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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莲子 

马克-欧普海(荷文) 

 世华文学研讨会“一带一路”槟城采风 0DOD\VLD�� 
/LWHUDWXXUVHPLQDU�LQ�3HQDQJ�
%HOW�DQG�5RDG
����&DL+RQJ�-LQJ/LDQ�6FKRRO�� 

�;照片：中国驻槟城 –总领事馆）��ϴ月ϴ-ϭϮ日，世华

文学研讨会，沿着Ā一代一路ā为主题，思考世华文

学创作对未来的影响与趋向，及海外华文教育，对未

来世界的重要作用等等； 在马来西亚-槟城 隆重举

办！并进行了不同历史，文化 ，及富有槟城民俗内涵

的考察采风：参观了解，深入感受；我们为马来西亚

华人-尤其槟城华人骄傲 ！ 据有关历史记载； 

“ϭϳϴϲ年槟榔屿的建立，在南洋历史上完全是一个新

的面貌，主因是初次把一个实际上无人居住的海岛将

之发展。”*《马来亚华侨史》作者—巴素博士

（sŝĐƚŽƌ�WƵƌĐĞůů） 华人即是当时先驱者之一！  

 
    参加文会的作家学者，及媒体ϯϬ人，来自中国 港台
澳，及美，德，荷，韩 等 国家。 

    这次文会， 由槟城华人堂主催-文学组主办。著名

海外华文作家，拿督-朵拉 与其女儿菲尔等，是这次

文会最付心力的主角。 槟城华人大会堂主席，拿督许

廷炎，为文会操作自始至终，甚为感动！还有拿督斯

里李尧庆博士，�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及拿督庄耿康

（孙中山纪念馆馆长），在这次Ā槟城文会ā前后

上，由于他们热情的接待，真诚的付出，给所有的参

会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最后与会嘉宾还受到中国

驻马来西亚槟城领事馆的宴请接待，文会圆满成功！ 
 
9DQ���WRW����DXJXVWXV�ZDV�KHW�WKHPD�YDQ�KHW�JH�
KRXGHQ�6KLKXD�/LWHUDWXUH�6HPLQDU���2QH�%HOW��
2QH�5RDG���+LHUELQQHQ�ZHUG�GH�LQYORHG�HQ�WUHQGV�
YDQ�GH�&KLQHVH�HQ�PDW�QDPH�GH�6KLKXD�OLWHUDLUH�
FUHDWLH�JHULFKW�RS�GH�WRHNRPVW�HQ�GH�URO�YDQ�KHW�
&KLQHVH�RQGHUZLMV�LQ�KHW�EXLWHQODQG�LQ�RJHQVFKRXZ�
JHQRPHQ��(U�ZDUHQ�YHUVFKLOOHQGH�KLVWRULVFKH�HQ�
FXOWXUHOH�YHUNHQQLQJ�QDDU�GH�YRONVJHEUXLNHQ�YDQ�
3HQDQJ�LQ�KHW�ELM]RQGHU��� 
�'H�RSULFKWLQJ�YDQ�3HQDQJ�LQ������LV�YROOHGLJ�RS�
QLHXZ�EHNLMNHQ�HQ�KDDU�URO�LQ�GH�JHVFKLHGHQLV�YDQ�
1DQ\DQJ��'H�EHODQJULMNVWH�UHGHQ�KLHUYRRU�ZDV�GH�
RQWZLNNHOLQJ�YDQ�HHQ�HLODQG�GDW�YRRU�KHW�HHUVW�
RQEHZRRQG�ZHUG���'H�DXWHXU�YDQ��'H�JHVFKLHGHQLV�
YDQ�RYHU]HHVH�&KLQH]HQ�LQ�0DOHLVLs���'U��%DVX�
�9LFWRU�3XUFHOO���YHUWHOW�KLHULQ�GDW�GH�&KLQH]HQ�
ZDUHQ�GHVWLMGV�HFKWH�SLRQLHUV�ZDUHQ� 
(U�ZDUHQ�VFKULMYHUV�HQ�ZHWHQVFKDSSHUV�XLW�]R·Q����
ODQGHQ�GLH�GH]H�FRQIHUHQWLH�ELMZRRQGHQ��=LM�NZD�
PHQ�RQGHU�PHHU�XLW�&KLQD��+RQJ�.RQJ��7DLZDQ��
0DFDR��GH�9HUHQLJGH�6WDWHQ��'XLWVODQG��1HGHU�
ODQG�HQ�.RUHD�� 
  
 荷兰 ͞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静莲太极学校 

������ϵ月上旬开学，��今年的 具体信息请见 （Ϯ�Ɖ͘Ϳ� 
�����为中医健康保健气功，教学演练 以池莲子应地编

写的《意玄功》为主要教材。本校太极课 ，仍分为杨

式太极拳 ， ϭϮ式 ，Ϯϰ式 ，ϰϴ式，配合八段锦 

等，为主要教材，并以中医学的角度 必要时讲解；人

体-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的关系，已达天人合一！ 

          中医健康保健气功 （新版教材） 
'LW�MDDU�LV�YHUVFKHQHQ�KHW�ERHN�¶<L�;XDQ�*RQJ·��
HHQ�ERHN�YDQ�GH�KDQG�YDQ�&KL�/LDQ]L�HQ�FR-DXWHXU�
%HUU\�0DQGHUV��
'LW�LV�HHQ�OHV�
HQ�RHIHQLQJHQ�
ERHN�RYHU�GH�
&KLQHVH�JH�
QHHVNXQGH��
4LJRQJ�HQ�JH�
]RQGKHLGV]RUJ���
0HW��´%D�'XDQ�
-LQ�´ 
�2Q]H�6FKRRO�
GH�OHVVHQ�HQ�
RHIHQLQJHQ�]LMQ�
JHEDVHHUG�RS�
GH�<DQJ-VWLMO�
7DLML�GLH�RQGHU�
YHUGHHOG�LQ����-
VWLMO����-VWLMO�
HQ���-VWL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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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华文文学   袁勇麟   中国 
 Yonglin Yuan,China, Hij is professor 

van FuJian Technic University, deskun-

dige m.b.t. overzeese literatuur . 

与华文文学的渊源从何时结下的，似乎连自

己都说不清楚。有时一个人凝视着满橱满架

的华文书籍，有一种莫明的安定和亲近，好

像感觉到如钟怡雯所说的“与书神游”的状

态：“我通过文字开启深邃宽广的知识世

界，同时释放囚在坛子里的书魂。”我能感

受到藏在这些华文书籍中的魂魄精灵，那些

浮游的心灵，孤独或者喧闹，平静或者焦

虑，近在咫尺的呢喃低语，嘈嘈切切的此起

彼伏，有种温暖和充实的满足。 

缘分总是在不经意间滋生，然后理所当然地

生长、蔓延。当我回头，竟然发现走过的每

一步都那么巧合，又那么必然，似乎命定的

归宿。其实一开始我接触的并非华文文学，

由于对个体精神和生命体验真实态度的偏

爱，使我逐渐将目光转移到华文文学身上。

我现在还记得初次阅读白先勇作品时那种强

烈的震撼，其时正是����年代初期，所接受

的教育还较为传统，白先勇那种吸收外国现

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中国传统的表现方

式，以及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

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的写作深度

都打动了我，潜意识中，我似乎意识到，也

许一片丰盛肥沃的土地就在不远的地方，也

许可以为我打开一个新的天地。 

华文文学有着那么多、那么显卓的成就，有

着那么频繁的文学步伐，这条文学之途从未

荒芜过，因为文人朝圣的心灵未曾干涸，正

是这份心灵，一直以来感动着我，在最柔软

的心房。尤其是“海外”，它是一种状态，

一种生存状态、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国族

间的迁徙为世界各地带去了华人的身影，他

们有早期因灾荒战乱而离乡背井的艰难探索

者，也有后来因求学交流而远涉重洋的孤零

漂泊者，他们的故事或许不同，如一曲多声

部混杂交响的乐章，有高低错落、氤氲昂

扬，但是这其中一定有着一个主旋律，那就

是身为华人的烙印，那是一个深入骨髓的印

痕，总在异国他乡落叶纷飞、黄昏幕障徐徐

落下的时候点燃灵魂深处的悸动，于是他们

用文字缓缓书写。我很难形容那是一种怎样

的刻骨铭心，也许真的可以说是“以血代

墨”，我只是在阅读的时候，在与那些文字

相遇的时刻，感受到自己心灵深处的撞击，

一声声，敲打着我，让我不由自主地走进这

片迷园，聆听那番心声。 

与华文文学相遇，我便知道那应该成为我生

命的一部分。华文文学，因为它特殊的身份

而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疏离，于是也可能具有

了更自由更任性的文学言说，正是这种言

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风景，这道风景，

永远有着独具一格的魅力，在人类的精神天

宇烁烁闪光。 
 

��������袁勇麟，ϭϵϲϳ年生，福建柘荣人。复旦

大学中文博士后和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主任委

员，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

长。著有《华文文学的言说疆域》，《当代

汉语散文流变论》等。 
   

八月應邀 赴檳城 参加文学活動 

   

