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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欧普海(荷文) 

�����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欧洲分会场-鹿特丹� 
�GH�&KLQHVH�3RHWU\�6SULQJ�IHVWLYDO—(8��5RWWHUGDP������ 

延承中国文化 拓宽海外多元化文化园地 
    
2019-02-21环球时报欧洲版 
【欧洲版驻荷兰特约记者 张亮】由全荷华人社团联华合
会、荷兰中华书画协会、荷兰彩虹中西文化中心三家荷兰
华人社团共同联合主办的《2019第五届中国诗歌春晚欧洲
会场》于欧洲当地时间2月2日晚在鹿特丹圆满落幕。参会
者来自德国、捷克、荷兰等近百名诗歌爱好者与文坛隽永

一展才华，热情洋溢朗诵了他们充满激情的诗歌作品，透
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广大旅欧诗人心向祖国、勿忘华夏
文化，努力拓宽海外多元化文化园地的良好心愿。 
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季增斌在此次中国诗歌春晚欧洲
会场会上表示，这次盛会将更进一步促进中欧各国人民的
友谊及合作。诗歌是没有国界的，从古至今产生了很多伟
大诗人，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诗歌流传至今。当今，在
世界范围内推动和弘扬中国华文文化与世界多元化文化的
融合与发展，是海外华人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也是
华人的神圣使命。 
担任欧洲会场的负责人池玉燕告诉欧洲版记者，从2017
年，首届“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在海涅的故乡：德
国杜塞尔多夫成功举办。2018年，又在奥地利维也纳文化
中心举办(中西欧桥梁，联合国欧盟总部)，从而产生了非
同一般的反响。诗歌集锦主编、春晚总监李民鸣表示，21
世纪，传播华夏文化是时代的需要，是世纪大潮流的必
然。作为海外赤子，我们义不容辞，也感到无比自豪和骄
傲。我相信，通过我们在欧洲举办诗歌春晚活动，必将推
动中欧文化互动与多元文化社会相互交融和理解。 
经过一个下午以春晚诗歌朗诵及文艺演出的形式激烈角
逐，朱校廷获一等奖，温妮、邓瑛获二等奖，北石、紫
荆、林斌获三等奖，傅更生、恩丽、许梅、任立君、李思
怡、王剑光、欧非子、孙一鹤。李民鸣获主编优秀奖。董
丽莉、胡澜馨、田洁英获荣誉奖。王蕾、王曼晨、李玲、
王维超获鼓励奖。季增斌、黄麒麟、夏孟贤、周益德、张
永首、Stg. Cai Hong 分别获荣誉奖。 
 
&KLQHVH�3RHWU\�6SULQJ�)HVWLYDO������ 
 
2S�]DWHUGDJ���IHEUXDUL������YLQGW�KHW�YLMIGH�
&KLQHVH�3RHWU\�6SULQJ�)HVWLYDO�SODDWV�LQ�(XURSD���
'LWPDDO�NRPHQ�HHQ�DDQWDO�LQWHUQDWLRQDOH�&KLQHVH�
GLFKWHUV�QDDU�5RWWHUGDP�LQ�1HGHUODQG��'H�RUJDQL�
VDWLH�NLHVW�YRRU�GH�VIHHUYROOH�&KLQHVH�UHVWDXUDQW�
ERRW�1HZ�2FHDQ�3DUDGLVH��DIJHPHHUG�LQ�HHQ�]LMKD�
YHQWMH�YDQ�GH�1LHXZH�0DDV��(Q�RQGHU�GH�UDQNH�
VFKDGXZ�YDQ�GH�IUDDLH�(XURPDVW��2PGDW�RS���IH�
EUXDUL�KHW�&KLQHVH�1LHXZMDDU�–�RIZHO�6SULQJ�IHV�
WLYDO�–�ZRUGW�JHYLHUG��YHUKRRJW�GLW�KHW�HQWKRXVLDV�
PH�YDQ�GH�WLHQWDOOHQ�GLFKWHUV��GDQVHUV�HQ�]DQJHUV�
DO�ELM�ELQQHQNRPVW��-LQJ�/LDQ�6FKRRO�ZRUGW�PHW�
HHQ�GHPRQVWUDWLH�YDQ�:X�4LQ�;L�HQ���-6ZRUG�
YHUWHJHQZRRUGLJG�GRRU�%HUU\�HQ�/DPEHU��+HW�
JH]HOVFKDS�NDQ�RQ]H�7DL�&KL-�LQVSDQQLQJHQ�RS�GH�
OLFKW�VFKRPPHOHQGH�UHVWDXUDQW-ERRW�]HHU�ZDDUGH�
UHQ��'H�GLFKWHUV�EUHQJHQ�KXQ�JHGLFKWHQ�PHW�JH�
GUDJHQ�VWHPPHQ�HQ�PRRLH�]DQJHULJH�VWHPYDULD�

WLHV��2QGDQNV�GDW�ZH�GH�WDDO�QLHW�EHJULMSHQ��YRH�
OHQ�ZH�KHHO�JRHG�DDQ�ZDDURYHU�GH]H�PRRLH�JHGLFK�
WHQ�YHUWHOOHQ��'H�ZDDLHUV�HQ�GH�YHUHQ-VOLQJHUV�YDQ�
GH�GDQVHUHVVHQ��GH�G\QDPLVFKH�WDSGDQFH-DFW�YDQ�
WZHH�&KLQHVH�MRQJH�VWXGHQWHQ�HQ�KHW�NODVVLHN�
JHVFKRROGH�SURIHVVLRQHOH�RSHUD-GXR�ODUGHUHQ�GH�
VHUHQH�VIHHU�URQGRP�GH�YRRUJHGUDJHQ�YHU]HQ��1D�
GH�XLWVODJ�YDQ�GH�ZLQQHQGH�SRsWHQ�-�HQ�GH�VFKRP�
PHOHQGH�JURHSVIRWR·V�-�LV�KHW�GDQ�WLMG�RP�GH�QLHX�
ZH�¶6SULQJ·�WH�YLHUHQ�GRRU�PHW�HONDDU�WH�SURRVWHQ��
$OV�EHNHQGHQ�]LMQ�ZH�YDQPLGGDJ�ELQQHQ�JHNRPHQ�
HQ�ELMQD�DOV�IDPLOLH�JDDQ�ZH�·V�DYRQGV�ZHHU�LHGHU�LQ�
GH�HLJHQ�ULFKWLQJ�KHW�OHYHQ�LQ��'H]H�GDJ�ZDV�HHQ�
GDJ�DOV�HHQ�]RQQLJ�JHGLFKW�LQ�HHQ�MDDUDOEXP��*H�
OXNNLJ�1LHXZMDDU������YRRU�LHGHUHHQ� 

（上照 ） 
欧华部分参会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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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 – —鹿特丹 &KLQHVH�3RHWU\�6SULQJ�IHVWLYDO����� 

      知秋  林斌 
 

      海生明月又中秋， 

      雨打窗前思不休。 

      一杯浊酒独自醉， 

      多个月饼寄情猶。 
 

      梦中依稀亲颜觅， 

      泪湿衣襟笑语留。 

      人生难知别离苦， 

      高把杜康慰心愁。 
 

林斌， 医学教授， 科普作家，曾发表医学著作

十来部�͘ 

 

初雪 

文/穆紫荆（德

国） 

 一直暗暗地期盼 

有一天你会来临 

当夏天的花欣然开尽 

谁还记得春日的诺言？ 

随秋风凋零的惋惜 

落地后还得自己吟唱葬

典 

                         紫荆 

一年的路太长          /H]LQJ�–=L-LQ�'XLWVODQG 

走过时又总是太过匆忙 

有几次相遇就有几次分离 

月光在额头上轻碾 

留恋的目光在迁移中渐寒 

诗人的呻吟即将又回到原点 

  

悸动，总在相对时 

你无声而又悄然的模样 

在那用手抹眼的瞬间 

将我等待的哀怨融化 

看你，初雪静璨 

给心头记忆又上糖霜 

 

作者简介：作品在海内外多次获奖。著有散文集

《又回伊甸》、短篇小说集多部。欧洲华文诗歌

会创始人。 

 

《期盼，春》 

 文/许梅（德国） 

;X0HL�'XLWVODQG—  

当烟花炸开的一瞬  

无数星光期盼的眼神  

在夜空里奔走， 

奔走 越走越远， 

越走越深 家乡的事  

是被冬雨摇落的 梨花  

一层层纷纷扬扬  

又一层层覆盖了脚印  

家乡的人 在点燃的呲花棒里  

转啊转啊，转啊。。。  

那些滚烫的心、 

 那些被捂热的雪 

 那些刀烧般耿直的乡音  

那些洗不净的味道  

牵着那些走散的人。。。 

 没有什么比有爱的世界  

更令人相信 

 没有什么比活着的冥想 

 更远离烟尘  

没有什么比奋斗的历程 

                                     

诗歌春晚 
（---写在2Ϭϭϵ年中国诗

歌春晚前 夕） 

    文/恩丽(德国)  

