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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
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李克强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

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努力并付出牺

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当前，疫情尚未结束，

发展任务异常

艰巨。要努力

把疫情造成的

损失降到最

低，努力完成

今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任务!(有

关 疫情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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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微刊旨在，团结欧洲华人文学人士，以和为贵，与人为

善，以博爱为胸襟，以纯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

等学者及文学爱好者为伍，进行文学交流、交谊的活动；厉

行互爱互学互助，崇尚绿色文学，尊重原创，竭尽全力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努力承担起双向文学/文化交流使者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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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轻雾迷蒙的早晨》 

——给“从没有过，也不会再有的布拉格”疫

情期间无人的街巷短片配诗 

  作者/老木（捷克）Tsjechische Republiek 

 

这是我面前的早晨吗？ 

寂静牵着肃穆的手， 

从融蚀了白云似的稀雾里走来。 

被辜负的阳光， 

散漫无聊地躺在往日人头攒动的街上。 

地上无数灰黑色的树影， 

像随时会出现的巫婆的手， 

向人间伸出瘟疫的利爪。 

 

墙还是这样润白， 

瓦还是这样嫣红； 

受难耶稣肋下的血至今未干， 

老城广场上胡斯和他的信徒们， 

昂首天问的期盼神情依然。 

灾难瘟疫——生命人性， 

渺小与伟大、 

坚强与脆弱， 

天总是这样蓝， 

风还是这样轻。 

 

 

想起 

深海下寂静的庞贝城， 

想起 

模拟中子弹轰击城市后的

场景， 

想起 

故事中的伊甸， 

想起 

梦中只有你我的原野…… 

 

墨绿的草根下钻出嫩绿色的芽， 

萧疏的枝条上鼓起红红黄黄的蕾。 

门外各式各样的小虫儿， 

自由自在爬得心痒。 

窗口清甜沁肺的空气， 

开满蒲公英的草地…… 

美妙舒适的自由， 

要从自觉约束自己说起…… 

 

作者简介： 李永华，笔名老木，法学本科，

祖籍聊城。从事过工、兵、学、农、商、科研多

种行业。出国前在中国农科院工作。  

    捷克侨商、侨领、作家。欧洲资深华文媒体

人。在两岸四地和欧美洲发表大量文学作品。

����年加入欧华作家协。参与欧华作协多部合集

创作合集。����年牵头创立「捷克华文作家协

会」任首届会长，主编合集《布拉格花园》。个

人著作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

种。作为副主编，参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微

自传»和ௗ«亚洲华文微型小说选ௗ»编辑。主持协办

����年�月和�月在捷召开的两届海外华文文学研

讨会。  

  

 静谧的思考 

 
文/恩丽（德国） 

'XLWVODQG�                       
 

五月本该阳光灿烂 

却这般阴晴无常的像四月 

间或有雨间或出太阳 

如同庚子年的瘟疫 

忽然之间的变故 

宅家只能走进森林   

这森林蜿蜒的路 

如人生、如瘟疫 

不知道它的尽头去向何方 

在这静谧的森林 

心境坦然 

如同回到了原乡 

寻找心中的世外桃源 

沉思这份清净的世外桃源 

会不会被无端地打破               

是谁要惊醒森林 

森林回答 

请给我安静 

请不要打扰 

旅德华人作家 丁恩丽，原籍江苏南京人，毕业于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年定居德国至今。喜

欢文学创作，专栏作家，有大量诗歌、散文、小

说创作，现已出版作品集《永远的漂泊》等，深

受海内外华人读者喜爱。 

诗歌被收集在《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天那边的

笛声》《海这边的足迹》《诗情画意》等。 

 

疫情与舆情     文/东方卫京(挪威) 
                   1RRUZHJHQ 
 

�����庚子鼠年伊始 

与一场病毒瘟疫迎面相碰 

万里之遥故土上的抗疫 

让海外游子心神失宁 

 

那迎难而上的逆行壮举 

不断交杂着流言蜚语的噪声 

那牺牲自我的全民隔离 

一直伴随着不甚友好的嘲讽 

 

斗转星移形势瞬间逆转 

东方逐渐放晴西方骤雨狂风 

不同体质运动员下场拼搏 

看台上百变口舌又显尽机灵 

 

上半场心牵 下半场身奉 

作为游子 我们注定跑遍全程 

惟愿红队蓝队抛偏弃陋 

并肩携手打赢这场共同的战争 

 
���������� 
  东方卫京，原名杨卫宇，挪威籍华人，理工博

士，祖籍河南洛阳，供职于西方大型跨国公司。

北欧华人诗社社长，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和欧洲

华文诗歌协会会员。作品发表在各种纸质和电子

刊物。诗观：不追词藻华丽，但求言之有物，给

人生添些诗的味道。 

�陪伴     邓 瑛 （德国）Duitsland  
陪伴—致我们的诗友圈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 

想起伟者李文亮的同时， 

总想起你们 

你们告诉我 

什么叫做善良 

于是，我坚信： 

战胜魔疫 

是有希望的， 

春暖花开日 

离开不会太遠， 

太阳仍将普照大

地！ 

简介：<LQJ�
GHQJ-.OHLQ 
邓瑛 德国（笔名樱子毛毛） 

作品多数发海内外紙刊.各网络平台. 

有部分作品获奖. 

入选��世纪实力诗人名人网 

华人文艺家大词典. 

长期从事驻外机构. 

及文化艺术领略工作. 

文字优美.为人谦和 

深受大家的喜爱.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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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QHVH�/LWHUDWXXU�LQ�GH�FRURQD�SHULRGH�-�疫情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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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RURQDYLUXV��&29,'ǦϭϵͿ��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大瘟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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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 月  德国 

现任中欧跨文化作家

协会副会长，德国

《华商报》专栏作者 

。大量散文、游记和

诗歌散见于国内外众

家纸媒、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里，著有散文

集《两乡情苑 》 

 

一场改变人类历

史的大瘟疫  

 文ͺ昔月（德国）  

己亥末庚子春，一场大瘟疫以排山倒海之

势蔓延，先在中国武汉爆发，然后重创日本、韩

国和伊朗，再猛扫欧洲和北美大陆，继而扩散到

几乎地球上所有的国家。  
新冠病毒所到之处，造成人心惶惶，医院

拥堵，口罩告罄，防护服紧缺；大小城市封闭，

ϯϬ多亿人口宅家避险，全球经济陷入瘫痪。各国

为了减少损失，不惜切断与他国的陆海空交通命

脉。  
此次病毒，好像专为人类͞设定͟的隐形͞原

子弹͟，而且做到了不分种族，不问贫富，不管政

体，人人都有中招的可能。让我们这个自称为万

物之灵、梦想长生不老的人类防不胜防，全面崩

溃！即使我们最终有了特效药，有了疫苗，还获

得了全体免疫，但也决不能狂妄和集体失忆，因

为没人知道下一波病毒何时再来，是否比这次更

具有杀伤力。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由于病毒肆虐，

人类活动大受限制，反而让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得以好转。也就是说，这场大瘟疫，虽然让全人

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但客观上又为人类某

些疯狂行为͞踩下刹车͟，颇有点深远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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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G�WKHQ�VSUHDG�WR�DOPRVW�DOO�FRXQWULHV�RQ�
HDUWK��$ 
:KHUHYHU�WKH�1HZ�&RURQD�YLUXV�ZHQW��LW�
FDXVHG�SDQLF��FRQJHVWLRQ�LQ�KRVSLWDOV��H[�
KDXVWHG�PDVNV��DQG�D�VKRUWDJH�RI�SURW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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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VHG��PRUH�WKDQ���ELOOLRQ�SHRSOH�OLYHG�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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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DQG��VHD�DQG�DLU�WUDIILF�ZLWK�RWKHU�FR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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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LV�YLUXV�VHHPV�WR�EH�DQ�LQYLVLEOH��DWRPLF�
ERPE��VSHFLDOO\�GHVLJQHG�IRU�KXPDQ�EH�

