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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国际中医药交

流会10月��日以视频在线方式 ，在马来西亚槟城举办。中 欧 

马 国际中医学术，业界人士 云上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后疫情

时代”及“大数据时代”中医药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槟城留华同学会会长陈焕仪告诉记者，此次会议邀请来自

中国、马来西亚、英国、捷克、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国的

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以视频方式与会，内容涵盖中医药在疫

情期间贡献、中医药在“后疫情时代”价值和未来、各国中医药

业交流合作、大数据时代中医药发展理念等。 

   国际中医药总商会代表刘成介绍，“大数据时代”早已来临并

运用于多学

科，希望借

由此次会

议，推动国

际中医药界

合作建立国

际中医药大

数据。“ 此

次会议由马

来西亚槟城

留华同学

会、槟城中

医师公会、国际中医药总商会等共同主办. 

     

欧洲华文笔会 -云上对话 Zoom Ontmoeting  

10月18日，欧洲华文笔会2020年第二次文学对话在Zoom云会

议平台上举行。主题：通过对厉雄诗歌作品的分析，探讨诗

歌意象使用中“度”的把握和取舍问题。 

笔会秘书长王晓露致辞并发言说：“我代表欧洲华文笔会欢

迎各位老师和朋友的到来。我们欧华文学笔会是个严肃的纯

文学团

体，会不

定期地在

线上或线

下举行一

系列的文

学对话，

旨在一起

研讨，相

互促进，

共同提

高。基于这一点，我们开研讨会也要避免只说正面的成就而

不谈反面的缺陷。所以不管是哪一次或是哪一个人的作品研

讨会，我们都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发表不带情绪性的各种立

场和观点。厉雄这几年来的进步有目共睹，值得我们在这里

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 尤其自维也纳“诗歌春晚”以来他

在欧华诗坛较活跃并热情积极，常见微坛诗作，他深感而

言：诗是疗伤，是安神，是抵达。它是高尚的、美丽的、令

人敬畏的。还有王晓璐， 洪瑜沁等：整个云会 ，连续3个

多小时， 参会者热情洋溢。EU Literatuur 1 /v G.  

Zoom Ontmo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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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点燃勇气和良知， 

 用笔墨抗拒遗忘和荒谬，

以人的力量托起 

（ -笔会）回归华语文学的

家园， 

抵达生命的完善 
(XURSHDQ�&KLQHVH�3(1����

$VVRFLDWLRQ 

 

那一场邂逅，开出奇异的花朵  

/L1D)DQJ  方丽娜（奥地利）2RVWHQULMN�  
        

������那是早春，我们几十个中国留学生，从德国各

地集结到慕尼黑，乘大巴去奥地利多瑙大学。由

德国巴伐利亚到奥地利的途中，天蓝得纯粹，蓝

得从容，相伴左右的阿尔卑斯山，连缀着深浅交

错的森林、草坪和房舍，在视野中若隐若现 

    第一次踏上奥地利，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多瑙

大学0%$的理论研修课，内心的兴奋不言而喻。

大约六个小时后，车子突然转了一个弯，在陡峭

的崖壁间盘旋而上，仿佛载着我们在云雾中升

腾。仰望窗外，一座银墙红顶的巴洛克式大教

堂，披着夕阳，雄踞山顶。拐角处的崖壁上惊现

出*|WWZHLJ，难道是上帝之路？我不由得屏住了

呼吸！  

  真没想到，校方为我们安排的酒店，是由一座

中世纪的修道院改建而成的。修道院的主楼，既

服务于本国神学，又承担着奥匈帝国时期皇室成

员狩猎时的行宫。皇帝弗兰兹·约瑟夫在山上狩

猎时，就曾下榻于此。主楼背后有一座狭长的学

生宿舍，雪洞似的墙壁，一尘不染的房间，是供

昔日那些研究神学、献身宗教以及隐修士居住

的。披着黑袍的嬷嬷，面色贞静的修女们，在走

廊里忙前忙后。   
   修道院似乎从未一下子接待过这么多的房客，

所有的房间都被我们撑满了，连同皇帝住过的那

间套房。套房果然是不同凡响，除了宽敞、雍

容，考究，镶嵌着大幅油画的陈列室里，悬着猎

装、来复枪和活灵活现的麋鹿标本。最耀眼的是

皇帝弗兰兹·约瑟和皇后伊丽莎白的巨幅画像。

一切都披挂着旧时风采，让我们对那个遥不可及

的帝国，充满了莫名的遐想。  

   次日清晨，沿长廊来到修道院的早餐厅。半敞

着的玻璃门外，是一个四角见方的观景台。举目

望去，层层叠叠的葡萄园，错落有致地铺展在远

远近近的山坡上。群峰峡谷之间，云雾缭绕，一

条清流，蓝波荡漾。是多瑙河！我意识到，并且

再往前，便是古城科瑞姆斯，我们的多瑙大学所

在地。  

   我的心立刻飞扬起来。却不知餐厅一角，有双

眼睛，正隔窗打量着阳台上的我。  

        回到餐厅，我下意识扫了一圈，除了几十个
中国学生外，在靠近墙角的位子上，坐着两个西

服革履的外国人。其中一位中年人站了起来，并

且不紧不慢地朝我走来。到了我跟前，他恭恭敬

敬地掏出名片，目光含笑地递过来，而后默不作

声地走开了。  

             邻桌的女生看到这一幕，笑道：呦呵，欧

洲绅士要和你交朋友吧？  
           
         我的脸一阵微热，低头细看名片上排列稠密

的德语。可惜那时，我的德语才学了点皮毛，对

于名片上的头衔，我一窍不通。只看得懂上面的

名字叫：:ROIJDQJ 6WHO]O。我手执名片回头扫视，

中年人含笑冲我点了点头。  

        缘分，让我们在当晚的多瑙大学校园里再次

邂逅。那是学校为中国学生举办的一场欢迎酒

会。我们这个班是该校吸收的第一批中国学子。

无数热情的目光里，夹杂着难以言说的好奇。在

几个端着高脚杯闲聊的外国人中间，我一眼认出

了他。还是那套深灰色西服，目光温润而谦和，

看到我的瞬间，他的棕色眉峰含蓄地挑了挑，那

感觉不是意外，也不是惊喜，而是一种意料之中

的坦然。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匆匆写下自己的(PDLO地

址，走上前递给了他。  

   修道院背后是一片开阔的庭院，斜坡上毛茸茸

的草，在白天的余温中弥散着丝丝腥味。有人在

草坪上闲散地走动，有人坐在教堂的台阶上，谛

听幽暗中的宁静。我沿着草坪朝山门方向走。远

远的，山脚下有个人在抽烟，背影似曾相识。他

手上的那截小红点，在夜幕下明明灭灭，恍如飘

荡的萤火。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牵引着我，一

步步朝那个人走去。然而，就在我即将接近那道

门时，室友阿玲喊了我一声，我立即收住脚，折

身回了宿舍。  

    夜间，淡弱的星光从窗前洒下，我在床上翻

来覆去，抽烟的人难道是他？  

   一周后，我们乘大巴返回德国。晨光乍现，我

们各自收拾好行囊，齐刷刷聚在山前，整装待

发。车子启动的瞬间，我从后视镜里一眼瞧见那

个熟悉的身影。还是那身西服，金色花格领带，

闪身跨入一辆宝马。那宝马一直尾随着我们，蜿

蜒而下，直到多瑙河边的岔路口。  

   

方丽娜简历: 祖籍河南商丘。奥地利多瑙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作家高研

班。著有小说集《夜蝴蝶》《蝴蝶飞过的村

庄》散文集《蓝色乡愁》《远方有诗意》。作

品常见于《北京文学》《人民文学》《作家》

《十月》《小说月报》等，代表作“蝴蝶三部

曲”。现任欧洲华文笔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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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欧洲华文笔会2020年第二

次文学对话在Zoom云会议平台上举行。主

题：通过对厉雄诗歌作品的分析，探讨诗歌

意象使用中“度”的把握和取舍问题。  
 欧陆时间下午两点四十分，主持人孙宽宣布

对话开始，首先由欧洲华文笔会秘书长王晓

露致辞。  
   王晓露说：“我代表欧洲华文笔会欢迎各

位老师和朋友的到来。我们欧华文学笔会是

个严肃的纯文学团体，会不定期地在线上或

线下举行一系列的文学对话，旨在一起研

讨，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基于这一点，我

们开研讨会也要避免只说正面的成就而不谈

反面的缺陷。所以不管是哪一次或是哪一个

人的作品研讨会，我们都欢迎大家踊跃发

言，发表不带情绪性的各种立场和观点。厉

雄这几年来的进步有目共睹，值得我们在这

里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 

    : 最后，欧洲华文笔会会长方丽娜做了

总结发言：从今天这场文学对话中，我看到

欧洲华文笔会的诗人们，以其令人信服的才

情和实力展现出应有的风采。厉雄诗歌创作

的心路历程、诗歌评论孙汉田的专业解析、

洪瑜沁文采斐然的艺术阐释、岩子和赵九皋

等诗人同行们的感悟与切磋，充分显示出我

们的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风格探索、哲学思

考和美学追求。 王晓露强调，这是一个严肃

的纯文学团体，要以高度专业和规范的态度

来对待文学。而厉雄提到自己写作时，不能

容忍一张白纸被玷污。以敬畏之心对待文

学，对待文字，正是欧洲华文笔会的宗旨，

也是我们的使命。主持人孙宽字正腔圆，张

弛有度；无垠声情并茂的朗诵，都为这场对

话增光添彩。接下来，我们将陆续推出“文

学对话”——散文、小说专题。欢迎有志于

纯文学创作的师友们继续关注，并从中受

益。 

 

王晓露 
西班牙伊比利

亚诗社社长，

丝绸之路国际

诗人联合会副

主席，欧洲华

文笔会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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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叶，落叶 

         岩子 （德国） YanZi  Duitsland 

   枫树的叶儿已落得个精光，灰砖地上最后一

片金黄被收进了绿色垃圾桶，一阵轻松由头向

脚，可以安安生生过冬了。 

在这个由六户人家围着，比一千四百平米还要宽

大的院落里，原本长着两棵枫树，五米左右高，

孪生姊妹似的，夏日蓬蓬勃勃，秋日金金灿灿，

煞是赏心悦目。惟一让人烦脑的是凋零的季候，

那没完没了、铺天盖地的落叶、落叶。 

三年前，两棵枫树不知染上了什么病，叶子锈迹

斑斑，萎萎靡靡，有些枝干干脆秃头秃脑，一叶

不挂。桔黄色的城管机动车，在我们院子里兜了

一圈，又兜了一圈，最后，把其中的一棵，离我

家较远的那棵给伐掉拉走了。记得我当时“恨”不

得我家门前的这一棵亦被诊断有不治之症，那

样，便可省去拾掇那没完没了，前仆后继的落

叶、落叶。 

每当这个季候，在院落左线中间地带总会出现一

位个头矮小，身体佝偻，头上顶着一块方巾，手

里拄着一把长柄扫帚——活脱一副哈尔茨山区橱

窗摊点四处可见的女巫形象的老太太，一副随时

随地不在伺机一网打尽从树上跑下来的不速之客

的架势。老太太叫盖特露特，独守一栋二层楼

房，老伴在我们搬来之前就去世了。老太太只有

一个儿子，住在离我们小城不远的一个名副其实

的小山沟沟Desloch。然而，难得见上一面，除

非圣诞节和老太太过生日。盖特露特基本属于那

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

么爱好，除了爱干净就是爱干净的妇道人家。如

果把德国家庭主妇推举为世界清洁卫生冠军，那

盖特露特则是当之无愧的冠军之冠军。 

 