深秋初冬的夜晚  

半个月亮爬上天空  

月光明亮繁星闪烁  

此刻在欧洲仰望星空  

我们正等待着一场诗歌

的盛会            >ĞǌŝŶŐ-��Ŷ>ŝ����ƵŝƚƐůĂŶĚ        
 

这将是怎样难得相聚的夜晚  

你要经过多少轮回  

才能和相聚的人  

共赏月同吟诗  

感恩  

在时空中  

穿越回望  

仿佛我们似曾相识  

也许我们曾经相遇         

不然                  ; 
我们怎么会在  

这个美妙的夜晚相聚相守  

也许人生还有不如意  

也许人生还有纷争  

让这一切都相忘  

在这美丽的夜空�  
������������������������ 
 《归来吧，三文鱼》  
获二等奖 
�����文/汪温妮��- 

���（ 捷克 ） 

  黑夜是如此深沉 

 世界被催眠了 却有

梦 

跟着梦我变回成  三

文鱼                  （tĞŶEŝ�����dƐũĞĐŚŝĞ�����） 

一条逆流而上的三文鱼 
 

有那一种召唤 

从血液里流进大脑 

回家 回家 回家               

去闯激流和险滩          

  桃花源不是我的家                

以无法抗拒的力量 

我不是诗人 

阆苑仙境也不是 

 我也不是神仙 

我只是一条寻家的三文鱼 

三文鱼记得第一声呼唤 
味被抱入怀中的温暖  
有泪花滴心底 

归来吧 归来吧 三文鱼͘ 

爱是第一道光把我点燃 

延着流淌着爱的路线 

    朝着生我养我的地方 

 穿过大海 奔入江河 

闯激流 跃小溪 

不怕海豹的藐视 野鸭的嘲笑 

更不惧顽石险滩的阻挠， 
要拼搏生命的重生和奇迹    
 

万有引力   文/非马  美国 

����������������&ĞŝDĂ������ŵĂƌŝĐĂ���� 
         终于想通了  

         树上的苹果  

         从容潇洒  

             让自己 坠落  

             砰地一声  

             不偏不倚  

             正好打在  

             树下瞌睡的 

             牛顿头上  

Z�s/dz 
ĂŌĞƌ�ƚŚŝŶŬŝŶŐ�ƚŚĞ�ŵĂƩĞƌ�ŽǀĞƌ� 
ƚŚĞ�ĂƉƉůĞ�ŐƌĂĐĞĨƵůůǇ�ůĞƚ� 
ŝƚ�ƐĞůĨ�ŐŽ� 
 
�ĂŶŐ 
ŝƚ�ůĂŶĚĞĚ�ƌŝŐŚƚ�ŽŶ�ƚŚĞ�ŚĞĂĚ�ŽĨ� 
Dƌ͘�EĞǁƚŽŶ� 
ĚŽǌŝŶŐ�ƵŶĚĞƌ�ƚŚĞ�ƚƌĞĞ 
� 
作者简介：非马（ϭϵϯϲΕ�） 

本名马为义，美籍华人科技工作者，诗人、艺术

家。原籍中国 广东，生于台湾。威斯康辛大学

核工博士，从事核能发电安全 的研究与发展工

作。业余写诗，著有诗集《在风城》、《非马诗

选》、《白马集》、《笃笃 有声的马蹄》、

《非马短诗精选》、《非马的诗》、《非马

集》、《非马新诗自选集》(四 卷)等 ϭϵ�种。  
 

编辑留言：由于篇幅有限等问题， 本刊不能

选帖所有参会诗友 的个人照片或具体简介。

望请理解，特此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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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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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 

作词／李思怡 

（荷兰） 

谁愿意在战乱中 

恶梦相伴 

谁愿意失去家园 

伤心茫然 

谁愿意离开亲人 

孤单路上 

谁愿意挣扎在生死

的边缘 

 

蔚蓝的大海是海鸥

的乐园 

宁静的星空是月亮的港湾 

曾经是多么幸福快乐的孩子们 

谁会 给他们新生和希望  

哪里才有我们美好的家园 

 

用爱驱散战争 平静风烟 

歌声拥抱明天 牵手真善 

用坚强的信念 遗忘忧伤  

只要心中有光芒 世界就温暖 

 

一路芬芳 让歌声飞向蓝天 

让和平鸽把橄榄枝都插遍 

人间大爱是最美的风景 

祈祷明天阳光永远灿烂 

 

善良与我们在一起 永远永远 

爱心与我们在一起 永远永远 

  

李思怡 诗人， 词作家， 自由选稿人 

Sisi-Lee Dichteres Nederland 

【'HVLUH】 
/\ULFLVW�6LVL�/HH 
7UDQVODWHG�*UDFH�0 
 
:KR�ZRXOG�ZLVK�WR�OLYH�D�QLJKWPDUH�RI�D�
ZDU �   
:KR�ZRXOG�EH�ZLOOLQJ�WR�VXIIHU�WKH�ORVV�
RI�D�KRPH 
:KR�ZRXOG�EH�ZLOOLQJ�WR�OHDYH�WKH�EH�
ORYHG�RQHV �RQ�WKH�ORQHO\�URDG   
:KR�ZRXOG�EH�ZLOOLQJ�WR�VWUXJJOH�RQ�WKH�
HGJH�RI�OLIH�DQG�GHDWK  
 
7KH�EOXH�VHD�LV�WKH�SDUDGLVH�RI�WKH�VHD�
JXOOV  
7KH�TXLHW�VWDUU\�VN\�LV�WKH�KDUERU�RI�WKH�
PRRQ 
7R�WKH�FKLOGUHQ�WKDW�XVHG�WR�EH�KDSS\   �  
ZKR�LV�LW �WKDW�ZLOO�JLYH�WKHP�QHZ�OLIH�DQG�
KRSH" 
:KHUH�LV�RXU�EHDXWLIXO�KRPHODQG 
 
'LVSHO�WKH�ZDU�ZLWK�WKH�FDOP�EUHH]H�RI�
ORYH 
(PEUDFH�WRPRUURZ�ZLWK�VLQJLQJ�KDQG�LQ�
KDQG  
:LWK�D�VWURQJ�EHOLHI �)RUJHW�WKH�VDGQHVV 
7KHUH�LV�OLJKW�LQ�P\�KHDUW �WKDW�IHHOV�WKH�

ZDUPWK�RI�WKH�ZRUOG 
 
2Q�LWV�IUDJUDQW�SDWK�WKH�VRQJ�IOHZ�WR�
WKH�EOXH�VN\  
/HW�WKH�SHDFH�GRYH�FDUU\�WKH�ROLYH�
EUDQFK  
/RYH�LV�WKH�PRVW�EHDXWLIXO�VFHQHU\  
3UD\�WKDW�WRPRUURZ�WKH�VXQ�ZLOO�VKLQH�
IRUHYHU 
 
 .LQGQHVV�LV�ZLWK�XV �IRUHYHU�IRUHYHU 
 /RYH�LV�ZLWK�XV�IRUHYHU�IRUHYHU� 
 
今夜，我把祝福送给你（散文诗） 

文/北石  （意大利）  %HL6KL- ,WDOLD 

 

今夜，当迎新的钟声响起；  

今夜，当岁未的时光变老；  

我把祝福送你：我生命中所有的遇见，你

好！吉祥！  

 

回望，匆匆间，岁月总是不经意间从指尖

上滑落。  

沉默中老了时光；  

旧岁，带着做过的梦， 

滑落在新岁的钟声里。  

曾经，  

多少旧事；苦的，甜的，在新岁的晨光间

殒落。  

那些年，  

丢失的曾经，碎碎零零还心。  

多少故事，在留不住的旧岁里沉淀，  

多少心憾，在滑落的流光中沉默。  

 

今晨，于这春满旧山河相拥的宁静中，  

我把时光落进杯中， 

溢流而出满眸岁月的浓香；  

木棉花间，静听乌呜。  

菩提树下，旧岁拾忆。  

让铅华的音符弹跳在杯沿， 

和着新岁的缕缕浓香共舞，  

浓了新与旧的相缠， 

浓了㫪与冬的遇见，  

也浓了旧日浸染的情怀。  

 

今夜，用一缕心思在这跨岁的子夜里，  

任杯中，一片片时光的美好柔雅吻飞，  

任一杯杯浊酒醉了滚滚的红尘，  

我， 

用真送走昨寒，轻拈新阳。  

雅致间，淸茶半盏，赋悼曾经的遗憾，  

独酒一盅，涤洗烟雨的旧日。  

 

今夜，匆匆… 模糊的记忆在新旧的流光中

呈走，  

那些年，那些故事，那些相遇，那些离别，

那些心愁，那些绮梦、那些恩怨， 

那些爱恋…… 那些年， 

那些新朋，那些旧友，那些浅吟， 

那些深爱， 在新旧的月夜掠过， 

于心海深处轻荡涟漪。  

 

今夜，  

轮回的年华枯萎了曾经的美丽，  

浓浓淡淡的思念成了无法邮寄的灿烂，  

深深浅浅的记忆成了凄美的传说。  

 

今夜， 让初日的暖阳拂弃昨日铅华， 

捡一片陌上落英，藏匿今天的记忆， 

接一朵旧日雪花，净了明 日心境。  

 

今夜，  

让思念的雪花优雅的掩埋了经年的追忆， 

把新岁的春阳锻舞成心中匹练，  

 

今夜，  

我倚靠新旧的时光，        （北石 书） 

把祝福送给你：一生无恙，吉祥安康！  

       写于������晚 罗马 

作者简介：徐国平，笔名北石，旅欧知名书法

家、诗人。�����年出生，浙江青田人，毕业 于武

汉交通学院。���年代初移居意大利。现为世界华

商书画院院士、香港国际名师名家名 人联合会理

事、香港国际名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世纪 名

人网】书画名人栏目主编等，“今夜 ”荣获本届三

等奖。 

 

 芳华     文/古月  *X<XH��-7DL:DQ��台湾 

 

如水的流年 划上句点  

曾经 山高水远处的飘雪  

风过沉香 春去春又回  

看那云树茁长  

花纷飞 饱含情感的温度  

或清冷 或沾露  

都是生命中吉光片羽的  

岁月芳华  

 

作者简介：古月， 

本名胡玉衡，湖南衡山人。现任台湾＜创世纪＞诗

杂志社长。曾获中国新 诗学会优秀青年诗人奖。

著诗集＜追随太阳步伐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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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 – —鹿特丹&KLQHVH�3RHWU\�6SULQJ�IHVWLYDO����� 
 那个白雪皑皑的冬天 

     文/梦娜（荷兰）  

那个白雪皑皑的冬天  

夜幕在沉陷，我挣扎在  

寒冷的站台  

天地如此的苍茫与空旷  

浩瀚了我悲伤的行囊  

长长的车厢，像长长的伤

口  

撕开远方的风景  

将我支离破碎的怯懦承载  

霜风在耳边回响  

我的思念死在喧嚣里  

树在嘲笑，人们在窃窃私语  

滚滚的车轮  

越过人生的轨迹  

在原野的呐喊声中  

不可抗拒的存在  

你站在面前，眼睛像海  

我的泪水，没来由的澎湃  

远处的灯火，天上的月光  

坚定的合二为一  

无论是追寻还是超越  

属于记忆的良夜  

渐渐入怀......  

