻摇蓝的轻调 

依然可梦溫柔的晚香 

 

旧日的云彩  

未老 

旧日的吟声 

已远 

街口的老屋依然 

熟悉的背影不在 

还有 

慈祥的笑 

溫柔的手 

 

相思如雪 

飘落一江红尘的盼念 

飘落一世时光的潮落 

多少月光倾城 

泪染相思 

多少千结缠念 

散落素䇳 

染了一纸的墨渍 

染了半案的残泪 

 

心殇的岁月 

思念涂成诗行 

在期盼的心间 

画成旧的熟悉 

描成新的哀托 

 

只恨孤灯风摇 

相思不散 

只恨素戔难载 

相思厚重                     （北  石 ） 

那些岁月您的故事 

那些岁月您的浅笑 

 

写在母親节 

 

     娘 （母亲）  

娘的世界很小，只装满了我们。 

我们的世界很大，却常忽略了她。 

她经常忘了我们已经长大， 

就像我们经常忘了她已经老了一样。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               
(樱子.毛毛.德国） 
 
0RWKHU
V�ZRUOG�LV�YHU\�VPDOO��RQO\�IXOO�
RI�XV��2XU�ZRUOG�LV�ELJ��EXW�ZH�RIWHQ�
LJQRUH�KHU��6KH�RIWHQ�IRUJHWV�WKDW�ZH�
KDYH�JURZQ�XS��MXVW�DV�ZH�RIWHQ�IRUJHW�

WKDW�VKH�LV�ROG���WKH�
WUHH�ZDQWV�WR�EH�
TXLHW�EXW�WKH�ZLQG�
GRHV�QRW�VWRS��DQG�
WKH�VRQ�ZDQWV�ILOLDO�
SLHW\�EXW�LV�QRW�
WKHUH����� 
����� <LQJ�GHQJB.OHLQ 
��� 
��,Q�'XLWVODQG�� 
 