盖特露特干净得把厨房都变成了摆设，她只热

饭，不烧饭，一年到头以面包、生菜，罐头为

生。在她的储藏室里，罐头摞罐头，齐刷刷的血

肠，肝肠之类，尽是些让你伸下舌头都会闹肚子

的东东。我不止一次被盖特露特骄傲地带着楼上

楼下地参观她的家当，橡木橱柜，银器瓷雕，新

铺的地板，时髦的厨房组装…… 角角落落瓦亮锃

光，一尘不染，就连前花园里，小石子也不见一

颗。自然，盖特露特的眼睛里也揉不进那一片

片，东窜西跳，四处调皮捣蛋的落叶，一旦被她

看到，必定毫不留情，横扫而光。而我，总是在

大批树叶袭击地面，盖特露特无法独当一面时，

方才出来助她一臂之力。 

 

也是在那三年之前，老太太开始犯起糊涂来，忘

记关门，忘记关火，忘记了干净，忘记了别人是

谁、自己是谁。一场水灾之后，盖特露特被儿子

儿媳接走了。此后的三年，院里没有人再整天哨

兵似的守卫着大院的洁净，而我也顺其自然地由

帮手上升为替补主攻。 

必须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乡下人，爱树木

却不爱落叶，爱花园却不爱野草。可话说出口，

又觉得并非十分准确。倘若那野草无须我去消

灭，那落叶无须我去收拢，我还是十分喜爱它们

的。确切地说，我不习惯“田间”劳动，恐慌无谓

地消耗生命。人生如此之白云苍狗过眼云烟，哪

里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

关紧要的鸡毛蒜皮之上。 

 

 

今年暮春，冷不丁收到老太太儿子发来讣告，盖

特露特去世了。下葬之前，三铲儿悼土之后，又

礼节性地跟逝者的儿子儿媳孙女一一握手致哀，

没想到竟被只见过几面的儿媳紧紧拥抱在怀里不

放，泪水登时不由自主盈眶而落。三年了，每当

落叶的季节，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位头顶方

巾，手持扫把，酷爱干净，活似哈尔茨山传说中

的女巫的老太太。 

岩子，女，本名赵岩。中国诗歌学会《与喜

欢的人一起读》栏目主持人。中德人文交流研究

中心《四季晨昏杂咏》专栏作者。《欧华文学》

副主编。现居德国。  

<DQ]L��KDDU�HFKWH�QDDP�LV�=KDR�<DQ��*DVW�
YURXZ�YDQ�GH�FROXPQ��/H]HQ�PHW�GHJHQH�GLH�
MH�OHXN�YLQGW���ELM�GH��&KLQHVH�3RHWU\�6RFLHW\��
'H�FROXPQLVW�YDQ�KHW��6RQJ�RI�WKH�)RXU�6HD�
VRQV��YDQ�KHW�6LQR-*HUPDQ�+XPDQLWLHV�([�
FKDQJH�5HVHDUFK�&HQWHU��=H�ZRRQW�LQ�'XLWV�
ODQG� 

《读欧洲》 有感   安静  维也纳 
���������������������������������$Q-LQ�–:HQHQ 

卡布奇诺     
 

把满腹心事与芬芳的小豆一同碾碎， 

溶于水 

便有了一杯深色的液体 

将素白的奶浆慢慢浇入， 

昨夜残存的胸中块垒也随之融化 
 

搅拌，打泡，拉花 

浪漫主义的迷雾从杯中冉冉升起 

映衬着塞纳河左岸的橘色霞光 

吹开绵密气泡上的橄榄枝和心形图案 

躁动的灵魂就可安放进去 

满室氤氲细碎的温情 

这是每日晨起不可或缺的救赎盛典 
 
古老橡木桌子纹理上的渍痕若隐若现 

犹然可见 

埃塞俄比亚高原烟尘滚滚 

阿拉伯大地金戈铁戟 

兵荒马乱送来了咖香阵阵 

抿一口，便穿越万里千年 

西方文化史在唇齿间苦涩绵延 
 

咖啡馆飘满缪斯的飞吻 

普希金磨剑霍霍，准备决斗 

海顿惊愕的表情僵在曲中 

萨特和波伏娃躲于一隅 

情意绵绵，高谈阔论 

海明威一脚踢开了门槛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伺机而出 

扑面而来的，是克林姆特的华丽金粉 
 
一勺砂糖投入波涛暗涌的杯盏 

引发了隆重的棕色讨论 

蒸腾出哲学思辨复杂的泡沫 

如星星沉浮于暗夜的起落高低 

在宇宙的脊背上璀璨生辉 
 

但这古铜的光芒 

却让我想起一个叫陆羽的东方圣人 

他气定神闲，始终引领着深褐的风尚 
 
««««««««««« 

«爱琴海的黄昏 

金苹果从天而降 

帕里斯王子捧起高脚杯， 

神移心荡 

海伦含情脉脉啜饮 

琼汁玉浆 

 

腮上胭脂灿若秋叶， 

丹唇溢出阵阵醇香 

氤氲在海天之间 

整个斯巴达迷离醺然  
阿喀琉斯怒发冲冠， 

 

挥手砸烂这屈辱与情色之

瓴 

葡萄美酒喷薄而出， 

一泻万里 

裹挟着鲜血 

从希腊到小亚细亚赤浪滔滔 

燃烧着欲望与复仇的烈焰 

 

奥德修的木马酩酊大醉 

塞壬的歌声气若游丝 

荷马的诗篇被染得绯红 

青铜之光富丽辉煌 

 

孤悬天际的橘色残阳 

急速下坠 

似历史的弃妇 

似三缄其口的登徒子 

 

悲悯之泪，从雅典娜眉间落

下 

化作殷红的潮落潮涨 

守护城邦，千年不变 

 

作者简介 安静，本名颜向红，女，欧洲华文

笔会常务副会长，华东师大中文系硕士。现居奥

地利，从事文学编辑、评论和写作。发表文字约

100万字，获多项散文大奖，各类作品散见于国

内外华文报刊和文集，文学评论见于学术报刊

《外国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艺

报》《名作欣赏》《华文文学》及多种学报，出

版个人作品两本。  
 

$Q-LQ�� 
KDDU�HFKWH�QDDP�
<DQ�;LDQJKRQJ��
=H�LV�GH�XLWYRH�
UHQGH�YLFH-
SUHVLGHQW�YDQ�GH�
(XURSHDQ�&KLQH�
VH�3(1�$VVRFLD�
WLRQ�HQ�HHQ�
PHHVWHU�DDQ�GH�
&KLQHVH�DIGHOLQJ�
YDQ�GH�(DVW�
&KLQD�1RUPDO�
8QLYHUVLW\��1X�
ZRRQDFKWLJ�LQ�
2RVWHQULMN��
EH]LJ�PHW�OLWH�
UDLUH�UHGDFWLH��
NULWLHN�HQ�VFKULM�
YHQ��=H�KHHIW���
WZHH�HLJHQ�ZHUNHQ�
JHSXEOLFHHUG� 



1XPPHU�����QRYHPEHU�������SDJLQD�� 

 

�=KRX<L��7KH�%RRN�RI�&KDQJHV����初学周易   欧洲文学笔会 ((&3$�专栏 ��� 

读“易学”名家名句体会 

—带你 走进你国学-周易的课堂— 
对《周易》的仰慕崇敬，大概是自古读书人的共

同心理倾向。所谓“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

去已多时”，这是何等的高雅境界。     ——引自

《周易开讲》（张善文 著） 

崇敬《周易》，敬畏天地，是研读《周易》的必

须前提； 

倾心《周易》，长期不懈，是研读《周易》的必

需过程； 

感悟《周易》，安身立命，是研读     

 

《周易》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是源头的那一

泓清泉，它以奔涌不息的生命之水，汇成了悠悠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引自《易道主干》（张其

成 著） 

    《周易》是一本奇书，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符

号和文字组成的神秘典籍。《周易》是一本宝

典，它雄踞儒家“五经之首”，道家“三玄之一”，几

千年以来，被尊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大

道之源”《周易》是一本“华人世界永恒的经典”：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还没有哪一本书像

《周易》这样引起人们如此长久、普遍的兴趣；

在汉代尊《周易》为五经之首后，历代不少学

者，孜孜矻矻为之呕心沥血，探绩索隐，穷尽毕

生精力，为之注疏，为之释疑；在历史上逐步形

成的一套独特的专门学问——易学，这套学问对

于促进中华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题外话】： 

《周易》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面广泛，但归

结起来，还是要落实到人的立身决策上。特别是

像我们已经退休的人员来说，如何坚持学习、有

所爱好，如何锻炼身体、安度晚年，是一个绕不

过去的就在眼前的现实问题。我终于肯定了自己

退休生活的方向：学习《周易》是一种很不错选

择。“元亨利贞”，春夏秋冬，生老病死，……当你

明白了这些问题，人生豁然开朗了，毫无计较

了，幸福快乐了。” 

      

作者简介： 

施 志华 ，祖 籍温州市 ，毕业于南 京大学，

1 9 88 年 始 旅 居 奥 地 利 。 长 期 倾 心 于 《 周

易 》研读， 在“ 朋友网 站” 、“ 同 城网站” 、

《 华信报》 发表过多 篇介绍易学 基础知识

相 关文章， 著有《易 海滴水》。 现任奥地

利 周易文化 协会会长 、易学学习 班老师、

奥 地利工商 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 欧洲华文

笔 会 会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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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十大名画之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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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华文笔会）&KLQHVH�/LWHUDWXXU��(&3$�文学专栏  �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在德穆斯大师家中的音乐时光    作者常恺  

