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荷华雨
世华文学研讨会“一带一路”槟城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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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 deze editie:

照片：中国驻槟城 –总领事馆） 月 - 日，世华
文学研讨会，沿着 一代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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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槟榔屿的建立，在南洋历史上完全是一个新

荷兰 彩虹 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静莲太极学校
月上旬开学， 今年的 具体信息请见 （
之发展。”*《马来亚华侨史》作者—巴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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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华人即是当时先驱者之一！
式太极拳 ， 式 ， 式 ， 式，配合八段锦
参加文会的作家学者，及媒体 人，来自中国 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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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及美，德，荷，韩 等 国家。
中医健康保健气功 （新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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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城文会 前后
的面貌，主因是初次把一个实际上无人居住的海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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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世华作家 马来西亚-槟城研讨 采风
朵拉 致 开幕词 （8月8日）

—我和华文文学

袁勇麟

中国

Yonglin Yuan,China, Hij is professor
van FuJian Technic University, deskund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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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生，福建柘荣人。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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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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中文博士后和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为

己的感觸説出來，與所有人分享心情！采風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

的過程中，每位老師都有自己的人生經驗，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主任委

我同時也在大家的身上，學習到很多過去所

员，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

沒有的，檳城之行，也將成為我生命中很美

长。著有《华文文学的言说疆域》，《当代

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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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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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彩虹文化交流中心-静莲太极学校
彩虹文化-太极学校新学期开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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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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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槟城-世华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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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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惹装的魅力
刘俐俐

采风

-中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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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进入我视野的娘惹装，是马来西亚华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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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朵拉八十多岁的母亲穿着一身娘惹装在福

装？我想，大概缘于我要考察思索“祖国”、“祖籍国”、“中国

州街上的照片。她从槟城千里迢迢来参加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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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博士学位授予仪式：那衣服我初始认为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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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其实叫做土耳其绿），对襟两侧、袖口

学者产生理论灵感的地方。探寻娘惹装之美，仅是先期热身。

和下摆有手绣的花朵图案。真美啊！我喜欢。

作者简介：刘莉莉

机会来了：受槟城大华堂邀请，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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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世界华文作家／学者／媒体人采风活动，脚印

中国天津南开大学 英才教授，享受国家特殊津

《文学评论》等，发表论文百余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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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城华人带给我的感动

德国 雪妍 XueYan Wang (Duit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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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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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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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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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欢迎晚宴暨“槟城艳”音乐会有幸相见的朵拉母亲……，近距离
别。这两个词翻译成英语，都是“Chinese”，然而中文里的含义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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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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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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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出生长大，只是由于两辈、三辈
一定要买一套来切身体会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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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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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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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华人”不是来自国籍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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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不是源于出生地的羁绊，而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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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于世代“华人”内心深处的身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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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即使是在马来西亚政府试图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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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挤中华文化的背景下，马来西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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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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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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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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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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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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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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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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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选择以动词“撞色”为原则。好吧，那就“撞色”吧。选择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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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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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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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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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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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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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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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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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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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雪妍，北京人，八零后，传播学专业双硕士，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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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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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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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闽江学院教授，林中燕教授
发言，她正 穿着娘惹服

惹遗传基因。她的意愿大概是，将此

难忘
槟城艳—
-

马来西亚-槟城

上图为

历史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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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郑成功 下南洋之图
，
槟城
渔村
一角

郑成功
塑 像

当年，英国殖民区，《色戒》电影拍摄处，导演李安。

， 槟城岛屿之景（窗内拍摄）

吉隆坡的双子塔

槟城“宏愿大学”即 “开放-人民大学”与采风
专栏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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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起：朵拉，郑金铸 ，李荛庆，许廷炎）
给文会 增送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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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湘萍教授在“宏愿大学”简短发言
，

槟
城
开
放
人
民
大
学

著名作家
周 励，
在领使馆 晚
宴上 发言

中山纪念堂 槟城文学

-

专栏 （ ）

马来西亚---槟城
中山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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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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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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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华 文作家 学者 媒 体槟 城文学采

年，孙中山为了传播革命思想，

风 活动， 更是槟州华人大会堂常年重

他在该纪念馆的大楼发表了在槟

点活动之一，共有

城的第一场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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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城艳 音乐会为主

题，为 大 家 呈 现 首 首 经 典 槟 城 老 歌，

[

并在当地结识了吴世荣、

如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 午夜香吻 等，同时也

黄金庆和陈新政等人[註

叙述这些老歌背后的故事。当晚，北马华人演艺

[

人 公 会 呈 献 槟 城 艳 怀 旧 音 乐 会，重 温 上 世 纪

。而后孙中山每次莅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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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在此召

（上照为 ：世华文会者 表演

--

），这一所名声

见同志。
年
月 日，
孙中山创
办其亲自
命名的槟
城阅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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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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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阅书报社迁移至打铜仔街

年，

号（现孙中山

槟城基地纪念馆所在地）（剪扎维基）
-

拿督庄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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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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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因崇拜伟人，他

