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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仪

式  

第39届
世界诗
人大会在印度神都布巴内斯瓦尔 隆重开幕  
10月2日是印度国父甘地冥诞150周年纪念日，第��届世界

诗人大会主席、.,,7-.,66大学校长阿切乌塔�萨曼塔主持，

他首先代表全校教师学生向来自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印度各

地的，特来参加甘地雕塑揭幕仪式的诗人、诗歌爱好者表示

热烈欢迎！参加本届诗人大会的与会诗人们则纷纷向甘地雕

像敬献花环与花瓣。整个揭幕仪式，庄重，又热烈。  
 
 'H���H�:HUHOGGLFKWHUVFRQIHUHQWLH�LQ�%KXEDQHVZDU��
,QGLD� �'H�*URWH�RSHQLQJ� 
���2S���RNWREHU�ZDV�KHW�GH����VWH�YHUMDDUGDJ�YDQ�GH�
JHERRUWH�YDQ�*DQGKL��GH�JURQGOHJJHU�YDQ�,QGLD��ZHUG�GH��
��VWH�:RUOG�3RHW�&RQIHUHQWLH�JHRSHQG�GRRU�GH�
YRRU]LWWHU�YDQ�.,,7-.,66�8QLYHUVLW\��$FKHXWD�
6DPDQWKD��7HQ�RYHUVWDDQ�
YDQ�WLHQGXL]HQGHQ�
VWXGHQWHQ�HQ�GLFKWHUV�YDQ�
RYHU�GH�KHOH�ZHUHOG�ZHUG�
HHQ�QLHXZ�EHHOG�WHU�HUH�
YDQ�*DQGKL�RQWKXOG�HQ�
GDDUPHH�GH�FRQIHUHQWLH�
JHRSHQG��'H�GHHOQHPHQGH�
GLFKWHUV�EHWRRQGHQ�KXQ�
HHU�DDQ�*DQGKL�GRRU�KHW�
KDQJHQ�YDQ�VOLQJHUV�HQ�
VWURRLHQ�YDQ�
EORHPEODDGMHV�DDQ�HQ�ELM�
KHW�VWDQGEHHOG��'H]H�
RQWKXOOLQJVFHUHPRQLH�ZDV�SOHFKWLJ�HQ�YRO�HQWKRXVLDVPH� 
 
2S����–���MDQ������ LV�KHW��GH�&KLQHVH�3RHWU\�6SULQJ�
)HVWLYDO�LQ�(8��'H]H�NHHU�ZRUGW�KHW�JHKRXGHQ�LQ�3UDDJ��
7MHFKLs��&KLQHVH�VFKULMYHUV�HQ�GLFKWHUV�VWHOOHQ�GH�
&KLQHVH�OLWHUDWXXU�FHQWUDDO��*H]HOOLJ�HQ�VDPHQ�PHW�
HONDDU�� 
������������ 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第四届欧洲分会场--- 

布拉格，暨 世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创作论谈 正式启动 ： 

    中国诗歌春晚，总策划：屈金星，屈原后裔     

����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会-欧洲分会场，进一步贯彻 推

广，“一带一路”的精神，更加 彰显中华文化自信，捍
卫中华文化尊严，加大中国诗歌文化国际输出，讴歌大写
的中国精神，歌唱中国梦，凝聚中国心 ！ 

    晚会将 以 团圆、和平、诗意，传统文化为主， 结合多

元文化，邀请国际以及海峡两岸著名诗人、作家，共聚一

堂。 

    2020 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启动：地点，捷克-

布拉格，具体时间：定于2020年 元月18-19 日，会后2-3

天旅游 。（中国新华网，中国诗歌春晚-人人文学网）直接上网 

布拉格简介（参考）：布拉格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早在

����多年前，这里就是捷

克王国的政治中心。从��

世纪成为捷克王朝的第一

座王城算起，已有���多

年的历史。从��世纪到��

世纪是中欧重要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依

山傍水，古迹众多，国家

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达����多处，建于����年的伏尔塔瓦河

上的圣像林立、艺术价值无比的查理大石桥，以及中欧最古

老的高等学府查理大学以及金碧辉煌的布拉格宫和历史悠久

的民族剧院等。当时，布拉格是欧洲的第三大城市，拥有一

个造币厂，德国和意大利的商人和银行家聚集于此。卡夫卡

的博物馆， 就在布拉格中心！ 

  具体文会 活动内容，请见已发的邀请函。 

（第一天 “诗歌春晚”，第二天 “世华作家创作谈”） 

报名， 即日起到-ϭϮ月ϭϱ前截止，望诸位文友诗人，见此信

息后，即可相互告知，报名， 以便筹委会统筹安排） 

 报名费：一天��(� 每人，  两天 ��(�每人， 住宿 自负。

晚宴免费， 儿童， 学生（��岁以下）全免费！ 

本次活动  指导单位： 中国诗歌春晚-北京总部， 世华作家

交流协会 

    主办单位： 荷兰彩虹中西文化交

流中心    

    承办单位： 捷克华文作家协会   

            回件联系邮箱：       

FKXQZDQ�����HX#RXWORRN�FRP� 

 捷克 电话：ϬϬϰϮϬ�ϳϯϵϲϳϵϮϲϴ������汪温妮 

 荷兰 电话：  ���������������������池莲子 

 ����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 第四届欧洲分会场 -筹委会  

南 荷 华 雨 
67,&+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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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欧普海(荷文) 