    五绝-至母亲节 

  文/胡向前  五绝-  +X;LDQJ�TLDQ� 

一汪慈母泪，浇痛感恩心。 

只恨天涯客，常难膝下临。                                          

�����������荷兰����������������LQ�1HGHUODQG 
 
7DL�&KL�	�4LJRQJ�LQ�3DULMV� 
 
,HGHU�MDDU�YHUWRHI�LN��VDPHQ�PHW�PLMQ�
PDQ��LQ�3DULMV�LQ�HHQ�SUDFKWLJ�HQ�UXVWLJ�
JHOHJHQ�DSSDUWHPHQW��0(7�WXLQ��+HW�
DSSDUWHPHQW�LV�HLJHQGRP�YDQ�PLMQ�
EURHU�HQ�]LMQ�YURXZ��'LW�MDDU�ZDV�DO�
ZHHU�GH���H�NHHU�GDW�ZH�HU�YRRU�ppQ�
ZHHN�ZDUHQ��:H�NHQQHQ�GH�VWDG�LQWXV�
VHQ�EHKRRUOLMN�JRHG��$OKRHZHO��3DULMV�
OHHU�MH�QRRLW�KHOHPDDO�NHQQHQ�RPGDW�
KHW�G\QDPLVFK�HQ�YHUDQGHUOLMN�LV��+HW�
DSSDUWHPHQW�LV�JHVLWXHHUG�LQ�KHW�PRRLH�
HQ�DXWKHQWLHNH�3DULMVH���H�DUURQGLVVH�
PHQW�YODNELM�0HWURVWDWLRQ�-RXUGDLQ��,Q�
GLW�DUURQGLVVHPHQW�LV�RRN�(GLWK�3LDI��
FKDQVRQ�]DQJHUHV��JHERUHQ�HQ�JHWRJHQ��
2S�YLMI�PLQXWHQ�ORRSDIVWDQG�YDQ�KHW�
DSSDUWHPHQW�LQ�GH�5XH�GH�OD�9LOOHWWH��
OLJW�3DUF�/HV�%XWWHV�&KDXPRQW��'LW�
SUDFKWLJH�VWDGVSDUN��JHOHJHQ�LQ�KHW�
QRRUGRRVWHQ�YDQ�3DULMV��LV�FLUFD����KD�
JURRW�HQ�NHQW�YHHO�KRRJWHYHUVFKLOOHQ�HQ�
IUDDLH�XLW]LFKWHQ�RYHU�GH�VWDG��1DSROH�
RQ�OLHW�KHW�SDUN�UHDOLVHUHQ�LQ�������
6LQGV�MDUHQ�GRH�LN�LQ�GLW�SDUN�LHGHUH�
RFKWHQG��DOV�LN�LQ�3DULMV�EHQ��PHH�DDQ�
HHQ�RSHQOXFKW�7DL�&KL-4LJRQJOHV��=R�
YURHJ�LQ�GH�RFKWHQG�7DL�&KL�GRHQ�YHU�
RRU]DDNW�NDOPWH��VHUHQLWHLW�HQ�YLWDOL�
WHLW�LQ�MH�JHHVW�HQ�OLMI��'H�ELMHHQNRPVW�
YDQ�ppQ�XXU��LV�JUDWLV�HQ�WRHJDQNHOLMN�
YRRU�LHGHUHHQ��7ZHH�JHSDVVLRQHHUGH�
OHUDUHQ�YDQ�&KLQHVH�DINRPVW�QHPHQ�RP�
GH�EHXUW��ppQ�XXU�GH�WLMG��%DODQV��
VWUHWFKLQJ��PHGLWDWLH�]LMQ�GH�VOHXWHO�
ZRRUGHQ�YDQ�GH]H�VHVVLH��0RRL�LV�WH�
]LHQ�GDW�ZDQGHODDUV�RI�PHQVHQ�GLH�QDDU�
KXQ�ZHUN�JDDQ��GH�WLMG�QHPHQ��GH�GDJ�
HQHUJLHN�HQ�YLWDDO�LQ�WH�JDDQ��'LW�JHOGW�
RRN�YRRU�PLM��$OV�LN�PHHJHGDDQ�KHE�DDQ�
GH�VHVVLH�NDQ�LN�GH�KHOH�GDJ�YRO�HQHUJLH�
ORSHQ�LQ�3DULMV�HQ�LQGUXNNHQ�RSGRHQ�
]RQGHU�PRH�WH�ZRUGHQ��%LM�7DL�&KL�OHHU�
MH�QDPHOLMN�GH�MXLVWH�HQHUJLH�ELQQHQ�
PDDU�RRN�EXLWHQ�WH�ODWHQ��,HGHUH�ZHHN�
YROJ�LN�7DL�&KL�	�4LJRQJ�ELM�<�<��&KL-
9HUKRHYHQ�LQ�=HHODQG��,N�YROJ�GH]H�
OHVVHQ�DO�VLQGV�������9RRUDO�GH�ODDWVWH�
MDUHQ�PHUN�LN�¶EHZXVW·�GDW�GH�OHVVHQ�
HUJ�JRHG�YRRU�PLM�]LMQ��,N�OHHU�PLMQ�
HLJHQ�HQHUJLH�NHQQHQ�HQ�EHQ�QDJHQRHJ�
QRRLW�]LHN��2RN�YRHO�LN�PH�SV\FKLVFK�
PHHU�LQ�EDODQV�GRRU�GH�OHVVHQ�ELM�&KL��
,N�KHE�LQWXVVHQ�GH��-YRUP�HQ���-YRUP�
JHOHHUG��2S�GLW�PRPHQW�OHUHQ�ZH�GH���
-YRUP�HQ�GDDUQD�JD�LN�]ZDDUGYHFKWHQ��
+LHU�NLMN�LN�HUJ�QDDU�XLW�� 
�������������� 
���������������+HQULsWWH�5HQGHUV��P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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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QGKHLG�HQ�7&0�LQIR�健康保健 