多年后，你说  

假如时间肯为灵魂还债  

我想在爱你的枪林弹雨中  

伸展手臂，脱去伪装，抛掷面具  

把自己像地图一样打开  

超凡脱俗的  

像瀑布穿越岁月，汹涌的膜拜 

 

   ����年ϭϮ月ϭϱ日凌晨 

 

远方 

——我无处安放的思念  

 邓  瑛 
<LQJ�GHQJB.OHLQ 
（德国 樱子 毛毛） 

  

你是我心中的念念不忘 

你是我眼里的山高水长 

你是我轮回三生不舍的守望  

你是我魂魄归返迷恋的原乡 

  

这一生  

再不要那离情惆怅  

这一世  

再不许那忧思绕肠 

  

就让我  

为你  

书一笔爱意绵长  

就让我  

为你  

守一世地老天荒 

烟火的岁月里  
把爱的传奇娓娓吟唱 
  
有你的远方  
是我今生执着的向往 
  
就让你我  

醉在这红尘的道场  

于彼此的心海里  
漫步徜徉 
  
相爱的路上  

尽管也曾走的跌跌撞撞 

尽管也曾尝尽人间凄清悲怆 

  

还是要 把尘世的喧嚣  
小心埋葬 
我愿 为你  

等到白发苍苍  

也不要  

再把纯洁的爱恋

深深隐藏 
  
即是上天注定的

一场缘  

你我又何必去苦

苦抵挡 

 只把那颗漂泊

的心  

于你清风明月般的眸底  

妥善安放 

  

水湄紫陌  

柳飞烟巷  

是我们携手走过的  

一世情长 

  

月华如霜  

挑灯西窗  

锦瑟华年  

共舞一曲  
云水霓裳 
  

不惧世事沧桑  

不羡鸳鸯成双 

   

有你的每一天  

都是我梦里的天堂 

  
7KH�'LVWDQFH�)DU�$ZD\��)RU�
0\�8QVHWWOHG�<HDUQLQJ 
%\�<LQJ�GHQJB.OHLQ��7U��,FHLURQ 
  
<RX�DUH�ZKDW�LV�QHYHU�IRUJRW�
WHQ�LQ�P\�KHDUW 
<RX�DUH�KLJK�PRXQWDLQV�DQG�
HYHUIORZLQJ�ULYHUV�LQ�P\�H\HV 
<RX�DUH�ZKDW�,�NHHS�ZDWFKLQJ�
IRU�P\�WKUHH�UHLQFDUQDWLQJ�

OLYHV 
<RXU�DUH�WKH�RULJLQDO�KRPHODQG�IRU�P\�
LQIDWXDWHG�VRXO�WR�UHWXUQ 
 1R�PRUH�LQ�WKLV�OLIH 
'R�,�ZDQW�DQ\�VRUURZ�IRU�SDUWLQJ 
1R�PRUH�LQ�WKLV�OLIH 
:RXOG�,�EH�ORVW�LQ�VDG�\HDUQLQJ 
 -XVW�OHW�PH 
:ULWH�GRZQ�P\�XQG\LQJ�ORYH 
)RU�\RX 
……….:DLW�WLOO�WKH�ZKROH�ZRUOG�GHFD\V 
)RU�\RX 
«««��:DLW�IRU�\RX���8QWLO�P\�KDLU�WXUQV�
JUH\ 
5DWKHU�WKDQ 
………$JDLQVW�RXU�RZQ�GHVWLQHG�URPDQFH 
,·G�VLPSO\�SUHVHUYH�P\�ORQJ-URDPLQJ�
KHDUW 
,Q�\RXU�H\HV�JHQWOH�DV�EUHH]H 
$QG�EULJKW�DV�PRRQ. 
/HW�WKH�IURVW\�PRRQOLJKW 
$QG�RXU�ODPS-OLW�ZHVW�ZLQGRZ 
6HH�XV�LQ�SULPH�\HDUV 
'DQFH�RXU�ILOO�LQ�WKH�VRQJ 
&ORXG-OLNH�9HVWXUHV�RI�5DLQERZ�+XH 
,·G�IHDU�QRW�YLFLVVLWXGHV�RI�OLIH 
1RU�ZRXOG�,�HQY\�ORYHELUGV�LQ�SDLUV 
 
$V�P\�GUHDPODQG�ZRXOG�DSSHDU 
:KHQHYHU�ZLWK�PH�\RX·UH�KHUH 

译者：铁冰 Iceiron 12 .2018 

     

 江畔即景   傅更生 （荷兰） 

雾锁云江水面烟，朦胧姿色尽茫然。  

野莺寻食越千岭，飞鸽传音纳百川。  

芦浦滩头抛宿艓，港湾岸尾索归船。  

广场晨炼声声落，远处     渔灯隐隐燃。 

     傅更生（荷兰） ， 爱好诗词创作，

著有几部诗词作。 

=DQJHUV�-L;LDR/DQ�	�PH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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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分会场—鹿特丹 

�� 
尊敬的老师们，诗友们   ，侨胞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 寒冬腊月，异国他乡，凝欧

华诗人及侨胞，吟诗作词  ，激情高昂。            

中华诗国，楚辞诗经 ，唐韵宋风 ，渊源流

长； 如今，在 这“一带一路”， 丝路， 

诗路 的航道上， 再创新韵；龙吟鳳

鸣，，， 

中国诗歌春晚 ， 开创于 2015年春节， 有

文化部注册，由中国诗圣屈原后裔，屈金星

总策划，现历第五届。 自2016年秋，池莲

子 （正在北京参加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                                 

之时， 特授 “中国屈原（国际）文化交流

中心，及中国文化财富联盟”之邀 ，并特

聘为“中国诗歌春晚联欢晚会顾问”! 其任

务在”海外举办 中国诗歌春节晚会，以借 
此，更深一步地，传播中华文化，让中国文

化，在这多元文化的21里迈向世界 ！！ 

（即日 娉邀 现场还有; 已故 著名诗人，

洛 夫， 著名诗人 向 明，  北 塔，北奥 

等） 

2017年， 由池莲子发起负责， 在德国杜塞

多尔夫， 一举成功举办，2018 年在奥地利-
维也 

纳，再次唱响， 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 

2019 第五届 中国诗歌春晚-欧洲分会场，在

这举世闻名的西洋古都-鹿特丹举办， 希 
望 ，中国诗歌春晚  的赞歌，唱响全欧

洲， 唱响全世界！！！ 

在此特别感谢一切真诚合作，与无私付出的

文友，特别是； 刘瑛，李讯，无解，温妮 

； 尤其是，本次春晚-鹿特丹，总监 梦娜， 

大家有目共睹，以及共同合作全荷联会主席

季增斌，工作到位认真负责，还有各界侨

领；黄麒麟，林斌，童童  

傅更生，王剑光，夏孟贤，周益德等，及无

私赞助的达人贤德 童童  等！ 

  

万里行程始于足下，饮水思泉不忘初心！ 

因此，也特感谢在千里之外，热情支持的著

名诗书画家于连胜，广州文学院院长洪三

泰，及著名诗人非马，古月等。 
 
“ 我是一条小溪， 爱静静地，默默地， 

流着， 流着，，， 

也越过高山峻岭，  

也穿过森林，田野，，， 

相 信 , 总有一天 会流向 大海！“    

 
欧洲 春晚 首席 负责人  池莲子       

02/02 /2019   鹿特丹 
  

 朱校廷 （德） （荣获本届一等奖） 

 

想起，第一届欧洲诗歌春晚 

三年前莱茵河畔就在眼前 

唤醒沉睡的诗心 

掀起春潮拍岸 

 

第二届诗歌春晚 

狗年豪迈多瑙河边 

曾是相识燕归来 

激情四射皆少年 

今天， 

又一届诗歌春晚 

感叹岁月似水流年 

儿时的记忆 

在心海里回旋 

一曲“远飞的大雁” 

（音乐起“远飞的大雁”主旋律） 

雁过留声 

留下灵魂漂泊的感言 

等候来年归巢的春燕 

不管走到哪里 

炎黄子孙的情怀不变 

 

风过留痕 

留下落叶对根的思念 

化作沃土滋润春天 

和风化雨 

把七色彩虹挂长天 

今天 

又一次来到诗歌春晚 

又如身临一席汉唐盛宴 

诗情画意谱新篇 

鼓乐笙箫 

火树银花不夜天 

          

诗歌与春晚结缘 

欧洲和华夏故乡连线 

你持长袖舞翩跹   

我高咏诗歌相伴 

            （著名书法家 诗人于连胜） 

今天 

又一次来到诗歌春晚 

又如身临一席汉唐盛宴 

诗情画意谱新篇 

鼓乐笙箫 

火树银花不夜天 
 
诗歌与春晚结缘 

欧洲和华夏故乡连线 

你持长袖舞翩跹 

我高咏诗歌相伴 

 

时光虽然守不住我们的容颜 

却能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春晚留不住岁月 

却能留住你我的心愿 

踏破青山人未老 

百花争艳 

春满故园 

今天，陶醉在荷兰鹿特丹 

明年，再聚欧洲诗歌春晚… 

 

这是“中国诗歌春晚欧洲分会场-”-第二本

（鹿特丹）诗集，共收入 参会与未参会诗

作40多篇，其中部

分诗作来自欧洲之

外世界各国： 

 

如：美国，新西

兰，日本，等国，

及台湾等。 

 

������ϮϬϭϵ 
 诗歌春晚 

   响 彻 

  鹿特丹 

�����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鹿特丹 &KLQHVH�3RHWU\�6SULQJ�IHVWLY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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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LHSVWH�UHGHQ�YDQ�KHW�*HOXN 
� 
,N�]RFKW�QDDU�GH�GLHSVWH�UHGHQ 
9DQ�KHW�PHQVHOLMN�JHOXN 
'LH�UHGHQ�OLJW�QLHW�LQ�JHOG��EH]LW��OX[H 
QLHWVGRHQ��SURILWHUHQ��IHHVWHQ��JHQLHWHQ� 
%LM�JHOXNNLJH�PHQVHQ�YRQG�LN�DOWLMG 
HHQ�GLHSH�JHERUJHQKHLG 
HHQ�VSRQWDQH�YUHXJGH�RP�NOHLQH�GLQJHQ�HQ�
HHQ�JURWH�HHQYRXG� 
%LM�JHOXNNLJH�PHQVHQ�ZDV�LN�VWHHGV�YHU�
EDDVG 
RYHU�GH�DIZH]LJKHLG�YDQ�GZD]H�EHJHHUWHQ� 
%LM�JHOXNNLJH�PHQVHQ�YRQG�LN�QRRLW 
RQJHGXULJKHLG�RI�JHSDVVLRQHHUGH�MDFKW 
1RRLW�GLH�GUDQJ�QDDU�]HOIYHUKHHUOLMNLQJ� 
=H�EH]DWHQ�PHHVWDO�HHQ�IOLQNH�SRUWLH�KXPRU�� 
������������������������������������������������������������������/L�-XQ 	/DPEHU��� 
'RRU�3KLO�%RVPDQ�� 
 

幸福的缘由 

我寻找人类幸福的缘由 

真正的幸福不在于，金钱，名誉和攫

利 

更不在于无所事事，花天酒地 

在一种拥有真正幸福的人 

我发现总有一种深切的安全感 

他们总是主动的，乐观的 

因点滴收益便感到很大的满足 ！ 
 
对于这种幸福的人 

我常感到惊讶的是 

他们总是缺席在那奢侈而豪华的席位

上 

在这种幸福的人中， 

�我来没有发现到他们的混乱和作践. 