第39届世界诗人大会-印度圆满成功  

( 纪念甘地150 周年） 

2020中国诗歌春晚-欧洲-布拉格会场 暨世华作协文学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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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H�:RUOG�3RHWU\�&RQJUHVV�第��届世界诗人大会         ��� 

tĞůŬŽŵƐĐĞƌŵŽŶŝĞ 
第ϯϵ届世界诗人大会开幕式，于印度

时间ϭϬ月Ϯ日晚上ϲ点，在<//d大学礼堂

隆重进行。现代化的礼堂灯火辉煌，

人声沸腾。开幕式在热烈欢快的印度

民歌声中拉开序幕。奥里萨邦首席执

行官沙利、世界诗人大会主席杨允

达、<//d大学校长萨曼塔、世界诗人大

会副主席卡汉、秘书长玛莉亚以及地

方政要、文化名人等致辞。大会还向

著名印度诗人、文学家颁发荣誉证

书。开幕式在艺术家们精彩的印度传

统舞蹈与少儿舞蹈表演中结束。 中国

代表团ϯϬ多人，台湾及海外华裔诗人ϭϬ多人等 ， 

来自世界各国。�;Z͕��&ŽƚŽ��͗�tĞůŬŽŵ�ĐĞƌĞŵŽŶŝĞ��Ϳ 

  
 'H�RSHQLQJVFHUHPRQLH�YDQ�GH���H�:RUOG�
3RHWU\�&RQIHUHQFH�ZHUG�JHKRXGHQ�LQ�KHW�
.,,7�8QLYHUVLW\�$XGLWRULXP�RP���XXU�
V�
PLGGDJV�RS���RNWREHU��+HW�PRGHUQH�DXGL�
WRULXP�]LW�YRO��'H�
RSHQLQJVFHUHPRQLH�
EHJLQW�PHW�YUROLMNH�
,QGLDVH�YRONVOLH�
GHUHQ��$DQZH]LJ�
]LMQ�GKU��6KDUL��SUH�
VLGHQW�YDQ�2ULVVD��
<DQJ�<XQGD��YRRU�
]LWWHU�YDQ�GH�:RUOG�
3RHW�&RQIHUHQFH��
GKU��6DPDQWKD��
YRRU]LWWHU�YDQ�.,,7�
8QLYHUVLW\��GKU��
.DKDQ��YLFHYRRU]LW�
WHU�YDQ�GH�:RUOG�3RHW�&RQIHUHQFH��GKU���
0DULD��VHFUHWDULV-JHQHUDDO��HQ�ORNDOH�SROL�
WLHNH�ILJXUHQ�HQ�FXOWXUHOH�EHURHPGKHGHQ��
'H�FRQIHUHQWLH�YHUJDI�GLYHUVH�HUHFHUWL�
ILFDWHQ�DDQ�EHURHPGH�,QGLDVH�GLFKWHUV�
HQ�VFKULMYHUV��'H�RSHQLQJVFHUHPRQLH�HLQ�
GLJGH�PHW�GH�SUDFKWLJH�,QGLDVH�WUDGLWLR�
QHOH�GDQV�HQ�NLQGHUYRRUVWHOOLQJHQ��9HUGHU�
ZDUHQ�HU�PHHU�GDQ����&KLQHVH�GHOHJDWLHV�
HQ�PHHU�GDQ����&KLQHVH�HQ�RYHU]HHVH�
&KLQHVH�GLFKWHUV�YDQ�RYHU�GH�KHOH�ZH�
UHOG�  
     

参会的世界各国诗人  
 

��月�日，第��届世界诗人大会于印度布巴内斯瓦

尔羯陵伽工业技术学院(.,,7�结束各项

议程，徐徐落下帷幕，为此次世界诗

人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印度副总统奈都先生（VKUL�0��9HQ�

NDLDK�1DLGX〉, 世界诗人大会主席杨允

达先生,本届世界诗人大会执行主席、

.,,7-.,66大学创校校长、诗人阿切乌

塔�萨曼塔先生,奥利萨邦邦长拉尔先

生（*DQHVKL�/DO）等世界诗人大会的

领导和印度政要，来自约��个国家的

诗人代表及印度当地诗人、诗歌爱好者及各界人

士共一千多人见证了闭幕式。 

   总结会上，副总统奈都先生发表长篇主

旨演讲，时时脱稿，即兴发挥。他对这次世

诗会在印度举办，为印度骄傲�，为世界诗人

们骄傲！ 他激情高昂，内容丰富， 言语深

刻，节奏铿锵有力，精彩纷呈，赢得阵阵掌

声， 发言后， 

还下去与前排的

诗人们 握手！ 
7KH� ��WK :RUOG�
&RQJUHVV� RI�
3RHWV� ZDV� LQDX�
JXUDWHG� DW� WKH�
.DOLQJD� ,QVWLWXWH�
RI� ,QGXVWULDO�
7HFKQRORJ\� 
7KHPH�� &RP�
SDVVLRQ�WKURXJK�

3RHWU\� 
7KH� WKHPH� DLPV� WR� SURPRWH� SHDFH� DQG�
EURWKHUKRRG�WKURXJK�SRHWU\� 
7KH�HYHQW�ZDV�LQDXJXUDWHG�E\�WKH�2GLVKD�
&KLHI�0LQLVWHU��9LFH�3UHVLGHQW�9HQNDLDK�
1DLGX�DWWHQGHG�WKH�HYHQW� 
 
$ERXW�:RUOG�&RQJUHVV�RI�3RHWU\�
�:&3��dŚĞ�t�W�ǁĂƐ�ĨŽƵŶĚĞĚ�ŝŶ�ϭϵϲϵ͘�/ƚ�ǁĂƐ�ŚĞůĚ�
Ăƚ�DĂŶŝůĂ͕�WŚŝůŝƉƉŝŶĞƐ�ƚŚĞ�ĮƌƐƚ�ƟŵĞ͘�/ƚ�ŝƐ�ďĞŝŶŐ�ŽƌŐĂŶŝͲ
ǌĞĚ�ďǇ�t����–�tŽƌůĚ��ĐĂĚĞŵǇ�ŽĨ� 
�ƌƚƐ�ĂŶĚ��ƵůƚƵƌĞ͘�dŚĞ�t����ĐŽŶĚƵĐƚƐ�ƉŽĞƚƌǇ�
ǁŽƌŬƐŚŽƉƐ͕�Ăƌƚ�ĞǆŚŝďŝƚƐ͕�ĚĂŶĐĞ͕�ŵƵƐŝĐ͕�ĐƵůƚƵƌĂů�
ĞǆĐŚĂŶŐĞ�ƉƌŽŐƌĂŵƐ͘�dŚĞ�ŽƌŐĂŶŝǌĂƟŽŶ�ŵĂŝŶͲ
ƚĂŝŶƐ�Ă�ůŝďƌĂƌǇ�Ăƚ�dĂŝƉĞŝ͕�dĂŝǁĂŶ͘�t����ƐĞƌǀĞƐ�
h/��–�hŶŝŽŶ�ŽĨ�/ŶƚĞƌŶĂƟŽŶĂů��ƐƐŽĐŝĂƟŽŶƐ͘�h/��

ŝƐ�Ă�ƌĞͲ
ƐĞĂƌĐŚ�
ŝŶƐƟƚƵƚĞ�
ĂŶĚ�ĚŽĐƵͲ
ŵĞŶƚĂƟŽŶ�
ĐĞŶƚĞƌ�
ŚĞĂĚƋƵĂƌͲ
ƚĞƌĞĚ�Ăƚ�
�ƌƵƐƐĞůƐ͘�/ƚ�
ǁĂƐ�
ĨŽƵŶĚĞĚ�ŝŶ�
ϭϵϬϳ͘�/ƚ�

ŵŽŶŝƚŽƌƐ�ŝŶƚĞƌŶĂƟŽŶĂů�ŽƌŐĂŶŝǌĂƟŽŶƐ͕�ĂƐƐŽĐŝĂƟͲ
ŽŶ�ĂŶĚ�ƚŚĞŝƌ�ĐŚĂůůĞŶŐĞƐ͘������������������������ 

   ��月�日，第��届世界诗人大会于印度布

巴内斯瓦尔羯陵伽工业技术学院(.,,7�结束

各项议程，徐徐落下帷幕，为此次世界诗人

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印度副总统奈都先生（VKUL�P�YHQNDLDK�

QDLGX〉, 世界诗人大会主席杨允达先生,本届

世界诗人大会执行主席、.,,7-.,66大学创

校校长、诗人阿切乌塔�萨曼塔先生,奥利萨

邦邦长拉尔先生（JDQHVKL�ODO）等世界诗人

大会的领导和印度政要，来自约��个国家的

诗人代表及印度当地诗人、诗歌爱好者及各

界人士共一千多人见证了闭幕式。  

 中国诗歌代表团由来自全国ϭϲ省市自治区的
ϯϬ�多位诗人组成，诗人、诗歌评论家北塔出任团长，

诗人赵剑华、之道出任副团长，诗人雲水音、周道

模、冷先桥出任助理，团员有（以姓氏拼音为序）阿

诺阿布、阿�、卞启忠、陈波来、陈泰灸、冯明德、

龚璇、李立、李平、李自国、刘剑、罗鹿鸣、倮倮、

施虹羽、索菲、谭清红、王芳闻、王桂林、温古、雁

西、杨于军、一枚、于连胜、张中海。  

 台湾 诗人 辛牧， 古月，等 ϭϬ�多位诗人参会 

。海外华裔 诗人： 王克难，篷丹，张琴， 池莲

子，廖   等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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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KDWPD�*DQGKL��甘地 

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0RKDQGDV�.DUDPFKDQG�*DQGKL，����年��月

�日－����年�月��日），尊稱聖雄甘地（印地

語：拉丁字母转写 0DKƗWPƗ�*ƗQGKƯ），印度國

父，印度民族主義

運動和國大黨領

袖，他帶領印度獨

立，脫離英國殖民

地統治。他的非暴

力哲學思想影響了

全世界的民族主義

者和那些爭取和平

變革的國際運動。
成功的印度獨立運

動亦激發起其他殖

民地人民為國家獨

立而奮鬥，最終大

英帝國分崩離析，

取而代之的是英聯

邦[�@。甘地的主要

信念是「真理堅

固」，此鼓舞了其

他民主運動人士，例如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

等人。他經常說他的價值觀很簡單，那就是（是

從傳統的印度教信仰演化來的）真理（VDW\D）及

非暴力。 

0RKDQGDV�.DUDPFKDQG�*DQGKL��YDDN�0DKDWPD�
*DQGKL�JHQRHPG��ZDV�HHQ�,QGLDDV�SROLWLFXV��1D�
HHQ�UHFKWHQVWXGLH�LQ�(QJHODQG�YHUWURN�*DQGKL�
QDDU�=XLG-$IULND��ZDDU�KLM�]LFK�YRRU�GH�,QGLD�
VH�EHYRONLQJVJURHS�LQ]HWWH��1D�WHUXJNHHU�LQ�
,QGLD�ZHUG�KLM�OHLGHU�LQ�GH�,QGLDVH�RQDIKDQNH�
OLMNKHLGVVWULMG�HQ�XLWHLQGHOLMN�GH�YDGHU�YDQ�KHW�
PRGHUQH�,QGLD� 'H�RQDIKDQNHOLMNKHLGVVWULMG�
YDQ�,QGLD�YHUOLHS�YROOHGLJ�YUHHG]DDP��9RRU�
*DQGKL�ZDV�GLW�GH�DOOHUEHODQJULMNVWH�OHHIUHJHO�
HQ�GH�NHUQ�YDQ�]LMQ�JHORRI�� 
:DDU�*DQGKL�VWUHHIGH�QDDU�HHQ�SOXUDOLVWLVFK�
,QGLD��HHQ�ODQG�YRRU�DOOH�UHOLJLHV�VDPHQ�NZDPHQ�
JLQJ�KHW�PHW�GH�RQDIKDQNHOLMNKHLG�LQ�]LFKW�
KHOHPDDO�PLV��'H�KLQGRHV�HQ�PRVOLPV�NZDPHQ�
WHJHQRYHU�HONDDU�WH�VWDDQ��3DNLVWDQ��2RVW�HQ�
:HVW��VFKHLGHQ�]LFK��WHJHQ�GH�]LQ�YDQ�*DQGKL�
DI�YDQ�,QGLD��=LMQ�VWUHYHQ�QDDU�HHQ�ODQG�YRRU�
DOOH�PHQVHQ�YDQ�DOOH�UHOLJLHV�LV�KHP�XLWHLQGHOLMN�
IDWDDO�JHZRUGHQ��(HQ�IDQDWLHNH�KLQGRH�YHU�
PRRUGH�KHP�LQ�������QLHW�ODQJ�QD�GH�RQDIKDQ�
NHOLMNKHLG�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出生在一个印度教