 赖连金  台湾Jinlian Lai Hij is een 

bekende literatuur journalist in Taiwan  
八月應邀赴檳城參加活動，認識了來自各

國的華人作家 /學者/媒體人，一起在檳城

釆風，活動主辦單位：檳州華人大會堂，

由該會堂文學組主任林月絲（朶拉）、副主

任李堯慶博士、秘書長陳煥儀（菲爾）等。

釆風的行程安排，讓大家都能深入了解當地

的民情風俗，尤其是華人社㑹的結構和華人

的過去與現在。特别是在拜訪檳城孫中山紀

念舘時，看到該館現任館長莊耿康先生的全

家人都投入維護檳城孫中山紀念館的工作，

以檳城閲書報社作為宣揚中華文化和中山先

生的精神，而全力以赴，最譲人感動的是，

他的父親是同盟㑹㑹員，家族中，有的追隨

國父革命時犠牲了，有的是在對日抗戰時殉

國，莊家一門忠烈，而莊耿康先生把自己的

兒媳婿及孫輩教育成為生在檳城的華裔馬來

西亞人，但思想是堂堂正正的華人（中國

人）。由於我早期留學日本東京，學成後奉

國民黨中央派駐神户兼大阪直属支部支部長

（相當黨委書記），神户直属支部（孫中山

紀念館）是孫中山總理親自創辦的，其意義

更加深遠，所以，當走進檳城孫中山紀念館

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留日學成後，本來應

邀回台到大學任教，由於我曾是國民黨建黨

一百周年慶，在日本被遴選為五位優秀黨員

之一。頒奬人即時任中央海外工作㑹主任程

建人（後任外交部部長，駐美代表）之欣

賞，才特派我赴任的。回想在神户兼大阪支

部長期間，為了將薪資滙回台湾家用和孩子

教育費用，自己一個人住在辦公室的沙發

上，包括冬天沒有瓦斯燒熱水，以冰冷的

水，在洗手間洗澡，渡過漫長的四年，之後

才漸改善！這次到檳城孫中山紀念館，又看

到莊耿康館長一家的精神，感同身受之下，

致詞時，情不自禁的涙流滿面，深感失態而

不安，但身為台灣的中國人和孫中山先生忠

實信徒的我，個性使然，只能言由衷地把自

己的感觸説出來，與所有人分享心情！采風

的過程中，每位老師都有自己的人生經驗，

我同時也在大家的身上，學習到很多過去所

沒有的，檳城之行，也將成為我生命中很美

好的回憶！ 

賴連金，《台灣南華報》國立東京學藝大學

研究所畢，日本創辦《南華報》，國際佛光

㑹東京協会秘書長、日本亞洲文化總合研究

所研究员，教育学博士，現任亞洲華文作家

文藝基金㑹副董事長，台湾南華報社長，台

灣中華資深記者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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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J�&DL+RQJ�荷兰彩虹文化交流中心-静莲太极学校 ���7&0���4L*RQJ  7DL�&KL�� 
彩虹文化-太极学校新学期开始 

7DL�&KL�PDQLHU�NXQ�MH�GH�UXVW�QHPHQ�
HQ�DDQGDFKW�JHYHQ�DDQ�MH]HOI"�/LFKDDP�
HQ�JHHVW"�7DL�&KL�HQ�4L�*RQJ�LV�GDDU�
HQRUP�JHVFKLNW�YRRU��-H�NHQW�KHW�YDVW�
YDQ�GH�EHHOGHQ�YDQ�GH�SDUNHQ�LQ�&KLQD�
ZDDU�PHQVHQ�YULMXLW�RHIHQHQ�RP�]LFK�
]HOI�JH]RQG�WH�KRXGHQ��5XVWLJH�EHZH�
JLQJHQ��DDQGDFKWLJ�XLWJHYRHUG��HHQ�
ZRUGHQ�PHW�GH�QDWXXU�RP�MH�KHHQ� 

'H�-LQJ�/LDQ�6FKRRO�ULFKW�]LFK�VSHFLDDO�
RS�GH]H�JH]RQGKHLG��'H�PHHVWH�GRFHQ�
WHQ�KHEEHQ�DFKWHUJURQG�LQ�GH�7UDGLWL�
RQHOH�&KLQHVH�*HQHHVZLM]H�HQ�EHJULM�
SHQ�KRH�MH�EDODQV�NXQW�YLQGHQ�HQ�EH�
KRXGHQ��=LM�OHUHQ�X�JUDDJ�KRH�X�GLW�
]HOI�NXQW�GRHQ�PLGGHOV�7DL�&KL�HQ�4L�
*RQJ��HQHUJLH-EHYRUGHUHQGH�RHIHQLQ�
JHQ�� 

2QV�HLJHQ�4L�*RQJ�PHWKRGH�ZRUGW�XLW�
YRHULJ�EHVFKUHYHQ�HQ�WRHJHOLFKW��LQFO��
IRWR·V��LQ�RQV�UHFHQW�YHUVFKHQHQ�ERHN�<L�
;XDQ�*RQJ��´+HW�P\VWHULHX]H�]LQWXLJ�YDQ�
4L�*RQJµ��+LHURQGHU�YLQGW�8�HHQ�NRUWH�
WRHOLFKWLQJ��'LW�ERHN�ZRUGW�WH�NRRS�DDQ�
JHERGHQ�YRRU�½����� �H[FOXVLHI�%7:�HQ�
YHU]HQGNRVWHQ��YRRU�OHGHQ�WH�NRRS�LQ�KHW�
EHJLQ�YDQ�KHW�VHL]RHQ�YRRU�½�������� 

2S�]DWHUGDJ���VHSWHPEHU�VWDUW�GH�-LQJ�
/LDQ�6FKRRO�WH�=HHODQG�PHW�GH�7DL�&KL�HQ�
4L�*RQJ�QDMDDU-FXUVXV�YDQ����OHVVHQ��(U�
ZRUGHQ�PDDU�OLHIVW���ZDDUGHYROOH�4L�
*RQJ�VHULHV�RQGHUZH]HQ�HQ�XLWHUDDUG�7DL�
&KL�YRUPHQ�SDVVHQG�ELM�KHW�QLYHDX�YDQ�GH�
OHHUOLQJHQ� 

2S�GRQGHUGDJDYRQG����VHSWHPEHU�VWDUW�
HHQ�QLHXZH�EHJLQQHUVJURHS�ZDDUYRRU�QRJ�
HQNHOH�SODDWVHQ�YULM�]LMQ��'H�FXUVXV�EH�
VWDDW�XLW����OHVVHQ�YDQ�����XXU�HQ�EHJLQW�
RP�������XXU��.RVWHQ�½����-�YRRU�EHJLQ�
QHUV��LV�QRJ�JHHQ���HXUR�SHU�OHV�� 

'H�-LQJ�/LDQ�VFKRRO�LV�YHUZHYHQ�PHW�GH�
6WLFKWLQJ�&DL�+RQJ�HQ�GH�7&0-�
�7UDGLWLRQDO�&KLQHVH�0HGLFLQH��SUDNWLMN�
YDQ�&KL�9HUKRHYHQ��+LHURYHU�NXQW�8�
PHHU�OH]HQ�RS�RQ]H�VLWH��ZZZ�FDLKRQJ�QO 

9RRU�YHUGHUH�LQIRUPDWLH�RI�DDQPHOGHQ�
NXQW�8�FRQWDFW�RSQHPHQ�PHW�GH�GRFHQ�
WHQ� 

%HUU\�0DQGHUV����-���������RI 
0DULD�9HUVWUDWHQ����-�������� 

<L�;XDQ�*RQJ�（0HHVWHU�
4LXJDQJ·V IRWR� 
 

´+HW�P\VWHULHX]H�]LQWXLJ�YDQ�4L�*RQJµ 

*H]RQGKHLG�LV�QLHW�SHU�Vp�GH�DIZH]LJ�
KHLG�YDQ�]LHNWH��+HW�LV�PHHU�GDQ�GDW��
+HW�LV�HHQ�JHYRHO�YDQ�ZHOEHYLQGHQ��-H�
JRHG�YRHOHQ��5HJHOPDWLJH�4L�*RQJ�EHRH�
IHQLQJ�KHOSW�GDDUELM��9RRUNRPHQ�LV�EHWHU�
GDQ�JHQH]HQ� 

,Q�GLW�ERHNZHUN�YDQ�PHYURXZ�&KL�
/LDQ�=L�YLQGW�X�XLWOHJ�YDQ�KHW�DV�
SHFW�YDQ�4L��GH�YLWDOH�RI�OHYHQV�
HQHUJLH��(Q�YRRUDO�RS�ZHONH�ZLM]H�X�
GH]H�HQHUJLH�EHWHU�NXQWODWHQ�
VWURPHQ��:DQW�GDW�LV�KHW�GRHO�YDQ�
4L�*RQJ��:DW�MH�GH�DDQGDFKW�
JHHIW��JURHLW��=R�]DO�LHWV�ZDW�JHHQ�
DDQGDFKW�NULMJW�]LMQ�IXQFWLH�YHU�
OLH]HQ��HQ�LHWV�ZDW�MH�RS�JRHGH�
ZLM]H�DDQGDFKW�JHHIW�]DO�LQ�IXQF�
WLH�YHUEHWHUHQ� 

���MDDU��JHOHGHQ�RQWPRHWWH�&KL�
/LDQ�=L�PHHVWHU�4LX�*DQJ��GH�
VFKULMYHU�YDQ�KHW�ERHN�<L�4XDQ�
*RQJ��=H�RQWPRHWWHQ�HONDDU�LQ�+DQ�

=KRX�&LW\��HHQ�VWDG�LQ�GH�SURYLQFLH�=KH�
-LDQJ��4LX�*DQJ�JDI�KDDU�]LMQ�ERHN�ZHONH�
QHW�XLWJHNRPHQ�ZDV��7RHQ�&KL�GLW�ERHN�
EHJRQ�WH�OH]HQ�ZLVW�]H�GDW�GLW�ERHN�DQ�

GHUV�ZDV�GDQ�DOOH�DQGHUH�ERHNHQ�RYHU�4L�
*RQJ� 

4L�*RQJ�KHHIW�LQ�&KLQD�HHQ�JHVFKLHGHQLV�
YDQ�GXL]HQGHQ�MDUHQ�HQ�KHHIW�RRN�GXL�
]HQG�YHUVFKLOOHQGH�YRUPHQ��'LW�XLW�]LFK�
LQ�KHHO�YHHO�YHUVFKLOOHQGH�VFKROHQ�PHW�
YHUVFKLOOHQGH�VWLMOHQ�HQ�YRUPHQ��'H�NHUQ�
YDQ�4L�*RQJ�LV�GH�KDUPRQLVDWLH�YDQ�GH�
QDWXXU�HQ�GH�PHQV��&KL�/LDQ�=L�9HUKRH�
YHQ�KHHIW�GH�RULJLQHOH�PHWKRGH�JHVWX�
GHHUG�ELM�0HHVWHU�4LX�*DQJ�XLW�&KLQD��
&KL�KHHIW�GH�4L�*RQJ�]R�RQWZLNNHOW�]RDOV�
KHW�LQ�KHW�ERHN�EHVFKUHYHQ�VWDDW�HQ�
KHHIW�DDQSDVVLQJHQ�JHPDDNW�YRRU�:HV�
WHUVH�EHRHIHQDDUV� 

�&R-DXWHXU�LV�%HUU\�0DQGHUV� 

中医者一定得懂得“如何太极-气功演练”

用太极的功法，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以自身与大

自然的磁场关系，来循坏，调理身心！ 太极和气

功是一个整体。 您

可能从中国公园的

图像中了解到这一

点，人们可以自由

地练习以保持健康

的心身态 轻松的动

作，顺其自然地与

周围的大自然融为

一体。静莲太极气

功学校专注于这种

健康。 大多数教师

都有中医背景，懂

得如何找到和保持

平衡。 他们很乐意

通过太极拳和气功

（能量促进练习）

教你如何做到这一

点。 人人都可以练！欢迎你参加！ 

 

 

 

这

是 

裘

刚 

老

师

原

作

（+HW�RULJLQHOH�%RHN�YDQ�0HHVWHU�
4LX�*D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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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惹装的魅力  
 刘俐俐  /L/L�/LX���-中国 &KLQD—7LDQMLQJ�， 

3URIHVVRU� RI�7LDQ-LQ�1DQNDL� 8QLYHUVLW\。 
 

最初进入我视野的娘惹装，是马来西亚华文女

作家朵拉八十多岁的母亲穿着一身娘惹装在福

州街上的照片。她从槟城千里迢迢来参加外孙

女博士学位授予仪式：那衣服我初始认为是湖

蓝色（其实叫做土耳其绿），对襟两侧、袖口

和下摆有手绣的花朵图案。真美啊！我喜欢。

机会来了：受槟城大华堂邀请，参加了����年

世界华文作家／学者／媒体人采风活动，脚印

留在槟城的小印度、马来人居住区、移民来槟

城的华人文化遗址等大街小巷，我的眼光总是不由自主地寻觅身着娘

惹装的女性：陌生的和近距离接触交谈得以观察的……。槟城阅书报

社孙中山纪念馆社长拿督庄耿康夫人拿督丁；采风团的闽江学院林中

燕；欢迎晚宴暨“槟城艳”音乐会有幸相见的朵拉母亲……，近距离

欣赏这些鲜活女性的娘惹装，慢慢叠加为美丽又陌生的审美意象，直

觉提醒我：此意象蕴涵丰富。女人天然喜欢美丽服装，我和大家说：

一定要买一套来切身体会其美。  

  移民南洋的男性华人与当地女人结婚生女叫娘惹、生男叫峇峇。是

两种血缘交融的人种。信奉回教的马来人与大多信奉佛教华人组成一

个个家庭。娘惹装由缔结婚姻而产生，携带着遗传基因，因携带而文

化融合，是绝对的原创服装。它美丽在哪里呢？色彩鲜艳薄纱性面

料，均有刺绣。所绣图案以花草为主并有镂空。刺绣艺术显然来自中

国，而且刺绣伴有荷兰风格的蕾丝。俊雅俏丽。既有南洋人的婀娜多

姿又有中国典雅之美。终于，吉隆坡中央艺术坊有了挑选一套娘惹装

的机会，朵拉和她的小女儿，在一家专门经营娘惹服的店铺，先为我

选了土耳其绿的上衣，我喜欢的那种刺绣镂空都有，且花卉颜色鲜

艳。让我惊异的是，她们帮我选了叫做纱笼的下装，其实就是裙子。

而且选择以动词“撞色”为原则。好吧，那就“撞色”吧。选择和采

买娘惹装的过程完结了，探索娘惹装之精神美却依然继续，更幽深沉

潜地进行。  

  回国已有半月了，眼前总是回忆这次采风中有幸接触到的几位着娘

惹装的女性。槟城采风一个重要活动是访问和参观孙中山纪念馆／阅

书报社。社长拿督庄耿康和夫人拿督丁加上子女孙子，全家人招待来

宾。拿督丁身着黑色镶嵌红色花卉的

娘惹装，端庄秀丽。后来从各种渠道

得知，拿督丁始终辅佐丈夫，坚守和

维护这座纪念馆，感受、传播和继承

先父孙中山的遗志。拿督丁之着娘惹

装，彰显马来西亚华人既尊重文化融

合，又发扬着中国人久远的爱国主义

精神。中国大陆的林中燕教授凡正式

场合必穿娘惹装，黑色绣花，端庄职

业。几天接触得知，她祖上早年移民

马来，后来回归祖国，祖母一代有娘

惹遗传基因。她的意愿大概是，将此         

装看作南洋中国之间往返寻根，寄托她热爱和眷恋两个国家的复杂感

情吧。朵拉母亲出席欢迎晚宴，依然着那件土耳其绿，慈祥富态。照

朵拉所说，他父亲一辈把中国当作祖国，她这一代把马来西亚当作祖

国，把中国当作祖籍国。我想，那晚朵拉母亲一定是以中国人的自豪

和骄傲出席晚宴的，同时她也认可娘惹文化。 如何追究我之爱娘惹

装？我想，大概缘于我要考察思索“祖国”、“祖籍国”、“中国

人”这些语词的涵义，考察中国两岸三地之外，华文教育和中国传统

文化传承最好国家就是马来西亚的深层原因……吧。总之，槟城是让

学者产生理论灵感的地方。探寻娘惹装之美，仅是先期热身。 

 作者简介：刘莉莉    中国天津南开大学 英才教授，享受国家特殊津

贴，中国作协会员，教育部重大贡献首席专家-出版学术著作多部

《文学评论》等，发表论文百余多篇。  
     

槟城华人带给我的感动  德国  雪妍 XueYan Wang (Duitsland—

Chinese writer voor HSK ) 

在此次槟城采风活动的研讨会上，随着嘉宾发言提出的问题，

我第一次开始思考“中国人”、“华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

别。这两个词翻译成英语，都是“Chinese”，然而中文里的含义却

是那么的不同。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国籍为马来西亚，自己也在马来

西亚出生长大，只是由于两辈、三辈

以前或更久的祖先是迁移到马来西亚

的中国人，便仍然坚守着自己“华

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在这

里，“华人”不是来自国籍的束缚，

甚至不是源于出生地的羁绊，而是根

植于世代“华人”内心深处的身份认

同。即使是在马来西亚政府试图不断

排挤中华文化的背景下，马来西亚的

华裔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不断抗争，至

今仍然在为保护中文教育和传承中华文化努力着。 无论是历史悠

久、热情好客的嘉应会馆、南海会馆，还是致力于现代化高等教育的

宏愿开放大学，当然还有让人情不自禁热泪盈眶的孙中山纪念馆，都

让我们看到了槟城华人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的团结互助、拼搏奋斗、生

生不息的文化传承，以及与时俱进的探索脚步。 此次由槟州华人大

会堂举办的马来西亚槟城文学采风活动，一方面使我对槟城这座城市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让我和来自世界各地华文作家、

学者共同感受并分享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表现形态，并且在马

来西亚这个异国他乡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文化寻根之旅”。我很感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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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重庆大学，德国德累斯顿理

工大学。兼职自由撰稿人，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出国》杂志

特约记者、及德国《华商报》专栏作者，著有文集《易北河畔的留学时—

一本真实的

的德国留学

手记》，热

爱写作，现

居德国。 

 

 

难忘 

槟城艳—
- 

马来西亚 槟城-世华文学会  �采风   专栏 ��� 

福建闽江学院教授，林中燕教授

发言，她正 穿着娘惹服 3URIHV�

VRU�=KRQJ\DQ�/LQ��)X-LDQ�&KL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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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槟城  历史与现代 *HVFKLHGHQLV�HQ�WHJHQZRRUGLJ���3HQDQJ�专栏  （�） 

 ��上图为 ��世纪 郑成功 下南洋之图� 
.DDUW�YDQ�GH�RFHDDQUHL]HQ�YDQ�=KHQJ�&KHQJJRQJ����GH�HHXZ� 
                                                   

 

 

 

 

 

 

 

�郑成功 

   塑 像 
%HHOG�YDQ�
=KHQJ�
&KHQJJRQJ 
 

 

 

 

 

 

 

 

 

 

 

 

 

�， 槟城岛屿之景（窗内拍摄） 
3HQDQJ�&LW\� 
 

 

 

 

 

 

 

 

 

 

 

 

 

 

 

 
    %RYHQ�HQ�RQGHU�]HHGRUS 

�， 

槟城  

渔村  

一角  

%ULWV�NRORQLDOH�ERXZVWLMO��HHQ�KHOH�ZLMN�YRO� 
当年，英国殖民区，《色戒》电影拍摄处，导演李安。 

3HWURQDV�7ZLQ�7RZHUV��吉隆坡的双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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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

城 

开

放  

   