LQJV��DQG�LW�KDV�DFKLHYHG�QR�GLVWLQFWLRQ�RI�
UDFH��UHJDUGOHVV�RI�ULFK�RU�SRRU��QR�PDWWHU�
WKH�SROLWLFDO�V\VWHP��HYHU\RQH�KDV�WKH�SRV�
VLELOLW\�RI�D�VWURNH��/HW�XV��WKH�KXPDQ�EH�
LQJV�ZKR�FODLP�WR�EH�WKH�VSLULWV�RI�DOO�
WKLQJV�DQG�
GUHDP�RI�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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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VW�QRW�EH�
DUURJDQW�DQG�FROOHFWLYH�DPQHVLD��EHFDXVH�
QR�RQH�NQRZV�ZKHQ�WKH�QH[W�ZDYH�RI�YLUXV�
ZLOO�FRPH�EDFN�DQG�ZKHWKHU�LW�ZLOO�EH�
PRUH�OHWKDO�WKDQ�WKLV�WLPH��$ 
$Q�LQWULJXLQJ�SKHQRPHQRQ�LV�WKDW�GXH�WR�
WKH�UDPSDQW�YLUXV��KXPDQ�DFWLYLWLHV�D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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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SURYHG��7KDW�LV�WR�VD\��DOWKRXJK�WKLV�
JUHDW�SODJXH�KDV�FDXVHG�XQSUHFHGHQW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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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HSSHG�RQ�WKH�EUDNHV��IRU�FHUWDLQ�FUD]\�
EHKDYLRUV�RI�PDQNLQG��ZKLFK�LV�TXLWH�IDU-
UHDFKL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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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有了喘息之机  

 时至今日，虽然天灾不断，局部还有战

争，但人类社会早已走向全球化，彼此形成了相

互依赖、缺一不可的经济链。发达国家出口自己

的高科技产品，欠发达国家抓住机会稳固自己的

支柱产业，落后国家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世

界，俨然成了一座超级市场，你买我卖，我卖你

买，谁也无法独立生存。数不尽的人流与物流，

在地球表面编织成密密麻麻的交通网，旅游和运

输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就在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如脱缰的野马狂

奔不止时；就在不断的经济竞争造成资源浪费、

产品过剩、各种污染非常严重的关键时刻，新冠

病毒出现了！短短的四个月，就让全人类的生产

活动几乎停摆；即使人们急于复工，也因原材

料和资金流的断档、没有订单而活力大减。地

球，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年夏季，是不是还高

温不下；冰川的融化速度，是不是有所减缓；

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是不是数量渐渐增多

了。  
生态环境得以改善  

 人类，是地球上最大的消费群体，也是最

浪费的高级动物。古代，人们为了生存，仅消

费粮食和衣物；进入文明时期，人们不但消费物

质产品，还有精神产品，比如书籍、音乐；现代

人呢 ，由于经济刺激，加上永不满足的欲望，许

多消费失去了理智，例如，为了攀比而购买豪车

豪宅，为了显富而花天酒地，为了整容美颜而一

掷千金͙͙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出来的。病毒

袭来，人们才知道保命要紧，只有吃喝是必需

的，其他都不重要。社交暂停，导致无数聚会和

旅行被取消；居家避疫，人们不得不精打细算；

许多商品库存被销售一空。这一切，无疑节省了

社会资源，减少了公共垃圾。不仅如此，经历苦

难的人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家有千金万

贯，再多的豪宅别墅，也不一定有机会享用，平

平淡淡才是真。  
威尼斯水清澈，菲律宾海里水母重现，许

多污染严重的大城市蓝天白云，花草树木尽显生

机。这场疫情，让自然生态环境大大好转。  

  
野生动物成了受益者  

 进入本世纪才二十年，就先后发生了三起

瘟疫事件：其一，是ϮϬϬϮ年爆发的^�Z^；其二，

是ϮϬϭϮ年惊现的D�Z^；其三，就是现如今正在肆

虐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这三种病毒，都被论证

或许与蝙蝠有关。  
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鼠疫，因为老鼠喜欢͞寄

人篱下͟，总爱偷吃人类的食物，自然传染疾病的

概率很高。还有什么禽流感、猪瘟、疯牛病等，

因人类食用其肉而患病。  
而蝙蝠呢，最喜欢在潮湿阴暗的洞穴里栖

息，即使它们倒挂房檐，也不会跟活人抢食东

西，它们靠花蜜、果实和昆虫等维生。昼伏夜出

的它们，身上带有数十种病毒，至少在地球上生

存了五千万年，怎么就一反常 态开始频频͞造

孽͟了呢？是谁充当了病毒传播给人的͞二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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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此病毒极其罕见地感染其他 动物，有待继续

求证。  
最近看到几幅图片，颇耐人寻味。英格兰的

野山羊，趁人们封城禁足的机会，成群结队地在

街上游走；日本奈良市的地铁站可看到梅花鹿，

意大利的海港出现了海豚，泰国卢普不里有众多

的猴子在广场上嬉戏，中国南京和武汉市内也相

继有狐狸出没。这足以说明，这场疫让动物们获

得了一次空前大解放。  

  
人类饮食结构或将改变  
有

数 据 统

计，全 球

肉 类 消 费

量 以 平 均

每 年ϭ͘ϵй

的 速 度 稳

步 增 长，

亚 洲 增 幅

最 大 ； 中

国 人 餐 桌

上的肉食绝大多数是猪肉，总量占据全球市场的

一半。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肉类消费一直很

高，美国和澳大利亚名列榜首，人均年消费接近

ϭϮϬ公斤。  
ϮϬϭϴΕϮϬϭϵ年，非洲猪瘟流行，后来波及全

球，导致全球约四分之一的生猪死亡，猪肉价格

持续攀升。这次新冠病毒的泛滥，加上非洲蝗虫

的疯狂掠夺，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种植和产量。

粮食下滑自然导致饲料减少，缺少饲料就会制约

畜牧业的发展，其结果就会引起人们饮食结构的

变化。  

众所周知，畜牧业对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因为它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多，耗水量大，还

跟粮食争夺土地。如一公斤的牛肉至少需要八公
斤的饲料。另外，好多疾病也跟大量吃肉有着密
切关系。人类若能幡然醒悟，不再过分消费肉类
食物，本身就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  

  

人类需要面壁思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是由微生

物创造的。回顾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的大瘟疫，

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历史进程。 在经济方面，产

业结构将重新获得评估或调整。曾经的原料供应

链，就像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积木块儿，要组装成

完整的产品，就得东拼西凑，动用大量的人流物

流。  
在政治方面，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

人类成了命运共同体。在灾难面前，老百姓要生

存，生产要继续，国家要安定。信息化社会，无

论什么政体，不管哪种党派，都得实事求是，不

能捂着盖着，更不能造假。  
众所周知，畜牧业对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因为它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多，耗水量大，还