（维也纳）   Chang Kai,  Wenen 

�����世界级的钢琴大师约格尔·德穆斯教授（-RUJ

·'HPXV����-����）离开我们刚好一年多，六年

前的夏天，在他作客的情景，依然如在眼前，那

是一次极其难忘的艺术享受！ 

   八十六岁高龄的德穆斯教授住在萨尔兹堡湖

区的山顶上，一栋不起眼的老房子，被大片大片

的绿色草坪环绕，山脚下是碧波粼粼、白帆点点

的艾特湖，在这房子里他收藏了几十台近代音乐

巨匠的古琴名琴，被称为“钢琴历史博物馆”。

我和国内的几位音乐界朋友：中国演艺集团老总

张宇、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著名乐评家刘

雪枫、苏立华等，慕名而来，拜访大师，苏立华

事先与德穆斯教授约好了时间。 

 德穆斯教授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钢琴大

师之一，也是德奥钢琴乐派最权威的诠释者。他

与保罗·巴杜拉-斯柯达、弗雷德里希·古尔达

是同时代的三位奥地利著名钢琴演奏家，并称为

“维也纳学派三杰”。德穆斯出生在奥地利一个

音乐世家，母亲是小提琴家、父亲是音乐史教

授，他�岁开始学习钢琴，��岁进入维也纳音乐

学院，属于神童级别。��岁时那年，就在维也纳

著名的“金色大厅”（音乐之友大厦）内勃拉姆

斯音乐厅，举行了他的首演。 后来长达七十多

年的演奏生涯中，他在全世界举办过数以千场的

音乐会，并长期应邀参加各大国际音乐节（维也

纳、萨尔兹堡、卢采恩、米兰、伦敦、纽约、东

京、北京、上海等等），与众多指挥大师卡拉

扬、克利普斯、卡洛奇泽、克鲁依坦、萨瓦利施

和小泽征尔等合作，那些经典演奏已成为古典乐

坛的瑰宝。迄今为止，他的保留曲目多达���

首，录制了���多张&'、'9'，获得了无数国际

大奖。他被誉为“音乐界的活化石”，年近九十

仍在舞台演出，近几年每年都去中国。 

 那天下午他还要飞往意大利罗马，晚上

有一场音乐会，但他一点不着急，非常从容，很

热情的在家里接待我们。他这一生没有结婚，没

有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一直是独自生活，独

来独往。现在年事已高，有一个国际性的乐迷组

织，安排世界各地自愿者来他家照顾他的日常生

活，每人为期二个月。这也是一次亲近大师，感

悟学习的机会。那段时间轮值的，是一位来自香

港的乐迷，她给我们泡茶冲咖啡。 

   德穆斯教授的家有好多房间，满眼望

去都是古董文物，据说这栋房子的外墙

石刻和铜柄把手，都是从意大利运来的

文物。但因为房间里放了太多的各个年

代的古董钢琴，显得有点挤。德穆斯教

授非常亲切随和，他带着我们参观几个

房间，如数家珍地展示介绍一台又一台

如雷贯耳的古琴名琴。“这是舒伯特曾

经弹过的钢琴”，大师说着便坐下，揭

开琴盖，轻轻弹奏一首“小夜曲”，我

们瞬间屏住呼吸，聆听原汁原味的钢琴上，流淌

出舒伯特的血脉和音符……。一曲终了，大师抬

头问范竞马：“你唱一首"”  范竞马顿时有点

激动的不知所措，双手捂着心口说：“可以吗"��

大师。那就‘鳟鱼’吧”。范竞马知道，德穆斯

大师不仅是一位钢琴独奏大师，还是一位杰出的

钢琴伴奏大家，他几乎为十九世纪所有的世界著

名歌唱家担任过钢琴伴奏。于是在这台舒伯特曾

经使用过的钢琴上，德穆斯大师即兴伴奏，来自

中国的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用纯正的德语演唱一

首舒伯特的“鳟鱼”，歌词大意：“在明亮的小

河里面，有一条小鳟鱼， 快活的游来游去，像

箭儿一样。我站在小河岸旁，静静的朝它望，在

清清的河水里面，它游得多欢畅……”。 

    这一场绝对高端、独一无二的小型“音乐

会”，很自然地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在另一间古

色古香的大厅里，四壁挂满油画和古董水晶吊灯

壁灯，一边放着七八台形状各异的老式钢琴，大

师让我们都坐下，那几把巴洛克时代的古董沙发

椅，已经让我们开始时空穿越了。 

    只听大师在说，这台是贝多芬作曲用过的钢

琴，在大师娴熟灵动、魔幻一般的指尖，“致爱

丽丝”像一股清泉似的，在月光下奔涌而来，颤

动你的心扉……，这台是舒曼的钢琴，大师缓缓

的将爱意浓浓轻快活泼的“梦幻曲”挥洒在空

间…，这台是肖邦的琴，“降$大调华丽圆舞

曲”欢快跳跃舞姿优雅的气氛在大师指间转换速

度…，我的天呐���这是一场多么豪华的“音乐

会”，曲目顺序是由百年前的每位作曲家自己使

用过的钢琴年份构成。在每一个音符和每一台古

董钢琴的后面，都是一位音乐大师的灵魂在琴键

上跳跃� 

   虽然德穆斯教授的演奏不到半个小时，但与

我却是一次前所未有，非常奢侈的视听盛宴。一

位德穆斯大师的乐迷朋友曾经告诉我，德穆斯教

授就是一位“灵魂演奏家”，他的琴声指法几乎

没有烟火气，仿佛就是仙界飘来的声音，那么柔

和美妙，让你迷惑、让你陶醉，在你心灵深处引

发微颤。 

����������山林青翠，白云悠悠。我们流连漫步在德

穆斯大师的音乐世界里，欣赏参观他不惜代价从

全世界收购的历史名琴，他把自己所有的收入都

投放进去，打造他的“钢琴博物馆”。他自己物

质生活非常简单，他不会新科技、不用电脑、不

会开车、也不看电视，没有手机，和外部世界的

联系就是一台老式座机电话。就他而言，外面的

世界对他没有影响，功名利禄已经没有意义。唯

有音乐，才是他人生的全部！ 

   我在他家客

厅度过的这段已

成绝响的音乐时

光，恰如杜甫的

两句诗：此曲只

应天上有，人间

能得几回闻？ 
 简介常恺 奥地

利华人曾任《欧

华》杂志主编

《多瑙时报》社长，欧洲华人学会副理事长。现

为欧洲大型音乐文化活动策划人和组织者、奥中

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多瑙文化传媒董事长。����
年荣获维也纳市政府颁发“维也纳金质勋章” 

&KDQJ�.DL�ZRRQW�LQ�2RVWHQULMN��9RRUKHHQ�GH�KRRIG�
UHGDFWHXU�YDQ�KHW�WLMGVFKULIW��(XURSHDQ�&KLQD���
YRRU]LWWHU�YDQ�GH��'RQDX�7LPHV��HQ�GH�YLFH-
YRRU]LWWHU�YDQ�GH�(XURSHDQ�&KLQHVH�6RFLHW\��1X�LV�
KLM�YRRU]LWWHU�YDQ�GH�2RVWHQULMNV-&KLQHVH�&XOWXUHOH�
8LWZLVVHOLQJVYHUHQLJLQJ�HQ�GH�YRRU]LWWHU�YDQ�'RQDX�
&XOWXUDO�0HGLD��,Q������RQWYLQJ�KLM�GH��:HHQVH�
JRXGHQ�PHGDLOOH�� 

  

我就是我，一枚唐朝的骨头 文/厉雄（西班

牙） 
风从秦岭矮下来 

拍打鹰的骨架，苍鹰负重 

急急滑翔 

八百里秦川，罩在翼下 
 

大唐振臂高呼，数阕豪情 

从东到西，得意的文字逆流

而上 

铮铮黄土地 

一望无际，延伸龟裂的铁骨 
 

我是一枚遗落在黄土地里的

唐朝骨头 

钟情词语，细节处，执酒高歌 

进退有度 

岁月配英雄，看破绝美诗句 

执长剑，抚云海 
 

过天险，风高过月色 

知己二三，举大碗，行酒令，遥饮 

借东方月色，天生的才情 

在词语中夺路而生 

我就是我，漫过栅栏的我、 

作者简介 厉雄，浙江青田人，现居西班牙-马德里。

酷爱诗歌创作，诗作常见《诗刊》《星星》《扬子江》

《人民日报》《诗选刊》及海外报刊等。 

诗集《归来的雪》。 

/L�;LRQJ��JHERUHQ�LQ�4LQJWLDQ��=KHMLDQJ��ZRRQW�
PRPHQWHHO�LQ�0DGULG��6SDQMH��+LM�KRXGW�YDQ�SRs]LH�
FUHDWLH��]RDOV��3RHWU\�0DJD]LQH����6WDUV����<DQJW]H�
5LYHU����3HRSOH
V�'DLO\��HQ�EXLWHQODQGVH�NUDQWHQ��
3Rs]LHFROOHFWLH��7KH�5HWXUQLQJ�6Q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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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  第一次云会��(HUVW�=RRP�0HHWLQJ��&(9,����6SULQJ�)HVWLYDO�,QIR����� 

惜缘 

——献给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   第一次云会 

             Xi Yue   作者/昔月  Duitsland  
你我是空中的那朵云 

被风聚在了一起 

惜缘吧—— 

相拥在浩瀚的天际 

 

你我是漂泊的蒲公英 

随雨落到了西域 

惜缘吧—— 

相伴于欧罗巴大地 

 

你我是勤奋的中国人 

具有相同的基因 

惜缘吧—— 

穿梭在时代的网络里 

 

你我书写着悠久的汉字 

横竖撇捺很神奇 

惜缘吧—— 

不负手中的这支笔     

简介：昔月，现任中欧

文化作家协会副会长，

德国《华商报》专栏作

者，中华诗词学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里，著有散文

集《两乡情苑》和诗集《昔月短诗选》。亦是德国

环保义工和素食者。 

yŝĞzƵĞ�ŝƐ�ĚĞ�ǀŝĐĞƉƌĞƐŝĚĞŶƚ�ǀĂŶ�ĚĞ��ŚŝŶĂ-�ƵƌŽƉĞ�
tƌŝƚĞƌƐ��ƐƐŽĐŝĂƟŽŶ͕�ĞĞŶ�ĐŽůƵŵŶŝƐƚ�ǀŽŽƌ�ŚĞƚ��ŚŝŶĞƐĞ�
�ƵƐŝŶĞƐƐ�:ŽƵƌŶĂů͕�ĞŶ�ĚĞ�ĂƵƚĞƵƌ�ǀĂŶ�ƉŽģǌŝĞ�ĞŶ�ƉƌŽǌ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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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圣诞星 文/王雪妍  

 刚刚下午四点多钟，天已经全黑了。随着这一年

逐渐进入尾声，德国德累斯顿最著名的史特利泽圣

诞市场(Striezelmarkt)迎来了第579年的开业和兴

隆。这是德国最古老、最富盛名的圣诞市场，一座

座精致又古朴的小木屋整齐地排列在德累斯顿的老

广场上，里面出售着萨克森州传统的美食和手工艺

品。熠熠闪耀的灯光把平日里灰暗的广场装扮成星

星的海洋，广播里传来悦耳的德国圣诞歌曲做背景

“哦，圣诞树，哦，圣诞树，你如此中意我心。”

天空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飘起了小雪，晶莹剔透的

雪

花

伴

着

阵

阵

寒

风，在圣诞市场灯光的映照下摇摇摆摆地飘落下

来，密密麻麻连绵不断，好像要把世人都迷困在其

中似的。  

在这个流光溢彩的欧洲传统集市里，一个亚

洲女孩的面孔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林清雪正在一间

木屋里卖着首饰。这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女孩正透过窗

口，熟练地招呼着在小木屋前驻足的人，为他们介绍着台

子上摆出的镶嵌着各色宝石的银质戒指、项链、耳环。

“这个戒指上面的是月光石，乳白色的光泽非常搭配您

的气质。”说着，清雪把戒指套在面前一位高大的金发

德国女人的右手无名指上，“您看，多合适，简直就像

为您量身定制的。”这女人一边欣赏着厚实手掌上的宝

石荧光，一边脸含笑意地歪着头看着身边的男人。男人

耸耸肩膀不置可否，说：“挺好的，你要是喜欢就买下

来吧。”女人微笑着从肩上挎包里拿出一个女士钱包，

掏出两张欧元纸币付给清雪。“用我帮您把它包起来

吗？”清雪问道。“谢谢，不用了。”金发女人张开手

晃了晃那只月亮石戒指，然后挽着男人的手臂心满意足地

离开了。“欧洲的AA制还真是名不虚传啊！”清雪自言自

语道。  

小木屋前的顾客络绎不绝，清雪忙得不可开交。

她刚给一位德国老妇人带上祖母绿的耳环，又马上为几个

年轻的小姑娘介绍着紫水晶的项坠，一对情侣又走过来询

问着银手镯的价钱。这时，小木屋侧面的窄门打开了，老

板汤姆手端着三只玻璃杯走了进来，他身材高大魁梧，进

门时不得不低着头缩着身子，他的一头灰黄色的长发随意

地飘散着，配上他身上的粗布上衣和皮靴皮裤，看起来好

像中世纪时期的铁匠。跟在汤姆后面进来的贝蒂娜娇小可

人，厚厚的棉衣和绒帽把她裹得像一只小棕熊，她的耳朵

上、手上戴满了充满异域风情的银质首饰，好像一位热情

又神秘的吉普赛女郎，举手投足间透出的闪亮的首饰光芒

使她成为了这间小木屋的最佳代言人。“来，”贝蒂娜对

清雪说，“喝点热红酒暖暖身子。”清雪扭头冲着这两个

德国人说了一句：“好的，我这就来。”待她跟买下耳环

的老妇人告别后，这才端起热气腾腾的玻璃杯，紧紧握在

手里。虽然汤姆在小木屋里准备了一台电暖器，可是扑面

而来夹杂着雪粒的寒风还是让清雪不时地打着哆嗦，一口

热红酒下肚，她觉得好多了。  

  