人

民

大

学 

     丹斯里�许子根  
   他为我们 介绍该大学的 前

前后后.历史及成功..十分精彩

感人。  给参观者留下十分深刻

的印象 
槟城这所民间办学的事迹，值得

学习与借鉴 ： 

一，宏愿大学教育基金 源起；

主要 叶祖意 慈善信托（故居，

建筑物，捐赠物业等），阿尔布

卡里�基金会，民政教育基金。 

二，愿景 与 使命 ： 

愿景； 冀望 成为文明 而充满动力的学习

社区，激发学习，支持创新，培养全面的个

人成长。 

使命；致力于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和促进卓

越教育，旨在提高所有马来西亚人的知识和

学术水平 

！ 

(HQ�FY�YDQ�HHQ�SULYpVFKRRO�LQ�3H�
QDQJ�LV�KHW�OHUHQ�NHQQHQ�ZDDUG� 
 
7HQ�HHUVWH�LV�HU�KHW�+RQJ\XDQ�8QL�
YHUVLW\�(GXFDWLRQ�)XQG�RQWVWDDQ��
YRRUQDPHOLMN�XLW�KHW�<H�=X\L�&KDUL�
WDEOH�7UXVW��YRRUPDOLJH�ZRQLQJ��
JHERXZHQ��JHVFKRQNHQ�HLJHQGRP�
PHQ��HWF����KHW�$OEXTXHUTXH�)RXQ�
GDWLRQ��HQ�&LYLO�(GXFDWLRQ�)XQG� 
7HQ��GH�]LMQ�HU�GH�YLVLH�HQ�PLVVLH� 
9LVLH��HHQ�JHFLYLOLVHHUGH�HQ�G\QDPL�
VFKH�OHHUJHPHHQVFKDS�ZRUGHQ�GLH�
KHW�OHUHQ�LQVSLUHHUW��LQQRYDWLH�RQ�
GHUVWHXQW�HQ�XLWJHEUHLGH�SHUVRRQOLM�
NH�JURHL�EHYRUGHUW� 
0LVVLH��WRHJHZLMG�DDQ�KHW�XLWEUHLGHQ�
YDQ�NDQVHQ�YRRU�KRJHU�RQGHUZLMV�HQ�
KHW�EHYRUGHUHQ�YDQ�H[FHOOHQWLH�LQ�
KHW�RQGHUZLMV��JHULFKW�RS�KHW�YHUEH�
WHUHQ�YDQ�GH�NHQQLV�HQ�DFDGHPLVFKH�
QRUPHQ�YDQ�DOOH�0DOHLVLsU� 
�黎湘萍教授在“宏愿大学”简短发言

3URIHVVRU��;LDQJSLQJ�/L��VSUHHNW�，%HL-LQ

（左起：朵拉，郑金铸 ，李荛庆，许廷炎）    

给文会 增送书法   -LQ]KRX�=KHQJ�LV�VSHFLDOLVW��
NDOLJUDILH�HQ�VFKULMYHU�� 
简介：郑金铸 (湄洲日报副社长 高级记者 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

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他自幼酷爱书法，师从著名书法家、书

画鉴定家、北京大学博导、北大书画协会会

长张辛教授，功得真传，尤擅篆隶。多年来

利用新闻媒体平台从事中国古现代书法碑帖

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三栖”人物。 
（下照左一：槟城总领事馆 领事鲁世巍向

各位敬酒欢迎）  
  
 
 
 
 
 
 
 
 
 
 
 
 
 
� 
 
 
 
 
 
 
 

%HNHQGH� 
VFKULMIVWHU�
=KRX/L� 
$PDULFD 

 

 

著名作家 

周 励，  

在领使馆 晚

宴上 发言 

��槟城“宏愿大学”即 “开放-人民大学”与采风9LVLW�2SHQ�XQLYHUVLW\�  
DQG�(PEDVV\��专栏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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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纪念堂 �槟城文学�6XQ�<DW-VHQ�0XVHXP�3HQDQJ��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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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槟城  

中山纪念堂 
 清朝的衰落，召至西方列强的

入侵，人民因受尽封建帝制的荼

害，频遭强国欺辱，导致救国救

民的革命浪潮应时而起[�@。����

年，孙中山为了传播革命思想，

他在该纪念馆的大楼发表了在槟

城的第一场演讲， 
,Q������SXEOLFHHUGH�6XQ�<DW-
VHQ�]LMQ�HHUVWH�WRHVSUDDN�LQ�
3HQDQJ�LQ�GH�ERXZ�YDQ�KHW�
PRQXPHQW�RP�UHYROXWLRQDLUH�
LGHHsQ�WH�YHUVSUHLGHQ� 
并在当地结识了吴世荣、

黄金庆和陈新政等人[註 �@[�@

[�@。而后孙中山每次莅槟时

必在此召

见同志。

����年��

月��日，

孙中山创

办其亲自

命名的槟

城阅书报

社，肩负起团结华侨、支持革新的使命，

是他在南洋推动革命的臂膀[�@。����年，

阅书报社迁移至打铜仔街���号（现孙中山

槟城基地纪念馆所在地）（剪扎维基） 

 
2S����GHFHPEHU������ULFKWWH�6XQ�<DW-
VHQ�GH�NUDQW�3HQDQJ�5HDGLQJ�RS��GLH�KLM�
SHUVRRQOLMN�QRHPGH��HQ�GURHJ�KHW�GH�
PLVVLH�RS�]LFK�RP�&KLQH]HQ�WH�YHUHQLJHQ�
HQ�LQQRYDWLH�WH�RQGHUVWHXQHQ��+HW�ZDV�
GH�DUP�YDQ�GH�UHYROXWLH�LQ�1DQ\DQJ��,Q�
�����YHUKXLVGHQ�GH�NUDQWHQ�QDDU�QXP�
PHU������7RQJ]L�6WUHHW��QX�GH�ORFDWLH�
YDQ�GH�6XQ�<DW-VHQ�3HQDQJ�%DVH�0HPR�
ULDO�+DOO�� 
，荣升为同盟会南洋总支部。 在继续在注册华商

的掩护下以地下组织的方式运行。����年，同

盟会的喉舌《光华报》从缅甸仰光移至槟

城，孙中山、吴世荣和其他会员便重新发

行该报，创办了《光华日报》。中国同盟会

南洋总会机关部也由新加坡转移至槟城，

附设于阅书报社社所。 

即是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纪念馆 

（上照为 ：世华文会者 表演 ），这一所名声

远扬的中山纪念堂。人们一直有说述；孙 

中山先生“�九次革命，五次到槟城”，更有称孙

中山历次起义共募集��万余两白银， 其中三分

之一来自槟城，足见槟城对孙中山先生革命的重

要性！ 
3HQDQJ��0DOHLVLs�-�3HQDQJ��=KRQJVKDQ�
0HPRULDO�+DOO 
,Q�3HQDQJ��0DOHLVLs��LV�GH�EHNHQGH�
=KRQJVKDQ�0HPRULDO�+DOO��0HQVHQ�
SUDWHQ�HU�QRJ�RYHU��PHQHHU�6XQ�<DW-
VHQ�KHHIW�QHJHQ�NHHU�HHQ�UHYROXWLH�
JHVWDUW��YLMI�GDDUYDQ�YDQXLW�3HQDQJ��
'H�RSVWDQGHQ�KHEEHQ�6XQ�<DW-VHQ�
PHHU�GDQ���������]LOYHUVWXNNHQ�JH�
NRVW��ZDDUYDQ�HHQ�GHUGH�XLW�3HQDQJ�
NZDP��'LW�ODDW�KHW�ODQJ�]LHQ�YDQ�3H�
QDQJ�YRRU�GH�UHYROXWLH�YDQ�6XQ�<DW-
VHQ� 

 
槟州华人大会堂文学组和文学采风简介 

（剪编） 

为了推广和深化文学活动且鼓励青年创

作，槟州华人大会堂于二零一四年六月成

立文学组。文学组除了举办创作比赛、协

助马华作家举办新书推介礼外，也注重宣

传中华文化精粹。2019年已是“ 第四

届³世界华文作家�学者�媒体槟城文学采

风´�活动， 更是槟州华人大会堂常年重

点活动之一，共有��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

著名华文作家来槟采风。����年�月9日，

文学组在大华戏院举行了欢迎宴暨《印象

槟城�》与《点亮一片华人之光》新书推

介礼。本届欢迎宴以³槟城艳´音乐会为主

题，为大家呈现首首经典槟城老歌，

如³路边的野花不要采´、³午夜香吻´等，同时也

叙述这些老歌背后的故事。当晚，北马华人演艺

人公会呈献³槟城艳´怀旧音乐会，重温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星马经典老歌娱宾，该公会主席拿