跟粮食争夺土地。如一公斤的牛肉至少需要八公

斤的饲料。另外，好多疾病也跟大量吃肉有着密

切关系。人类若能幡然醒悟，不再过分消费肉类

食物，本身就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  

 人类需要面壁思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是由微生

物创造的。回顾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的大瘟疫，

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历史进程。  
在经济方面，产业结构将重新获得评估或调

整。曾经的原料供应链，就像分散在全球各地的

积木块儿，要组装成完整的产品，就得东拼西

凑，动用大量的人流物流。  
在政治方面，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

人类成了命运共同体。在灾难面前，老百姓要生

存，生产要继续，国家要安定。信息化社会，无

论什么政体，不管哪种党派，都得实事求是，不

能捂着盖着，更不能造假。  
病毒，让政治家们不能仅考虑本国的利益，

还得考虑他国的感受。病毒͞一视同人͟，让人类

的特权不再有用武之地，孤军奋战也不再可能；

唯有国际主义和白求恩精神，人类才能获得共同

免疫，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高科技虽做到了͞可

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这看不见的纳米

式病毒突然钻进人体，把人类的许多美梦搅成了

泡沫。此次大瘟疫，爆发在͞离开手机不能活͟的

信息时代，更让人玩味。它是想通过小小的屏幕

告诫人类：如果不按客观规律行事，不尊重其他

生命体，就会受到无情的惩罚。  
疫情面前，各类人物纷纷亮相。那些有意隐

瞒者，那些无辜的受害者，那些苟活的利己者，

更有͙͙那些英勇无畏的白衣战士和义工们，应当

受到尊重和得到奖励。  
总之，被病毒狠狠教训一通的人类，真应该

好好地面壁思过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片面追

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不顾生态环境的恶化；

不能总炫耀自己的'W�、WD/，而忽视了͞碳足

迹͟、再生资源利用率以及森林覆盖率等指标。  
但愿这场疫情过后，人们的道德水平得以提

升，环保理念深入人心，简约式的生活成为一种

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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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当下的欧美 文/无解（奥地利） 

�����������������������������������������KŽƐƚĞŶƌŝũŬ 
作者简介：吴杰，笔名无解，祖籍浙江青田，��
后，奥地利籍华人，文字爱好者。师从当代楹联

界泰斗余德泉教授。曾在多个网络诗群任职，作

品曾发表于国内外多种国刊、省刊和微刊。 

欲信苍天把病除，枉求佛祖与耶稣。 

欧洲怵怵灾情重，美国凄凄对策疏。 

当惜身强凭正气，莫叽肺肿有余辜。 

封城恰合臣民拥，罩口偏依法律扶。 

盼保亲朋知足矣，泄流疠疫堵心乎。 

 顽瘟已祸全人类，只恨方舟不可租...... 

 

自勉联： 

兴至即题诗，忝为墨客文人，憾缺高才八斗； 

缘来且纵酒，但效刘伶李白，诚修海量三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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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思念   文/穆紫荆（德国）Duitsland 

美岚店里有个老烟户，每天来买两包烟。这个老烟户曾中风过，所以

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说话的口齿也不甚清楚。他的话听上去常常没头

没脑地，美岚却都能够记在心里。她知道他是每天都会散步五公里

的；知道他的太太是已经死了的；知道他有一个儿子，却是住在别的

城市的。 

因为美岚不是天天上班，所以他还会问：“明天您在吗？”如果美岚

说：“明天我在。”他便会笑着说：“好极了。”如果美岚说：“明

天我不在。”他也还是会说： “好极了。”有一次，美岚去上班，走

过街角的时候，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美岚和他打招呼，

他便说：“我刚才去过店里了。估计您可能快来了，所以在这里坐一

会。”美岚上班路上的时间是卡分卡秒算好的。所以打完招呼，略停

一停，她便不得不加紧脚步继续走了。心里倒觉得对他有点抱歉。 

后来有一次，美岚在下班的路上又碰见了他，于是两个人便一起往村

里走。他的房子就在美岚家的对面，周末傍晚的时候，美岚也常常看

见他拿了水壶在阳台上浇花。不料当路分叉，两人即将告别的时候，

他却对美岚说：“到我那里去一下吧。”美岚虽然很累，但却不想让

他失望，毕竟知道说出这样的话也是很需要勇气的。于是便看了看表

说：“好吧，可是我只能去一下，便必须回家的。”于是美岚便跟着

去了他的家。 

他的客厅里，有着还是七十年代的家具和沙发。茶几、桌面以及电话

和吊灯上的灰是厚厚的一层。看得出是不知有多久没有擦了的。而在

沙发后面的窗沿上，却是放了一张单身女人的相片。金色的头发，天

蓝色的毛衣，配了雪白的裤子。坐态很是高雅。美岚不由得伏身凑过

去细看。她看见那个女人很是年轻，于是便问：“这是您的女儿

吗？”他说：“不，是我太太。”美岚吃惊。他却说：“四十二岁时

生癌死了。”美岚深深地叹了口气。因为似乎看起来所有的地方只有

这张照片是一尘不染的。看得出他这二十多年来的日历，便是在他太

太如此美丽的注视下一页一页地被翻过的。 

不久这个老烟鬼便被儿子安排进了养老院。店里没有一个人会再提到

他。然而，美岚却是会常常想起他来。并且同时也想起那张美丽的照

片。� 

穆紫荆，德国。 

自��年代中期开始写作，作品见诸于欧美

华文报刊。笔名有沁茶等。著有：散文随

笔集《又回伊甸》、短篇小说集《归梦湖

边》、中短篇小说集《情事》、诗词集《趟火

的河流》、个人精选集《黄昏香起牵挂来》以

及长篇小说《活在纳粹之后》（又名《战

后》）。 

明月光  夏青青  德国  Duitsland  

 不知道为什么痴爱明月，不知道为什么痴恋月光。一轮明月，常萦绕心

头；满把清光，总占据心房。遥远的明月，切近的月光，让我欢喜，让我

忧伤。  

 墨蓝浩瀚的太空，一轮明月高悬天上。那么丰满，那么明亮，满

天星子黯然无光。那么皎洁，那么清凉，荷花低头注目泥塘。明月朗朗的

夜晚，仰望天上的月亮。多想走近呀，多想走近你的身旁。多想走近，看

清你的模样；多想走近，抚摸你的胸膛。可是你——，你总在遥不可及的

远方。多少个夜晚，痴痴把你仰望；多少个夜晚，暗暗为你神伤。我痴爱

的明月呀，为什么，为什么你总在遥远的地方？为什么，为什么重重阻隔

阻挡我对你的向往？渺渺河汉，茫茫穹苍，我该如何用双足丈量？没有道

路，没有桥梁，我该如何走到你的身旁？眺望天边，那绯红的桃林，可是

夸父失落的手杖？远望云海，那缥缈的白云，莫非嫦娥飘飘霓裳？  

  

夜深颙望，情系明月，千千心结，万种思量。  

 莫非，莫非你终于感受我的深情，莫非，莫非你终于体会我的渴

望，伸出手臂你抱我共舞徜徉，挥舞轻纱你送我远方飘荡。驾一叶小舟，

我们迎风破浪。插一双翅膀，我们乘风飞翔。扯一片白锦缎，你为我缝制

嫁装。采一朵红玫瑰，你为我簪在鬓旁。花丛中，曼舞轻歌，花瓣纷飞花

香流淌。小溪旁，琴声叮咚，高山流水地老天荒。  

 哦，月光！月光下高

歌，沉醉幻想；月光下曼舞，

且吟且狂。  

 无星无月的晚上，整

个世界混沌迷茫。哪里捕捉你

的身影，何处寻找你的方向？

无垠夜空，渺渺茫茫，你在何

处，你在何方？莫非你躲进轩

窗，倾听诗仙的吟唱？莫非你

翻越高山，追寻茱萸的清香？莫非你默默徘徊，徘徊在万水千山之外的家

乡？莫非你悄悄飘回，探访逝去的面庞？莫非你飞向未来，倾听明天的笑

声朗朗？  

  