夏季养生 （一，二，三）  

夏三月，从立夏到立秋前，包括立

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六个

节气。夏季烈日炎炎，雨水充沛，万物竞

长，日新月异。阳极阴生，万物成实。正

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说：“夏三

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

人在气交之中，故亦应之。所以，夏季养

生要顺应夏季阳盛于外的特点，注意养护

阳气，着眼于一个“长”字。 

一、精神调养 

夏属火，与心相应，所以在赤日炎

炎的夏季，要重视心神的调养。《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指出：“使志无怒，使华

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

之应，养长之道也”。就是说，夏季要神

清气和，快乐欢畅，胸怀宽阔，精神饱

满，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需要阳光那样，

对外界事物要有浓厚兴趣，培养乐观外向

的性格，以利于气机的通泄。与此相反，

举凡懈怠厌倦，恼怒忧郁，则有碍气机，

皆非所宜，嵇康《养生论》说，夏季炎

热，“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炎

热亦于吾心少减，不可以热为热，更生热

矣。”这里指出了“心静自然凉”的夏季

养生法，很有参考价值。 

二、起居调养 

夏季作息，宜晚些入睡，早些起

床，以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衰的变化。 

“暑易伤气”，炎热可使汗泄太

过，令人头昏胸闷，心悸口渴、恶心、甚

至昏迷。所以，安排劳动或体育锻炼时，

要避开烈日炽热之时，并注意加强防护。

午饭后，需安排午睡，一则避炎热之势，

二则可恢复疲劳。 

酷热盛夏，每天洗一次温水澡，是

一项值得提倡的健身措施。不仅能洗掉汗

水、污垢，使皮肤清爽，消暑防病，而且

能够锻炼身体。因为温水中冲洗时水压及

机械按摩作用，可使神经系统兴奋性降

低，扩张体表血管，加快血液循环，改善

肌肤和组织的营养，降低肌肉张力消除疲

劳，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没有条件洗

温水澡时，可用温水毛巾擦身，也能起到

以上作用。 

夏日炎热，腠理开泄，易受风寒

湿邪侵英．睡眠时不”上厕粪送

风，更不宜夜晚出宿。有空调的

房间，也不宜室内外温差过大。

纳凉时不要在房檐下、过道里，

且应远门窗之缝隙。可在树萌

下、水亭中、凉台上纳凉，但不

要时间过长，以防贼风入中得阴

暑症。 

夏日天热多汗，衣衫要勤洗勤换，

久穿湿衣或穿刚晒过的衣服都会使人得

病。 

'H�]RPHU�LV�KHHW�HQ�PHHGRJHQ�
ORRV��]H�PDDNW�GH�PHQV�NZHWVEDDU�YRRU�
ZLQG��NRX�HQ�YRFKW��$OV�X�VODDSW�SDV�RS�
ELM�KHW�·V�QDFKWV�RS�VWDDQ��(HQ�NRX�LV�
]R�JHYDW��'H�NDPHUV�PHW�DLUFRQGLWLR�
QLQJ�]LMQ�QLHW�JHVFKLNW�RP�WH�VODSHQ�
GRRU�KHW�JURWH�WHPSHUDWXXUYHUVFKLO�
WXVVHQ�ELQQHQ�HQ�EXLWHQ��0DDU�RRN�KHW�
VODSHQ�RS�GDNHQ��EDONRQV��RQGHU�GH�
GDNRYHUVWHN��LQ�JDQJSDGHQ�HQ�GH�RSH�
QLQJ�YDQ�GHXUHQ�HQ�UDPHQ�LV�QLHW�JH�
ZHQVW��=RUJ�GDW�GH�DINRHOLQJ�LQ�GH�
QDFKW�LHW�WH�VWHUN�LV� 