督彭永添也吹奏电子萨克斯风娱宾。本届文学研

讨与采风， 多姿多彩 ！除了几位华人大会堂几

位拿督之外， 朵拉及其家人是这次文会的主力

军。IÕ�ɾ-ɾ-ɸɶɷɿ�ú̄¸Â�Á��Ø���Â�ɹɶ���ØÈ�Á����̄Â�Ü��

Ü�Ø̄¸ó�ØÜ�ó�Â�Èó�Ø�����¼��ô�Ø�¼��Â��Ø�V�Â�Â©�©�¹Èʣ

Á�Âʒ��̄ã�ÈÁ����¼̄ ã�Ø�̄Ø����ã̄ ó̄ã�̄ã�Â�ã����óÈØ��Ø�Âʍ�ú̄��

ã��ó�Ø�̄�Õ�Â��Â�¸ÈÂ©�Ø�Â�ã��Üã̄Áç¼�Ø�Âʒ�����̄¸��Â¹ÈÁÜã�

ô�Ü�ÈÕ��ã�Üã��ç̄Ü�ó�Â�V�Â�Â©�ô��Ø�̄Â�ɸɶɷɺ����¼̄ ã�Ø�̄ʣ

Ø��©ØÈ�Õ�ô�Ü�ÈÕ©�Ø̄�ã��̄����ú���ÈÂ̈�Ø�Âã̄ ��©�ÈØ©�Â̄ʣ

Ü��Ø����̈ãʒ����¼̄ ã�Ø�̄Ø��©ØÈ�Õ�Ø̄�ã�ú̄���ÈÈØ©��ÂÜ�ÈÕ�

�ã�ÈØ©�Â̄Ü�Ø�Â�ó�Â�Ü�Ø̄ ¸̈ ô��ÜãØ̄¸��Âʍ��È�¹ÕØÈÁÈã̄�Ü�

�Â��ã�ç̄ã�Ø�©�Â�ó�Â�����ÜÜ�Âã̄ ��ó�Â�����̄Â�Ü���ç¼ʣ

ãççØʒ� 

 �����拿督莊耿康是模范教师、慧音社社长，还是

阅书报社社长，一生为教

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格言： 

“年龄不是问题，通过不

断的学习，一样能增加生

命的宽度，积累生命的厚

度。 ”因崇拜伟人，他

将槟城阅书报社社址大楼

打造为 “孙中山纪念

馆”。 �坐落于中路��号

的阅书报社当年是孙中山

海外的革命基地中枢，是

同盟会南洋总机关的所在

地。���多年前，孙中山就

是在这里开始了他在槟城宣传革命第一场演讲以

及频密逗留的重要地点之一。从����年接任槟城

阅书报社社长至今，拿督莊耿康把这栋深具历史

性建筑物-槟城阅书报社大楼开发为“孙中山纪念

馆”，还原了当年革命基地的历史现场，开放给

公众参观，俾让年轻后辈及游客了解孙中山的革

命历程以及槟城华侨先贤如何义无反顾地协助孙

中山完成终帝制，建民国的历史伟业。同时也为

槟城增添了一个文化历史旅游新景点。 

上照 左起： 菲尔 朵拉，小黑 一家人 

 拿督庄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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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之旅��$IULNDDQVH�UHLV��1DPLELs���-5LD�:LHQWMHQV 
5RQGUHLV�:HLGV�	�:LOGULMN�1DPLELs���
$IULND 
���GDJHQ�URQGUHL]HQ�GRRU�KHW�ZHLGVH�HQ�ZLOGULM�
NH�1DPLELs�LQ�PHL���������������������������������������������������������
5LD�:LHQWMHQV 
 
 
(HQ�UHLV�EXLWHQ�(XURSD�RP�DQGHUH�PHQVHQ�HQ�KXQ�
FXOWXUHQ�WH�OHUHQ�NHQQHQ�ZDV�GLW�MDDU�ZHHU�HHQ�JURWH�
ZHQV��+HW�ZHUG�1DPLELs�LQ�$IULND��7ZHH�ZHNHQ�
URQGUHL]HQ�LQ�PHL������ZLO�LN�PHW�X�GHOHQ�� 
*DDW�X�PHH" 
0HW�HHQ�WXVVHQVWRS�LQ�/XDQGD��LQ�$QJROD���
$IULND��YOLHJHQ�ZH�GRRU�QDDU�HQ�ODQGHQ�ZH�LQ�
:LQGKRHN��GH�JURRWVWH�VWDG�YDQ�1DPLELs� 
+HW�LV�OHNNHU�ZHHU��RQJHYHHU����JUDGHQ�HQ�
DEVROXXW�QLHW�EHQDXZG��-D��GiW�LV�$IULND� 
:H�EH]RHNHQ�LQ�:LQGKRHN�&KULVWXV�.LUFKH��
HHQ�YDQ�GH�RYHUEOLMIVHOHQ�YDQ�GH�WLMG�GDW�
GH�'XLWVHUV�DDQ�GH�PDFKW�ZDUHQ�LQ�1DPL�
ELs��0HW�VLHUOLMNH�JODV-LQ-ORRGUDPHQ�HQ�
HOHPHQWHQ�XLW�GH�-XJHQGVWLO�]RXGHQ�ZH�
ELMQD�YHUJHWHQ�GDW�ZH�GLHS�LQ�]XLGHOLMN�
$IULND�]LMQ�� 
:H�EH]RHNHQ�RRN�KHW�2QDIKDQNHOLMNKHLG�
0XVHXP�PHW�YHUKDOHQ�XLW�GH�JHVFKLHGHQLV�YDQ�
GH��H�ZHUHOGRRUORJ��%XLWHQ�VWDDW�HHQ�VWDQG�
EHHOG�YDQ�GH�(HUVWH�3UHVLGHQW�YDQ�1DPLELs��
6DP�1XLRPD��+LM�ZHUG�RS����PDDUW������
EHsGLJG�DOV�SUHVLGHQW� 
,Q�GH�DYRQG�JHQLHWHQ�ZH�RQGHU�GH�VWHUUHQKH�
PHO�YDQ�GH�¶EUDDL·�]RDOV�GH�$IULNDQHQ�GDW�
QRHPHQ�HQ�ZH�NXQQHQ�NLH]HQ�XLW�NRHGRH��
RU\[��]HEUD��9OHHV�GDW�ZH�WKXLV�QLHW�HWHQ� 
:H�YHUODWHQ�GH�EHZRRQGH�ZHUHOG�HQ�YHUWUHN�
NHQ�]XLGHOLMNH�ULFKWLQJ�QDDU�GH�.DODKDUL�� 
'RRU�HHQ�ODQGVFKDS�YDQ�VDYDQQHV�HQ�ODJH�URGH�
]DQGGXLQHQ�EHOHYHQ�ZH�HHQ�VFHQLF�GULYH�
�MHHSVDIDUL��GRRU�GH�ZRHVWLMQ��2Q]H�JLGV�
VSUHHNW�=XLG-$IULNDDQV��+HW�OLMNW�YHHO�RS�
RQ]H�1HGHUODQGVH�WDDO�GXV�GDW�LV�ZHO�JHPDN�
NHOLMN��+LM�ZLMVW�RQV�RQGHU�PHHU�RS�JHPVERN�
NHQ��JQRHV�HQ�VWUXLVYRJHOV��:H�EHZRQGHUHQ�

ERPHQ�PHW�GH�PRRLVWH�FUHDWLHV�JHYORFKWHQ�
QHVWHQ��JHPDDNW�GRRU�ZHYHUYRJHOWMHV�GLH�LQ�
NRORQLHV�EURHGHQ�� 
%LM�]RQVRSNRPVW�ULMGHQ�ZH�GH�1DPLE�ELQQHQ��
GH�RXGVWH�ZRHVWLMQ�WHU�ZHUHOG��+HW�ODQGVFKDS�
ZRUGW�]LHQGHURJHQ�GURJHU�HQ�ZRUGW�JHGRPL�
QHHUG�GRRU�GLHSURGH�]DQGGXLQHQ��GURJH�UL�
YLHUEHGLQJHQ�HQ�GLHSH�GDOHQ� 
7LMGHQV�HHQ�YROJHQGH�VFHQLF�GULYH�YDQXLW�HHQ�
FRPIRUWDEHO��[��YRHUWXLJ�LV�KHW�YRORS�JHQLH�
WHQ�YDQ�GH�VFKLWWHUHQGH�YHUJH]LFKWHQ�� 
2S�ZHJ�QDDU�GH�EHNHQGH�GXLQHQ�YDQ�6RVVXV�
YOHL�HQ�GH�ZLWWH�NOHLYODNWH�YDQ�'RGHYOHL�VWRS�
SHQ�ZH�RP�HHQ�YDQ�GH]H�XLWGDJHQGH�GXLQHQ�WH�
EHNOLPPHQ�� 
'H�RSNRPHQGH�]RQ�JHHIW�GH�URGH�]DQGGXLQHQ�
HHQ�SUDFKWLJH�ZDUPH�JORHG�HQ�KHW�XLW]LFKW�
YDQDI�GH�GXLQWRS�]DO�QRJ�ODQJ�ELMEOLMYHQ�� 
:H�YHUODWHQ�GH�6RVVXVYOHL�HQ�JDDQ�ULFKWLQJ�
$WODQWLVFKH�2FHDDQ��2QGHUZHJ�SDVVHUHQ�ZH�
GH�.UHHIWVNHHUNULQJ��0RRLH�NRNHUERPHQ�
WUHNNHQ�RQ]H�DDQGDFKW��'H�QDDP�¶NRNHUERRP·�
UHIHUHHUW�QDDU�GH�KROOH�WDNNHQ�YDQ�GH�ERRP�
GLH�YURHJHU�GRRU�GH�%RVMHVPDQQHQ�ZHUGHQ�
JHEUXLNW�DOV�SLMOHQNRNHU�� 
:H�UHL]HQ�YHUGHU�HQ�ULMGHQ�QDDU�6ZDNRS�
PXQG��JHOHJHQ�DDQ�GH�RFHDDQ��'H�VWDG�KHHIW�
HHQ�XLWJHVSURNHQ�'XLWV�NDUDNWHU�YDQZHJH�KHW�
IHLW�GDW�1DPLELs�RRLW�HHQ�'XLWVH�NRORQLH�ZDV 

9RRU�HHQ�7RZQVKLS�WRXU�ZRUGHQ�ZH�RSJHKDDOG�
GRRU�HHQ�EHZRQHU�YDQ�GH�0RGHVD�7RZQVKLS�
RP�NHQQLV�WH�PDNHQ�PHW�GH�EHZRQHUV�HQ�KXQ�
FXOWXXU��'H�PHQVHQ�ZRQHQ�LQ�KHOH�NOHLQH�NURW�

ZRQLQJHQ��(ONH�IDPLOLH�ZRRQW�LQ�ppQ�UXLPWH�
ZDDU�JHOHHIG�HQ�JHVODSHQ�PRHW�ZRUGHQ� 
2S�HHQ�PDUNWMH�ELHGHQ�]H�JURHQWHQ�HQ�IUXLW�
DDQ��'H�RRP�YDQ�RQ]H�7RZQVKLS-JLGV�PDDNW�
WHHQVOLSSHUV�HQ�GDDU�NRPW�JHHQ�PDFKLQH�DDQ�
WH�SDV��KHW�LV�DOOHPDDO�KDQGZHUN�� 
%LM�HHQ�YOHHVPDUNW�ZRUGHQ�GH�NRHLHQNRSSHQ�
HQ�KDPPHQ�WHUSOHNNH�XLWJHEHHQG�HQ�JH�
NRRNW� 
:H�YROJHQ�HHQ�VSRHGFXUVXV�NOLNJHOXLGHQ��
'H]H�WDDO�ZRUGW�JHEUXLNW�ELM�GLYHUVH�VWDP�
PHQ�YDQ�1DPLELs��.LQGMHV�]LQJHQ�YRRU�RQV�
HHQ�PRRL�OLHG��'H�PHQVHQ�]LMQ�HUJ�JDVWYULM�
HQ�ZDUP�HQ�DOV�DDQGHQNHQ�NRSHQ�ZH�PRRLH�
DUPEDQGMHV��GRRU�KHQ�JHPDDNW�� 
'H�UHLV�JDDW�YHUGHU��,Q�GH�RJHQVFKLMQOLMNH�
OHYHQOR]H�ZRHVWLMQ�YLQGHQ�ZH�SUDFKWLJH�
VODQJHWMHV��KDJHGLVMHV�PHW�HHQ�GRRU�
VFKLMQHQG�KXLGMH�HQ�HHQ�NDPHOHRQ�PHW�]LMQ�
VFKXWNOHXUHQ��:H�ULMGHQ�GRRU�HHQ�VSHFWDFX�
ODLU�ODQGVFKDS�PHW�URWVKHXYHOV�GRRU�XLWJH�
VWUHNWH�YODNWHQ�HQ�GURJH�ULYLHUEHGGLQJHQ�
QDDU�7Z\IHOIRQWHLQ��:H�EH]RHNHQ�HU�GH�

URWVJUDYXUHV�HQ�-WHNHQLQJHQ��5XLP�
�����MDDU�JHOHGHQ�]LMQ�GH]H�YHUVLHULQ�
JHQ�RS�GH�URRGJHNOHXUGH�URWVIRUPDWLHV�
DDQJHEUDFKW�GRRU�6MDPDQHQ��GH�PHGL�
FLMQPDQQHQ�YDQ�GH�6DQ��%RVMHVPDQQHQ���
(HQ�SODDWVHOLMNH�JLGV�YHUWHOW�RQV�RYHU�
GH�HHXZHQRXGH�YHUKDOHQ�GLH�VWDDQ�XLW�
JHEHHOG�LQ�GH�URWVHQ� 
,Q�GH�1DPLELVFKH�VDYDQQH�OLJJHQ�LQ�KHW�
3HWULILHG�)RUHVW�YHUVWHHQGH�ERPHQ�HQ�
EURNVWXNNHQ�GDDUYDQ��,Q�JHGDFKWHQ�JD�
MH�PLOMRHQHQ�MDUHQ�WHUXJ�HQ�]LH�MH�GLQR�
VDXULsUV�RQGHU�GH]H�ERPHQ�UXVWHQ� 
7XVVHQ�GH]H�ERPHQ�JURHLW�GH�:HO�
ZLWVFKLD��+HW�]LMQ�KHHO�ELM]RQGHUH�SODQ�
WHQ�HQ�NXQQHQ�����WRW�����MDDU�RXG�
ZRUGHQ��6RPPLJH�H[HPSODUHQ�]RXGHQ�

QDDU�KHW�VFKLMQW�]HOIV������MDDU�RXG�]LMQ��'H�
1DPLELsUV�QRHPHQ�KHW�RRN�ZHO�GH�¶NDQQLHGRRG�
SODQW·� 
'DQ�LV�KHW�WLMG�RP�NHQQLV�WH�PDNHQ�PHW�GH�
+LPED·V��HHQ�YDQ�RXGVKHU�QRPDGLVFK�YRON�GDW�
QRJ�VWHHGV�YDVWKRXGW�DDQ�]LMQ�DXWKHQWLHNH�
OHYHQVZLM]H��,Q�GLW�GURJH�HQ�RQKHUEHUJ]DPH�
JHELHG�OHYHQ�]LM�LQ�HHQYRXGLJH�OHPHQ�KXWWHQ� 
:H�ZRUGHQ�JDVWYULM�YHUZHONRPG�LQ�KXQ�NUDDO��
'H�YURXZHQ�]RUJHQ�YRRU�GH�NLQGHUHQ�HQ�NRNHQ�
HWHQ�RS�NOHLQH�NDPSYXXUWMHV��=H�ORSHQ�KDOI�
QDDNW�HQ�]LHQ�HU�SUDFKWLJ�XLW�PHW�KXQ�ELM]RQ�
GHUH�URGH�NOHL�RS�KHW�KDDU�HQ�PHW�HHQ�NURRQ�
YDQ�JHLWHQYHO�� 
+LPEDYURXZHQ�ZDVVHQ�]LFK�QRRLW�PDDU�VPH�
UHQ�]LFK�LQ�PHW�HHQ�PHQJVHO�YDQ�JHLWHQYHW��
NUXLGHQ�HQ�RNHU��'H�PDQQHQ�]RUJHQ�YRRU�KHW�
YHH� 
+HW�YROJHQGH�KRRJWHSXQW�LV�KHW�JURRWVWH�
ZLOGSDUN�YDQ�1DPLELs��(WRVKD� 
9HUVSUHLG�RYHU�KHW�NXUNGURJH�(WRVKD�OLJJHQ�
GULQNSODDWVHQ��ZDDU�ROLIDQWHQ�KXQ�GRUVW�NR�
PHQ�OHVVHQ�RQGHU�WRH]LHQG�RRJ�YDQ�RQGHU�
PHHU�LPSDOD·V��]HEUD
V��JLUDIIHQ��RUL[HQ�HQ�
VWUXLVYRJHOV� 
9DQZHJH�GH�JURWH�GURRJWH�ZRUGHQ�GH�GULQN�
SODDWVHQ�LQ�VWDQG�JHKRXGHQ�GRRU�ZDWHUSRP�
SHQ�� 
+LHU�NXQQHQ�ZH�ZHO�XUHQ�LQ�GH�MHHS�EOLMYHQ�RP�

]H�WH�EHZRQGHUHQ��+HODDV��ZH�PRHWHQ�KHW�
PHW�HHQ�KDOI�XXUWMH�GRHQ� 
'H�UHLV�]LW�HURS��+HW�KHHIW�PLM�JHOHHUG�GDW�
GH�$IULNDDQVH�PHQVHQ��GH�1DPLELsUV��KHHO�

HUJ�YULHQGHOLMN�]LMQ��2QGDQNV�
]H�ZHLQLJ�RI�QLHWV�EH]LWWHQ�]LMQ�
]H�KHHO�JDVWYULM�HQ�ODFKHQ�HQ�
]LQJHQ�HQ�GDQVHQ�HQ�PDNHQ�
DOWLMG�SOH]LHU�� 
+HHO�HUJ�MDPPHU�LV�GDW�GH�
PHQVHQ��GH�GLHUHQ�HQ�GH�QD�
WXXU�]RYHHO�KHHIW�WH�OLMGHQ�
GRRU�GH�H[WUHPH�GURRJWH�LQ�
KHW�PRRLH�HQ�YULHQGHOLMNH�
1DPLELs� 
1D���IDQWDVWLVFKH�ZHNHQ�LV�
KHW�HLQGH�YDQ�HHQ�RQYHUJHWHOLM�
NH�UHLV�DDQJHEURNHQ��,N�KHE�
HUYDQ�JHQRWHQ�HQ�LN�KRRS�YDQ�
KDUWH�GDW�X�GDW�RRN�NXQW�]HJ�
JHQ� 
 

（简文） 
今年在欧洲之外的一次旅行，以了解其他人

和他们的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愿望。 它成为非

洲的纳米比亚。 我想和你分享����年�月的

两周旅行时间。你来吗？ 

随着在罗安达（在安哥拉/非洲）的中途停

留，我们飞往纳米比亚最大城市温得和克并

降落。 

天气很好，大约Ϯϱ度，绝对不闷。 是的，那

就是非洲。 

我们访问温得和克的基督教堂，这是德国人

在纳米比亚执政的遗骸之一。 华丽的彩色玻

璃窗和新艺术运动元素，我们几乎忘记了我

们在非洲南部

的深

处，，，。

（参考） 

 

�ŝĞ�&ŽƚŽ͛Ɛ��

ĚŽŽƌ������Śŝ�&Ğŝ� 

这照片：池飞�摄影

（于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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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秋季养生保健 饮食起居  +HUIVW�JH]RQGKHLG���� 
 

  秋 （唐诗）韦应物  
 
怀君属秋夜， 

散步咏凉天 

空山松子落， 

幽人应未眠。 

             秋季养生 

秋季，从立秋至立冬前，包括立秋、处

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六个节气。气

候由热转寒，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由阳

盛转变为阴盛的关键时期，是万物成熟收获

的季节，人体阴阳的代谢也开始阳消阴长过

渡。因此，秋季养生，凡精神情志、饮食起

居、运动锻炼，皆以养收为原则。 

一、精神调养 

秋内应于肺。肺在志为忧，悲忧易伤

肺。肺气虚，则机体对不良刺激耐受性下

降，易生悲忧情结。 

秋高气爽，秋天是宜人的季节，但气候

渐转干燥，日照减少，气温渐降；草枯叶

落，花木凋零，常在一些人心中引起凄凉，

垂慕之感，产生忧郁、烦躁等情绪变化。因

此，《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使志安

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

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

也”，说明秋季养生首先要培养乐观情绪。

保持神志安宁，以避肃杀之气；收敛神气，

以适应秋天容平之气，我国古代民间有重阳

节（阴历九月九日）登高赏景的习俗，也是

养收之一法，登高远眺，可使人心旷神怡，

一切忧郁、惆怅等不良情绪顿然消散，是调

解精神的良剂。 

二、起居调养 

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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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