明月潜形，我心怅惘。月光隐迹，我意彷徨。  

照耀吧，我心中的明月。归来吧，我梦里的月光。  

 

  作者简介 夏青青 ：����年移居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学硕士，德

国注册税务咨询师。欧华作协会员，德国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会员，著有

散文集《天涯芳草青青》 

   习 惯    文/小小叶子    德国  Duitsland  

习惯了在春天等待风信子 

在夏天与你促膝夜未央 

习惯了稻谷成熟的季节 

笑着笑着我们回到从前 

 

习惯了炊烟袅袅饭飘香 

儿时的味道成长的烦恼 

习惯了叶落又归根 

多少悲欢离合深藏在年轮   

习惯了的习惯 

它就成为永恒 

作者简介： 

叶莹，笔名叶子，网名小小叶 子。广东

省作家协会会员，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会员。自由写作者和绘画者。出版

作品有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儿童小说《会刻猫头鹰的男

孩》，儿童小说《天桂》（合集）等等。国妈》，儿童小说《会刻猫头鹰

的男孩》，儿童小说《天桂》（合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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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大家 乃至世界都在关注： 
   最近，中国表示，支持对新冠展开调查。但按西方媒体的总结，

中国是有两个前提的：一是，这个调查要在世界疫情结束后进行。二

是，这个调查要由世卫组织来安排。 

    西方媒体则质疑：ϭϮϮ个国家联合提出要由独立的专家团队来调查病

毒源，中国为什么反对？中国外交部的答复是：这个问题被曲解了。中国

也是这个ϭϮϮ个国家之一，是参与这个提议的；并没有说要由“独立专家团

队“来调查；由世卫组织安排这个调查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中国驻

英国大使刘晓明说：提出由独立专家来调查是别有意图的。 

   现在看来基本可以确定了：一，世界疫情结束后，会对病毒源

展开调查，二，这个调查将由世卫组织安排；三，这个调查不会

仅仅针对中国，而是面向全世界。就连澳大利亚总理都说了，不

能只对中国展开调查。  （选摘 《华商报》） 

 

5HFHQWO\��&KLQD�H[SUHVVHG�LWV�VXSSRUW�IRU�WKH�LQYHVWLJDWLRQ�
RI�WKH�QHZ�FURZQ��+RZHYHU��DFFRUGLQJ�WR�WKH�VXPPDU\�RI�WKH�
:HVWHUQ�PHGLD��&KLQD�KDV�WZR�SUHUHTXLVLWHV��)LUVW��WKLV�LQYHVWL�
JDWLRQ�VKRXOG�EH�FDUULHG�RXW�DIWHU�WKH�HQG�RI�WKH�ZRUOG�HSLGHPLF��
7KH�VHFRQG�LV�WKDW�WKH�VXUYH\�VKRXOG�EH�DUUDQJHG�E\�:+2� 
1RZ�LW�VHHPV�WKDW�LW�FDQ�EH�EDVLFDOO\�GHWHUPLQHG��ILUVW��DIWHU�WKH�
HQG�RI�WKH�ZRUOG�HSLGHPLF��DQ�LQYHVWLJDWLRQ�ZLOO�EH�FRQGXFWHG�RQ�
WKH�YLUXV�VRXUFH��VHFRQG��WKLV�LQYHVWLJDWLRQ�ZLOO�EH�DUUDQJHG�E\�
:+2��(YHQ�WKH�$XVWUDOLDQ�3ULPH�0LQLVWHU�KDV�VDLG�WKDW�LW�LV�QRW�
SRVVLEOH�WR�LQYHVWLJDWH�&KLQD�DORQH� 
��6HOHFWHG�H[FHUSWV�IURP��&KLQD�%XVLQHVV�'DLO\�� 
 

 

【七绝】开启窝模式  华山论剑 ��� 
�KŽƐƚĞŶƌŝũŬ 

 
   
陌上青红想是花，有心未许访天涯。 

故人三月如相问，我与春风宅在家。 

 

作者简介：华山论剑，原名孙超雄，����年

生人。乃旅居维也纳一介布衣。顶，在似谢非

谢之际，诗，夹半文半白之间。 

 

 刘瑛（德国）Duitsland 
 

今天 

你是世上最美的新娘 

我要用七色的光 

织成快乐的飘带 

让幸运永远眷顾着你   

 

今天 

你是世上最美的新娘 

我要用绚烂的花 

编成吉祥的彩环 

让健康永远陪伴着你 

 

今天 

你是世上最美的新娘 

我要从江河湖海中 

浓缩出精华 

让爱永远滋养着你 

 

今天 

你是世上最美的新娘 

所有的美好的祝愿 

都会成为现实 

我的女儿！ 
 

刘瑛简介： 

八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当过大学老师，报社记者。定居德国。大量作品

发表在国内外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出版了《刘瑛小说散文集》。 

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被收入"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同名

小说《不一样的太阳》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年在美国首映，同年入围

美国第��届FLQHTXHVW电影节、中美电影节、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平遥

国际电影节。 

 

五月的弧度 

 
文/梦娜（荷兰）Nederland 

 

风拐过一片原野 

五月才有弧度 

精神的弯钩 

才可挂住苍茫的故事 

星辰说，深耕一片土地 

一些破损愀然走失 

背景里的崩溃又翛然枯死 

但传说不是如此 

他向远方播种 

你又为收获升起黄昏 

而我只能越过崇山峻岭 

等待回归的黎明 

我知道还有一个时期 

有些说法总在循环 

如同后院的花 

开了一茬又一茬 

染上纷纷扰扰的碎片 

风卷着判断力 

一座城市的金色日子 

我宁愿你是雨 

洗刷松懈与盲目 

而时间，是一只蜘蛛 

默默织网的境界与意志 

庚子年的五月 

不一样的树丛、林木 

花簇、小溪 

因此，我必须把眼睛盯着绿色 

独自漫步在五月的异乡 
在阡陌的百花中 

描绘自然 

之后，我对星星庄严的宣誓 
用沉思为五月献礼 

��&RYLG-�����世界瘟疫�病毒源和抗疫 ���欧华文学 

作者简介： 

梦娜 0RQD（笔名）本

名 李民鸣 女旅荷华

人。 

曾做过专栏作家、签约

作家。诗歌、散文、随

笔、纪实、小说等散见

香港、台湾、内地、国

外报刊杂志。诗歌、散

文曾获奖。出版发行长

篇小说《飘梦秾华》，

出版发行散文、短、中

篇小说合集。出版发行

格律诗词合集。出版发

行现代诗歌合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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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读-意大利--北石的 诗 书 随感-���许梅 （德国）'XLWVODQG 

 北 石 的 诗 “砚池润墨有云烟，素笺落毫亦诗意”   

 

书海遗迹，留一份岁月之美， 

素宣遣墨，写一篇春秋之章。  

 或圆或方，或长或短， 

只守心中之美。  

  

墨香丛中买醉，笔尖之上拾趣， 

诗行远方，文本寻静。  

 或天马行空或小桥流水， 

把优雅与狂野伴留， 

将时光与人生欢笑。  

  

染岁月成美，让人生不孤， 

沉默了岁月，惊艳了人生。              北石 –诗 书 

 流年无恒，岁月亦老， 

笔尖赋情，墨海逐波。  

  