一年前，清雪从德累斯顿大学顺利取得了硕士学

位毕业。她满心期待着在德国当白领的生活，可是

这样的生活始终没有到来。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

外国留学生毕业后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德国找工作，

如果在这一年半中找不到跟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就只能接受回国的命运。刚毕业时，清雪并没有把找

工作想的那么难，她一边漫不经心地投着简历，一边

打着小工赚些零花钱……可光阴如白驹过隙，直到寒

冷的冬日来临，清雪这才发现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

了，自己口袋里的积蓄也快花完了。她开始紧张起

来，甚至有些害怕，害怕自己就将这样两手空空地返

回家乡。经朋友介绍，她来到了圣诞市场上汤姆的

银饰店，在寒冷又忙碌的小木屋里卖首饰打工挣

钱。不过，这也并不是长久之计。未来在哪里，清

雪实在想象不出来。曾经坚信“努力就会有回报”

的她，开始不自觉地怀疑起自己来，然而比自我怀

疑更要命的，是此时她心底里那份没有目标的迷

茫，还有一种无可消解的孤寂。，，  
  

作者简介：王雪妍，北京人，八零后，传播学专业双

硕士，本科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德国德累斯顿理工

大学。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会员，德国萨克森州电影

协会会员，中国《出国》杂志特约记者、专栏作者，

德国《华商报》专栏作者，著有文集《易北河畔的留

学时光——一本真实的的德国留学手记》等另有文章

收录在《走近德国》、并多次在各类征文比赛中获

奖，现居德国。 
;XH\DQ�:DQJ�LV�HHQ�LQZRQHU�YDQ�%HLMLQJ�PHW�HHQ�
GXEEHOH�PDVWHU�LQ�&RPPXQLFDWLHZHWHQVFKDSSHQ��
=H�LV�DIJHVWXGHHUG�DDQ�GH�6RXWKZHVW�-LDRWRQJ�
8QLYHUVLW\, ZRRQW��LQ�'XLWVODQG��0HHUGHUH�OLWHUDL�
UH�ZHUNHQ� 
 

     

 

 

 

只为不平，

不为王 

王晓露- “猴王杯” 得奖诗作 

 

人们称他美猴王 

他却不知王为何物 

 

有七十二般变化 

有毁天灭地的本领 

能看清妖精原形 

却看不透人心 

不懂帝的尊严和王的荣耀 

不晓得排资论辈的重要 

凭一根金箍棒 

一身石头打造的骨头 

四海八荒纵横 

棒打天庭之上岁月静好的神仙 

棒打海底食着童男童女的龙王 

棒打化作人身的禽兽 

棒打借佛祖之名为害人间的妖魔 

棒打天下不平 

 

直到有一天 

他跟随唐三藏到了西天 

就像流亡的诗人回到了祖国 

 

没有猴王的世界 

显得平静而虚伪 

作者简介：王晓露， 
 

西班牙伊比利亚诗社社长，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

副主席，欧洲华文笔会秘书长 等。有诗歌发表 有关诗

刊和获奖，有诗集《远方的你》主编《中西诗典》。 

 
:DQJ�;LDR�/X� L V�VHFUHWDU L V�YDQ�GH�(XURSHDQ�
&KLQHVH�3(1�$VVRF LDW L RQ��+LM�ZRRQW� LQ�6SDQMH� 

在自由世界 

保持脑路清晰 

你我惜缘吧—— 

写出最美的诗篇和文集 

 

八年了—— 

来来往往，自由出进 

离去的，祝他好运 

留下的，我们彼此鼓励 

 

不受名利干扰 

探索生命的奥秘 

但愿岁月静好 

寻找快乐的生活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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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没有…国界的  池莲子 ChiLianzi  Nederland  荷兰 

诗是不分区域，洲域，国界的，因为诗是人类翱翔天空的心灵之鸟！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他们地理环境，宗教文化的各具不同；但，每一

个国家都有属于他们本民族的诗和超于本民族的诗文化。关键在于交流，

只要交流了，彼此了解了，理解了，就会彼此尊重了，友好往来了。交流

了，通融了，就会有发展！也就是通过交流，彼此的文化内涵或形式产生

了变化。只有变化才会有发展，周易有云“：易 则变也，变 则发展

也！”， 

    在东方-中国的唐诗宋词，至今还没人可以超越；在西方-英国莎士比亚

的十四行至今几乎也是如此。但他们是以不同文化背景为根基，而创作了

人类历史上共同的，不朽的文学艺术！！ 

     所以，我认为，诗和诗的艺术将随着人类发展的循坏规律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将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主

流的世纪，地球易渐渐地被称为一个“地球村”。现代化科学的发展，电

子，电脑超速科学，已把人类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办事有效率了，时间缩

短了，这就是一个见证！比如：坐飞机，我第一次去荷兰的时候用了��个

小时，现在只用�个小时。 欧洲 早已成欧共体，几乎没有边境的查检！这

就是时间缩短，距离拉近了……（比如，打电话，电脑通话，上网等

等……）这种新时代，新文化的信息发展，如果一点儿也没有体现在我们

诗中，我想我们的诗还是停留在��多年前的水平……无论你用如何华丽的

词藻，不接近生活的诗，是没有生命力的！ 

   诗 的内函，在于生活，生活的内涵在于文化根基，背景。诗要有哲

理，哲理的内涵来自于自然！“天人合一” 是中国道教， 天即自然，自

然和人是一个整体；宇宙无极 ！这和佛经中所说：“大千世界无穷无尽，

无边无量，非算数而知之，，，” 这道理是一样的。 

   诗要有美感，美的意境是真与善；这种真善美合一内涵就是诗的 灵

魂！这点在西方体现较明显。西方的诗，除了讲究一定韵律之外，就是在

“真善美”的基础上自由发挥，无论你从哪个角度！读之后无不令人寻

味！ 

当代西方著名诗人菲尔博斯曼（3KLO�%RVPDQ），他的诗就可以说是一个典

型的代表。他的不少诗属散文诗体。例 ：    

    做一个平凡的人（(HQYRXGLJ�PHQV�-

]LMQ）选自《=R�PDDU�YRRU�MRX》池莲子译 

    做一个平凡的人 

    向着广袤的天空   追赶不休的的太阳 

    朝着路边的小花   喜雨中蹦跳的孩子们 

    方向盘   潜力        爱   和    梦 

    知足的平凡人，笑靥写在脸上... 

                                                                                         

池莲子，荷兰中西文化文学艺术交流中心主

任， 作家诗人 。 《南荷华雨》主编                          

 

      （池莲子与菲尔.博斯曼 第三次会面）                              

������� 
 
�(HQYRXGLJ�PHQV��-�]LMQ� ����3KLO�%RVPDQ                                                          
 
���:HHV�HHQ�JHZRRQ�PHQV 
 2S�ZHJ�QDDU�GH�XLWJHVWUHNWH�KHPHO��DFKWHU�GH�HLQGHOR]H�]RQ�DDQ 
 2S�ZHJ�QDDU�GH�NOHLQH�EORHPHQ�DDQ�GH�NDQW�YDQ�GH�ZHJ�� 
 YUROLMNH�NLQGHUHQ�VSULQJHQG�LQ�GH�UHJHQ 
 6WXXUZLHO�SRWHQWLsOH�OLHIGH�HQ�GURRP 
 7HYUHGHQ�JHZRQH�PHQVHQ�PHW�HHQ�JOLPODFK�RS�KXQ�JH]LFKW� 

 

    西欧当代著名诗人3KLO�%RVPDQ（菲尔-博斯曼先生）居住-比利时。曾是一

位牧师，现在将近��高龄，仍在不断地写诗。他的足迹遍及几十个国家，大部分

是非洲，南美洲以及欧洲各国。他现居比利时，他的诗被翻译成��多个国家的语

种，并受各国各个阶层的欢迎。在十多年前，就被制成光盘，日历，电视定期朗

诵节目等等。 

      WangBin  Australia（澳洲） 

             喬遷之喜  �����婉冰  

   芳姑配偶早喪,，孤身攜帶一雙稚齡兒女，涉險飄洋。為了追求自由民

主而定居於現代「世外桃園」，處處草綠花繁的墨爾本。  

 個子略矮胖五官端正的她，

是典型良妻賢母，是世人認

同的所謂福相，使朋友們羡

慕。其艱辛奮力把兒女鞠育

成才，皆能就高薪要職。雖

然各已成家，仍視母親如寶

般，非常孝順。俗語說:  

「好兒不如好媳婦，好女不

及好女婿。」是足以為証。

超越耳順之年的芳姑，面上

總洋溢著歡樂笑容，讓幸福

呈現人前。  

 她忘掉辛勞疲累之苦，寂夜時、撫摸被歲月磨粗的雙掌，常感此生也沒有

半點遺憾，且滿足和無限安慰。默默回憶往昔，孩子孝順，是操勞半生的

超值補償，有人生夫復何求感。  

 女兒秋玉今秋轉換豪宅，夫婦和小叔共同合購。雖然僅是一家三口，卻購

置複式樓宇。六套睡房，皆設備美侖美奐。闊寬庭院，果樹花卉有序栽

植；除了游泳池外，另設八人按摩池。真是富貴迫人，氣派極為高尚。  

 芳姑與兒子江季光媳婦金蓮，帶著雙生孫兒子松和子強往祝賀。各處參觀

後，不停地讚嘆!季光招妹妹往露台輕聲交談:  

「 玉!媽堅決地要搬來和妳同住，說這倍大房屋怕妳難以照管。蓮和我曾

盡力挽留，但老人家一意孤行；連皮箱也帶來了，真是沒辦法呀! 媽的脾

氣總該了解。唉!」季光沒等妹妹應允，已回身叫妻子把車箱的行李，全搬

放二樓。  

  深夜松竹呼嘯，肥厚枇杷葉恣意拂、拍、撩撥，圍牆內的米蘭花頓被誘

引，以無限熱情待客，頻頻散發讓香氣透窗。寂靜中隱約風聲蟲鳴，恰巧

為芳姑的輕輕嘆息聲伴奏。新環境使她輾轉難安寢，不禁牽動愁緒。她彷

彿忽然覺醒，幸福已漸行漸遠，在遙遠不可及的彼岸。芳姑細心思量，畢

竟母女較易於相處；且更能包容，本性頗能隨遇而安的她，頓解愁懷。  

 輕步下樓，穿越會客室外的長廊，芳姑驟被主人房內隱約的語聲留駐:  

「真是對不起!沒想到哥哥會送來這份特別賀禮。不過也怪不得他，是媽自

己決定的。我想媽媽很難適應我們年青人生活習慣，住不久肯定又嚷著回

去了，請你弟弟別介意呀!肯定只是暫時性的、、、、、」  

女婿不高興聲音:「妳說，若妳媽不再搬回去怎麼辦? 、、、、」  

 「媽!這些年妳老人家太辛苦了，可恨我沒出息，一人支撐整個家未能盡

孝，不能使媽能夠過好日子。金蓮為人直爽，有口沒心常常惹媽生氣。幸

好玉妹能幹，職高且酬厚。豪宅寬大舒適，又有鐘點佣人做家務；把媽送

去享享清福，我便可安心了。請媽媽答允吧!也成全兒子一片孝心。若住不

習慣，慢慢再搬回來好嗎？」 芳姑反復思量兒女的話語，整夜默默向透簾

風聲哭訴，那輪皎潔月色，也表無限憐惜地洒落透窗瑩光，與燈光同撫孤

寂的慈母心靈。  

     