家庭，父亲是当地土邦首相。甘地��岁时远赴英

国学习法律。����年，甘地来到英国统治下的南

非，领导南非印度人争取权利。他把印度教的仁

爱、素食、不杀生的主张，同《圣经》、《古兰

经》中的仁爱思想相结合，并吸收了梭伦、托尔

斯泰等人的思想精髓，逐渐形成了非暴力不合作

理论。����年，甘地回到印度，很快成为国大党

的实际领袖，使“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国大党的

指导思想，开始为印度的独立而奔波。“二战”

后，印度分裂为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国家。面对

两国的冲突，对双方都有重要影响的甘地多次以

绝食来感化他们，呼吁团结。����年�月��日，甘

地遭到印度教顽固教徒刺杀。 [�@  

 
���甘地的  故事 

 

甘地小时候并不聪明，从小学到中学，

他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可是他一点儿也

不顽皮，是个诚实害羞的孩子。 

有一天，一位督学到甘地的学校检测学

生的英文水平。他让学生们听写了五个

英语单词，甘地写对了四个，就是“茶

壶”这个词不会拼。正当甘地皱着眉头

冥思苦想的时候，老师刚好走到他旁

边。老师用脚尖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椅

脚，暗示他去偷看旁边同学的卷子，可

甘地继续低着头想，不愿看别人的答

案。 

结果，大家都考了满分，只有甘地一个

人考了八十分。督学走后，老师把甘地

叫到面前，说：“傻孩子，偶尔作弊一

次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也能拿满分

的话，我们就可以受到表扬了。” 

可甘地坚持认为自己那样做是正确的，抄袭就是

不对，倒是老师让他作弊，让他感到非常难过。 

 

凑双完好的鞋子 

 

一天，甘地坐火车，不小心把自己穿着的一只鞋

子掉在铁轨上了。此时，火车已经轰隆隆地启动

了，他已不可能下车去捡那只鞋子。 

旁边的人看到甘地没了一只鞋子，都为他可惜。

忽然，甘地弯下身子，把另一只鞋子脱下来，扔

出了窗外。身边的一位乘客看到他这个奇怪的举

动，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甘地笑了笑，慈祥地说：“这样的话，捡到鞋子

的穷人，就有一双完好的鞋子穿了。” 

 

被赶出头等舱 

 

甘地在英国学成以后，到南非做了一名律师。有

一次，因公事远行，他得到了一张头等舱的火车

票。 

当甘地拖着行李准备上车时，一名白人工作人员

看见他是有色人种，竟把他的行李扔在站台上。

原来，在英国殖民地——南非，种族歧视非常严

重，有色人种是不能坐头等舱的。 

那一晚，甘地在站台上冻了一夜。他想不明白，

每个人地位都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自己会受到

歧视呢？于是，他到南非的各个政府部门申诉，

同时也得到了舆论的支持。最终他赢得了这场斗

争的胜利。 

（1869—1948），在印度被誉为“圣雄”和“国

父”，领导了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把

一生奉献给了国家和民族，真正做到了“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48年在教派纠

纷中，为印度教极右派分子刺死。 

 

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甘地小时候经常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偷偷地抽

烟，偷父母的钱，到餐馆偷吃羊肉……有一次，

他向哥哥借钱去外面大吃大喝，为了还钱又偷刮

哥哥金镯子上的金子去卖。父亲知道了这事后非

常难过，加上工作劳累过度，就病倒了。 

父亲躺在床上，天天盼着甘地来认错，但他始终

没来。甘地打算把犯下的罪过都写在一张纸上，

准备接受父亲的惩罚。可是，一切都迟了。父亲

的病越来越重，很快就去世了，只留下一张纸给

甘地，上面写着：一个诚实、自力更生的人，才

是一个有出息的人。看了这张字条，甘地泪如泉

涌，他心中响起了一个有力的声音：父亲，我一

定不会再让您失望了！ 

 

四亿件毛衣 

 

寒冬里的一天，妻子看见甘地穿得很单薄，就非

常痛心地说：“天气那么冷，你为什么不穿件毛

衣呀？” 

甘地笑笑说：“我没有毛衣，也没有钱买毛

衣！” 

妻子有点摸不着头脑：“给你织的毛衣呢？你的

钱呢？” 

甘地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早上在街上看见一个

老人在乞讨，就把毛衣脱给他了，钱也给他买吃

的了！” 

妻子有点无奈地说：“又是这样呀！那我再给你

织一件！” 

“我们家可不只我一个人没得穿，一件怎么够

呀？”甘地急忙说道。 

“那你要多少件呀？”妻子疑惑地问。 

甘地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家有四亿兄弟姐妹，

只有他们都有毛衣穿了，我才会穿。你能不能多

给他们织几件呀？” 

妻子听到这话后乐了，她知道他说的“四亿兄弟

姐妹”是指印度全国劳动人民。妻子幽默地说：

“好！好！好！我尽量多织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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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一座不夜城     古月  台湾

（7DL:DQ） 本届诗会 首奖者 

宁静海不宁静 

随风起舞的浪 

月光下 洴裂银色花朵 

闪烁似火的激情 

拍岸的涛声 

淹没了千噚下的颤憟 

众声喧哗 莲舌出洞 

谁来听幽 冥的私语 

曾经的辽阔 

涌起无数的咏叹号 

更像霍然屏息的休止

符 

在梦与醒之间 

似盏盏低垂眼脸的星

星 

那是悬在半空中 

沉默著 熟悉又陌生的人 

不夜的城市 醉雨 

燃烧着激情的火 

光芒欲是孤独的 

要怎么将影子拉长 

让寂寞怀抱取暖 

纷扰中 转辗成眠 

古月，本名 胡玉衡。湖南衡山人。现居 台湾 

曾獲中國文藝學會優秀青年詩人獎。 

詩集:《追隨太陽步伐的人》、《月之祭》絹印多本

專輯(大陸中國文聯出版社發行詩集書名《浮生》等

台灣出版 

散文集:《誘惑者> 

傳記:《革命先烈一一吳祿貞傳 �等。 

 