静狂间把人生做成廊腰缦回， 

檐牙高啄的向往， 

把岁月锻成素宣间的雅致。  

 览天地胸怀，汲山水眸间， 

方寸间尽呈喜怒哀乐， 

 

素宣上落墨恩爱情仇。  

 一笔一世界，一墨人生 
（诗 书 者 — 北石 ) 

 

   当翻开这篇“砚池润墨有

云烟，素笺落豪亦诗意”，北石老师的诗句里有晶莹剔透、微凉薄寒；有

叶舒枝展、胸怀锦绣；有明镜菩提、禅心执念；更有霜露在炊烟里暖出天

边一朵云的意愿和温婉… 

   这样的晨曦里，随意小窗半推，一袭清凉会直爽扑面，微香旋即入心沁

脾，就犹如他在气定神闲中点水植花、吐纳乾坤。我分明听到一淙山泉在

幽谷中浅吟低唱、缓缓流淌...此时，已无需雅煮咖啡品味甘苦，更不忙研

习茶道清修人生；唯愿在那一墨一诗的温度里清醒着，清醒看雾霭尘岚烟

消云散；清醒守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喜欢他的文笔，其实在云淡风轻的午后也会别有一番情致。最好街巷

行人不多不少；野上青麦波澜不惊；几只小鸟兀自在高架线上蓄力为下一

段旅程；几行思绪也扶着笔尖走走停停、随意采香扑影... 

《^ŽŵĞǁŚĞƌĞ�ŝŶ�dŝŵĞ—dŚĞ�ŽĚĞ》。。。 
    我之所以有这种感受，犹如与老师在紫陌里，那份揽天地共享一曲

《清平乐》就最能打动风景和我了：只听筝弦鸣开，音符颤动，”垄间蝶

舞”出朝代，“偶鸟啾啾”出长歌，“骊山烟袅”怡远不懈…“金城千里

帝王隐”，“红叶浅醉写春意”...这悠长深邃的旋律、弹性舒缓的节奏，

恰似老师挥洒不尽的千古春秋 ，又似收藏不完的静好岁月；无论《西安怀

古》抑或《夏莲荷韵》都会令人恍惚不解：吾身在何处醉停歇？ 

   从他的文笔中，偶尔也能巧逢一场薄雨，好似那般淅淅沥沥、时断时

续、随云所遇 迭起烟雨迷离，的感受。读其字符，读其音律，读其姿态，

读其人生：在时间和空间里，渐渐读到了一个世界的弧度和距离；渐渐地

发现我们也在读着自己…              （                               

   时光不是生冷的机器，如果我们读懂了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并

非如此简单的排序；如果我们学会了争

取和放弃，那么每一个脚步都不会有留

白或空憾的记忆。。。 
   多年来北石老师除了诗文创作之

外，更有成就的是他的书法，尤其擅长

草书。 

       北石  原名 徐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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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生态》杂志社顾问委员会委员、浙江青

田县作家协会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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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龙右虎国际诗书画

研究会副主席、【名师名家名人坛】副

主编，【��世纪名人网】-书画名人专

栏主编、《国际诗书画交流网》副总

编、《华人文艺家大辞典》副主编。自

由撰稿人。  

 许梅，笔名网名：闲云一片，

汉语言文学专业，ϵϰ年定居德国。
文学创作以现代诗歌、古典格律诗

词及散文、杂评为主。出版个人诗

集《天边那一片闲云》，合集《丝

路琴音》、《相惜携日月同辉

处》，《海那边的足迹》等多部，

并多次在诗歌大赛中获奖。现为德国

RHD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德国北莱茵

云翼歌舞艺术交流协会会长，跨中欧作家

协会会员。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东坡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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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  王寿传 

王寿传，号南山松主人，男，一九五九年

生于山东临清，汉族，读于中国书协书法函授

班。自幼酷爱中国传统文化，研读古代碑帖；

临池不辍，博釆众长其作品既继承传统文化又

有创新并具有个人特色。其作品力透纸背、用

功精深，端庄厚重，形神兼备。并屡次在书法

大赛中获奖，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赞誉，作品

被社会各界人士收藏。现为：国家一级书法

师，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临清市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临清市书法研究会副会长。 

曾获Ā献给祖国，献给母亲Ā全国书画名家大

展金奖； 

人民日报社Ā金奖杯ā艺术名家大赛。 

 

读 艾青 的诗有感 ---  
 池莲子    ���������� 

纪念 艾青 诞辰  ϭϭϬ周年 

            

   多少年前， 读过艾青的著名代表作

《大堰河》，非常感人！，还记得最后

那几句；大堰河，我是吃你的奶长大

的，你的儿子，我敬你 爱你…  

    多少年过去了，今天我首先从中医

学的角度来解读诗文；人体是个小宇

宙，时时刻刻无不与那自然的大宇宙融

在一切；那就是诗人生活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

境的人文的关系，而形成并产生了诗人和他的

诗！ 

    但并非每一个人， 都能成为诗人！诗

人，必须具有独特的 灵 ，性 ，情 ， 即灵

感，悟性， 与情感及文化修养和底蕴；才能

与自然中的山水，河流，花草树木，森林原

野，，，及一切人与物； 其中包内涵历史悠

久的-中华民族的精髓文化和人类文明文化。 

    多少年（我移居荷兰将近ϰϬ）后， 再读

艾青的诗，仍然犹如当年那样使之亲切而感

动！而这次感动我的， 让我过目不忘的是他

的那首“桥” 

“,,, 

桥 是土地与土地的连接 

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 

桥 是船只与车辆点头致意的驿站 

桥 是乘客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 

，，， 

而我这些年来的生活和工作， 就是一座看

不见的桥#。所以我读他的诗作，有很多无言

的默契感！他的诗就是诗人的人格，素养及他

自己的“精 气 神 ” 在诗文中的再现！他人

已离去了， 而他的精气神，仍活跃在他留下

的诗文中， 给人感动，启发， 乃至震撼！ 

 # 我生活在荷兰人家庭（我先生是荷兰人）， 结

婚几十年和谐如初；我组织创办“彩虹中西文化交

流中心”， 一晃也已Ϯϲ年之多。 “彩虹”顾名思

义， 就是彩色的桥梁， 因为从ϮϬ世纪末到 ��世纪

的今天， 我们正生活在多彩多色，多元文化的社会

和时代！ 

   代向艾青夫人高瑛女士问好， 记得多年前在

“南京-周庄“国际诗人笔会”有过亲切的交谈。一

直留下深刻印象！ 

（写给“中国诗歌学会”有约） 

  

这就是杨振宁写的欧楷，意不意外！ 

     杨振宁的简介就不赘述了，他轰动国人除

了其傲人的科学贡献。而且从上世纪�Ϭ�年
代， 一直红到现在，整整ϲϬ余年。他轰动国

人除了其傲人

的科学贡献之

外，还有就是

他在ϴϮ岁迎娶

了Ϯϴ岁的姑

娘。    在这

些年里，据不

完全统计， 他

为中国协助或

者直接建立一

流物理实验室

60余座，为清

华大学和南开

大学义工筹建

约20亿美金的

科研经

费，，，等

等。而让人万

万没想到的

是，他还喜欢

书法， 

他的书

法，让

人看到

忍不住 

叫绝! 