 作者简介婉冰，原名葉錦鴻，與夫君心水攜手文壇， 已出版四部著作，

現任「世界華文作家交 流協會」副會長、「墨爾本中華公學」文教 理

事。獲兩岸多項散文與微型小說文學 獎、維州總督頒「社會傑出服務

獎」，�����年獲墨爾本市市長頒「社區傑出貢獻獎」。 
       
             :DQJ�%LQ—<HMLQJ+RQJ��=H�KHHIW�YLHU�ERHNHQ�JHSXEOLFHHUG�
HQ�LV�PRPHQWHHO�YLFHYRRU]LWWHU�YDQ�GH�:RUOG�&KLQHVH�:ULWHUV�([FKDQ�
JH�$VVRFLDWLRQ�HQ�OLG�YDQ�GH�/LWHUDU\�DQG�(GXFDWLRQDO�&RXQFLO�YDQ�GH�
0HOERXUQH�&KLQHVH�3XEOLF�6FKRRO��=LM�RQWYLQJ�PHHUGHUH�SULM]HQ�YRRU�
KDDU�SUR]D-�HQ�PLFURILFWLH�OLWHUDWXXU��:RRQW�LQ�$XVWUDOLD��� 
                          

国际文学 专栏    ,QW�/LWHUDWXXU���3KLO�%RVPDQ 

&KL��GH�RQWPRHWLQJ�PHW�3KLO�%RVP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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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秋  专栏   （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 –助编）� 

 

国际文学 ,QW��/LWHUDWXXU��多元 共存 
       王露    /XOX�:DQJ 

王露露 简介：中荷双语作家，

《世界知识》专栏作家，欧中友

好协会顾问。出版了十五部 

中长篇荷兰文小说。����年北京

大学英语系研究生毕业。����年

她的中文处女作散文《眼睛》 

获得《散文》杂志的散文奖。

����年从北京来荷兰从事中文教

学。����年她的荷文处女作小说

《 

荷花戏台》出版，此书被以数十

种文字至少在世界��个国家出

版,。她得了

荷兰’金书

页’文学奖,

以及著名的国

际’1RQLQR¶�
文学奖。从此

开始了她创作

生涯。自从

����年起她建

立了自己的出版社－王露露出版

社, 專門出版她的中荷文的文學作

品。  

:DQJ�/XOX�LV�D�&KLQHVH-'XWFK�ELOLQJXDO�
ZULWHU��FROXPQLVW�IRU��:RUOG�
.QRZOHGJH���DQG�FRQVXOWDQW�RI�WKH�(8-
&KLQD�)ULHQGVKLS�$VVRFLDWLRQ��)LIWHHQ�
ERRNV�SXEOLVKHG�1RYHOW\�DQG�QRYHO�LQ�
'XWFK��*UDGXDWHG�IURP�WKH�(QJOLVK�
'HSDUWPHQW�RI�3HNLQJ�8QLYHUVLW\�LQ�
������,Q�������KHU�&KLQHVH�GHEXW�SURVH�
�(\HV��:RQ�WKH�3URVH�$ZDUG�RI��3URVH��

PDJD]LQH��,Q�������VKH�FDPH�WR�WKH�1HWKHUODQGV�WR�WHDFK�
&KLQHVH�IURP�%HLMLQJ��6LQFH�������VKH�KDV�HVWDEOLVKHG�KHU�RZQ�
SXEOLVKLQJ�KRXVH-:DQJ�/XOX�3XEOLVKLQJ�+RXVH�                            

 淑文的诗与画  

 （入海。画布 综合材料） 
 

   

 

 

 

 

 

 

  雨水都去了哪里 

想不出雨水都去了哪里 
水库的水位一低再低 
生活逐步拉响了警报，我知道 
这一年，不可以怠慢一滴水 

 

蒙尘的事物越来越多 
车子，窗户，屋顶的水槽 
可以劝说自己视而不见 
而日子让我越来越感到不适 
玻璃纤维的泳池有了潜在的缝隙 
水循环流动着时间的错觉 

零星的污泥堆积在池底 

绿苔飞檐走壁包超了周边 

 

落雨，落雨，落雨吧，这些天 
我都在安静的夜·里祈盼 
酣畅的雨似有灵犀，破晓时分 
如注而至 
雨后的彩虹映进蓝色的池水 
白云坠入碧绿的庄园 
入眼的一切让人舒服，美好得 
清清爽爽，不染纤尘 
 

好长一段时间放不下 
禁锢心头的忧虑，亏歉和纠结 
是不是也尚欠一场心灵的雨 
在这个冬季，落满 

 我们共同的海 

  淑文简介：淑文曾任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及编辑，现

居新西兰。��年开始发表散文，合著出版过儿童教育

丛书，近年来写诗绘画。作品散件于诗选刊、中国日

报、比利时诗意星系等国内外报刊杂志，中国诗歌比

赛中获过奖项，����年荣获罗马尼亚穆尼尔ā梅斯国

际文化艺术基金会颁发的成就证书，����年荣获意大

利圭多ā戈扎诺文学奖及公众阅读推荐。 

 
6KXZHQ��HHQ�YRRUPDOLJH�WY-SUHVHQWDWRU�HQ�
UHGDFWHXU��ZRRQW�QX�LQ�1LHXZ-=HHODQG��=H�
EHJRQ�PHW�KHW�SXEOLFHUHQ�YDQ�HVVD\V�LQ�������ZDV�
FR-DXWHXU�HQ�SXEOLFHHUGH�HGXFDWLHYH�VHULHV�YRRU�
NLQGHUHQ�HQ�VFKUHHI�GH�DIJHORSHQ�MDUHQ�SRs]LH�HQ�
VFKLOGHUW���,Q������ZRQ�]H�KHW�&HUWLILFDWH�RI�
$FKLHYHPHQW��XLWJHJHYHQ�GRRU�GH�5RHPHHQVH�
0XQLU�0HW]�,QWHUQDWLRQDO�&XOWXUH�DQG�$UW�)RXQ�
GDWLRQ��,Q������ZRQ�]H�GH�,WDOLDDQVH�*XLGR�*R]�
]DQR�/LWHUDLUH�3ULMV�HQ�DDQEHYHOLQJ�YRRU�RSHQEDUH�
OH]LQJ� 
 

游埃及之感—周道模 
      

车行红海观星海 

     

 从卢克索回红海，目光 
在红海洗澡，在沙山冒烟 
拍窗拉不住收光入眠的太阳 
繁星的海，汹涌窗外 
把我童年的迷恋抛还 
阿坝草原眨眼星光的美 
也跟踪而来，共聚红海 
星星闪烁成红海的彩鱼 
红海的鱼儿游荡着星光 
我在彩鱼和星光中奔驰 
我在漫游和幻想中游泳 
我的呼吸冒出红海鱼的咂水声 
我的梦幻泄漏红海繁星的辉光 
�在旅行车中迷醉 
�看见一颗亮星伸出手来 
��拉我，带我升入星群͙͙ 
�������������（ϮϬϭϳ͘ϭϮ͘Ϯϲ午ϭϮ͗ϬϬ于博友茶楼 ） 

    

 深入红海的梦境 
                          
美鱼翩翩起舞，在红海温暖的海水中 
���向我，从东方来埃及朝圣的寻美者，致意 

����我也翩翩起舞，在几十年的期望中 
����红海水草亦翩翩起舞，在海水的爱抚下 
�����珊瑚静思默想，辐射花枝的激情 
�����我的目光，被鱼儿的舞姿缭绕 
�����我的情思，被红海的阳光水播放 
�����我流逝的生命，被珊瑚举着 
�����我的梦想，被鱼儿悠闲地吐出 
�����鱼儿游近观光船，打量好奇的游人 
�����鱼儿贴近窗玻璃，想和我接吻 
�����我揉一揉眼，摸一摸肚 
�����������红海的明亮和妖娆流进了我的身体 

�����������当我抓住海鸥歌声冒出红海 
�����������当我继续在自然地球上漫游 
�����������我的呼吸会弥漫红海的梦境 
����������������������������������������������ϮϬϭϴ͘ϭ͘ϯϬ上午ϭϬ͗ϱϳ树林路 

周道模 简介：学诗ϯϬ余年，在国内外文学报刊上

发表汉语、英语翻译作品。 多次获过国内国际诗歌

奖文学奖等。出版汉语诗集Ϯ部、汉英双语诗集Ϯ部。

多次应邀参加世界诗人大会，及国际诗歌节等。汉英

双语诗歌ϴ次入选《中国诗选》，《世界诗选》，有

诗歌被翻译成ϭϬ余种外语发表。现为世界诗人大会终

生会员、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副秘书长、中国诗

歌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 
 
=KRX�'DR�0R�VWXGHHUW�DO�PHHU�GDQ����MDDU�
SRs]LH�HQ�SXEOLFHHUGH�LQ�GH�&KLQHVH�HQ�(QJHOVH�
WDDO�LQ�ELQQHQ-�HQ�
EXWHQODQGVH�OLW�
HUDLUH�NUDQWHQ��+LM�
KHHIW�YHOH�QDWLRQDOH�
HQ�LQWHUQDWLRQDOH�
SRs]LHSULM]HQ�HQ�
OLWHUDLUH�SULM]HQ�
JHZRQQHQ� 
 
     

 

 

 

  为无题而题  多多  Du Du –China  ( An  Hui) 

      �ŝĐŚƚĞƌƐ�͘ 
 万里奔行一执心，彤云掠耳走瑶岑。 

 置无情处蜷低调，迎上风头发啸吟。 

 止水未虚青白眼，极峰独抱雪霜襟。 

 悬丝不忆长江北，出指千山横碧琴。 

 

作者简介  胡宁，笔名多多。安徽合肥人，现居

北京。中华诗词学会青年部及女子诗词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培训中心高研班导师。

《中国当代散曲》杂志及多家省市诗词组织和刊

物顾问，两栖诗人，致力于古典文体的创作和研

究。 

 
+X�1LQJ��SVHXGRQLHP�'R�
GR��=H�NRPW�XLW�+HIHL��
SURYLQFLH�$QKXL��HQ�ZRRQW�
QX�LQ�3HNLQJ��=LM�LV�GH�DG�
MXQFW-GLUHFWHXU�YDQ�GH�
MHXJGDIGHOLQJ��=HHU�WRHJH�
ZLMG�DDQ�KHW�FUHsUHQ�HQ�
RQGHU]RHNHQ�YDQ�NODVVLHNH�
VWLMOHQ��(Q]� 

夫妻道场 

夫妻扮演 

男女双修 

永结同心 

活到老来 

学到老去。 

 

夫妻毕业 

中途惜别 

转校深造 

更上一楼。 

 

长相守 

亦学习 

中分袂 

也修行。 

 

何必恼 

中别离 

何必执 

白头守。 

 

天涯何处无道

场 

参禅就在无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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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有张吊网床 ��非马 (美国 )  

有了一张吊网床                             Fi Ma   �ŵĞƌŝĐĂŶ  
便满天阳光满眼清凉 
马雅人的甜梦 
在两棵绿树间摆荡 
 