他们不苛求个人的私利，然而 

他们的生活充满着和谐与幽默 ！ 

 

荷文诗-上世纪比利时著名诗人   -菲
尔博斯曼；之前，他的诗被译成ϯϬ多

种文字，唯独没有在中文。      ;LDPHL�HQ�&RVLPD   
���� 

流动的梦  

文／小雅鹤鸣 

（荷兰）  

  
我不停地写，  

想让梦流动。  

那些夏日的花果  

伴随雨的节奏  

一枚枚飘落，  

��������ǡ���������  
梦在空中流动。  

  
翻开心爱的图画，  

里面仍夹着去年秋天树

林里  

拾的最美的落叶，  

它温婉、红里透黄，  

每天清晨都会向你微笑。  

那里的树木高耸入云，  

红枫漫天。  

我不停地走，  

 
��������ǡ���������  
梦在空中流动。  
 
 作者：小雅鹤鸣 （YiHeSun） 

 本名孙     一鹤，来自北京，旅居荷兰  

                                                  （Nederland） 

 

 

                   落叶归根  -- 胡向前  
                 荷兰  XiangqianHu， Nederland  

 

花雨轻飘，西风复起；万叶思根心切。欲化肥

泥，护树养冬枝別。亦春盼，再展余风；且秋

驻，先凌霜雪。几时可，水暖花开；重温往昔

共明月。  

    

   喜欢相逢  

  

任立君 (德国）�ƵŝƚƐůĂŶĚ 
 

    喜欢不期而遇  

    北开的窗  

    翘首着燕儿  

    朝南归  

    喜欢杜塞的街上  

    还留着你走过的身影 

    细雨的夜晚   

                  弥 漫过你透明的气息  

                                 

                                也享受离别  

                                享受这暗夜的静谧  

                                           

跳动的莱茵水 

                  

      如你我明明灭灭的念  

      柔软的风  

      是你浓浓黑黑的秀发 

      撩着我的唇  

      身体总是比大脑 

      先觉醒，你说。 

      那我们的相遇  

 

      岂不是人间  

      最美丽的修行。 

 

 

�����中国诗歌春晚-欧洲鹿特丹&KLQHVH�3RHWU\�6SULQJ�IHVWLY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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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春晚-欧洲鹿特丹&KLQHVH�3RHWU\�6SULQJ�IHVWLYDO�����            

  丝路赋  

文/屈金星 中华复兴，盛世梦想。丝绸之路，

今日重光。昔者张骞怀节，欧亚之商贾发端；海疆

扬帆， 中外之文明辉煌。逮乎近代，国力日衰，通

衢荒凉。今夫天阙运筹，纵横八荒。一带一路， 联

通寰宇。大同世界，协和万邦。器道中国，大美东

方。天汉高旌，将飘扬于四海；盛唐雄 风，正漫卷

于无疆。屈原后裔心潮逐浪，乃为赋曰:  

苍苍鸿蒙，湛湛曙光。 巍巍昆仑，浩浩东方。 泱

泱中华，赫赫炎黄。 养蚕缫丝，嫘祖首倡。 文明

标识，人类霓裳。 惠及家国，泽被黎邦。 大国雄

风，汉武拓疆。 张骞开来，班超继往。 丝绸之

路，千秋腾骧。 长安龙翥，雅典凤翔。 霞蔚罗

马，云蒸洛阳。 商贾络绎，驼铃叮当。 骏马千

骋，裙袂飞扬。 泡馍包容，咖啡激荡。 佛法西

来，道风东向。 欧亚共融，东西同祥。 中华峥

嵘，放眼海沧。 先贤蹈海，郑和踏浪。 云帆直

挂，雾列万港。 泉州桅高，开罗塔壮。 孟买菩

提，广州帆樯。 茶涤肺腑，酒沥胸膛。 旗袍翩

跹，瓷器琳琅。 香料吐馨，象牙流光。 翰墨流

溢，诗韵传唱。 中外互通，海陆齐翔。 路断驼

杳，伶仃昆岗。 海禁樯倾，呜咽沧浪。 关河冷

落，国运凋伤。 落日黯然，痛其国殇。 纵观今

来，历览古往。 道荒邦弱，路通国旺。 今逢盛

世，丝路重张。 燕京紫气，梦回汉唐。 丝路花

雨，海疆霓裳。 汇通九宇，吞吐五洋。 中外比

翼，俊彩寰宇。 陆海融通，星驰万象。 信通货

通，路畅心畅。 美美与共，家国同昌。 中华复

兴，光荣梦想。 天下大同，正道沧桑。 

 

 作者简介：屈金星，屈原后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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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协中国产业报协会新闻中心总策

划、中华文化财富联盟执行主席、 中央电视台书画

频道特约观察员、经济日报社《中国书画》杂志特

邀策划。曾评为中华辞赋 界十大新闻物。中国诗歌

春晚发起人和总策划人。2YHU�GH�DXWHXU��4X�
-LQ[LQJ��DIVWDPPHOLQJ�YDQ�4X�<XDQ��VHQLRU�
PHGLDSHUVRRQ�YDQ�%HLMLQJ��FXOWXUHHO�SODQ�
QHU��GLFKWHU��&LIX�HQ�HHQ�YDQ�GH�JURQGOHJ�
JHUV�YDQ�GH�&KLQHVH�1HZ�&LIX-EHZHJLQJ��
'H�KRRIGSODQQHU�YDQ�KHW�&KLQD�,QGXVWU\�
1HZV�$VVRFLDWLRQ�1HZV�&HQWHU��GH�([HFX�
WLYH�&KDLUPDQ�YDQ�GH�&KLQD�&XOWXUDO�
:HDOWK�$OOLDQFH��GH�&&79�3DLQWLQJ�DQG�
&DOOLJUDSK\�&KDQQHO�6SHFLDO�2EVHUYHU�HQ�
KHW�(FRQRPLF�'DLO\�1HZV�&KLQD�3DLQWLQJ�
DQG�&DOOLJUDSK\�PDJD]LQH�KHEEHQ�KHW�SODQ�
XLWJHQRGLJG��+LM�LV�EHRRUGHHOG�DOV�HHQ�YDQ�
GH�WRS�WLHQ�QLHXZVLWHPV�LQ�GH�&KLQHVH�&LIX
-LQGXVWULH��&KLQHVH�SRs]LH�/HQWH�IHVWLYDO�

DYRQG�SURPRWRU�HQ�KRRIGSODQQHU 

 

为����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 荷兰鹿特

丹 诗歌春晚献词  

相   聚  ---  梦  娜 0RQD�李民鸣） 
 

今天  

是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将拒绝所有  

华而不实的说教与弄虚作假的神迹   

挣脱羁绊、胆怯、颓废、懊丧与空虚  

擎起一面心灵的大旗  

迎接诗歌圣殿里  

飞出最美丽的天使  
   
从中国一部不朽的史诗《诗经》诞生起  

诗歌，便是一部引领中国走向文化文明的秘籍  

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象征和开始   

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礼仪之邦——  

中国古文明向现代文明  

乃至于向世界文明进程的动力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我们用最优美的文字  

书写最优美的诗歌  

用最优美的诗歌  

赞美最悠久的历史  

  从我们捧读唐诗宋词元曲之

时  

我们便没有了年轮的距离  

从我们了解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开始  

我们敬重便纪念  

这位伟大的古希腊盲人诗人—

—荷马  

我们触摸了它的文学艺术价值  

和它对考古、民俗、历史、地理         （王 蕾书） 

值得研究的东西  
   
我们读莎士比亚，对《哈姆雷特》  

有着自己不同的解析  

我们读雪莱，不朽的《西风颂》  

给我们心灵的撞击  

我们读拜伦，记住了《唐璜》  

小说故事仍然可用长诗的形式  

我们读惠特曼，细品《草叶集》  

虔诚呼唤《啊，自由，转过脸来吧！》  

我们读泰戈尔，欣赏《飞鸟集》  

浮动多少唯美而动漫的载体  

同时也见证了《一个诗人的故事》  

我们读歌德，思考《浮士德》  

品味《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们读茹科夫斯基、普希金、海涅、叶芝......  
   
我们读胡适，希望着他的《希望》——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我们读艾青，感动《我爱这土地》  

我们读徐志摩，难忘他的《再别康桥》  

我们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们读余光中，读洛夫  

诠释了我们的《乡愁》  

懂得《边界望乡》的乡思  

我们读席慕容，捧着她的《以诗之名》  

感动她的画意诗情   
   
我们读世界诗人  

读中国诗人，读历史、读祖先、读自己  

从此，我们不再将狭隘的思绪  

与辽阔和幽远的世界  

失重的传递  

  我们是坦荡而透明的诗人  

像剔透晶莹的珍珠，温润如玉  

像皑皑白雪，纯洁大地  

我们提笔破竹，披荆斩棘  

将灵魂里最辉煌的诗句  

像太阳一样，炙热的普照东西  
   
划破忤逆的黑暗  

向恶势力无情的抨击  

诗人们，团结在一起  

如姊妹、兄弟、亲人和故知  
米洛斯拉夫�赫鲁伯说：  

“我们互相打量犹如透明的  

海葵。”  

我们是光明磊落的诗人  

光明磊落的人是透明的人  

“李白是透明的  

康德是透明的。”  

“莫扎特是透明的  

弗兰茨约瑟夫是透明的。”  

   

我们更是龙的传人  

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  

神圣使命  

我们身上，烙印着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洗礼过的 痕迹  

我们是海外游子  

呼吸着异国他乡的不同空气  
看啦，“光阴寸寸鞋间” 我们来了  ， 
我们  从捷克来  
带着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的《全部爱》  
我们  ，从以笔为枪的骑士《》 
塞万提斯的西班牙来 ， 

回味他不朽的著作《唐吉柯德》    
我们  从歌德诞生的德国来 ， 

从欧洲各个国家来 …….. 