,Q�GH�]RPHU�]ZHHW�MH�PHHU�GRRU�
GH�KLWWH��.OHGLQJ�PRHW�KLHUGRRU�YDNHU�
ZRUGHQ�JHZDVVHQ��$OV�X�QDWWH�NOHUHQ�
GUDDJW�RI�NOHGLQJ�GUDDJW�ZRUGW�X�]LHN� 

三、饮食调养 

五行学说认为夏时心火当令，心火

过旺则克肺金，故《金匮要略》有“夏不

食心”之说。味苦之物亦能助心气

而制肺气。故孙思邈主张：“夏七

十二日，省苦增辛，以养肺气”。

夏季出汗多，则盐分损失亦多。若

心肌缺盐，搏动就会失常。宜多食

酸味以固表，多食咸味以补心。

《素问藏气法时沦》说：心主夏，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心

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泻

之”。阴阳学说则认为，夏月伏阴在内，

饮食不可过寒，如《颐身集》指出：“夏

季心旺肾衰，虽大热不宜吃冷淘冰雪，蜜

水、凉粉、冷粥。饱腹受寒，必起霍乱。 

'H�)LYH�(OHPHQWV�7KHRU\�JHORRIW�
GDW�]RPHU�HHQ�VWDDW�YDQ�YXXU�LV�HQ�GDW�
KHW�KDUW�YDQ�KHW�YXXU�WH�VWHUN�LV�PDDU��
GH�ELWWHUH�GLQJHQ�NXQQHQ�RRN�KHW�KDUW�
KHOSHQ�]RGDW�KHW�KDUW�NDOP�LV� 

$OV�MH�YHHO�]ZHHW�LQ�GH�]RPHU��
YHUOLHV�MH�PHHU�]RXW��$OV�GH�KDUWVSLHU�
WHNRUW�KHHIW�DDQ�]RXW�]DO�GH�KDUWVODJ�
DEQRUPDDO�]LMQ��-H�PRHW�PHHU�]XXU�
HWHQ�HQ�PHHU�]RXW�RP��KHW�KDUW�DDQ�WH�
VWHUNHQ 

”心主表，肾主里，心旺肾衰，即

外热内寒之意，唯其外热内寒，故冷食不

宜多吃，少则犹可，食多定会寒伤脾胃，

令人吐泻。西瓜、绿豆汤，乌梅小豆汤，

为解渴消暑之佳品，但不宜冰镇。夏季气

候炎热，人的消化功能较弱，饮食宜清淡

不宜肥甘厚味。 

夏季致病微生物极易繁殖，食物极

易腐败、变质。肠道疾病多有发生。因

此，讲究饮食卫生，谨防“病从口入”。 

"+DUW-QLHU�FRPELQDWLH��KDUW-HQ�
QLHUIDOHQ��GDW�ZLO�]HJJHQ�H[WHUQH�
ZDUPWH�LQWHUQH�NRX��ZRUGW�YHURRU�
]DDNW�GRRU�HHQ�WHYHHO�DDQ�NRXG�YRHG�
VHO��(HW�GDDURP�YRRUDO�PLQGHU�NRXG�
HWHQ�HQ�GULQN�QLHW�WH�NRXG��+LHUGRRU�
]XOOHQ�GH�PLOW�HQ�GH�PDDJ�PLQGHU�YDQ�
VWUHHN�UDNHQ� 
0HQVHQ�GLH�URNHQ�HQ�GLDUUHH�KHEEHQ�
PRHWHQ�PHHU�ZDWHUPHORHQ��PXQJ�ER�
QHQVRHS��]ZDUWH�ERQHQVRHS�WRW�]LFK�
QHPHQ��'H]H�]LMQ�KHW�EHVWH�RP�GRUVW�
WH�OHVVHQ�HQ�GH�KLWWH�DI�WH�NRHOHQ��
PDDU�KHW�LV�QLHW�JHVFKLNW�RP�WH�NRHOHQ��
+HW�]RPHUVH�NOLPDDW�LV�KHHW��GH�VSLMV�
YHUWHULQJ�YDQ�PHQVHQ�LV�]ZDN�HQ�
YUDDJW�RP�HHQ�OLFKW�GLHHW�PHW�ZHLQLJ�
YHW� 