得以舒展，且防收之太过。初秋，暑热未

尽，凉风时至，天气变化无常，则使在同一

地区也会有“一天有四季，十里不闻天”的

情况。因而，应须多备几件秋装，做到酌情

增减。不宜一下子着衣太多，否则易消弱机

体对气候转冷的适应能力，容易受凉感冒。

深秋时节，风大转凉，应及时增加衣服，体

弱的老人和儿童，尤应注意。 

三、饮食调养 

《素问藏气法时论》说：“肺主秋……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

之”。酸味收敛补肺，辛味发散泻肺，秋天

宜收不宜散。所以，要尽可能少食葱、姜等

辛味之品，适当多食一点酸味果蔬。秋时肺

金当令，肺金太旺则克肝木，故《金匮要

略》又有“秋不食肺”之说。 

秋燥易伤津液，故饮食应以滋阴润肺为

佳。《饮膳正要》说：“秋气燥，宜食麻以

润其燥，禁寒饮”，《臞仙神隐书》主张入

秋宜食生地粥，以滋阴润燥。总之，秋季时

节，可适当食用如芝麻、糯米、粳米、蜂

蜜、枇杷、菠萝、乳品等柔润食物，以益胃

生津，有益于健康。 

四、运动调养 

秋季，天高气爽，是开展各种运动锻炼

的好时期。可根据个人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

锻炼项目，亦可采用《道藏·玉轴经》所载

秋季养生功法，即秋季吐纳健身法，对延年

益寿有一定好处。具体做法：每日清晨洗漱

后，于室内闭目静坐，先叩齿36次， 

再用舌在口中搅动，待口里液满，漱炼几

遍，分3次咽下，并意送至丹田，稍停片刻，缓缓做

腹式深呼吸。吸气时，舌舔上腭，用鼻吸气，用意

将气送至丹田。再将气慢慢从口呼出，呼气时要稍

揾（音致，擦的意思）口，默念（口四）（音

审），但不要出声。如此反复30次。秋季坚持练此

功，有保肺强身之功效。       五、防病保健 

秋季是肠炎、痢疾、疟疾、“乙脑”等

病的多发季节。预防工作显得尤其重要。要

搞好环境卫生，消灭蚊蝇。注意饮食卫生，

不喝生水，不吃腐败变质和被污染的食物。

群体大剂量投放中药，如板蓝根、马齿苋等

煎剂，对肠炎、痢疾的流行可起到一定的防

治作用；为防治“乙脑”则应按时接种乙脑

疫苗。 

秋季总的气候特点是干燥，故常称之为

“秋燥”。燥邪伤人，容易耗人津液，常见

口干、唇干、鼻干、咽干、舌上少津、大便

干结、皮肤干，甚至皲裂。预防秋燥除适当

多服一些维生素外，还应服用宣肺化痰、滋

阴益气的中药，如人参、沙参、西洋参、百

合、杏仁、川贝等，对缓解秋燥多有良效。 

*H]RQGKHLG�HQ�GH�KHUIVW 
,Q�GH�KHUIVW�YHUDQGHUW�KHW�NOLPDDW�Y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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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OHLGHOLMN�WRH��KHW�\LQ-JDV�ZRUGW�ODQJ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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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ILFLsQW�ELM�KHW�VSRUWHQ� 
 ���=LHNWHSUHYHQWLH�LQ�GH�KHUIVW�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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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GH�GDUPHQ��
PHW�QDPH�GH�
GLNNH�GDUP�RP�
GDW�GH]H�YDQ�
LQYORHG�LV�RS�GH�
ORQJHQ��6DQLWDLUH�
K\JLsQH��PDDU�
RRN�PHW�EHWUHN�
NLQJ�WRW�YRHGVHO�
LV�QX�HUJ�EHODQJ�
ULMN��2QGHU�
YRHGVHOK\JLsQH�
YDOW�RRN�KHW�
GULQNHQ�YDQ�
UDXZ�ZDWHU��'LW�
ZRUGW�VWHUN�
DIJHUDGHQ�� 
 



1XPPHU�����6HSWHPEHU�������SDJLQD��� 

 

.XQVW（'DQFH）�舞蹈艺术 ����与健康  *H]RQGKHLG��OHW�RS�NRHONDVW�"�� 

你知道冰箱 病吗 ？  
  

冰箱是我们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好帮手，尤其

是炎炎夏日，更依赖冰箱续命。随手从冰箱拿

出冷饮、冰激凌，来一口，透心凉。 

但是，你不知道凉爽的背后，可能也会给健康

带来麻烦，先一起来看两个病例。 

张大爷ϱϯ�岁，前两天吃了块冰箱里放了Ϯ天的西

瓜，之后出现反复发热，入院时两眼发昏，双

腿乏力，路都走不了，还不停发抖。 

经检查，其体内的感染指标是正常值的几千

倍，是严重的细菌感染情况。确诊为小肠结肠

炎耶尔森氏菌感染。 

杭州的王女士是一个二胎孕妇，贪嘴吃了两口

冰箱里剩的凉拌海带，没想到当天就出现发

热、腹痛。紧急剖腹产后，宝宝全身灰白、肌

张力偏低，诊断为严重的败血症。 

经化验，王女士的羊水和宝宝的血液当中有大

量的李斯特菌，这就是早产的罪魁祸首，险些

要了她和肚子里宝宝的命。 

什么是「冰箱病」？ 

「冰箱病」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兴词。指人

们食用了存放在冰箱中的不洁食物后出现的腹

痛、腹泻、呕吐等肠胃道不良反应。上面两个

病例都是典型的「冰箱病」。 

「冰箱病」有哪些表现？ 

�头疼、腹痛 

夏天最常见的就是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冷饮一饮

而尽。快速食用冷冻食物会刺激口腔黏膜，引

起头部血管痉挛，产生头痛、头晕、恶心等一

系列症状。而当胃肠道受到强烈的低温刺激

后，血管骤然收缩变细，出现痉挛，会引起腹

痛。 

�咳嗽、肺炎 

不经常擦洗的冰箱，密封条

和排气口极易繁殖真菌，这

些真菌随尘埃散布于空气

中。过敏性体质者和儿童吸

入后极易出现咳嗽、胸痛、

寒颤、发热、胸闷和气喘等

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肺

炎。 

�冰箱肠胃炎 

从细菌学的角度来说，一些

嗜冷细菌在Ϭ～ϱႏ下非常活

跃，比如常见的李斯特菌和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它

们在冰箱中继续生成繁殖，

即便在冷冻的食品环境下

（-ϭϴႏ）也能保持致病性

长达数月甚至ϭ年之久。 

在食用这些细菌霉变的食物

后，会出现恶心、呕吐、腹

泻、头晕等症状，称为冰箱

肠胃炎。 

 

如何防范「冰箱病」？ 

�定期清理冰箱 

冰箱必须定期清理消毒，夏

季建议每周ϭ次，其他季节

每月至少ϭ次。 

可以先把冰箱断电、清空，用Ϭ͘ϱй的漂白粉擦

洗并风干。注意冰箱门上的橡胶密封圈和缝隙

也要清洗干净。 

�定期清理食物 

尽量吃新鲜食物，蔬菜类不要在冰箱存放超过ϯ
天，肉类需要冷冻，解冻后不能再复冻。 

每天观察冰箱食物，发现有腐败必须立即丢

弃。 

�生、熟食物分区 

生、熟食物要分开，最好用不同的保鲜膜或保

鲜盒分开密封保存。 

�冷饮不要急着吃 

从冰箱取出冷饮、冰淇淋时，不要急着吃，小

口慢食或在室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后再食用。 

�剩菜趁热放冰箱 

不要等食物放凉再放入冰箱，趁热放入可以避

免室温下的细菌繁殖。下次加热一定要彻底，

完全煮熟后再食用。 

�奶粉不要放冰箱 

有些家长怕夏天奶粉变质，直接放冰箱，是错

误的。奶粉在冰箱中更易受潮、结块、变质，

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 

�食物别塞太满 

冰箱内只放七成满，留一些空隙，以保证冷空

气流动，食物内部达到理想温度。 

�定期测量温度 

冰箱温度要定期测量，保证冷藏室在Ϭ～ϰႏ，

冷冻室在-ϭϴႏ左右，才能保证食物安全存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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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诗人–简明 专辑�-�,Q�PHPRULDP 

   简明，诗人，评论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诗选刊》杂志社社长、主编。著有：诗集《高

贵》、《朴素》、《大隐》（汉英韩）、《手工》

等，河北省作家协会《诗选刊》杂志社社

长、主编，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张国明同志（简明），因病于

2019年8月21日晚在石家庄逝世，享年58岁。 

诗歌作品被译为英、法、德、西、俄、日、

韩等多种文字。 

 悼念  诗人简明  专辑 

 

悼恩师简明先生 

孔坤明 

 

站起，是一座山 

躺下，是一条河 

 

这山，表面有积雪，体内有熔岩 

这河，是汨罗，长江或黄河 

蕴藏五千年文脉，向未来的岸边 

卷起阵阵波涛 

 

�月的风，骤然停在��日 

您歌颂过的草原，每一棵草都在 

低头默哀；您歌颂过的河流 

每一朵浪花都在哭泣 

您歌颂过的天空，一只折翅的鹰 

仍在孤独地飞，向更深 

更辽阔的天空；您论道的华山 

徐霞客正摆上一壶龙井，拥抱一位 

后世文坛领袖 

 

您高贵的灵魂 

是黑夜里那颗最亮的

星 

为找不到路的人，照

亮前程 

         

轻声诵读——悼简明 

     李耀斌 

 