… 

我们 都是海外游子， 
让我们醉一回，再 醉一回 ！，，，，  
 

未完  (�参考《����诗歌春晚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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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HUQDWLRQDOH�&KLQHVH�OLWHUDWXXU�世华文学 

  心水第十二部文學著作 （澳洲） 

XinShui 
Australie 
 

 《雨到黃昏花

易落》作者心

水 已出版 
（墨爾本訊）

先後參與創辦

「風笛詩

社」、「澳洲

華文作家協

會」、「墨爾

本華文作家協

會」、「維省華文作家協會」，並於九年前

再創辦「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的資深作

家心水，二月一日在臺灣出版了新著「雨到

黃昏花易落」散文集。 

此書為作家心水的第十二部文學著作，是第

四冊散文集；總共有廿餘幅彩照插圖，收錄

六十八篇寫景舒情、懷舊采風、文友情緣等

內容的感性文字，以題目字數多寡定次序，

並無優劣好壞之分。是心水先生在墨爾本貼

切生活寫照，情真意切而感人。 

出版此書為回報其么兒黃明仁太平紳士

（John Wong JP）的一片孝心，緣起於去年
父親節、心水收到幼兒餽贈德國奔馳名車，
受兒子孝行所感，而特編輯此書發行作為回
贈的禮物。 

心水退休已十年、卻「不知老境早蒞臨」，

每日仍積極閱讀書報、上網暨撰作文章，參

與社團活動、為文友辦新書發佈會，辦文學

講座，多次率領作家團到海峽兩岸采風等。

以日日是好日的心態迎接美麗的晚晴歲月，

其文章盈溢的是對生命的頌歌，是對生活感

恩，對世界的展望。 

心水原名黃玉液，祖籍福建省廈門翔安區大

路鄉，在南越蓄臻省誕生，一九七八年八月

攜妻子婉冰（亦是作家）、五位幼年兒女在

南中國海賭命十三天，淪落荒島十七日後 ，

始被印尼海軍救到難民營，翌歲三月獲澳洲

人道收容定居墨爾本至今。 

心水現任“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名譽秘

書長、“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 

究會”理事、“中國風雅漢俳學社”名譽社

長、“國際潮人文學藝術協會” 

名譽會長。 

作品被收錄於各國十八種辭典、類典、文

選、文學史、百科全書、教科 

書等；小說及詩歌入編「澳洲華文文學叢

書」。三首詩被澳洲入篇中學生參 

考教材，四篇微型小說被日本三重大學入編

為文學系教材。 

已出版兩本長篇小說、四冊微型小說集，三

部散文集及兩本詩集。共獲 

海峽兩岸、澳洲等地十五項文學獎，其中四

個首獎。尚有澳洲總理頒發國 

際義工年服務獎、維州總督頒多元文化傑出

貢獻獎章、維州州長暨各團體 

共頒十六項各類獎狀獎牌。 

去年九月底榮獲雪梨「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

體聯合會」頒發：「澳華文 

化界傑出貢獻獎」；「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

究會」於去年十二月在印尼耶加 

達頒發「華文微型小說四十年貢獻獎」等。 

等託運書冊到達後，“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

會”將為這位熱心公益、 

資深作家心水先生的新著舉辦隆重發佈會。 

 

 【原创】精美散文诗《华山论剑》 作者       

孙重贵  -香港 6XQ&KRQJ*XL 
                    +RQJ.RQJ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偶然发现了“孔明网”的《精

美散文诗》，选了我的两篇散文诗并做了点评。现

分别转载如下： 

 

华山论剑，令人神往。 

各路英雄，风云聚会，刀光剑影，争霸武林。如此

壮观如此刺激如此惊心如此动魄的场面，如不亲身

前往亲眼欣赏，终生遗憾。 

我攀登号称「奇险天下第一山」的西岳华山，访遍峰

壑林泉、道观洞天，未见半点剑影，十分茫然。 

途中遇一道长，问其缘由？道长皱眉答道：「华山

无剑，是你心中有剑！」 

我失望不已，无可奈何地端坐中峰，冥冥思考。 

突见眼前一亮，东西南北四峰，壁立千仞，在阳光

的照射下，仿佛一把把闪烁着寒光的擎天巨剑。 

我又向道长问其缘由？道长微笑答道：「华山有

剑，你心中无剑！」 

我在「剑丛」中跋涉，忽风雨大作。历经艰辛，行至

苍龙岭。 

华山第一险径两侧的万丈深渊，已被翻涌的云海填

平，群峰隐退得无影无踪。望着眼前一片白茫茫的

世界，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平静与祥和。 

我再向道长问其缘由？道长大笑答道：「华山无

剑，你心中也无剑！」 

我大彻大悟——几经磨难，终于进入了攀登华山的

至高境界。想来，这或许也是人生的一种至高境界

吧？ 

孙重贵，客座教授，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监事长，

中华文化艺术交流会副会长，，国际华文诗人协会

会长，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香港散文诗学会常

务副会长，香港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香港音乐文

学学会监事长，中国作家第一村村民，香港艺术发

展局首届评审员,香港作家联会笫十届理事。《华夏

经济文化》《世界华文诗报》总编，《香港散文诗》

《华夏纪实》副主编。 

《华山论剑》点评 

攀登华山的境界，就是跋涉人生的境界，当矛盾产

生，人们剑拔弩张时，自然是沉默的、雍容的、洞

明的，当人们学会了思考不懈求索时，自然是坚定

的、大气的、壁立千仞的，当人们走过了喧嚣，走

过了忧郁获得从容宁静时，自然也就退出视野，摇

身变成任由我们表演的舞台了。 

华山云清水澹，是指引我们胸无戾气，人格方正，

自然厚朴；华山挺立 峻拔，是启示我们穿越窒障，

让心灵自然澄净；华山隐形云海，是导引我们远离

喧嚣，彰显不为外物所累的人性辉煌。 

有时候自然是人性的一个火山口，当诗人觉悟到这

一切时，就一头扎进了自然的怀抱，像一个婴儿投

入母亲的怀抱，性灵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

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天人合一的境界里自

得。 

文质而实绮，似癯而实腴，源于诗人遵从生命的必

然轨迹，求索最高境界的深厚内蕴，故睿智而不失

雅洁，多思而不失蕴籍。  
 

祝英台 近 （程垓体） 欧非子  

 

惜 梦魂 飞，斑斓月，犹昨弄天籁。 似醉迷糊，

清醒亦无奈。 叹甚秋叶风飘，岁华终老，忆今

世、几曾精彩。 泪花洒。疏影衰树篱笆，牵肠人

不再。 孰问苍天，人际有何爱。 半瓶红酒浇心，

毋庸怪，夕阳坠、血淹瀚海。 
 

解蹀躞（周邦彦体）  
 

大漠驼铃 大漠孤烟边塞，日落昭君冢。 晚霞飞

血、丘沙隐鸣凤。 远处清脆驼铃，困途岁月悠

悠，吉人天宠。 去如梦。归雁安能飞纵，前程雪

风涌。 向来孤傲、高昂不欺众。 步履坚定谦卑，

默经霜月寒山，有求无恐。  
 

作者简介：欧非子，原名翁锡鸿，毕业于南京大

学。现居捷克。中国国家一级武术裁判。 �����年

主编《当代名家诗词三百首》文集。现 为捷克华文

作家协会秘书长，捷克少林武术协会会长等。 

Oou Fei Zi   Tsjechie 

:,(�6&+5,-)7�9225�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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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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荷兰 
 
:+2�:,//�:5,7(6�)25�86"�<28"�<RXU�
DUWLFOH�LV�ZHOFRPH� 
������������������������������&KLOLDQ]L#KRWPDLO�F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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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年初活动 及交流  $FWLYLWHLWHQ�YDQ�&DL+RQJ 

6WJ��&DL�+RQJ�ZDV�GRRU�
GH�JHPHHQWH�2VV�XLWQR�
GLJG�YRRU�GH�QLHXZMDDUV�
UHFHSWLH�YDQ���MDQXDUL�
������'H�EXUJPHHVWHU�
YRQGW�KHW�LQWHUHVVDQW�ZDW�
6WJ��&DL�+RQJ�GH�ODDWVWH�
MDUHQ�DDQ�DFWLYLWHLWHQ�
KHHIW�RQWSORRLG��9RRU�KHW�
NRPHQGH�MDDU�ZLO�VWJ��&DL�
+RQJ�OHV�JDDQ�JHYHQ�LQ�
&KLQHVH�WDDO��FXOWXXU�HQ�
NDOLJUDILH��� 
 