万古流— 倮倮  �中国（/XR/XR –

&KLQD）—赠也人兄  
 
事实上，谁也不能命令一条河流 

倒流，就好像谁也不能叫一个死去的人 

再回来喝一杯酒。我们的昨天也一去不返， 

但它却命令我们今天相约在江边， 

是为了江风把我们的谈话捎给某人吗？ 

 

我们唇齿间跳跃的是什么？ 

词语帝国里流动的火焰吗？肉体里 

燃烧的河流吗？途经的事物终将熄灭。 

死亡的祭台上爆炸的星辰亦将如尘埃。 

多少河流曾拼命站起来向天空生长？ 

多少人曾把一只萤火虫当做星辰？ 

 

蓝墨水的上游，河床为什么哭泣啊！ 

逝去是一种宿命，挽留是一种条件反射。 

越来越小的火焰，是毕生的燃烧， 

某一条夜晚的河流…… 

说起某人某事…… 

 

献诗 

我要在母亲面前掩盖起身上的伤痕 

我怕苦难的母亲满头芦发 

经不起这样的惊吓 

化作六月里的漫天雪花 

我要在妻子面前隐藏起我心上的伤痕 

我怕柔弱的妻子纤细的心 

跟着我一起流血 

淹没命运的出路 
我要在孩子面前堆起笑容 

花朵一样的年龄 

需要的是灿烂阳光的照耀 

我恨不得把树影都删除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才收拢翅膀停下来 

用一杯浊酒清理自己的羽毛 

结实的翅膀和茂盛的羽毛 

是我活在珍贵人世间的本钱 

哦，亲爱的，我还有你们 

你们既是我最大的软肋 

也是我无敌的铠甲 

我的身体是一座卑微的宫殿 

但里面却住着慈悲的诸神 

���������北

京 

倮倮，本名

罗子健，祖

籍衡南，现

居中山。中

国作家协会

会员，中山

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香山文学院副院长。资深厨电设计师，公

益老兵，爱阅读爱设计爱旅行，天生喜欢折腾，梦

想成为生活家。如果你恰好有一两个同样的爱好，

也许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荣获�本届诗会 博

士学位） 

辛牧 台湾 （yŝŶDƵ-dĂŝtĂŶ�Ϳ 

本名：楊志中.  ϭϵϰϯ年生，台湾 宜兰人，现任

《创世纪诗杂志社季刊》主编。已出版詩集『散

落的樹羽』、『辛牧詩選』 等。 

从双连塔捷运到淡水  
我临过贴写过诗的  

如今都交付大海了  

车子静站的时候  

阳光便争相来卡位  

世界杯压缩成  

相扣的铁罐  

稍纵即逝的景色  

  

双连相连的车厢  

欲有不相连的旅程  

从起站到终点  

多少脸色于眼色交叉 

而过  

  

前面就是石牌了  

牌上究竟鐫刻着些什么呢  

是我踌躇  

未酬的壮志吗  

  

再下去就是  

我挂满笔杆的红树林  

那些曾是      

  

到了淡水  

竟是终站  

太阳已更偏西  

我的身影竟抢先去戏水了  

淡水不淡  

我的愁绪郤是越晚越鹹  

鹹到黑发都变灰  

变白了                 (本届诗会评委之一) 

 

  

古罗马斗兽场   
李立 （中国） China   
 
公元前���年，我与狮子约定的那场 

生死决斗，由于我的迟到 

一个犹太奴隶替我出征，他怀着对 

生命的深重敬意，竭尽全力 
 

付出了毕生的心血，直到 

最后一滴血，在全场五万欢呼和尖叫声中 

渗入脚下的泥土，直到 

狮子饥饿的胃完全接纳了他的灵与肉，直到 

帝王将相们心满意足的离去 

. 

今天，蓝天白云，我姗姗来迟 

除了年迈的石头还依稀记得当年的腥风血雨 

岁月早已把人兽， 

人人决斗，置于脑后 

帝王将相们早已改变了行为习惯 

他们常常乐于窝里斗 

. 

我也常常与自己决斗，与命运决斗， 

那是当年与奴隶决斗的狮子 

不死的灵魂，它丝毫不谦逊 

我常常被它掀翻在地，弄得灰头土脸 

但我，每次失败，都必须在 

命运倒数十声前， 

顽强的爬起来 ！ 

 

   (   本届诗会 获奖者之一）李立，  China 
 

 

 

 

 

 

 

 

 

 

C 
 
 

居深湘人，红网《李立行吟》专栏作家。����
年重拾诗笔。作品见于《诗刊》《花城》《诗选

刊》《解放军文艺》《《作品》《西部》《星

星》《诗歌月刊》等百余种报刊，入选《����年
中国新诗排行榜》《����中国诗歌年选》等数十

种重要选本，多次获奖，出版诗集《青春树》

《在天涯》和报告文学集《飞翔的金凤凰》 

 

�第��届 世界 诗人大会 ， 诗 选 编  GLFKWHUV�XLW���GH��&RQJUH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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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WK�ZRUOG�FRQJUHVV�RI�SRHWV��诗会文集 

   中国代表团，获最佳 代表团奖 

（中国代表团 主席   北塔 授奖 ） 

6KHUH]DGD�&KLTXL�9LFLRVR�¶�V�SRHWU\ 

$OO�3DLQV 

��$OO�3DLQV 

DOO�LVODQGV 
IDWKHUODQG�RQ�D�LQWHULRU 
ZKHUH�WKH�RQO\�IUDPH�LV�WKH�EOXH�RI�P\�QRV�
WDOJLDV 
,�DP�GH�ZHLJKOHVV�VWHULOLW\�RI�PHPRU\ 
 
���$WODQWLV�WRGD\ 
0DQKDWWDQ�\HVWHUGD\ 
ZKDW�VDQN�OLHV�GRZQ�KHUH 
WKH�VDJD�RI�ORYH�XQGRQH 
ZUHFNDJH�RI�WKH�SDUDGLVH�RI�REHGLHQFH 
SDUULFDGH�RI�WKH�ILUVW�YHUE� 
 