今天，我反复揣摩着

几个词 

高 贵，朴 素，大 隐，

手工 

反复揣摩 

仿佛触到了他的体温 

 

我轻轻地抚摸 

不敢打开 

几个词语的封面 

覆盖着怎样的诗性年华 

 

撒手的人 

我知道他在安睡 

安睡在几个词语里面 

 

轻轻地诵读吧 

轻轻地诵读 

高贵，朴素，大隐，手工…… 

 

一滴水的恩情 

――悼念恩师简明老师 

伍晓芳 

 

是的，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 

我想说，是一滴水的恩情 

――一滴简单、透明、澄澈 

却有着无穷力量的水 

 

这是一滴露水 

在黑夜悄悄滴落 

催长了我混沌中的绿芽 

开出一枝美丽的诗之花 

 

这是一滴雨水 

在浮躁的尘世，捍卫一块净土 

冲刷了我们心中的灰尘 

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明亮的诗人 

 

这是一滴雪水 

看似冰冷彻骨 

却有着温润泥土的力量 

让麦苗度过寒冬，引来季节的返青 

 

而我是一个贪婪的学生啊 

总期望您能一直给我无数滴水 

却不知道，您给予的不仅仅是我一朵花草 

而是整个草原，整个大地 

您无时不在倾吐着身体里的血 

纵使您的身体是一条河流 

也终会枯竭 

 

想到这，我们就悲伤，自责 

此刻，只能把我们的泪水回馈于您 

汇成一条汪洋的河流，用您教我们的方式 

把您渡向无忧的天堂 

渡向没有疾病，唯有诗歌的彼岸 

 

八月，诗歌的世界下雪了 

一一一悼念诗人简明恩师 

       侯范才 

八月，一场雪不经意落下 

雪，漫过诗行，一位赶路的人 

不是在寻找 《归宿》而是新的启程 

只有您的身影，依然行吟于山峦和草原 

迈过一个人思念，低吟的马头琴 

高举您的名字，举起诗歌的魂 

泪，最小的海,，深藏您的一生 

在这个飘雪的世界里 

我还是第一次以您的名字 

写下这个苍白的八月 

还有这个被雪覆盖的人间 

在这个飘雪的日子里 

诗歌的世界下雪了 

唯有您的诗，让我的世界不冷 

 

悼念 简明 
公元2019年8月21日 

一个诗歌痛失诗人的日子 

今天，正在采石矶捉月台前 

凭吊李白的我 

惊闻诗人简明于昨晚去世 

 

我 不 知 道 这 是 不 是 一 种

巧合 

在天地之间 

在诗歌之间 

在生死之间 

李白、简明与我 

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关于李白，我曾写过 

他是千古一酒 

千古一愁 

千古一人 

千古一诗 

关于简明，我曾说过 

他是一只雄鹰 

注定在蓝天飞翔 

他是一匹骏马 

注定在草原领跑 

他是一颗明星 

注定在夜空闪耀 

 

而一无所成的我 

此刻在长江边伫立 

只能默念一句 

滚滚长江东逝水 

欲语，无言 

欲哭，无泪 

欲书，无诗 

                      八月的悲伤 

                        ——悼简明老师 

                   陈华美 

白烛的泪滴穿透您的眼睛 

你一生挚爱的孩子 

《朴素》《高贵》《手工》《山水经》 

此刻静静地陪着你 

还有那面记载着戎马生涯的党旗 

 

《草原跋》你最喜欢的，透过白菊花 

无数次循环播放 

“唯有草，向死而生” 

天空举着八月的草原 

一次次下雨 

一步一步推开人间的河岸 

离天堂更近 

 

从大地中抽出肋骨 

播出的种子 

万水千山，开花 

 

跌落的秋风 

捧着诗行 

“生也辽阔，死也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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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征文  及秋季 中华文化课  开班 �6WDUW�&KLQHVH�7DDO &XUVXV 

 《[美丽中国]世界华文诗歌大赛》征文启事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ϳϬ周年华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由香港

中华文化总会属会——国际华文诗人协会与香港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由《华

夏经济文化/世界华文诗报》、《华夏纪实》杂志、香港文化与旅游协会、

香港徐霞客学会、国际华文诗人协会世界各地分会等单位协办，由香港中华

文化总会、香港文化艺术基金会为支持单位，特地举办《[美丽中国] 世界

华文诗歌大赛》征文活动。 

这是港澳台地区及海外首次举办的以[美丽中国]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式的世界

华文诗歌大赛，是国际诗坛盛事，将会载入诗歌史册。获奖作品将重点打造

并由名人出版社出版获奖作品纪念专集《[美丽中国] 世界华文诗歌大赛获

奖作品诗影集》 ，即这本书籍收入的ϵϬ首获奖诗歌，均会配上本会摄影家

相应的ϵϬ幅摄影图片而相互辉映，变得极具诗情画意。该书将会成为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ϳϬ周年华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别具风采且具有纪念收藏价

值的报告文学式的诗影集。 

（一）、征文内容：作品要求以[美丽中国] 为主题，泱泱神州，江山如

画，围绕着祖国大好河山的内容进行创作，请务必书写作者自己对某个著名

景区、景观、景点和风景名胜的具体印象，如黄河壶口瀑布、八达岭长城、

北京故宫、苏州拙政园、新疆天山天池、哈尔滨太阳岛、敦煌莫高窟、西藏

布达拉宫等，一诗写一景，切忌泛泛空谈。 

（二）、征稿对象：全球作者。 

（三）、体裁：华文新诗。数量每人限定ϭ首，ϮϬ行内，每行ϭϴ字内，超过

无效，重复投稿无效。 

(四)、奖项设置： 

ϭ͕组委会将邀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所征集到的华文新诗进行评审，评

选出ϭϬϬ名获奖作品和人物。这次评奖分为两个方面，其中名次奖ϵϬ名，荣

誉（杰出贡献）奖ϭϬ名。 

Ϯ͕大赛名次奖设：金奖ϱ名，银奖ϭϱ名，铜奖ϮϬ名，优秀奖ϱϬ名。 

ϯ͕�所有获名次奖者均颁发获奖证书，赠送纪念礼品为《[美丽中国] ——世

界华文诗歌大赛获奖作品诗影集》ϭ册。 

ϰ͕�金奖、银奖、铜奖分别再致送奖品。 

ϱ、本次活动设荣誉（杰出贡献）奖ϭϬ名，表彰这次对推动举办《[美丽中

国]世界华文诗歌大赛征文》和《[美丽中国] 世界华文诗歌大赛获奖作品诗

影集》出版以及相关活动作出贡献的人士，并各赠送《[美丽中国] ——世

界华文诗歌大赛获奖作品诗影 集》ϱ册，颁发荣誉证书、精美奖牌及赠送纪

念礼品。 

(五)、投稿要求： 

ϭ、为环保起见，只收电子稿，投稿邮箱：ϭϮϯϵϱϯϲϲϵϲΛƋƋ͘ĐŽŵ。统一使用

ǁŽƌĚ文本附件形式并贴在页面 (标题ϰ号宋体加粗、正文及其它文字ϱ号宋

体)； 

来稿统一格式为在邮件主题栏填写：[美丽中国] 世界华文诗歌大赛 - 作者 

- 地区 - 作品名称。 

Ϯ、本次大赛是一次严格而纯粹的诗歌大赛，不收参评费，不退稿，征文评

选不看投票和阅读量，不靠留言点赞和打赏金，只认征文本身水平。要求未

发表的原创新作，防止抄袭，文责自负。希望大家监督，发现后即予以除名

并收回奖励。组委会拥有参赛获奖作品的使用权，不另付稿酬。 

ϯ、作者投稿时实行实名制，请在稿件后面提供ϭϬϬ字内的简介，含作者姓

名、性别、年龄、民族、国家或地区、职业等。另附联系地址、邮编、电

话、电子信箱和微信号。 

ϰ、来稿不按要求的，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六）、组委会和评委会人员不得参加此次大赛名次奖，以示公允。 

（七）、征稿时间：自ϮϬϭϵ年ϴ月ϴ日起，至ϮϬϭϵ年ϭϬ月ϴ日截止。过期不予

受理。 

（八）、获奖者名单将在媒体上、网站、博客、微信群等公布，并将另行用

电子邮件专函通知。获奖作者的奖状、奖品、获奖作品集等用挂号平邮寄

上，如需快递请到付。国外获奖者请选择寄国内地址。 

（九）、组委会咨询电话： ϭϯϲϴϲϲϳϯϱϯϴ 

;十)、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美丽中国] 世界华文诗歌大赛》 组委会 

  ϮϬϭϵ年ϴ月ϴ日, 

 

    夏日在屋檐下数星星 

                            中国 作者 何军雄 （China）  

         晴空万里的夏夜 

         我在屋檐下数星星 

  

         遥望星星 

         我就看见故乡的影子 

  

         闪烁发光的星星 

         就像母亲的眼睛 

  

         照亮每个漆黑的夜 

         以及我的痛苦和忧伤 

  

         夜晚闪烁的星星 

         点亮我内心诗歌的灯盏 

  

          夏日在屋檐下数星星 

          我的思念开始攀升 

  

    何军雄，甘肃会宁人，中国诗歌学会、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

《中国诗歌》《星星》《诗林》《延河》《飞天》《青春》《奔流》《岁

月》《太湖》《躬耕》《工人日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民族

报》等国内外五百多家报刊发表诗歌千余首，获各类文学奖项二百多次。出

版诗集《雪地上的书生》《风吹故乡》《春日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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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persoon 

ChiVerhoeven Tel: 

  +0486 45 1558 

  

 荷兰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

心-“文化-语言开放学

院”将  在有关政府部门

的支持下， 于 2019年11

月4日，正式启动。本学期

共五周，以汉语拼音 到简

单会话语句， 以达 成人

简单会话的基础要点，及

文化常识。 

必要时，还将增办书法练

习学习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