有了一张吊网床 
便满城灯火满脸惊惶 
 
惧高者的噩梦 
在两栋摩天大楼间摆荡 
 
注：南美洲的马雅�;DĂǇĂͿ人至今仍喜欢睡在

吊网床上。 
      「愿你有张吊网床」是他们的日常问

候语。 
 
������+$9(�$�+$002&. 
                      E\�:LOOLDP�0DUU 
 
������������������%ULJKW�VXQVKLQH�DERYH� 
������������������FRRO�JUDVV�EHORZ 
 
������������������VZLQJLQJ�EHWZHHQ�WZR�WUHHV 
������������������D�VZHHW�0D\DQ�GUHDP 

 
�����������������'DUN�VN\�DERYH 
������������������D�VHD�RI�OLJKWV�EHORZ� 
 
������������������VZLQJLQJ�EHWZHHQ�WZR�VN\VFUDSHUV� 
������������������DQ�DFURSKREH¶V�QLJKWPDUH 

 
 
��������1RWH��7KH�0D\DQV�VWLOO�VOHHS�LQ�KDPPRFNV 

 EHWZHHQ�WZR�WUHHV����³+DYH�D�KDPPRFN´ 
 LV�WKHLU�GDLO\�JUHHWLQJ 

 

非马简介，英文名�:LOOLDP�0DUU，America 美国华裔诗人，共出版了��

本中英文诗集，一本汉英法三语诗集，两本英意双语诗集，�本译诗集，以

及�本散文集。另外他还编选了几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现代诗选。他的诗被译

成十多种语言，并被收入台湾、大陆、英国及德国等地的教材。c曾任伊利

诺州诗人协会会长。 

 
+H�KDV�SXEOLVKHG����FROOHFWLRQV�RI�&KLQHVH�DQG�(QJOLVK�SRHPV��+LV�
SRHPV�KDYH�EHHQ�WUDQVODWHG�LQWR�PRUH�WKDQ�WHQ�ODQJXDJHV�DQG�LQFOXGHG�
LQ�WHDFKLQJ�PDWHULDOV�LQ�PDQ\�FRXQWULHV��)RUPHU�3UHVLGHQW�RI�WKH�,OOL�
QRLV�3RHWV�$VVRFLDWLRQ�� 
 
 
艺术的异化   梁 元 （美  南加州） 

金属片刮墙的声音 

在你心里，一波接一波 

描述着刺耳的现实 

名气可以炒作 

任何不起眼的东西 

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 

唤起注意，变得著名 

 

发声也是一种符号 

符号学蕴藏的社会结构 

一开始并不那么明显 

但是最终会凸现                    

像一块石子砸中脑袋                  /LDQJ <DQ����$PHULFDQ              

使一个人内出血 

思维半身不遂                   

一个符号的能指 

变成一个人的所指 

这个符号便有了生命 

就像匹诺曹木偶 

被仙女吹了一口气 

就彻底改变了一生 

 
表达自己是一回事 

造成社会现象是另一回事 

也许同样一首诗 

在一些人眼中是艺术 

在另一些人眼中是噪音 

 

 

追求----星星与稻浪 
 文/ 嵇春声 （ 纽西兰）                      ChunSheng  Ji   New Zealand  
 

多少个夜里                                   

流连 

观看天上的星星 

多少次黄昏 

雀跃 

走在稻旁的田埂 

天上的星星 

带来 

深邃的想像 

田埂旁的水稻 

享受 

风翻稻浪的乐趣 

 

风霜经年 

星星依然闪烁 

田埂和水稻 记忆绵长 

而我 坐拥追求 

火花 持续碰撞 

虽知 星闪遥远 

体认 稻浪不在 

但是 

支撑的理由 

仍是那                                                   

尽头无穷的呼唤                          
                                                     作者简介；(Rickgee)嵇春聲 成長在台

灣，祖籍江蘇，長住紐西蘭奧克蘭，古詩詞和現代詩均通，擅長古詩詞吟

唱，現今擔任1=國學詩詞藝術協會創會會長，曾是台灣國際媒體俱樂部的

創（7)&&），也是紐西蘭資深的專欄作家，和全球詩人藝術家月刊總編輯。 
    :ULWHU��0U��-L�&KXQVKHQJ�JUHZ�XS�LQ�7DLZDQ��KLV�DQFHVWUDO�KRPH�LV�
LQ�-LDQJVX��DQG�KH�OLYHV�LQ�1HZ�=HDODQG��+H�LV�JRRG�DW�VLQJLQJ�DQFLHQW�
SRHWU\�DQG�LV�FXUUHQWO\�WKH�IRXQGLQJ�SUHVLGHQW�RI�WKH�1=�&KLQHVH�
3RHWU\�$UW�$VVRFLDWLRQ� 

国际 � 文学  诗 歌  ,QW��'LFKWHUV� 

   作者简介 

梁元：作品散见于诸多刊物和

诗选本。曾获诗歌奖。著有诗

集《四月的墙下》、《时间的

乡愁》、《原始角落》、《沉

默的颜色》、《抵达季节》、

《太阳车轮》、《冬夜的白罂

粟》、 6RIWHQLQJ。建有个人诗

歌网站《诗苑》。现居美国南

加州。 
/LDQJ�<XDQ��+LV�ZRUNV�DUH�
VFDWWHUHG�LQ�PDQ\�SXEOLFD�
WLRQV�DQG�SRHWU\�DQWKRORJLHV��
:RQ�D�SRHWU\�DZDUG��$XWKRU�
RI�SRHPV��8QGHU�WKH�:DOO�LQ�
$SULO����1RVWDOJLD�RI�7LPH���
6RIWHQLQJ��$�SHUVRQDO�SRHWU\�
ZHEVLWH��3RHWU\�*DUGHQ��KDV�
EHHQ�HVWDEOLVKHG��/LYLQJ�LQ�
6RXWKHUQ�&DOLIRUQLD 

:,(�6&+5,-)7�9225�216�((1�/(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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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学 ,QW��/LWHUDWXXU�HQ�&XOWXXU 
   梦江南·秦淮秋韵 

      吕红（美国）   /X�+RQJ����$PHULFDQ 

  清风徐徐，灯笼轻摆，霓裳摇曳，歌吟笑语在

水波上蜿蜒飘荡。舫外水色幽然，连空气亦是柔

润的。随风而来的，是那清可涤尘，浓能透远的

桂香或菊芳，闻之便醉。这一趟江苏行，是细品

了苏州周庄水乡的土风民俗，扬州瘦西湖的清隽

袅娜，还有六朝古都繁华依旧秦淮河的百媚千

姿——噢，好个雕梁画栋歌台舞榭莺歌燕舞，影

影倬倬，犹似在梦中！ 

  随船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子一口吴侬软语，娓娓

介绍江淮风土人情和历史典故。旖旎的风光那蕴

含兴亡的史迹，为骚人墨客歌咏凭吊。唐代着

名诗人杜牧的《泊秦淮》千百年来被口咏笔

传，“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

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有过多少

隔江吟唱《后庭花》的歌女，明末清初才情色艺

誉满天下的八位绝代佳人“秦淮八艳” 的悲欢离

合惊心动魄，《桃花扇》《板桥杂记》所载的风

情艳迹并未随风飘逝，徒留遗恨令人唏嘘；近代

散文名家朱自清、俞平伯在歌姬们向自己卖唱的

时候受之不肯、拒之不舍的矛盾忸怩之态……描

绘出的星月交辉、笙歌彻夜、充满暧昧气氛的秦

淮河夜生活图，对于饮食男女魅力显然无穷。历

代文人的传奇，秦淮河像是笼罩了一层神秘而流

动的幻影，漂浮于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美景

之间，实在是有许多史的影象使然了。 

对游客来说，名城之所以有名，之所以让你一读

难忘，必是含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内涵的。游江

南，梦江南，最爱的是那文气甚浓的园林，“两

地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旧时徽商晋

商云集，使得江南建筑呈现了集南秀北雄于一体

的独特风貌。那瘦得妖娆、小的精致的园林，还

有那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河流，沿街设立的

酒家、各种美食也教人食指大动。据博物馆记

载，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兼

巡视两淮盐务监察御史，受命刊印《全唐诗》等

佚事，当时从缮写、雕刻到印刷装帧无不尽善尽

美。康熙皇帝看到样本后，朱批赞道：³刻的书甚

好！´ 

  在苏州、扬州、镇江抑或南京，徜徉之处，偶

遇路人，谈起《红楼梦》，竟是熟读多遍，甚至

连黛玉究竟是生在何处都考证了。一女子说黛玉

是苏州人，而另一年轻男子说她生在扬州长在苏

州āāāāāā两人都说自己看红楼至少已经七八遍。我

听了自叹弗如，感慨当年看全书的时候还是个毛

丫头。其实书架上都有不同版本的《红楼梦》，

似乎随时随地可以翻阅，还保存有古典意味的线

装本，喜欢那种旧书的感觉。惜因忙碌，再没时

间整部阅读。观景闲聊中，年轻女子又特别提到

前不久电影红楼梦剧组到瘦西湖取景，拍了贵妃

省亲、刘姥姥进大观园、黛玉葬花等情节；顺口

就吟出《葬花词》一段：³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

香断有谁怜āāāāā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

知。´引人遐思。 

  月儿陪伴我们，一时穿行在树间，一时摇曳在

船头，诗情画意的景致被我不断地摄入镜头；当

船游到人与水均被彩灯染成一片蔷薇色的歌台舞

榭，淡淡的月色隐匿到雾纱似的云层中。歌声飘

渺、忽隐忽现，船到了秦淮人家的楼台，柳岸依

依，合欢花淡淡。夜空深邃，一轮皓月缓缓云中

游。幽幽月儿不独映照了千百年前的古人，还映

照了在流金岁月歌酣舞畅中回望历史的今人啊！ 

<秦淮秋韵（吕红摄影） 
  吕红简介，文学博士。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会

长、《红杉林》总编。陕西师范大学高研院特聘

作家。著有《美国情人》、《女人的白宫》、

《午夜兰桂坊》等。主编《女人的天涯》、《跨

越太平洋》、《蓝色海岸线》等。获多项文学及

传媒奖。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突出贡献奖。2020

年海外华文著述奖学术论著佳作奖、新闻写作佳

作奖。   
/X�+RQJ��GRFWRU�LQ�GH�OLWHUDWXXU��3UHVLGHQW�
YDQ�GH�$PHULFDQ�$VVRFLDWLRQ�RI�&KLQHVH�/LWH�

UDU\�DQG�$UW�&LUFOHV�HQ�KRRIGUHGDFWHXU�YDQ�
�6HTXRLD�)RUHVW���'H�DXWHXU�YDQ��$PHULFDQ�
/RYHU����:RPHQ
V�:KLWH�+RXVH����0LGQLJKW�
/DQ�.ZDL�)RQJ���HQ]RYRRUW��+RRIGUHGDFWHXU�
�:RPHQ
V�(QG����$FURVV�WKH�3DFLILF����%OXH�
&RDVWOLQH���HQ]��:RQ�HHQ�DDQWDO�OLWHUDWXXU-�HQ�
PHGLDSULM]HQ��'H�HHUVWH�&KLQHVH�1HZ�,PPL�
JUDQW�/LWHUDWXUH�2XWVWDQGLQJ�&RQWULEXWLRQ�
$ZDUG�� 
 

李思怡(荷兰)�6L<L�-/L��1HGHUODQG 
 

渴望 在平淡的岁月里 

有个人能伴随我质朴的生命 

细水长流，闻听鸟语花香 

无论花开花谢，无论春秋夏寒 

做一个简单安静的女子 

不以物喜，不为己悲 

不争不恨，不怒不怨 

 