杨振宁 

之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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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子的礼物 

（中国）殷贤华 小小说 �ŚŝŶĂ� 
 

 小燕子和哥哥姐姐、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他们把家安在悬崖峭壁的石缝里。饿了就吃

树林中的虫子，渴了就喝山涧的泉水。日子

虽然过得冷清平淡，但也非常安全舒适。 

这天，燕子爸和燕子妈要去拜访一起南迁的

好朋友，便嘱咐三个儿女在家好好待着，哪

儿也别去，小燕子和哥哥姐姐都点头答应

了。 

燕子爸和燕子妈刚走不久，小燕子便央求哥

哥姐姐带他到山下玩，燕子哥和燕子姐招架

不住，便带着小燕子往山下飞去。 

    山下是新建的工业园区，一排排厂房冲

天而起，非常漂亮。三只燕子一会儿飞到羽

绒厂，一会儿飞到饮料厂，一会儿飞到矸砖

厂，开心极了。 

“我们给爸爸妈妈各准备一份礼物，给爸爸

妈妈惊喜，好不好？”小燕子提议。“好，

好啊！”燕子哥和燕子姐附和道。 

几天后，燕子爸和燕子妈回到家，小燕子拿

出一对羽绒小枕头，得意而自豪地说：“爸

爸妈妈，这是我在山下羽绒厂为你们带回的

礼物，这样你们睡觉就更舒服了！” 

哪知道燕子爸和燕子妈摇摇头，生气地说：

“快丢掉快丢掉，山下羽绒厂用的原料全是

黑心棉，并且重金属严重超标，人使用后都

会得癌症，何况我们这些小动物？” 

燕子姐拿出一小瓶饮料，也得意而自豪地

说：“爸爸妈妈，这是我在山下饮料厂为您

们带回的礼物，你们口渴的话就喝一口

吧！” 

燕子爸和燕子妈摇头更厉害了，更加生气地

说：“快丢掉快丢掉，山下饮料厂用的原料

全是添加剂，味道虽美但有毒有害，厂里员

工都从来不喝自己生产的饮料，我们怎么敢

喝？” 

燕子爸和燕子妈忽然发现燕子哥不在，便追

问两个儿女。小燕子指着山下说：“哥哥正

在山下的工业园区为我们建造新家呢。” 

燕子爸和燕子妈一听脸色大变，吼道：“乱

弹琴！山下新修的工业园区厂房，材料全部

来自豆腐矸砖厂生产的豆腐牌矸砖，比豆腐

还酥软！在那里建造新家，这不是找死 

快，赶快把燕子哥叫回来！四只燕子像箭一

样，急急地向山下飞去…… 
 

五月的画框 文/惠子（四川）China 
五月的风 

带着飞鸟的翅膀 

从此岸到彼岸 

简洁的真实，轻盈而神秘 

 

落红将深情还给了春风 

犁铧，述说着泥土耕耘的故事 

用最深的爱，不顾一切 

抚慰农人疲惫的身影 

 

柔情与缠绵 

将大地的梦一个个拆解 

倔强的种子再次醒来 

疯长在故乡的田地 

淹没了我眷恋的座座村庄 

 

五月的画框里 

风抚过每一个爱的细节 

秧苗试探着土地的深度 

流动的眸光与葱笼 

一起摇曳…… 

 
��������� 

 

作者简介：涂惠，笔名：惠子、

阿惠，女，汉族，四川中江人，

����年生人。就职于四川省德阳

市统战部。作品散见于《人民日

报》《诗刊》《诗歌月刊》《世

界诗刊》《中国散文诗》《青年

作家》等中外报刊杂志，获奖若

干 

 

春天在口罩里盛开 
  文/龙威  （中国）China 

让我们紧紧拥抱爱情 

让我的热血温暖你 

隔离与不舍，在我的体温里 

正如所有的爱情一样 

相伴彼此的生命与希望 

 

亲爱的，擦去思念的泪 

给我一个微笑的眼神 

给我一个坚定的鼓励 

给我一个隔着玻璃的吻 

 

口罩也能孕育春天的蓓蕾 

口罩也能绽放春天的芬芳 

会有遍野红玫，满山杜鹃 

盛开在彼此的

心房 

 

龙威，湖南

耒阳人，现

居广东中

山。系中国

诗歌学会会

员、中国中

医药学会会

员、中国中

医药教育协

会会员、中

国诗歌春晚

耒阳会场总策划、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

山市诗歌学会理事顾问。出版专著七部。 

   

台湾 著名诗人 方明 （WDLZDQ� 
����月���在政治大學文學院，方明先生应邀

为��位學碩士班 并獲文學獎的學生，講

述創作經驗，演講不對外開放，只有几

位教授及學生 ，讲述两小时，仍意猶

未盡( 因防疫，演讲中心 關門)。 
前排右一 �方 明 

,QWHUQDWLRQDOH�&KLQHVH�/LWHUDWXXU�-� 国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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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UXLGHQ�	�*H]RQGKHLG�-�最常见的中医保健 中药 

    常见 中草药  用途须知 

 
1、麻黄:发汗解表之要药，亦为治肺气壅
遏所致喘咳之要药。 
2、生姜:“呕家之圣药”。 
 3、防风:为风药中较为驯良之品，以风邪
所致之隐诊瘙痒最为常用，为治风湿痹痛
之常用药。为治风之通用药。 
4、白芷:为治鼻渊之常用药，为外科常用
药。 

5，细辛:为治鼻渊之良药。 

6，辛夷:为治鼻渊头痛、鼻塞流涕之要
药。 

7，蒲公英:为治乳痈之要药。(paardenbloem) 

8，牛蒡子:为治风热表证，或温病初起，
发热，咽喉肿痛者所常用。 

9，柴胡:为治少阳证之要药，为治肝郁气
滞之要药。 

10，升麻:为清热解毒之良药，为升阳举陷
之要药。 
11、葛根:为治热病口渴、消渴之常用品。 
12、石膏:为清气分实热之要药。 
13、栀子:为治热病心烦，躁扰不宁之要
药。 
14、夏枯草:既是治肝热目赤肿痛，头痛眩
晕之常品，又为治目珠疼痛之良药。 
15、决明子:为治目疾之要药。 
16、黄芩:为治肺热咳嗽之要药。 
17、黄连:为治湿热泻痢之良药。 

18、金银花:为治疮痈
要药，是治疗风热表
证、温病初起之常用
药。(Zilverbloem) 

19、连翘:为治热毒疮痈之要药，有“疮家
圣药”之称。 
20、野菊花:为治热毒疮痈之要药。 

21、鱼腥草:为治肺痈吐脓，肺热咳嗽之要
药，亦   为外痈之常用之品。 

22、薄荷:为疏散风热之常用药。 
 

健康 保健  专业医生忠告 

1. Hematologie: verf uw haar niet 
vaak  
2. Oncologie: eet geen beschimmeld 
voedsel 
3. Dermatologie: niet te vaak bleken 
en exfoliëren (scrubben) 
4. Cardiologie: niet te krachtig trai-
nen bij verkoudheid 
5. Endocrinologie: eet niet onregel-
matig voedsel en neem rust  
6. Nefrologie: houdt urine niet te 
lang op 
7. Oogheelkunde: draag een zonne-
bril op een zonnige dag  
8. Otolaryngologie: open het raam 
niet als de snelheid hoog is (KNO) 
9. Stomatologie: open geen fles e.a. 
met de tanden  
10. Kindergeneeskunde: geef kin-
deren niet te vroeg vast voedsel 
11. Orthopedie: zit niet op zachte 
banken  

12. Luchtwegen: overdrijf de interi-
eurdecoratie niet (verven, geurtjes) 
13. verloskunde en gynaecologie: 
hygiëne gebruik geen hotelhanddoe-
ken en badkuipen van een ander 