=RPHUSDWKRJHQH�PLFUR-
RUJDQLVPHQ�]LMQ�]HHU�YDWEDDU�YRRU�
YRRUWSODQWLQJ�HQ�YRHGVHO�LV�]HHU�JHYRH�
OLJ�YRRU�EHGHUI�HQ�DFKWHUXLWJDQJ��
'DUP]LHNWHQ�NRPHQ�YDNHU�YRRU��/HW�
GDDURP�RS�YRHGVHOK\JLsQH��SDV�RS�YRRU�
�]LHNWH�XLW�GH�PR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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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企业文化的走向— 6SHHFK�YDQ�-DFN�0D 

  

马云的 成功秘诀  MaYun’s Geheim van Succes  

 

成功的企业家很清楚自己身边有哪些拎包人，非凡之人

定有非凡

之处，无

非就是体

现在处世

的态度、

待人的胸

襟、名利

的理解、

真理的追

求上。一

个成功的

企业一定

有一个英

明的领导

和一群智

慧过人的

属下陪

伴，否则

只能在市

场经济的

边缘地带

徘徊，寸步难行。破灭，也只需一个自己积累出来的裂

变而已。 

美国着名社会学家怀特说：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把一项

你很拿手的工作交给别人，再眼睁睁地看着他把事情搞砸，而

你却还能心平气和地不发一言。 

 

作为一个企业老板，有时你就得有这样的雅量或者说有这样

的"成本"预算。 

任正非强调："说不出自己功劳的人才是领袖。华为没一项产

品是我研发的，没一个市场是我打下的，是华为的巴顿将军、

朱可夫元帅们打下来的……他们有缺点，但他们是功臣……我

也有缺点，还没功劳，但我能用好他们，是因为我善于妥协，

对人能包容。" 

比尔·盖茨深有感触：一个人永远不要靠自己一个人花100%的

力量，而要靠100个人花每个人的力量。每个成功人士旁边都有

个提包的。 

不管怎么说、怎么要求，没有得力团队、助手，孤胆英雄是没

有市场的。当然，团队、左右手如果是窝囊废，那就更可怕。 

很多总裁赢在战略机会的把握上，却输在与员工共享利益上；

很多总裁赢在个人超凡的能力上，却输在不能凝聚人才上。创

业者要在起点就要学会选择好员工，并建立分享机制。马云、

任正非、王石等企业家的股份不足10%，而公司越做越大。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接受《福布斯》杂志专

访时表示，"我想马云取得那么多成就，是因为他是一名教

师：第一，教师善于沟通；第二，教师真正关心他人的发展；

最后，教师愿意将自己的自豪感埋在心中，愿意聘用比他更出

色的人才。" 