���,�OLYH�DOO�P\�GHDWKV�ZLWK�SURVH�DV�WKH�RQO\�
VKLHOG�DPD]HPHQW�WKH�UHFDQWLQJ�RI�WKH�SRHP� 
,�DP�DOO�WKH�-XDQDV 
WKH�RQH�ZKR�OHDSV�DQG�FOHDQV�WKH�FDQQRQV 
WKH�RQH�ZKR�ILJKWV�ZLWKRXW�DUURZV�RU�D�ERZ 
WKH�RQH�ZKR�ZULWHV�KHU�UHQXQFLDWLRQV�LQ�WKH�
VDPH�LQN�WKDW�HQVODYHV�KHU� 

阿根廷诗友 /LDQ]L ,&KL4XL�（中）HQ�%ODQFD� 
 
��所有痛苦 

所有岛屿 

封闭的祖国 

唯一的思路是我怀旧的蓝 

我的记忆力很淡 

��今天的亚特兰蒂斯 
昨天的曼哈顿 

沉没在这里 

爱的传奇 

服从天堂的残骸 

第一个动词的SDUULFDGH。 
 

��我一生都以散文为生， 

这是诗歌朗诵的唯一盾牌-惊奇 

我是胡安娜人 

活跃并清理大炮的人 

没有箭与弓而战斗的人 

那个用墨水，奴役她 

书写 那放弃的人。 
�������������������������7UDVODWLRQ�ELM�/LDQ]L&KL������������� 

   

         7KH�3RVWHU�0DQ 
�������������������$OEHUW<DQJ��-6ZLW]HUODQG�� 
/LNH�HYHU\�GD\ 
,�DP�VWDQGLQJ�KLHU� 
5DLVLQJ�KLJK�XS�D�SRVWHU 
 
,�ILJKW�WR�NHHS�WKLV�KDUG-ZRQ�VSRW 
0DQ\�WU\�WR�WDNH�LW�DZD\� 
%HFDXVH�FDUV�FDQ�VHH�IURP�DIDU 
 
:KHQ�WKH�SROLFH�FRPH 
,�TXLFNO\�KLGH��DZD\� 
2QFH�WKH\�DUH�JRQH 
,�GLVFUHHWO\�UHWXUQ 
 
,�VWDQG�KHUH�IRU�WKH�ZKROH�GD\� 
%XUQLQJ�XQGHU�WKH�VXQ 
2U�VRDNLQJ�LQ�WKH�UDLQ� 
(YHU\�PLQXWH�LV�DQ�HWHUQLW\ 
 
,�KDYH�QR�IDPLO\� 
1R�SHQVLRQ� 
2QO\�SDLQ�HYHU\ZKHUH 
,Q�DQ�H[KDXVWHG�ERG\� 
 
)RU�D�IHZ�GROODUV�SHU�GD\� 
,�VKRZ�D�SRVWHU�IRU�D�OX[XU\�KRXVLQJ� 
,�GDUH�QRW�HYHQ�GUHDP�RI� 
 
%XW�ZKDW�,�ZDQW�SHRSOH�WR�VHH 
,V�D�SRVWHU�RI�D�UDOO\LQJ�FU\ 
 
$JDLQVW��WKV�XQMXVW�ZRUOG� 
&DQ�µW��\RX�VHH�LW�"� 
 

$OEHUW�<DQJ�LV�DQ�LQWHUQDWLRQDO�ZULWHU�DQG�SRHW��ERUQ�
LQ�7ZLZDQ�LQ������� 
+H�OLYHG�DQG�ZRUNHG ��LQ�PDQ\�FRXQWULHV���WKH�86$��
6LQJDSRUH��&KLQD��HWF���+H�LV�QRZ�%DVHG�LQ�6ZLW]HU�
ODQG�� 

笔名 青峰，国际诗人 作家，他曾经工作，居住

过 多个国家， 美国，新加坡，等。现居瑞士。 

 

 

《刻在太阳神庙里的战士》 

作者 施虹羽  China 
 

太阳神是光明的 

 允许有黑暗存在 

连男女交媾都是光明的 

每一个细节都在神谕下进行 

被刻在战无不胜的 

苏利耶战车上 

站在神的面前 

如果你有龌蹉的想法 

那也是你心里住着黑暗 

 

一个心里住着黑暗的 

总在欲望中经营阴谋 

一群心里住着黑暗的人 

就把人间涂炭成炼狱 

梵天，毗湿奴只有 

用生灵去拯救生灵 

太阳神庙的七匹石马 

装着十二对战轮 

拉着正在繁衍的子孙 

以正义之名驱逐黑暗。 

    （上图 为（印度奥里萨科纳拉克太阳神庙） 

 

施虹羽    

生于浙江，现居海南。海南

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口市作

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海

南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

自小受江南山水人文影响，

从事诗歌和散文写作多年，

著有诗集《种花台》，散文集

《人间真趣》、《陌上花》。诗

观：身在路上，心在笔端，

文至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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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H�6XQ�RI�WKH�WHPSHO����太阳神 庙       

 

 

 

 

 

 

 

 

 

 

 

 

 

 

 

 

 

 

 

       

     'H�'LFKWHUV�XLW�=RXGH�$PHULFD��  南美诗友             � 
 
 
 
 
 
 
 
 
 
 
 
 
 
 
 
 
 
 
 
 
 

 
�������大象是印度神灵之动物 ���2OLIDQW�LV�HHQ�GLHU�YDQ�,QGLDVH�JRGHQ 
 

   

 

 

 

 

 

 

 

 

 

 

 

 

 

 

 

世界各国诗友们   到达机场， 'LFKWHUV�YDQ�RYHU�GH�KHOH�ZHUHOG�DUULYHUHQ�
RS�GH�OXFKWKDYHQ� 
 

 

      牛 在印度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      .RH��RS�VWUDDW�                                  

 

 

 

 

 

 

 

 

 

 

 

 

 

 

 

 