起风的日子，我是你含笑的相依 

有雨的日子，你是我由衷的鼓励 

经过生活磨砺的心 

已变得柔软而宁静 

撒下了温情的种子 

萌生出平和的心境 

 

不再去追逐一场岁月繁华 

懂得花好也难免缤纷一地 

盛景也有暗淡的一天                   

有春的芬芳，就有秋的清凉 

总有一份爱属于浅相知 淡相守 

总有一份情属于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做个简单的容易满足的女子  

那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有时，一缕阳光，一句问候 

就可以温暖整个世界 

有时，一个微笑，一个转身 

就可以灿烂每个季节 

（李思怡 ，荷兰知名华文诗人） 
    
静莲太极学员  学 射箭 格里斯狄娜参加一

年一度的射箭活动，而获奖。  
 

 &RQFHQWUDWLH��GLVFLSOLQH��IRFXV�HQ�RQW�
VSDQQLQJ 
=R�EHKDDOGH�&KULVWLQH�YDQ�5RRVPDOHQ����VHS�
WHPEHU ���� KDDU�GHUGH�SOHN�ELM FRPSRXQG�
WLMGHQV ·W�MDDUOLMNV�NRQLQJ-VFKLHWHQ �EHVWH�
VFKXWWHU�VWHU��YDQ�GH�FOXE� ´�'H�9ULHQGHQNULQJ�
����µ LQ�6FKDLMN�  (HQ�VSDQQHQGH�VWULMG�PDDU�
YRRUDO�HHQ�JH]HOOLJH�GDJ��PDDU�DOV�MH�DDQ�GH�
VFKLHWOLMQ�VWDDW�ZLO�MH�WRFK�ZHHU�GLH�WLHQ�EHKD�
OHQ�  

(U�]LMQ�GLH�GDJ���GLVFLSOLQHV� UHFXUYH HQ�FRP�
SRXQG�   
-H�VFKLHW���[����SLMOHQ�RS����PHWHU��HQ�GH�
EHVWH���JDDQ�GH�ILQDOH�LQ�YRRU�QRJ����SLMOHQ�WH�
VFKLHWHQ  
’W�%HODQJULMNVWH�LV�GH�FRQFHQWUDWLH��MH�DIVOXL�
WHQ�YDQ�JHOXLGHQ�EXLWHQDI�HQ�PHGHVFKXWWHUV��
-H�DOOHHQ�IRFXVVHQ�RS�KHW VFKRW�HQ�QD�GH�VFKRW�
JRHG�QD-ULFKWHQ���LQ�GH]HOIGH�VWDQG�EOLMYHQ�
VWDDQ�QD�·W�ORVVHQ�YDQ�MH�SLMO���%LM UHFXUYH ]LMQ�
SXQWHQ�WH�EHKDOHQ��-���HQ�ELM�FRPSRXQG��-����
GDDUEXLWHQ�LV�KHW�·Q�PLVVHU�  
+HW�ZHHU�VSHHOW�RRN�HHQ�URO��GH�ZLQG��GH�]RQ��
NRX��PDDU�ZH�KDGGHQ�GH]H�GDJ�JHOXN�GDW�KHW�
QLHW�UHJHQGH�  
%HKDDO�MH�GH�HHUVWH�SODDWV�GDQ�EHQ�MH�NRQLQJ
�LQ���GRH�MH�GLW���MDDU�DFKWHUHHQ��GDQ�EHQ�MH�
NHL]HU�LQ���'H]H�WLWHO�EHKRXG�MH�WRW�GH�YROJHQ�
GH�VFKXWWHU�VWHU��RRN��[�NRQLQJ�LQ��LV�JHZRU�
GHQ�  
+HW�KHOH�MDDU�]LMQ�HU�RQGHUOLQJH�FRPSHWLWLHV��
ODQGHOLMNH�ZHGVWULMGHQ�1.� LQWHUQDWLRQDOH�ZHG�
VWULMGHQ��GLW �NDQ LQGLYLGXHHO�RI�LQ�WHDPYHU�
EDQG�  

=HOIV WH�EHUHLNHQ�LV�GH�
2O\PSLVFKH�VSHOHQ��ZDDU�
HHQ�OLG�YDQ�RQ]H�YHUHQLJLQJ�
LQ������GH�YLHUGH�SODDWV�
EHKDDOGH�  
(RQW�VSDQQLQJ���YROGRHQLQJ��
JH]HOOLJKHLG�GDDUYRRU�JD�MH��
PDDU�YDO�MH�LQ�GH�SULM]HQ�LV�
GDW�HHQ�H[WUDDWMH�  
2S�QDDU�GH�YROJHQGH�ZHG�
VWULMG��� 

&KULVWLDQ�YDQ�5RRVPDOHQ 

祝贺 “欧洲新移民

作协丛书 ”出版 

 国学精典 参学  

德才兼备，才能赢得

人心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恶 

善于学习，等于选择

成功 

懂得感恩  无往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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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琳的诗与画   Een kunstenaar  -Che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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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能否被人体顺利吸收需要其他营养素的帮

忙。一些家常菜才是真正的补钙高手，这些

菜正是因为搭配科学，才得以发挥很好的补

钙效果。 

 
�豆腐炖菇类 

豆腐是大家熟知的高钙食

物，只要吃���克豆腐，

就可以满足一日钙需要量

的���。而菇类中的的维

生素'能加强人体对钙的

吸收，不仅味道鲜美，更

是补钙健骨的绝配。 

 

�芝麻酱拌菠菜 

芝麻酱是钙的“宝库”，每

���克含钙���毫克，高于豆

类和蔬菜。而菠菜中富含的

维生素.是骨钙的形成要

素，如果在补充钙的同时增

加维生素.，可以大大提高

补钙的效果，促进钙沉积在骨骼当中。芝麻酱拌

菠菜，香而不腻，是完美的补钙凉菜。 

 

�紫菜腐竹汤 

钙与镁就像一对双胞胎，

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当

钙与镁的比例为�∶�时，

最利于钙的吸收利用。腐

竹是富含钙的豆制品之

一，而紫菜被称为“镁元

素的宝库”，两者搭配在一起煲汤，可谓补钙健骨

的完美搭配。 

 

�木耳香菇小油菜 

不少绿叶菜在补钙效果上

并不逊色，其中小油菜的

钙含量可与同重量的牛奶

相媲美。此外，小油菜中

还含有大量有助于钙吸收

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青椒炒鸡蛋 

鸡蛋含有优质蛋白，其钙

含量也较高，而青椒中富

含维生素&，两者一块

炒，不但色泽美观，还能

提高钙的吸收率。 

 

�黄豆炖香菇 

香菇是一种含有维生素'的

一种食物，可以促进人体对

钙质的吸收，而黄豆，含钙

量是很丰富的，把香菇豆腐

合在一起吃，有很好的补钙

作用。 

 

7 海带冬瓜汤 

我们都知道海带补碘

的效果好，但是海带

中钙的含量也很高，

做成汤或者炖菜，凉

拌，都有很好的补钙效果。 

 

�小白菜杏鲍菇 

小白菜所含的矿物质钙、磷

能够促进骨骼发育，加速人

体新陈代谢，增强机体造血

功能，跟杏鲍菇一起搭配，

美味又营养。声 

 
&DOFLXP�KHHIW�GH�KXOS�YDQ�DQGHUH�YRHGLQJV�
VWRIIHQ�QRGLJ�RP�PHW�VXFFHV�GRRU�KHW�OLFKDDP�
WH�ZRUGHQ�RSJHQRPHQ��6RPPLJH�]HOI�JHNRRNWH�
JHUHFKWHQ�]LMQ�GH�HFKWH�H[SHUWV�RS�KHW�JH�
ELHG�YDQ�FDOFLXPVXSSOHWLH��HQ�KHW�LV�GRRU�GH�
ZHWHQVFKDSSHOLMNH�FRPELQDWLH�YDQ�GH]H�JH�
UHFKWHQ�GDW�]H�HHQ�]HHU�JRHG�FDOFLXPVXSSOH�
WLH-HIIHFW�NXQQHQ�KHEEHQ� 
 
��7RIX�6WRRISRWMH�PHW�FKDPSLJQRQV 
7RIX�VWDDW�EHNHQG�DOV�HHQ�KLJK-FDOFLXP�YRHG�
VHO��]RODQJ�MH�����JUDP�WRIX�HHW��NXQ�MH�YRO�
GRHQ�DDQ�GH�GDJHOLMNVH�FDOFLXPEHKRHIWH�YDQ�
�����HQ�SDGGHQVWRHOHQ�LQ�GH�YLWDPLQH�'�NXQQHQ�
GH�RSQDPH�YDQ�FDOFLXP�GRRU�KHW�OLFKDDP�YHU�
EHWHUHQ��QLHW�DOOHHQ�GH�VPDDN��PDDU�RRN�HHQ�
SHUIHFWH�PDWFK�YRRU�FDOFLXP�HQ�GH�JH]RQG�
KHLG�YDQ�GH�ERWWHQ� 
 
��VHVDPVDXV�PHW�VSLQD]LH 
6HVDPSDVWD�LV�HHQ��VFKDWNDPHU��YDQ�FDOFLXP��
GLH�����PJ�FDOFLXP�SHU�����JUDP�EHYDW��ZDW�
KRJHU�LV�GDQ�ERQHQ�HQ�JURHQWHQ��'H�YLWDPLQH�.�
LQ�VSLQD]LH�LV�HHQ�EHODQJULMNH�IDFWRU�LQ�GH�
YRUPLQJ�YDQ�ERWFDOFLXP��HQ�DOV�YLWDPLQH�.�
VDPHQ�PHW�FDOFLXP�ZRUGW�WRHJHYRHJG��NDQ�KHW�
HIIHFW�YDQ�FDOFLXP�VWHUN�ZRUGHQ�YHUVWHUNW��
ZDDUGRRU�GH�FDOFLXPDI]HWWLQJ�LQ�GH�ERWWHQ�
ZRUGW�EHYRUGHUG��6SLQD]LH�LQ�VHVDPVDXV��DUR�
PDWLVFK�PDDU�QLHW�YHWWLJ��LV�GH�SHUIHFWH�FDOFL�
XP�JD]SDFKR� 
 
��1RUL�%HDQ�&XUG�6RHS 
&DOFLXP�HQ�PDJQHVLXP�]LMQ�DOV�WZHHOLQJHQ��
YHUVFKLMQHQ�DOWLMG�LQ�SDUHQ��ZDQQHHU�GH�YHU�
KRXGLQJ�YDQ�FDOFLXP�HQ�PDJQHVLXP�����LV��KHW�
PHHVW�EHYRUGHUOLMN�YRRU�GH�DEVRUSWLH�YDQ�
FDOFLXPJHEUXLN��%RQHQZRUWHO�LV�HHQ�YDQ�GH�
FDOFLXPULMNH�VRMDSURGXFWHQ��WHUZLMO�]HHZLHU�
EHNHQG�VWDDW�DOV�GH��VFKDWNDPHU�YDQ�PDJQHVL�
XP���GH�WZHH�VDPHQ�PHW�VRHS��NDQ�ZRUGHQ�
JH]HJG�GDW�KHW�GH�SHUIHFWH�PDWFK�LV�YRRU�GH�
JH]RQGKHLG�YDQ�FDOFLXP�HQ�ERWWHQ� 
 