马云也说过：管理是一门科学，但领导是一门艺术。什么是老

师?什么是大师?老师是要不停地教，大师是挑出最优秀、比自

己强的学生…… 

其实，就是考验一个企业领导人的心胸。身为公司掌门人，你

的副手最好不要通过猎头来寻找，最好就是你的"学生"，他

要"擅长救火，同时是能贯彻执行你最佳理念的人"。否则，你

就会生活在许多企业家必须面对的噩梦里：什么都得亲力亲

为，因为身边没人能干得了。你需要的还是一个能在你的宏伟

构想和团队当中发挥缓冲作用的人——否则，你就会像很多企

业家一样，把自己的人给逼疯。 

 了解这些，是为了更加深刻的认知世界！ 

 我们既要看懂世界，又得看清未来！这是一个5000年从未有过

的变局；为了让大家彻底认清时代究竟在发生什么；作为一个

企业的老板或者合伙人你有没有想过？ 

“谁出的钱多，谁占大股”这句话真的让很多人误入歧途。如

果资金型股东一直不参与日常管理，却又喜欢关键事指手画脚

怎么办？一旦风头不对，他想套现抽资怎么办？公司想要长远

发展，如何科学公平的分配股权？应该分给谁？怎么分？老师

今天告诉你。 

作为老板，当下最重要的一件事： 学懂股权，学会分权，学

会分钱才能保证自己的公司长治久安，反之莫名其妙的白打

工，丢失自己的控制权。每年为3万家企业提供了专业·权威

的股权课程，相信一定能帮到您！ 

0D�<XQ�（-DFN�0D） ]HL����´0DQDJHPHQW�LV�HHQ�

ZHWHQVFKDS��PDDU�OHLGHUVFKDS�LV�HHQ�NXQVW��:DW�
LV�HHQ�OHUDDU"�:DW�LV�HHQ�PHHVWHU"�(HQ�OHUDDU�
OHHUW�FRQVWDQW��'H�PHHVWHU�LV�GHJHQH�GLH�KHW�
EHVWH�HQ�VWHUNHU�XLW]RHNW�GDQ�KLM]HOI����,Q�IHLWH�
LV�KHW�GH�WHVW�YDQ�KHW�KDUW�YDQ�HHQ�EHGULMIVOHL�
GHU��$OV�KRRIG�YDQ�KHW�EHGULMI�NDQ�MH�KXOS�KHW�
EHVW�QLHW�ZRUGHQ�JH]RFKW�GRRU�KHDGKXQWLQJ��+HW�
LV�KHW�EHVWH�RP�MH�
VWXGHQW
�WH�]LMQ��+LM�ZLO�

JRHG�LQ�YXXUJHYHFKWHQ�]LMQ�HQ�WHJHOLMNHUWLMG�GH�
JHQH�]LMQ�GLH�MH�EHVWH�LGHHsQ�NDQ�LPSOHPHQWH�
UHQ
��$QGHUV�OHHI�MH�LQ�GH�QDFKWPHUULH�ZDDU�YHHO�
RQGHUQHPHUV�PHH�WH�PDNHQ�KHEEHQ��DOOHV�PRHW�
DOOHHQ�JHEHXUHQ��RPGDW�QLHPDQG�KHW�NDQ��:DW�MH�
QRGLJ�KHEW��LV�LHPDQG�GLH�HHQ�EXIIHUHQGH�URO�NDQ�
VSHOHQ�LQ�MH�JURRWVH�YLVLH�HQ�WHDP�-�DQGHUV�]XO�MH�
MH�PHQVHQ�JHN�PDNHQ�]RDOV�YHHO�RQGHUQHPHUV� 
,Q]LFKW�LQ�GH]H�LV�YRRU�HHQ�EHWHU�EHJULS�YDQ�GH�
ZHUHOG�µ 
   
,N�GHQN�GDW�0D�<XQ�]RYHHO�SUHVWDWLHV�KHHIW�EH�
UHLNW�RPGDW�KLM�HHQ�OHUDDU�LV��WHQ�HHUVWH��OHUDUHQ�
]LMQ�JRHG�LQ�FRPPXQLFDWLH��WHQ�WZHHGH��OHUDUHQ�
JHYHQ�HFKW�RP�GH�RQWZLNNHOLQJ�YDQ�DQGHUHQ��WHQ�
VORWWH�]LMQ�OHUDUHQ�EHUHLG�KXQ�WURWV�LQ�KXQ�KDUW�
WH�EHJUDYHQ�HQ�]LMQ�]H�EHUHLG�RP�WDOHQW�WH�YHU�
EHWHU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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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ϴ层境界：常人只到第ϰ层，到ϲ层
可出神入化！ ;�人生哲学参考） 