 海外 华裔诗友 在新德里  &KLQHVH�GLFKWHUV�RYHU]HH�LQ�1HZ�'HOKL 

印度文化  �与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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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秋   专栏   （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 –助编）� 

   知 秋  （朗诵诗） 池莲子 Nederland 

人到中年 才知秋  

落叶枝头  

沉甸好个秋  

  

忽见日头渐西落  

额头腮边添深沟  

以及当年春河边 

高 墙 垂 柳  

风剪 断 桥头  

流水无言 已深

秋  

  

人到中年 莫强求  

落叶枝头  

沉甸好个秋  

甜 酸 苦 辣酿美酒  

一蓑风雨任千秋  

  

忆及人生长河边  

聚别  无定  

来 去   也匆匆 ，，，  

  

举杯 美酒 敬亲友  

留给后人  唱 风流 ！  

 

《人到中年》   捷克   汪温妮  dƐũĞĐŚŝƐĐŚĞ� 

从深绿梳成金黄 

不是我的刻意 
从金黄中再退掉一层皮 

更不是想要展示骨感 

 

那看花落泪的青春啊 

到现在都变成了矫情 

青春就那么挥洒和潇洒 

而现在 成了多么快速的奢侈 

 

我们已经是低头的麦穗 

就让秋风吹拂吧 

不在乎瓜熟蒂落的成就 

只要每一粒麦穗的饱满 

种下一粒又一粒的情意 

 

汪温妮 写于：布拉格 
ϮϬϭϵ͘ϭϬ͘Ϯϱ͘� 
 

    知秋  文/赵楠   

德国  Duitsland 
叶子，知秋 

为秋，染色化妆 

为秋，断离枝头 

为秋，空中起舞 

    为秋，醉卧回眸 

那一眼，秋懂， 

他搂着着叶子回家，，， 

家在树根下 

 

十月秋的 心结  文/朱校廷 �ƵŝƚƐůĂŶĚ� 

 

一阵秋风掠过 

腾空而起十月的心结 

借斯堪迪亚维亚的蓝天 

带进意境雅苑 

为你装扮秋日衣着 

 

几度花开花落 

你依然在这里等我 

你还是你 

我却已经不是当初的我 

只因为年轮改弦

易辙 

 

我要为你写一首

歌 

唱响新上海人的

优越 

给你找个好人家 

我也好心安理得 

晚年安乐  

 

秋风清·喜且悲 文/昔月  Duitland 

 

浓浓秋。 

惊眼球。 

彩叶惹人醉， 

斜阳催我愁。 

今年枯草明年绿， 

老来白发难遮羞� 
 
�秋来有约   文/朱

华 Duitsland 

银杏铺一地金黄 

红酒渗入月光 

心绪随风游入星空 

静夜，触屏入你梦乡 

 

麓山下有我们的花季 

湘江记录了汗珠与笑语 

流泪时你静静守护 

回望，满是温暖默契 

 

驻守那山那水 

或四海寻觅 

春的浓郁夏的炽热 

陪伴，四十载岁月心相依 

 

这是成熟收获的时节 

一支淡菊遥寄与你 

果子亦奉上了它的醇香 

相约，围炉看雪在冬季 

 

    秋雨    文/厉雄（西班牙）spanje  

秋风弓起背，绷紧弦 

我的窗口，气息立即粗重 

秋的纯蓝，便倒挂在檐下的相思上 

慢慢垂下 

倒影里的街角，被落叶画了浓妆 

听闻风儿一开口 

卸妆的恐惧，危机四伏 

 

雨滴在人世间渲染 

一滴冰冷，一滴伤感 

失恋的人们，捂紧仅剩的词句 

试图突破 

画家笔下的乌云和墨汁晕开的黑暗 

燃烧固有的记忆 

找到坚持的理由，矮下身段 

即使一切变得不可预期 

也让雨滴敲开 

生锈的决心 

        临江品秋   文/王晓露 ^ƉĂŶũĞ 

  

生活平缓而呈现颓势 

如这一江东去的水 

秋可以爽 

拔高的天空令万物变得卑微 

凭阑处，几杯浓酒足以让凡人称王 

秋也可以悲 

肃杀的西风席卷落叶和往事 

决绝猛烈，来不及回味 

  

当秋遇上了江水 

野性被制服 

悲喜不显于言表 

如疲惫的躯体找到了一个安静去处 

 

   秋语    文/ 蕾茵 Duitsland 

你挽着长裙姗姗来迟 

送来了沉甸甸的果实 

你奏着飒飒的西风 

伴着五彩的树叶翩翩起舞 

飞向大地妈妈的怀抱 

温情的妈妈轻抚着你的长发 

在耳边细语 

只要播下善的种 

定能收获甜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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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秋  专栏   （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 –助编）� 

  晚秋   文/林肃  Oostenrijk  

 

大自然似一块 

没有边际的调色板 

调出了层林尽染 

而又寂寥空旷的晚秋 

 

飘舞在半空中的树叶 

如彩蝶漫天纷飞 

欢呼着，拥抱 

染红地平线的晚霞 

 

收割之后的田野 

望不到边 

棲落着不知疲倦的 

几只白鹭，几只寒鸦 

 

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流 

闪动着波光粼粼 

蜿蜒着，跳跃着 

一路讴歌前行 

 

空旷的天空中 

排成人字形的大雁 

振翅纷飞 

一路向南，向南 

我的思绪 

是拂过树梢的

风 

随着雁阵飞向 

那望不到尽头

的远方 

 

那望不到尽头

的远方 

我的朋友们 

正往人生的画框里 

涂抹着缀满诗意的晚秋 

遥看一轮明月又上梢头 

且给远方捎个信 

天涯共此时 

天已凉，且珍重 

画满小鸟的秋天      文/ 叶子  'XLWV� 

在斑斓的秋天画满温暖的小鸟 

远方的呼唤响起，它会展翅飞翔 

母亲深耕过的家乡 

扶桑花一年四季依约盛放着 

对生命的顽强眷恋 

 

在离别的秋天画满会唱歌的小鸟 

霜叶飘进嫩黄的衣襟 

羽毛织起柔软难舍的情话 

爱人守望的庭园 

山雀日夜收集平安的信息 

 