荷兰 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作为荷兰东南部，小数民族文化

机构，每年在新年之际都会受邀

参加奥什市政府的新年年会活

动， 今年也一样。上照为奥什

市 市长 与 彩虹中心负责人 池莲子 合影。 
 
2SHQ�OHV�-LQJ�/LDQ�7DL�-L�6FKRRO 
=DWHUGDJ���GHFHPEHU������ 
 
2S�]DWHUGDJ���GHFHPEHU�ZHUG�GH�QDMDDU�FXUVXV�DIJHVORWHQ�
PHW�HHQ�JH]DPHQOLMNH�RSHQ�OHV��'H�FXUVLVWHQ�HQ�GRFHQWHQ�KHE�
EHQ�VDPHQ�4LJRQJ�EHRHIHQG�YRRUJHJDDQ�GRRU�&KL�9HUKRHYHQ��
:H�NUHJHQ�XLWOHJ�RYHU�PX]LHN�DOV�7&0-WKHUDSLH�YRRU�MH�RUJD�
QHQ�HQ�KHEEHQ�JH]DPHQOLMN�HHQ�PDQWUD�JH]RQJHQ��9HUYROJHQV�
VDPHQ�GH��-�YRUP�HQ���-YRUP�YRRUJHJDDQ�GRRU�0DULD�9HUVWUD�
WHQ��GH���-YRUP��:X�;LQ�4L�HQ�GH�=ZDDUG���-YRUP�<DQJ�VWLMO�
GRRU�%HUU\�0DQGHUV��%HUU\�HQ�/DPEHU�0LFNHUV�JDYHQ�YHUYRO�
JHQV�HHQ�GHPRQVWUDWLH�YDQ�GH�=ZDDUG���-�YRUP�ZDW�SUDFKWLJ�
ZDV�RP�WH�]LHQ��7LMGHQV�GH�SDX]H�ZDV�HU�HHQ�JH]HOOLJ�VDPHQ]LMQ�
RQGHU�KHW�JHQRW�YDQ�KHHUOLMNH�KDSMHV�GLH�YHU]RUJG�ZDUHQ�GRRU�
GH�FXUVLVWHQ��'H�-LQJ�/LDQ�VFKRRO�HQ�6WLFKWLQJ�&DL�+RQJ�KHEEHQ�
WRW�GRHO�KHW�YHUVSUHLGHQ�HQ�XLWGUDJHQ�YDQ�GH�&KLQHVH�FXOWXXU��
'H�RSHQ�OHV�LV�RRN�HHQ�JHOHJHQKHLG�RP�NHQQLV�WH�PDNHQ�PHW�
4LJRQJ�HQ�7DL�&KL��XLWOHJ�WH�NULMJHQ�HQ�YUDJHQ�WH�VWHOOHQ��(U�
ZDUHQ����SHUVRQHQ�DDQZH]LJ�ZDDURQGHU�GRFHQWHQ��FXUVLVWHQ�HQ�
EHODQJVWHOOHQGHQ��'H�UXVW�HQ�JH]HOOLJKHLG�ZDUHQ�DORP�DDQZH]LJ�
HQ�QD�HONDDU�ILMQH�IHHVWGDJHQ�JHZHQVW�WH�KHEEHQ�QDPHQ�ZH�
DIVFKHLG�RP�HONDDU�ZHHU�]LHQ�LQ�KHW�QLHXZH�MDDU�� 
 
  

�����年�月��日下午， 由 荷兰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组织举

办一年一度的，文化风水讲座，主讲人 池莲子（&KL9HUKRHYHQ） 

今年是“己亥”年， 为湿土年， 变化年，创新年； 社会趋于稳

定（当然每国度不一样；照香港名师李居明之说：人要学会包容， 

感恩，多建设，少说话，能创造便是好事！不要把绳子看成毒蛇，

也不要在退潮时，埋怨大海…�做一个朝着太阳迈进，充满志向的 

人！ 

   与此同时，根据“黄帝内经”-“春夏秋冬 与四时的阴阳”变

化，告知我们：四时阴阳的有序变化， 是世间万物生死存亡的根

本。违背这个根本，就会灾难丛生，而顺从它就不会生病。也就是

说掌握养生之道。因此， 人们要按照四时与季节的规律；生发，

生长，收敛，深藏 人体的规律， 就不容易轻易生病。同时，因为

自然环境不同，东南西北中，这五个区域的人， 常患的病也不一

样， 治疗的方法也有不同。  

 

当天下午， 有近��人参加，大家充满热情，兴趣高涨！ 

 
 

/H]LQJ�$VWURORJLH�´LQ�KHW�MDDU�YDQ�KHW�9DUNHQµ� 
 
2S�]RQGDJ����IHEUXDUL�JDI�&KL�9HUKRHYHQ��7&0-DUWV�HQ�+RRIG�
GRFHQWH�-LQJ�/LDQ�6FKRRO�HHQ�LQWHUHVVDQWH�OH]LQJ��+HW�&KLQHVH�
1LHXZMDDU�LV�EHJRQQHQ��GH�/HQWH�GLHQW�]LFK�DDQ�ZDW�RRN�KHHO�
JRHG�WH�PHUNHQ�LV�DDQ�KHW�ZHHU�HQ�GH�YRJHOV�RP�RQV�KHHQ��2RN�
DO�VFKHHQ�GH�]RQ�KHHUOLMN�HQ�ZDV�KHW�RSHQ�ZHHU�NRQGLJGHQ�]LFK�
HHQ�JURHS�YDQ�URQG�GH����JHwQWHUHVVHHUGHQ�]LFK�DDQ��(U�ZHUG�
JHOXLVWHUG��YUDJHQ�JHVWHOG�HQ�]HOIV�HQWKRXVLDVW�OHYHQVYHUKDOHQ�
JHGHHOG�GRRU�GH�DDQZH]LJHQ��&KL�YHUWHOGH�RYHU�GH����HOHPHQWHQ�
�7LDQ�*DQ���GH����GLHUHQ��'L�=KL��HQ�GH�F\FOL�YDQ����MDDU��7LDQ�
*DQ�HQ�'L�=KL�]LMQ�WZHH�JURHSHQ�HOHPHQWHQ�GLH�WH]DPHQ�HHQ�
F\FOL�YDQ���[���MDDU�YRUPHQ��(ONH����MDDU�����GLHUHQ��LV���NOHLQH�
F\FOXV�HQ�QD����MDDU�LV�GH�JURWH�F\FOXV�YROWRRLG��(U�ZHUG�DGYLHV�
JHJHYHQ�YRRU�KHW�QLHXZH�MDDU�HQ�JH]HJG�ZDDURS�WH�OHWWHQ��&KL�
QHVH�WHNHQV�ZHUGHQ�GRRU�&KL�XLWJHOHJG�ZDDUELM�KHW�WHNHQ�YRRU�
9DUNHQ�]HHU�KHUNHQEDDU�ZDV��*HWHOG�YDQ���W�P����LQ�OHWWHUV�
]RDOV�GLW������MDDU�JHOHGHQ�JHEHXUGH�YRRUGDW�PHQ�RS�FLMIHUV�
RYHU�JLQJ��(HQ�OH]LQJ�PHW�KHHO�YHHO�LQIRUPDWLH�HQ�GXLGHOLMNH�
XLWOHJ��,Q�GH�SDX]H�NRQGHQ�ZH�HYHQ�RQ]H�EHQHQ�VWUHNNHQ��JHQLH�
WHQ�YDQ�OHNNHUH�WKHH�HQ�KDSMHV�HQ�JH]HOOLJ�´EXXUWHQµ��1D�GH�

SDX]H�JLQJHQ�ZH�YHUGHU�PHW�GH�:X�;LQJ����HOHPHQWHQ-WKHRULH��
%HVSURNHQ�ZHUG�KRH�GH�HOHPHQWHQ�PHW�QDWXXU�HQ�PHQV�HHQ�
JHKHHO�YRUPHQ�HQ�WHUXJ�WH�]LHQ�]LMQ�LQ�6HL]RHQ��5LFKWLQJ��
6PDDN��2UJDQHQ��.OLPDDW��'DDUQD�ZDV�HU�JHOHJHQKHLG�WRW�YUD�
JHQ�WH�VWHOOHQ��'H�PLGGDJ�LV�HHQ�VXFFHV�JHZHHVW� 
7HJHOLMNHUWLMG�ZRUGW�YROJHQV�GH��,QWHUQH�.ODVVLHNHU�YDQ�GH�
*HOH�.HL]HU���+XDQJ�'L�1HL�-LQJ-��GRRU�GH��/HQWH��=RPHU��
+HUIVW�HQ�:LQWHU�HQ�GH�\LQ�HQ�\DQJ�YDQ�GH�YLHU�VHL]RHQHQ���
JH]RUJG�YRRU�HHQ�YHUDQGHUHQGH�ULWPH�LQ�KHW�YRRUWEHVWDDQ�YDQ�
DOOH�GLQJHQ�LQ�GH�QDWXXU��+HW�QLHW�PHHGHLQHQ�PHW�GH�QDWXXU�
OHLGW�WRW�UDPSHQ�HQ�KLHUGRRU�ZRUGW�PHQ�RRN�]LHN��'DDURP�PRH�
WHQ�PHQVHQ�GH�\LQ�HQ�\DQJ�YDQ�GH�YLHU�VHL]RHQHQ�YROJHQ��+LHUELM�
PHHQHPHQG�GDW�ZDDU�MH�ZRRQW�LQYORHG�KHHIW��GH�NOLPDDW��GH�
ULFKWLQJ��GDJHOLMNV�OHYHQVSDWURRQ��YHUVFKLOOHQGH�YRHGLQJ��$DQ�
SDVVLQJ�PHW�GH�VHL]RHQ��PHW�GH�QDWXXU�ZDDULQ�MH�OHHIW�� 
 

  

%XUJHUPHHVWHU�YDQ�2VV:REL�
QH�%XLMV-*ODXGHPDQV�	�&KL�
/LDQ=L 

%HLGH�GDPHV�RS�GH�
IRWR�KHWHQ�:LOPD�
HQ�]LMQ�RS�GH]HOIGH�
GDJ�JHERUHQ�PDDU�
PHW����MDDU�HU�WXV�
VHQ���-DDU�YDQ�+DDQ��
�O��HQ�9DUNHQ��U�� 
 
(U�LV�HHQ�YULHQG�
VFKDS�JHERUHQ�WLM�
GHQV�GH�ODDWVWH�
DVWURORJLHOH]LQJ��=H�
]LMQ�KDUWVWLNNH�EOLM�
GDW�]H�HONDDU�RQW�
PRHW�KHEEHQ� 
两位同月同日出生， 

又同名的（威尔曼）

偶尔在此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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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健 *H]RQGKHLG�LQIRUPDWLH 

  红枣的营养价值 

   营养 红枣  
 

大枣，又名红枣、干枣、枣子等。大枣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

胡萝卜素、%族维生素、维生素&、维生素3以及磷、钙、铁 等成

分，其中维生素&的含量在果品中名列前茅，有“维生素&´之美称。  
 

大枣的主要食疗药效 

 