上照 左起： 菲尔 朵拉，小黑 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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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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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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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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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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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为纯文化， 文学 等 交流刊物，
性建筑物-槟城阅书报社大楼开发为“孙中山纪念
发向世界各国,欢迎你 供 稿！
馆”，还原了当年革命基地的历史现场，开放给
欢迎， 对中西文化交流感兴趣的同仁
公众参观，俾让年轻后辈及游客了解孙中山的革
给我们供稿， 我们将争取两种语言刊
命历程以及槟城华侨先贤如何义无反顾地协助孙
槟 州 华 人大 会 堂文 学 组 和文 学采 风 简 介用，谢谢， 彩虹《南荷华雨》编辑部
中山完成终帝制，建民国的历史伟业。同时也为
荷兰
（剪编）
槟城增添了一个文化历史旅游新景点。

-

非洲之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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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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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照片：池飞 摄影
（于挪威）

中医 秋季养生保健 饮食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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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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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养生
润其燥，禁寒饮”，《臞仙神隐书》主张入
秋季，从立秋至立冬前，包括立秋、处 秋宜食生地粥，以滋阴润燥。总之，秋季时
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六个节气。气 节，可适当食用如芝麻、糯米、粳米、蜂
候由热转寒，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由阳 蜜、枇杷、菠萝、乳品等柔润食物，以益胃
盛转变为阴盛的关键时期，是万物成熟收获 生津，有益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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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运动调养
居、运动锻炼，皆以养收为原则。
秋季，天高气爽，是开展各种运动锻炼
一、精神调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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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内应于肺。肺在志为忧，悲忧易伤
秋季养生功法，即秋季吐纳健身法，对延年
肺。肺气虚，则机体对不良刺激耐受性下
益寿有一定好处。具体做法：每日清晨洗漱
降，易生悲忧情结。
后，于室内闭目静坐，先叩齿3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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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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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舞蹈艺术

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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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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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保持致病性
长达数月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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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其他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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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前两天吃了块冰箱里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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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至少 次。
可以先把冰箱断电、清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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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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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冷冻室在左右，才能保证食物安全存储。
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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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诗人–简明 专辑 简明，诗人，评论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一个诗歌痛失诗人的日子

《诗 选 刊》杂 志 社 社 长、主 编。著 有 ： 诗 集《高 轻轻地诵读吧

今天，正在采石矶捉月台前

贵》、《朴素》、《大隐》（汉英韩）、《手工》 轻轻地诵读
等，河 北 省 作 家 协 会《诗 选 刊》杂 志 社 社 高贵，朴素，大隐，手工……

凭吊李白的我

长、主编，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国务院

惊闻诗人简明于昨晚去世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

一滴水的恩情

特殊津贴专家张国明同志（简明），因病于 ――悼念恩师简明老师
2019年8月21日晚在石家庄逝世，享年58岁。 伍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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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坤明
站起，是一座山
躺下，是一条河

在诗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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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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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滴雨水
在浮躁的尘世，捍卫一块净土

这山，表面有积雪，体内有熔岩
这河，是汨罗，长江或黄河
卷起阵阵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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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简明，我曾说过
他是一只雄鹰

冲刷了我们心中的灰尘
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明亮的诗人

注定在蓝天飞翔
他是一匹骏马

蕴藏五千年文脉，向未来的岸边

后世文坛领袖

在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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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恩师简明先生

月的风，骤然停在

巧合

这是一滴雪水
看似冰冷彻骨
却有着温润泥土的力量

注定在草原领跑
他是一颗明星
注定在夜空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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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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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高贵的灵魂
是黑夜里那颗最亮的

想到这，我们就悲伤，自责
此刻，只能把我们的泪水回馈于您

——悼简明老师
陈华美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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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找 不 到 路 的 人，照

渡向没有疾病，唯有诗歌的彼岸

你一生挚爱的孩子

八月，诗歌的世界下雪了

此刻静静地陪着你

一一一悼念诗人简明恩师

还有那面记载着戎马生涯的党旗

侯范才
八月，一场雪不经意落下

《草原跋》你最喜欢的，透过白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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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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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烛的泪滴穿透您的眼睛
《朴素》《高贵》《手工》《山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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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征文 及秋季 中华文化课 开班
上，如需快递请到付。国外获奖者请选择寄国内地址。

《[美丽中国]世界华文诗歌大赛》征文启事

（九）、组委会咨询电话：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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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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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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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的

首获奖诗歌，均会配上本会摄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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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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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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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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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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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闪烁的星星
点亮我内心诗歌的灯盏

（二）、征稿对象：全球作者。
（三）、体裁：华文新诗。数量每人限定 首，

行内，每行

字内，超过

无效，重复投稿无效。

我的思念开始攀升

(四)、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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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获奖作品和人物。这次评奖分为两个方面，其中名次奖

誉（杰出贡献）奖

夏日在屋檐下数星星

名，荣

名。

大赛名次奖设：金奖 名，银奖

名，铜奖

名，优秀奖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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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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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华文诗歌大赛获奖作品诗影集》 册。
金奖、银奖、铜奖分别再致送奖品。
、本次活动设荣誉（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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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颁发荣誉证书、精美奖牌及赠送纪
念礼品。
(五)、投稿要求：
、为环保起见，只收电子稿，投稿邮箱：

。统一使用

文本附件形式并贴在页面 (标题 号宋体加粗、正文及其它文字 号宋
体)；

Contact persoon
ChiVerhoeven Tel:
+0486 45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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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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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投稿时实行实名制，请在稿件后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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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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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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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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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