��+RXWVFKLPPHO�HQ�VKLLWDNH-]ZDPPHQ�PHW�
NOHLQH�JURHQWHVRRUWHQ 
9HHO�EODGJURHQ�LV�QLHW�VORUGLJ�DOV�KHW�JDDW�RP�
FDOFLXP��ZDDUELM�KHW�FDOFLXPJHKDOWH�YDQ�EDE\�
JURHQ�YHUJHOLMNEDDU�LV�PHW�GDW�YDQ�PHON�PHW�
KHW]HOIGH�JHZLFKW��+HW�EHYDW�RRN�YHHO�PLQH�
UDOHQ�HQ�YLWDPLQH�.��GLH�KHOSHQ�ELM�GH�RSQDPH�
YDQ�FDOFLXP� 
 
��*URHQH�SHSHU�5RHUHL 
(LHUHQ�EHYDWWHQ�KRRJZDDUGLJH�HLZLWWHQ�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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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SDSULND
V�ULMN�]LMQ�DDQ�YLWDPLQH�&��(HQ�
URHUEDNMH�YDQ�GH�WZHH�KHHIW�QLHW�DOOHHQ�HHQ�
PRRLH�NOHXU��PDDU�YHUEHWHUW�RRN�GH�RSQDPH�
YDQ�FDOFLXP� 
 
��6RMDERRQVWRYHULM�PHW�VKLLWDNH�FKDPSLJ�
QRQV 
6KLLWDNH�SDGGHQVWRHOHQ�]LMQ�HHQ�YRHGVHO�G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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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Q�EHYRUGHUHQ��HQ�VRMDERQHQ��GLH�ULMN�]LMQ�
DDQ�FDOFLXP��]LMQ�HHQ�JRHG�FDOFLXPVXSSOHPH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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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O�HQ�]HHRRUSDGGHQVWRHOHQ 
'H�PLQHUDOHQ�FDOFLXP�HQ�IRVIRU�LQ�&KLQH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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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W�PHWDEROLVPH�YDQ�KHW�OLFKDDP�YHUVQHOOHQ�HQ�
GH�KHPDWRSRsWLVFKH�IXQFWLH�YDQ�KHW�OLFKDDP�
YHUEHWHUHQ��'HXJGHOLMN 
 

 秋季养生讲究“养收” 

立秋之后天气由热渐凉，进入了阳消阴长的过渡

阶段。初秋由于盛夏余热未消，气温仍然很高，加

之时有阴雨绵绵，湿气较重，天气以湿热并重为特

点，常有秋老虎出现。但中秋后，雨水渐少，天气

干燥，昼热夜凉，气候寒热多变，身体一旦不适，

便易伤风感冒，注意保暖， 宜多喝水. 

 秋天，从立秋开始，历经处暑、白露、秋分、寒

露、霜降六个节气，其中的秋分为季节气候的转变

环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秋三月，此为容

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时至秋令，碧空如洗，

地气清肃，金风送爽，万物成熟，正是收获的季

节。秋季的气候是处于阳... 

因此，立秋之后就不要再经常赤膊露体贪求一时

之快了，要随时防止凉气的侵袭，但一般认为天气

虽凉未寒，故亦不宜过快地增添衣服，以便身体逐

渐适应寒凉气候，增加御寒能力，有利于冬季预防

感冒... 

秋季宜食的粥品 

黑芝麻粥 配料：黑芝麻�克，粳米��克，蜂蜜适

量，水煮成粥。黑芝麻粥具有润肠通便、益五脏、

壮筋骨的作用。适用于肝肾不足、风痹、瘫痪、大

便燥结、病后虚赢、须发早白、妇人产后乳少等病

症。 鲜藕粥 配料：粳米���克，鲜藕���克，加水

适量，共煮成粥。鲜藕… 

秋季养生应防燥 

夏去秋来，秋风阵阵，使人鼻干、口干、咽干、

皮肤干裂，皱纹增多。一种中医称之为秋燥的疾

病，就是发生于秋季的急性外感热.. 

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闭藏，起

居作息要相应调整，《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秋

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卧，以顺应阴精的

收藏，以养收气。早起，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

气得以舒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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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诗歌-秋晚会在温州

“永嘉书院-举办-南溪秋韵”ϮϬϮϬ

年ϭϬ月Ϯϱ日重阳佳节 

“挥一挥衣袖， 

我要卷走谢灵运的万顷云彩” 
金秋，北京现代行为朗诵艺术家姬国胜踏歌谢灵

运曾行吟的楠溪江。他搅动的诗意审美从重阳一

直荡漾至今。 

    让我们重新回味那诗意的一刻 重阳佳节。 

温州楠溪江畔永嘉书院——楠溪秋韵·中国山水诗

雅集暨首届中国诗歌秋晚演出现场。 

一个水中舞台在楠溪江凤凰渡的碧波里荡漾。演

员们依次粉墨登场。 

晚会由京津温三地名嘴中国诗歌春晚总策划、总

导演屈金星，中国诗歌春晚主持人、天津广播电

视台主播郝娟，中国诗歌春晚温州会场负责人、

永嘉书院论坛秘书长傅剑文以脱口秀形式联袂主

持。当温州市古琴协会演员演绎完《剑胆琴心》

飘然而去，凤凰渡碧波的涟漪还没有消散，一叶

扁舟载着仙风道骨的“陶弘景”飘然而至。 

陶弘景何许人也？ 

   南朝著名道教思想家和医学家陶弘景被誉为“山

中宰相”，他纵情楠溪江山水，写下了名篇佳

作。只见陶弘景舍舟登上水上舞台，他白衣飘

飘，伸手将一只鼓高擎在半空，突然，他击鼓

吟道：“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

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

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

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

能与其奇者。吟咏已毕，他突然伸出双臂，仰

天大笑，风神潇洒，宛若仙人。秋风吹动他白

色的衣襟如梦如幻，如两朵飘飞的白云！ 

  见此情景，屈金星妙语如珠，解说道，穿越

的陶弘景的襟袖舞动的是谢灵运的白云、李白

的白云，是马云的白云，是阿里巴巴的云计

算！ 当然，他舞动的也许是现场俄罗斯女诗人

娜斯佳带来的贝加尔湖畔的白云！甚至是曹植的

洛神和但丁的贝阿德丽彩裙袂飘飞的白云！ 

  屈金星话语甫落，陶弘景吟诵声再起：“山中

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

君。” 

  诵毕，陶弘景突然向天空，向青山，向青山上

的白云高举衣袖，张开双臂......秋风徐来，衣

襟飘飞，陶弘景双肋恰如生长出双翼...... 

   此情此景激发了屈金星的灵感，他话锋一

转，解说道，浙江籍著名诗人徐志摩在英伦康河

上曾写过：“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为

什么徐志摩不带走康河的一片云彩？我想，也许

是英伦剑桥大学康河的云彩不如中国永嘉书院楠

溪江的云彩更美。今天，复活的陶弘景挥一挥衣

袖，卷走

两片谢灵

运的云

彩，不，

应该是卷

走万顷谢

灵运的云

彩！ 

   凤凰

渡岸边，

摩肩接踵

的观众爆发出一阵阵掌声。现场观礼的永嘉书院

李作勤院长、谢灵运后裔、鹤阳村委会主任谢长

荣不禁颔首赞许。 

   好戏连台，雅趣迭出。接着，书法家金庆丰

健步走上水上舞台。只见他挥动狼毫，在陶景弘

飘逸的衣襟上笔走龙蛇，转眼之  间，一幅狂草

跃然其上。 

    屈金星解说道，这是两朵有文化的诗意白

云，镌刻的是甲骨文的厚重，飞动的是兰亭序的

浪漫。 

    郝娟解说道，这两朵白云值得给缪斯做一件

旗袍，让穿旗袍的缪斯在楠溪江的碧波上踏浪！ 

  傅剑文接着说道，兰亭序写在宣纸上，这首诗

写在袍子上，这件烂漫的诗袍——艺术珍品永嘉

书院将永久收藏。 

现场直播的华语之声、永嘉传媒将这动人情景传

递给世界。中国诗歌春晚艺术顾问汪葆明、执行

导演杜桥、吉雅瑞德、婧暄以及北、上、广、深

和各地会场王焜、黄亚洲、金辰、安娟英、远

帆、吴韬、桑雅华、碧涛、晓弦、王松昌、静

昉、张仁沛、杨克毅、马虹......组织转发收看

直播。远在新加坡的中国诗歌春晚形象大使舒

然，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负责人、欧洲温州籍

诗人池莲子，中国诗歌春晚日本东京会场负责人

沈广文，中国诗歌春晚纽约会场负责人、中国诗

歌春晚国际交流大使巴黎望月......纷纷点赞。 
 
/HW
V�UHOLYH�WKDW�SRHWLF�PRPHQW�&KU\VDQ�
WKHPXP�)HVWLYDO� 
<RQJMLD�$FDGHP\�E\�1DQ[L�5LYHU��:HQ]KRX�-�
3HUIRUPDQFH�VFHQH�RI�1DQ[L�$XWXPQ�0HORG\�-�
&KLQHVH�/DQGVFDSH�3RHWU\�&ROOHFWLRQ�DQG�WKH�
)LUVW�&KLQHVH�3RHWU\�$XWXPQ�*DOD� 
7KH�HYHQLQJ�ZDV�KRVWHG�E\�4X�-LQ[LQJ��FKLHI�
SODQQHU�DQG�GLUHFWRU�RI�WKH�6SULQJ�)HVWLYDO�
3RHWU\�*DOD��+DR�-XDQ��KRVW�RI�WKH�6SULQJ�)HVWL�
YDO�3RHWU\�*DOD�DQG�DQFKRU�RI�7LDQMLQ�5DGLR�DQG�
7HOHYLVLRQ��DQG�)X�-LDQZHQ��:HQ]KRX�YHQXH�
PDQDJHU�DQG�VHFUHWDU\-JHQHUDO�RI�WKH�<RQJMLD�
$FDGHP\�)RUXP��LQ�WKH�IRUP�RI�D�WDON�VKRZ� 
���:KHQ�WKH�SHUIRUPHUV�IURP�WKH�:HQ]KRX�
*XTLQ�$VVRFLDWLRQ�ILQLVKHG�WKHLU�UHQGLWLRQ�RI�
�7KH�+HDUW�RI�WKH�6ZRUG�DQG�WKH�=LWKHU���WKH�
ULSSOHV�RI�WKH�SKRHQL[�ZDYH�VWLOO�UHPDLQHG�DQG�D�
ERDW�FDUU\LQJ�WKH�LPPRUWDO��7DR�+RQJMLQJ��
IORDWHG�E\��� 
 

)HLPD非马 （非马来件�–帮助国际诗友译 诗） 
��´�昨天收到文友周良沛先生航空寄来两册印刷相当精

美的《我坐在大地上》，是他编著的土耳其诗人希克梅

特的译诗选，由花城出版社于今年�月出版。在我翻译

过的欧美诗人当中，希克梅特同法国诗人裴外

（-DFTXHV�3UHYHUW）都是比较特出的诗人。����年台湾

的大舞台书苑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裴外的诗》，但

希克梅特的译诗却一直没机会出版。还好几年前上海的

华语文学网把我翻译的希克梅特的诗制作成电子书《铁

笼里的狮子》。现在周先生又把其中的精粹选入了他编

著的这本《我坐在大地上》，让更多的人能读到他的

诗，实在让我高兴感激。 

 下面是他的一首题为〈邀请〉的诗： 

   
     邀请 

  

从最遥远的亚洲奔驰而来 

伸进地中海 

像一个马头— 

这国家是我们的。 

手腕淌血，牙齿咬紧，脚赤露 

在这丝毯般的泥土上— 

这地狱、这天堂是我们的。 

关起奴役的大门，使它们关着， 

阻止人崇拜另一个人— 

这邀请是我们的。 

活着，自由而单独像一棵树 

但在兄弟之爱中像一座树林— 

  这热望是我们的 
 
�������������,QYLWDWL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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