�、大枣富含的环磷酸腺苷，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必需物质，能增强

肌力、消除疲劳、扩张血管、增加心肌收缩力、改善 心肌营养，对

防治心血管疾病有良好的作用。 

�、大枣具有补虚益气、养血安神、健脾和胃等功效，是脾胃虚

弱、气血不足、倦怠无力、失眠等患者良好的保健营养品。  

�、大枣对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贫血、过敏性紫癜等症有较好疗

效。 

�、大枣含有三萜类化合物及环磷酸腺苷，有较强的抑癌、抗过敏

作用。 
民间的秘方：滋补养生话红枣 

滋润肌肤，益颜美容 

民间有“一日食仨枣，百岁不显老”、“要使皮肤好，粥里

加红枣”之说。 

 

取红枣��克，粳米���克，同煮成粥，早晚温热食服，对美容皮肤

大有益处。究其原因是红枣中大量的维生素%可促进皮下血液循

环，使皮肤和毛发 光润，面部皱纹平整，皮肤更加健美。 

 
'H�YRHGLQJVZDDUGH�YDQ�MXMXEH 
        1XWULWLRQDO�GDWD 
-XMXEH��RRN�EHNHQG�DOV�URGH�GDGHO�JHGURRJGH�GDGHOV��&KLQHVH�
GDGHO�HQ]RYRRUW��-XMXEH�ULMN�DDQ�HLZLWWHQ��YHWWHQ��NRROK\GUD�
WHQ��FDURWHHQ��YLWDPLQH�%��YLWDPLQH�&��YLWDPLQH�3��HQ�IRVIRU��
FDOFLXP��LM]HU�HQ�DQGHUH�EHVWDQGGHOHQ��ZDDULQ�GH�KRHYHHOKHLG�
YLWDPLQH�&�LQ�IUXLW�LQ�GH�WRS��]LMQ�HU��YLWDPLQH�&��UHSXWDWLH� 
+HW�EHODQJULMNVWH�WKHUDSHXWLVFKH�HIIHFW�YDQ�MXMXEH 
���MXMXEH�ULMN�DDQ�F\FOLVFK�DGHQRVLQHPRQRIRVIDDW��LV�KHW�OL�
FKDDP�YDQ�GH�HQHUJLHVWRIZLVVHOLQJ�YDQ�HVVHQWLsOH�VWRIIHQ��NDQ�
VSLHUNUDFKW��YHUPRHLGKHLG�YHUEHWHUHQ��YHUZLMGHQ�GH�EORHGYD�
WHQ��KHW�YHUKRJHQ�YDQ�P\RFDUGFRQWUDFWLOLWHLW��KHW�YHUEHWHUHQ�
P\RFDUG�YRHGLQJ��KHEEHQ�HHQ�JRHGH�LQYORHG�RS�GH�SUHYHQWLH�HQ�
EHKDQGHOLQJ�YDQ�KDUW-�HQ�YDDW]LHNWHQ� 
���MXMXEH�KHEEHQ�4L�WRQLF��KHW�YRHGHQ�YDQ�GH�]HQXZHQ��PLOW�HQ�
PDDJ�HQ�DQGHUH�HIIHFWHQ��HHQ�]ZDNNH�PDDJ��JHEUHN�DDQ�EORHG��
YHUPRHLGKHLG��]ZDNWH��VODSHORRVKHLG�HQ�DQGHUH�SDWLsQWHQ�PHW�
HHQ�JRHGH�JH]RQGH�YRHGLQJ� 
���MXMXEH�KHHIW�HHQ�JRHG�HIIHFW�RS�DFXWH�HQ�FKURQLVFKH�KHSD�
WLWLV��FLUURVH��EORHGDUPRHGH��DOOHUJLVFKH�SXUSXUD�HQ�DQGHUH�
V\PSWRPHQ� 
���MXMXEH�EHYDW�WULWHUSHQRwGHQ�HQ�F\FOLVFK�DGHQRVLQH�PRQRIRV�
IDDW��KHHIW�HHQ�VWHUN�DQWL-NDQNHU��DQWL-DOOHUJLVFK�HIIHFW� 
)RON�JHKHLPH�UHFHSW��YRHGHQGH�JH]RQGKHLG�ZRUGHQ��URGH�GDWD 
+\GUDWHHUW�GH�KXLG��VFKRRQKHLG 
0HQVHQ�KHEEHQ��HHQ�]RQVYHUGXLVWHULQJ�6D�KHGHQ�]LMQ�HU�JHHQ�
VLJQLILFDQWH�KRQGHUG�MDDU�RXG����PDNHQ�JRHGH�KXLG��SDS�5LJD�
MXMXEH��]HL�KLM� 
1HHP�MXMXEH����JUDP������JUDP�ULMVW��PHW�=KX�&KHQJ\X��YURHJ�
RI�ODDW��ZDUP�HWHQ�VHUYLFH��HHQ�JURRW�YRRUGHHO�YRRU�VFKRRQKHLG�
KXLG��'H�UHGHQ�LV�GDW�HHQ�JURWH�KRHYHHOKHLG�YLWDPLQH�%�GDWD�
KXLG�EORHGVRPORRS�NDQ�EHYRUGHUHQ��PDNHQ�GH�KXLG�HQ�KHW�KDDU�
JODG��SODW�JH]LFKW�ULPSHOV��GH�KXLG�PHHU�ILW� 
  

春天养生注意防风御寒 

春天乍暖还寒的时候，气温上下波动较大，忽冷忽热， 要特别注意

防风御寒，不宜过早的脱去冬衣，否则容易受寒伤肺，引发呼吸系

统疾患，要根据“春捂秋冻”的原则，要随着气温的变换及时增减

衣服，以适应春季气候多变的规律。 
%RYHQVWDDQGH�FRPELQDWLH�YDQ�ERQHQ��OLQ]HQ�HQ�HUZWHQ�LV�VDPHQ�PHW�ULMVW�
HHQ�ELM]RQGHU�JRHGH�YRHGLQJ�YRRU�GH�OHQWH��%LMYRRUEHHOG�RP�WXVVHQ�GH�
PLGGDJ�WH�HWHQ� 

 

�英国王妃梅根接受针灸治疗 
 

如今，据英媒报道，为了做好自然分娩的准备，ϯϳ岁的王妃梅根正

在接受针灸治疗（将细针插入面部和皮下），以保持健康，改善血

液流动，能量水平和帮助睡眠，减少对身体的压力。  

 
0RWKHU-WR–EH�0HJKDQ�LV�UHSRUWHGO\�WXUQLQJ�WR� 
DFXSXQFWXUH�WR�¶ERRVW�WKH�EORRG�IORZ�WR�KHU�XWHUXV·� 
DV�VKH�DSSURDFKHV�KHU�GXH�GDWH�� 
 
 
��中医 理疗，按摩   (头部按摩  参考 资料） 
 
��、 头冷痛，天热也得戴帽子，患者头部特别怕冷，一年四季都

要戴帽子。病因为虚症，炙百会穴上星穴。 
 

��、 头冷痛，前额痛，受寒时疼痛加重，头部畏风怕冷，常要戴

帽子，天冷鼻塞呼吸不利，可分辩气味，天热时症状消失.病因为

气虚血瘀，炙百会穴，上星穴，拨揉风府风池穴。 
 

��、 头目昏沉，精神不振，全身无力，病因为心理压力过大，休

息不到位，点揉后溪穴�分钟，后溪为督脉之会穴，上通头部可使

人精神振作。 
 

��、 偏头痛，为少阳胆经循环不良，取小腿外侧，阳陵泉穴至光

明穴，刮痧法或拨法(泻法)。 
 
��、 酒后头痛，点搡率谷穴，卢息穴，百会穴，拨揉后头斜方肌

起止点心，浅拿肩井穴。 
 

��、 视物不清，好象被云雾庶住，病因为肝虚引起的症状，点揉

太冲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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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VKRS�7&0�7XLQD�PDVVDJH 
 
6WLFKWLQJ�&DL�+RQJ�RUJDQLVHHUW�RS�]RQGDJ�
���PDDUW������HHQ�:RUNVKRS�7XLQD�PDV�
VDJH��7XLQD�PDVVDJH�LV�HHQ�YDQ�GH�WKHUD�
SLHsQ�EHKRUHQGH�WRW�GH�WUDGLWLRQHOH�&KL�
QHVH�JHQHHVZLM]HQ��+HW�LV�HHQ�PDVVDJH�
ZDDUELM�MH�GH�OLFKDDPVHQHUJLH�GRRU�PLG�
GHO�YDQ�GH�PHULGLDQHQ�HQ�GUXNSXQWHQ�
KHUVWHOW�HQ�EHYRUGHUW�HQ�GH�IXQFWLH�YDQ�
GH�RUJDQHQ�HQ�KHW�]HQXZVWHOVHO�UHJX�
OHHUW��'H�ZRUNVKRS�ZRUGW�JHJHYHQ�GRRU�
SURIHVVRU�6KL��HHQ�JHUHVSHFWHHUGH�7&0�
�7UDGLWLRQDO�&KLQHVH�0HGLFLQH��-�DUWV��
3URIHVVRU�6KL�LV�HHQ�VSHFLDOLVW�LQ�&KLQHVH�
.UXLGHQ��7XLQD�PDVVDJH�HQ�$FXSXQFWXXU�
HQ�GRFHQW�DDQ�GH�6KHQ]KRX�2SHQ�8QLYHU�
VLWHLW�7&0��1DDVW�YHOH�RQGHU]RHNHQ�
KHHIW�KLM�LQ�GLYHUVH�ODQGHQ�OHVJHJHYHQ��
'H�ZRUNVKRS�LV�YDQ�������WRW�������XXU�
LQFOXVLHI�PDWHULDDO�HQ�HHQ�KDOIXXU�OXQFK�
SDX]H��JHOLHYH�]HOI�PHH�WH�EUHQJHQ���1D�
HHQ�LQOHLGLQJ�HQ�WKHRULH�]XOOHQ�GH�7XLQD�
WHFKQLHNHQ�JHRHIHQG�ZRUGHQ�RQGHU�WRH�
]LFKW�HQ�EHJHOHLGLQJ�YDQ�SURIHVVRU�6KL�HQ�
]LMQ�DVVLVWHQWHQ��7LMGHQV�GH�SUDNWLMN�¶V�
PLGGDJV�NXQW�8�]HOI�HHQ�´SDWLsQWµ�ODWHQ�
NRPHQ�RP�WH�PDVVHUHQ��'H�ORFDWLH�LV�GH�
-LQJ�/LDQ�6FKRRO��+RJHZHJ����WH�=HHODQG�
HQ�GH�NRVWHQ�EHGUDJHQ�½���� �SHU�SHU�
VRRQ��9RRU�LQOLFKWLQJHQ�RI�DDQPHOGHQ�NXQW�

8�

FRQWDFW�RSQHPHQ�PHW�&KL�9HUKRHYHQ�
WHO�QU������-�������RI�0DULD�9HUVWUD�
WHQ��PRE�QU�����-���������� 
� 
3URJUDPPD�:RUNVKRS�7&0 7XLQD� 
 
������XXU���2QWYDQJVW 
������XXU���6WDUW�7XLQD�WKHRULH�OHV 
������XXU���3DX]H��]HOI�OXQFK�PHHEUHQJHQ 
������XXU���7XLQD�WHFKQLHNHQ 
������XXU���3DX]H 
������XXU���3UDNWLMN�EHRHIHQHQ�7XLQD 
������XXU���9UDJHQ�VWHOOHQ 
������XXU���(LQGH�ZRUNKRS� 
 
春季养生的按摩方法 

 

关元：位于脐下四指处，是任脉的穴位，位

于人身阴阳元气交关之处，又能大补元阳而

得名。《类经图翼》说： “此穴乃男子藏

精，女子蓄血之处……”能治疗“诸虚百

损”。用补法，有补肾阳的作用，类似于鹿

茸、肉桂、巴戟天、仙茅、仙灵脾等药的功

效。此穴多用来治疗虚损性质的疾病，泻法

较少使用。 

    气海：位于脐下两指处，是任脉的穴

位，为诸气之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用补

法，可大补元气，类似人参、黄芪等药的功

效；用泻法则有行气、理气的作用，类似于

香附、荔枝核、沉香、郁金等药的功效。 

    神门：在手腕的腕横纹尺侧端稍上方凹

陷处，是手少阴心经的原穴，被喻为神气游

走出入的大门。用补法，有宁心安神、补心

气的作用，类似于酸枣仁、柏子仁的功效；

用泻法，可清心、开窍，类似于中药紫雪丹

及石菖蒲、琥珀等药的功效。 

    足三里：在外膝眼向下量ϰ横指处，因

能治疗腹部上中下三部诸证而得名，为回阳

九针穴之一，是胃腑疾病和人体强壮要穴。

按摩足三里有补中气的作用，用补法，能健

脾养胃、补中益气，类似党参、白术、山

药、红枣等药的功效；用泻法，有消食导

滞、和胃通肠的作用，类似山楂、大黄等药

的功效。 

    三阴交：在内踝向上量ϰ指处，为足太

阴脾经的腧穴，由于是肝、脾、肾三阴经交

会处的穴而得名。肝藏血，脾统血，肾藏

精，精血相生，因此是治疗与血有关病症的

要穴。用补法，有健脾、补血、摄血的作

用，类似于当归、阿胶、紫河车、薏米等药

物的功效；用泻法，有活血化瘀的作用，类

似于归尾、桃仁、红花等药的功效。  

 
/HQWH�*H]RQGKHLG�$FXSUHVVXXU�� 
 
*XDQ�<XDQ� �JHOHJHQ�RS�YLHU� YLQJHUV�
RQGHU�GH�QDYHO�LV�HHQ�DFXSXQFWXXUSXQW�
YDQ�5HQPDL��+HW�EHYLQGW�]LFK�RS�K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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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 春季养生, 枸杞菊花茶, 养

肝【大纪元】 中医的时序养生法则。现在

春天来临了，春季养生在《黄帝内经》中论

述精辟。“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

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

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

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

夏为寒变，奉长者少。” 

四季变换本质是时空变换，是外在的天阳变

化，万物都要顺应这种变化，才可以持续进

行“生、长、化、收、藏”的变化，否则就

会出现灾变或凋亡。人体亦然。春天，从时

空上来看，白天渐长，黑夜渐短，日照时间

增长，相应的阳气由“冬藏”的状态，变化

到“春生”的状态，高天暖阳，大地松软，

树木发芽，百花吐蕊，动物雀跃，一片欣欣

向荣之景。此时的人怎么办呢？春为木运

先疏肝。疏通筋骨勤锻炼。� 
 

�ELM�GH�IRWR��� 
 
/DPEqU�0LFNHUV��O��HQ�%HUU\�0DQGHUV��U���
KHEEHQ�RS�KHW�6SULQJ�)HVWLYDO�7DL�&KL�HQ�
4LJRQJ�:X�4LQ;L�JHGHPRQVWUHHUG�QD�
PHQV�GH�VWLFKWLQJ�-LQJ�/LDQ�7DL�&KL�
VFKRRO��=H�KHEEHQ�YRRU�GH]H�GHPRQVWUD�
WLH�HHQ�PHGDLOOH�RQWYDQJHQ��%HLGH�KHUHQ�
]LMQ�GRFHQW�DDQ�GH�7DL�&KL�VFKRRO�GLH�]LM�
YHUWHJHQZRRUGLJGHQ� 

专业推拿（学习班）:RUNVKRS�7&0�7XLQD�PDVVDJH�-RS�]RQGDJ����PDDUW������ 



1XPPHU�����PDDUW�������SDJL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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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强，则中国强，天才-曹原 

 

中国培

养出的

这些好

少年， 

也预示

了中国

未来的

强盛之

路！ 

 

科学无

国界，

但科学

家有祖

国， 

我们期待� 

徘徊了ϯϬ年， 

试图解开铜氧化物超导的秘密 ...... 

 

而今天，我们的这位中国天才少年， 

就成为了照亮黑暗的那盏明灯！ 

 

ϮϬϭϳ年攻读博士期间， 

他发现了石墨烯中的非规超导电性， 

他推测， 

当叠在一起的两层石墨烯， 

彼此之间发生轻微偏移的时候， 

材料会发生剧变， 

有可能实现超导体性能。 

 

可当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时， 

却遭到诸多物理学家质疑， 

他们认为， 

这不过是一个ϮϬ岁的中国小孩， 

关于世界的美好幻想。 

 

但曹原， 

没有被权威质疑的声音击退， 

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 

捍卫自己的梦想！ 

为此他日夜待在实验室， 

克服了样品无法承受高热等， 

各种极端困难，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后， 

他依旧信心满满的说： 

“实验失败是家常便饭， 

心态平和地对待失败就没什么压力。” 

“吃一堑长一智，做的多了， 

慢慢有经验了，自然就攻克了。” 

 

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一次实验中， 

奇迹发生了！当他将两层石墨烯， 

旋转到特定的“魔法角度”（ϭ͘ϭ°）叠加

时，它们可以在零阻力的情况下传导电子， 

成为超导体！ 

他顿时欣喜若狂，他深知， 

这绝对是一个改变世界的研究成果。 

但他仍小心谨慎，又是半年多的的反复实验

后， 

震惊世界的石墨烯传导试验终于成功了� 
已过去足足107年了， 

世界终于迎来了这个领域的重大突破！ 

而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 

就是中国人，曹原！ 

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均为Yuan Cao（曹

原） 

我国“量子之父”潘建伟院士，第一次在

《EĂƚƵƌĞ》上发表论文，是ϭϵϵϳ年，那时他

Ϯϳ岁；我国结构生物学领军人物的施一公， 

第一次在《EĂƚƵƌĞ》上发表论文， 

那是在ϭϵϵϵ年，当时他ϯϮ岁； 

而他登上《Nature》才仅仅22岁！ 

还一次性当天就发表了两篇！ 

 

而刚拿到这篇研究成果的论文时， 

《EĂƚƵƌĞ》等不及排版，就先行在网站上刊

出，并配以第三篇文章做评述， 

有网友评价：《Nature》， 

应该为能刊发曹原团队的文章， 

而感到荣幸不已，甚至都已迫不及待了！ 

中国网友们都炸锅了 

激动地不仅是中国人，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惊呼：“曹原为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

门，我们能做的太多了！” 

就在曹原发表论文之后，短短ϵ个月， 

石墨烯的初步商业化已经开启。 

以手机为例，一旦安装石墨烯电池， 

手机的充电时间， 

将被缩短为16分钟。 

可以说，他的发现，将带动电子消费品飞速

发展，未来在能源行业，能为全球省下数千

亿资金！ 

与此同时，无数大学和科研机构， 

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 

甚至愿意聘请年仅ϮϮ岁的他为教授。 

然而曹原做了什么呢？ 

他在论文轰动世界后，第一时间回到母

校中国科技大学！ 

这份来之不易的殊荣， 

他选择和导师同学一起庆祝！ 

 

因为此时距离ϭϵϳϴ年ϯ月ϴ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成立， 

刚好ϰϬ周年，这个轰动全球的研究成

果， 

恰巧成了他回馈给少年班40周年， 

最重磅的厚礼！ 

而面对全世界的赞誉和邀请， 

他只说了一句简单的话：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学成以后要回到中国的。” 

英雄出少年，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延续了华夏英才的优秀， 

也扛起了中华民族的荣耀， 

他已是传奇！ 

 

曾经很多人说中国没有核心技术， 

没有科研实力， 

今天曹原就用实力， 

狠狠打了这些人一巴掌！ 

并且过去几十年间， 

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涌现出来， 

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科研实力。 

 

单说中国科大少年班ϰϬ年间， 

输出的卓越人才不胜枚举： 

��级骆利群，ϯϴ岁就出任， 

美国斯坦福大学正教授， 

并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级卢征天，旅美时， 

获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 

现任中国科大千人计划教授； 

��级杜江峰，中科院院士， 

现任中国科大物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级庄小威，ϯϰ岁便成为， 

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 

物理系双聘正教授， 

是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华人院士； 

��级陈宇翱，ϴϬ后的中国科大教授， 

获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 

 

正是一批批科研人前赴后继的努力， 

成就今天强大的祖国！ 

而曹原， 

毫无疑问是年轻一代中， 

最为出色的代表。 

今天站在世界科技的巅峰的他， 

并不满足于眼下， 

他说：“更好的消息还在后面， 

希望将更多的时间， 

用来为中国科技创造更多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