14. gastro-enterologie: 
drink geen te sterke thee 
15. zelfapotheker: meng 
geen medicijnen tegen ver-
koudheid 
16. Urologie: eet niet te 
vaak te laat een avond-
maal of hete pot (BBQ) 
  
-LQJ�/LDQ�,QVWUXFWLHILOP�
SMHV� 
 
'H�DIJHORSHQ�PDDQGHQ�]LMQ��
QDPHQV�6WLFKWLQJ�&DL�+RQJ��
HQ�-LQJ�/LDQ�7DL�&KL�

6FKRRO，]LMQ�%HUU\�HQ�0DULD�
DFWLHI�EH]LJ�JHZHHVW�PHW�KHW�
ILOPHQ�YDQ�YHUVFKLOOHQGH�RQ�
GHUGHOHQ�YDQ�GH�OHVVWRI��$DQ�
ERG�NRPHQ�R�D��GH�EDVLV�
VWDQG�*RQJ�%X��ERRJVWDQG���
%RUVWHO�GH�.QLH�HQ�-LDQ��KHW�
]ZDDUG���9RRU�GH�FXUVLVWHQ�LV�
GLW�HHQ�PRJHOLMNKHLG�RP�UXV�
WLJ�WKXLV�WH�NLMNHQ�QDDU�KHW�
JHHQ�]H�ZLOOHQ�OHUHQ�HQ�KHW�
GDQ�VWDSVJHZLMV�WH�NXQQHQ�
EHRHIHQHQ�� 
(U�LV�JHILOPG�LQ�GH�YULMH�QD�
WXXU�PHW�GH�YHUVFKLOOHQGH�

HOHPHQWHQ�ZDDURQGHU�YRJHO]DQJ��ZLQG�
HQ�GH�]RQ�PHW�ELMSDVVHQGH�VFKDGXZ�� 
:LM�ZHQVHQ�GH�FXUVLVWHQ�YHHO�SOH]LHU�
PHW�KHW�EHRHIHQHQ�HQ�EHNLMNHQ�YDQ�GH�
LQVWUXFWLHILOPSMHV��5HJHOPDWLJ�]DO�HU�RS�
GH�VLWH�QLHXZ�VWRI�JHSODDWVW�ZRUGHQ��
+HE�MH�VXJJHVWLHV�RI�YUDJHQ�ODDW�KHW�
RQV�ZHWHQ� 
9HHO�SOH]LHU�����+HW�GRFHQWHQWHDP� 

 
��IRWR�YDQ�%HUU\�HQ�0DULD���)RWR�$VWULG 
-LQJ�/LDQ�7DL�&KL�6FKRRO��=HHODQ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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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 Jinxing, een afstammeling van Qu Yuan, organisator Spring Festival Gala — 屈原后裔 屈金星 

今天：波澜壮阔的大潮激荡 
   屈原墓的春草 

   又绽放一季清凉 

   洞庭湖的棹歌 

   又唱出了未来的响亮 

        

   今夜 

   我在秭归里歌唱 

   在历史的泪痕里忧伤 

   在时代的笑靥里徜徉 

        

   今夜 

   我在溆浦歌唱 

   在沅江碧波里泛舟 

   浩渺洞庭缠绵了潇湘 

        

   今夜 

   我在汨罗歌唱 

   楚天辽阔群星璀璨 

   万山葱茏大地苍茫 

        

   今夜 

   我在长城下歌唱 

   我在多瑙河畔歌唱 

   我在太平洋彼岸歌唱 

        

   自由女神和巫山神女 

   裙袂共飞扬 

   涅槃的凤凰在飞翔 

   豹变的雷霆在闪亮 

   乐平里 

   正孕育中国诗歌第一村庄 

   矗立五百年的骚坛 

   永远放射风骚的光芒 

        

   屈家村的橘树 

   硕果累累啊 

   你的后裔栽种的橘子 

   高风可楷《橘颂》流芳 

        

   三峡大坝横断楚江 

   巫山神女云雨高唐 

   凤凰山驮着屈原祠飞翔 

   九畹溪漂来妩媚的风光 

        

   秭归啊秭归 

   你是长江的心脏 

   橘子的温床 

   诗神的故乡 

       

   长株潭璀璨了洞庭 

   大武汉磅礴了荆江 

   你曾经流放的云梦 

   云蒸霞蔚万千气象 

        

   湖南的辣子 

   辣出了两眼春江 

   荆楚的大鹏 

   冲破了九重云幛 

       

   银鹰洞穿碧空 

   动车呼啸沧桑 

   伊妹儿放射炫目的异彩 

   云计算卷来拍岸的涛响 

        

   而今，浩浩长江千帆竞发 

   拍岸惊涛大潮滂滂 

   莽莽神州罡风奔流 

  ���簇新的时代霹雳震荡 

 

尾声：寿比天地与宇宙同光 

 屈原啊，你是我的前生 

 我是你的今世 

 炎黄是曾经的我们 

 我们是今天的炎黄 

        

 我和你有一个 

 穿越时空的对话 

 时间的碎片 

 缤纷成意象 

     

 我和你有一个 

 洞穿阴阳的对话 

 空间的隧道 

 奔流成长江 

        

 “屈原啊， 

 敲打着巫山千峰翡翠的键盘 

 我发给你一封伊妹儿 

 裙袂飞扬” 

        

 “金星啊， 

 飞翔于银河万顷无际的星涛 

 我托梦给你一个婵娟 

 仪态万方” 

        

 潺湲的溪流潺湲的音符 

 诗经的黄河 楚辞的长江 

 缤纷的花雨缤纷的意象 

 历史的巫山 文化的太行 

        

 诗蕊

里的夸

克 

 夸克

里的光

芒 

 光芒

里的理

想 

 理想

里的忧

伤 

        

 我44你的荷花 
 你伊妹儿我的丁香 

 我谷歌你的湘夫人 

 你百度我的黑姑娘 

     

 文狸与赤豹奔跑 

 山鬼和03�对唱 
 伊妹儿比翼缪斯 

 云计算解构沧桑 

        

 有少坎德拉的光芒 

 照耀寰宇 

 有多少帕斯卡的压强 

 刺穿肝脏 

        

 有多少流量的泪河 

 汹涌在民族的脸庞 

 有多少分贝的呐喊 

 震响在人类的心房 

        

 我和你一起徜徉 

 我们涉过洞庭涉过长江 

 登昆仑兮四望 

 心飞扬兮浩荡 

       

 小小寰宇 

 只是弹丸一握 

 煌煌都市 

 只是蕞尔小庄 

        

 《甘石星经》宣告 

 你和甘德石申一起星际拓荒 

 《天问》作证 

�你是首班飞向星海的宇航船长 

        

 驾青虬兮骖白螭 

 我和你以第九宇宙速度飞翔 

 我们飞过太阳系 

 掠过河外星系的光芒 

        

 屈原和荷马在星海之湄纵论诗歌 

 宙斯和玉皇在凌霄宝殿畅谈理想 

 老子的青牛和如来的白象并驾齐驱 

 庄子的鲲鹏与雪莱的云雀比翼双翔 

        

 我们升华历史 

 拔节时光 

 在恢弘的宇宙坐标系下 

 重新寻找人类未来的方向 

      

 谁说氧是健康之本 

 我呼吸氮气照样啸傲浩荡 

 谁说水是生命之源 

 我豪饮岩浆同样熔铸脊梁 

        