 
人和人最大的不同是思维境界的不同。 

绝大多数人都是泛泛之辈、芸芸众生，他们思维都是杂乱无

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这篇文章，至少能让你的思

维提高一到两个层次！ 

因为它让你短短十几分钟内

就可以纵览全局。 

 
第一层境界：形成主见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主

见。 

很多人遇到问题总是轻而易

举的被别人带着走，人云亦

云。 

主见是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能

力，它来自于在经验、学识基础上形成的逻辑判断能力。哪怕

是一个人的偏见，依然是一个人的主见。 

有主见的人，做事果敢，不犹豫，这是当今高效社会必备的基

本素质。 

第二层境界：发现不同 

正是因为有主见，才容易发现和自己主见不同的人。 

发现不同才能发现矛盾，有了矛盾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 

善于发现和自己不同的人，这样才容易纠正自己的偏见和不

足。 

所谓和而不同，那些能够接纳和自己不同的人，已经值得点赞

了。 

第三层境界：取长补短 

明白自己主见，又发现和自己主见不同的人，接下来该怎么

办？ 

有的人会排斥，而有的人却开始学别人的长处，在学习过程中

又发现了自己短处，于是顺势补上，这就是取长补短。 

看起来好像并不难，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种对自己的天然的

认同感，人们并不是太容易发自内心的去改变自己。 

当年的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主动穿汉服说汉话，迁都中原，

甚至改姓、通婚，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正是因为有了

这样大格局的人，中华文化才一脉相承。 

第四层境界：创造创新 

既然懂得了取长补短的道理，接下来就是创造性运用了。 

我们经常提的创新，其实就是这一层思维的任务。 

有公有母，才有子。在传统与新秀、内在与外来、保守和改革

的激荡的碰撞中，往往总会诞生新的事物。 

凡是能够尊重不同事物，并且大胆改变自己的人，一定会出创

造性的成果。 

思维能到了这一层，已经算是人才。 

比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让中原人穿胡人的服装，骑战

马，再结合中原先进的军事化管理，这就是一项创新成果，结

果所向披靡。 

第五层境界：化繁为简 

当你善于运用创造新思维的时候，你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 

大道至简，事物总是先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这时

你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心境已经截然不同。 

再回到简单之后，你就参透了事物本质，这时你再面对其他复

杂而沉重事物的时候，也往往都是举重若轻的。 

复杂的事简单化；简单化的事模式化；模式化的事系统化，这

时你将跳出人间各种琐事。 

第六层境界：方法论 

到了这一层，你已经不只关注道理和逻辑了。 

所有的事情摆在你面前，你都能拿出最快、最好的解决方法，

这就叫方法论。 

从“道理”升级到“方法”，是理论的大升级。 

 
一切道理到最后都是对现实问题的解

决。能不能做到这一步跨越，就是检

验一个人是实干型人才还是理论型人

才的关键，毕竟现在实干家真的不

多。 

第七层境界：一览众山小 

到了这一层，你看到的风景已截然不

同。 

什么实干不实干，理论不理论。那都

是世人给自己设的限。 

你拥有了直达本质的能力：一眼看透

利弊，瞬间洞察人性，规律大势一目

了然。 

那时你看世人，就好像你现在看一群乱飞的苍蝇一样，蝇营狗

苟。 

第八层境界：晶莹通透 

到了这一层，你已经不想再说一句多余的话，别人的高谈论阔

在你眼里基本都是装腔作势，因为你可以一眼看穿他们，你无

暇装y，也没闲心听人吹牛。 

与此同时，你的每句话都晶亮透彻，因为世间所有事在你心中

都非常透彻，你对事物的感知越来越精准，正是因为看透了规

律和大势，所有你心如止水，知道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都会

走。 

你看透了得失相生、福祸相依，世间大小事在你眼里不过开怀

一笑我们都如此渴望人生的精彩，到最后终于发现：最完美的

人生结局，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世界的浮华已经和你无关，你成了一个晶莹通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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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为纯文化， 文学 等 交流刊

物，发向世界各国,欢迎你 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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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荷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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