 古往和今来必然贯通 

 你我和李白将一起豪饮北斗星光 

 星海和脑海必然联网 

 你我和霍金一起破译黑洞的思想 

        

 当诗歌的光芒照耀哲学的沧桑 

 当历史的斑驳激射未来的灵光 

 你我心灵的内夸克和身体的外宇宙 

 都——是——光——芒—— 

作者：屈金星 

屈金星 简介 

 屈金星，屈原后裔，中国诗歌春晚

发起人、策划人，系北京资深媒体

人，文化策划人、诗人、辞赋家、中

华新辞赋运动发起人之一，中华文化

财富联盟发起人、执行主席。本科就

读于中国矿业大学采矿系，开采煤

矿；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

研究院，开采“文化金矿”。 

    有12年新闻记者生涯，新闻作品

入选高校新闻系教材。其报告文学、

通讯被报送胡锦涛、吴邦国、温家

宝、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吴邦

国同志曾对其关于大同煤矿集团、兖

矿集团的系列报道作出重要批示。在

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屈金星打出“全

国矿工向总理问好”标语，反映全国

矿工心声，受到温家宝同志的肯定。

出版两部近百万字的通讯及报告文学

作品集《永远的黄河》、《丰碑•脊

梁》。另出版有《屈金星诗歌辞赋

集》、《开封颂》等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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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歌春晚 总策划人-屈原后裔-��屈金星    

屈金星-他与屈原 同一个 DNA 

    近年来，转型从事文化创意产业，致

力于推介辐射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大坐

标系下寻找当代中国的壮丽定位。发起中

华文化财富联盟暨中华文化财富高峰论

坛，并提出“文化即财富、创意即资

本”、“让有文化者有财富，有财富者有

文化，做文化和财富的双重贵族”的理

念，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及媒体的关

注。屈金星还参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

博会、广州亚运会、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等相关的文化策划。 

2015年端午，策划推出了以“书香中国 诗意

端午”为主题的屈金星重走屈原诗歌辞赋之旅

大型文化公益活动，新华社、中新社两次播

发通稿。6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

闻直播间》栏目以《屈金星：诗歌之旅祭诵屈

原》为题作专题报道。 

2015年4月17日，《光明日报》刊发屈金星特

邀余光中创作长诗《卢舍那》颂龙门，一时洛阳纸

贵。拟将此诗策划为首部诗电影。2015年，策划

《中国梦•和平颂》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诗

歌朗诵会。2015年2月11日，在京策划发起

“2015首届中国诗歌春节联欢晚会”。 2014

年，策划“回梦大河•寻根中原——余光中、汪

国真诗歌之旅”，同时策划“2014中国(开封)宋

韵端午诗会”，使清明上河园客流激增，成为

“诗歌营销”、“诗歌旅游”的第一案例。2012年

端午节期间，河南卫视《知根知底》栏目“寻找

屈原后裔”节目曾对其进行专题报道。 

    2011年，屈金星、张艳丽应邀创作《小浪

底赋》,立巨碑于黄河小浪底大坝。主创《安阳新

城赋》、《大同煤矿赋》、《雄鹰赋》、《铁峰煤业

赋》、《灵璧赋》等辞赋，并立碑于全国各地。主

创《屈原颂》、《广州颂》、《上海新赋》等长篇抒

情诗及散文。主创中国首部城市抒情史诗《开封

颂》。目前，正应邀创作《沈阳颂》。诗曾获全国

二等奖。现代诗《煤啊，我的情人我的黑姑娘》在

中央电视台晚会上多次播出。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电视台等数百家媒体曾对其及策划活动

进行报道。                                                       

4X�-LQ[LQJ� 
 
(HQ�DIVWDPPHOLQJ��'1$��YDQ�4X�<X�
DQ��LV�GH�SURPRWRU�HQ�SODQQHU�YDQ�KHW�&KLQHVH�
SRs]LH�6SULQJ�)HVWLYDO�*DOD�+LM�LV�HHQ�VHQLRU�
PHGLD�SHUVRRQ�LQ�%HLMLQJ��HHQ�FXOWXUHOH�SODQQHU��
GLFKWHU��FLIX-LVW�HQ�HHQ�YDQ�GH�RSULFKWHUV�YDQ�GH�
&KLQD�1HZ�&LIX�0RYHPHQW��+LM�LV�EHWURNNHQ�ELM�
GH�PLMQERXZDIGHOLQJ�YDQ�GH�&KLQHVH�8QLYHUVL�
WHLW�YRRU�0LMQERXZ�HQ�7HFKQRORJLH��VWHHQNRRO�
ZLQQLQJ�HQ�KHW�,QVWLWXXW�YRRU�&XOWXUHOH�,QGXVWULH�
YDQ�GH�8QLYHUVLWHLW�YDQ�3HNLQJ��DIGHOLQJ�PLMQ�
ERXZ��FXOWXUHOH�JRXGPLMQ�� 
 
,Q�GH�DIJHORSHQ�MDUHQ�LV�KHW�JHWUDQVIRUPHHUG�LQ�
HHQ�FXOWXUHOH�HQ�FUHDWLHYH�LQGXVWULH��WRHJHZLMG�
DDQ�KHW�SURPRWHQ�YDQ�GH�VWUDOHQGH�&KLQHVH�
FXOWXXU�HQ�RS�]RHN�QDDU�GH�SUDFKWLJH�SRVLWLRQH�
ULQJ�YDQ�KHW�KHGHQGDDJVH�&KLQD�LQ�GH�PHQVHOLM�
NH�EHVFKDYLQJ��+LM�ODQFHHUGH�GH�&KLQHVH�&XOWX�
UDO�:HDOWK�$OOLDQFH�HQ�KHW�&KLQHVH�&XOWXUDO�
:HDOWK�6XPPLW�)RUXP�HQ�VWHOGH�GH�FRQFHSWHQ�
�FXOWXXU�LV�ULMNGRP��FUHDWLYLWHLW�LV�NDSLWDDO��HQ�
�ODDW�GH�JHFXOWLYHHUGHQ�ULMNGRP�KHEEHQ��GH�
ULMNHQ�KHEEHQ�FXOWXXU�HQ�ZRUGHQ�GH�GXEEHOH�
DGHO�YDQ�FXOWXXU�HQ�ULMNGRP��YRRU��+HW�LV�DOJH�
PHHQ�HUNHQG�GRRU�GH�VDPHQOHYLQJ��4X�-LQ[LQJ�
QDP�RRN�GHHO�DDQ�FXOWXUHOH�SODQQLQJ�PHW�EH�
WUHNNLQJ�WRW�GH�2O\PSLVFKH�6SHOHQ�LQ�3HNLQJ��GH�
6KDQJKDL�:RUOG�([SR��GH�$]LDWLVFKH�6SHOHQ�LQ�
*XDQJ]KRX�HQ�GH�HUHGLHQVW�YRRU�+XDQJGL��GH�
*HOH�.HL]HU�� 
  

牢记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

作协九大开幕式上  一段讲话：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

历史使命。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奋力前进。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

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有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自强不息

的精神，有中国人民创新创造、开拓进取的

勇气，有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毅

力，中华民族在苦难和曲折中一步步走到今

天，必将在辉煌和奋斗中大踏步走向明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一定能够劈波斩浪

驶向光辉的彼岸. 

顾       问   方   铭   汪国真   雷抒雁 

策       划   屈万菊 

文学指导   北   塔   洪   烛  

创       作   屈金星 

朗       诵   瞿弦和   贾雨岚等 

主       办   中国屈原学会   中华屈氏宗亲会   中国煤矿文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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