把我也画进秋天里吧 

画上长着翅膀的叶子 

调皮而缠绵 

无论飞到哪里 

都记得你撒满向日葵的小院  

 

������秋天的童话����—记春味师姐拍摄 

  文/王献翠（西班牙）spanje 

 

草地 

取景，构图 

对着一朵玫瑰 

镜头盛开:红， 黄，橙，蓝。 

转身 

路口，一树红果 

欲说，还休 

她高举单反，修  剪多余的细节 

一只蝴蝶，轻轻 

落下一一 

 

      她的镜头 

      飞进，飞出 

      路边不起眼的小水塘 

      靠近，再靠近 

 

      她目光凝聚，再凝聚 

      咔嚓—— 

      时光漫天飞舞 

      她接住秋天 

      像一片一片的叶子 

      ����������于     巴塞罗那 

千秋岁 · 重阳思乡�� 

欧非子 捷克 7VMHFKLVFKH� 
 
秋凉酥骨，憔悴西窗月。 

影交错，蛙鸣缀。 

飘零衰叶落，乡梦千山越。 

青石巷，横吹竹笛声清绝。 
拂晓炊烟叠，无事何言别。 
菊馨沁，重阳节。 

浮生多变幻，酒会亲朋帖。 
经商客，天边遥望云喷血。  

菊馨沁，重阳节。 

浮生多变幻，酒会亲朋帖。 

经商客，天边遥望云喷血。 

我在家乡的 这个秋  文/小宇  'XLWV 

  

   风，已没了春时的暖洋洋 

   拂面而来，沁鼻润肺的 

   时不时有那桂花的甜香 

   阳光，已失去了夏的威武 

   把柔光泼洒在石头拱桥 

   和吴越纷争厮杀抢夺过的城墙 

   定慧寺那奔向蓝天的银杏树 

   枝丫再高再远， 

   也不忘摇曳下无数金子般的叶儿 

   铺就一张天然暖被 

   拥裹抚育她成长的大地亲娘 

  

    走在小巷里的我 

    禹独行 

    左拐还是右转 

    常常没了去向 

    似听见母亲轮椅碾过砖块的声响 

    撞到父亲在阳台上盼我回家的目光 

  

  

    我人生第一个 

    没有了父母的这个秋 

    我在家乡 

    笑容里暗藏无尽的忧伤 

    不知何时，无论何地 

    都有陡然跌落的泪 

    打湿沐浴着秋阳的脸庞 

    掠过一阵暖意下的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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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LV�'H�<L�;XDQ�*RQJ��意玄功 ，健康保健的原理 

 <L ;XDQ *RQJ  
�NRUW�YRRUVWHOHQ�  

0HW�YHHO�SOH]LHU��HQ�YDQXLW�UHVSHFW�
YRRU�GH�EURQQHQ�YDQ�ZLMVKHLG�ZDDU�
GH]H�YRUP�XLWHLQGHOLMN�YDQGDDQ�NRPW��
ELHGHQ�ZLM�X�GLW�KDQGLJH�ERHNMH�DDQ��
2QV�GRHO�LV�X�DOV�OH]HU�WLSV�WH�JHYHQ�
ZDDUPHH�X �XZ�JH]RQGKHLG�NXQW�EH�
YRUGHUHQ��*H]RQGKHLG�LV�QLHW�SHU�Vp�
GH�DIZH]LJKHLG�YDQ�]LHNWH��+HW�LV�
PHHU�GDQ�GDW��+HW�LV�HHQ�JHYRHO�YDQ�
ZHOEHYLQGHQ��-H�JRHG�YRHOHQ��5HJHO�
PDWLJH 4L *RQJ�EHRHIHQLQJ�KHOSW�
GDDUELM��9RRUNRPHQ�LV�EHWHU�GDQ�
JHQH]HQ�  
,Q�GLW�ERHNZHUN�YLQGW�X�XLWOHJ�YDQ�
KHW�DVSHFW�YDQ 4L��GH�YLWDOH�OHYHQV�
HQHUJLH��(Q�YRRUDO�RS�ZHONH�ZLM]H�X�
GH]H�HQHUJLH�EHWHU�NXQW�ODWHQ�VWUR�
PHQ��:DQW�GDW�LV�KHW�GRHO�

YDQ 4L *RQJ��:DW�MH�GH�DDQGDFKW�JHHIW��JURHLW��=R�]DO�LHWV�ZDW�JHHQ�
DDQGDFKW�NULMJW�]LMQ�IXQFWLH�YHUOLH]HQ��HQ�LHWV�ZDW�MH�RS�JRHGH�ZLM]H�
DDQGDFKW�JHHIW�]DO�LQ�IXQFWLH�YHUEHWHUHQ�  
  
%DVLVJHGDFKWH�YDQ�GH�PHWKRGH�YDQ�&KL�/LDQ =L�� 
 �=HOI�LV�PHYURXZ�&KL�DO����MDDU�HQ�LV�HU�QRJ�
JHHQ�HQNHO�ZLW�KDDU�WH�YLQGHQ�RS�KDDU�KRRIG�� 
 
2QV�OLFKDDP�LV�HHQ�NOHLQ�XQLYHUVXP��0HW�EHRHIHQLQJ�

YDQ�GH]H 4L *RQJ�PH�
WKRGH�YHUEHWHUHQ�ZH�
KHW�FRQWDFW�WXVVHQ�GLW�
NOHLQH�XQLYHUVXP�HQ�KHW�
JURWH�XQLYHUVXP�ZDDU�
GRRU�ZH�PHHU�HQ�PHHU�
HHQ�JHKHHO�YRUPHQ��=R�
DOV�PHQ�LQ�KHW�7DRwVPH�
]HJW�¶7LDQ 5HQ�+H <L·��
QDWXXU�HQ�PHQV�YRUPHQ�
ppQ�JHKHHO��(HQ�JRHGH�
YHUELQGLQJ�EHWHNHQW�
JH]RQGKHLG��HHQ�PLQGHU�
JRHGH�YHUELQGLQJ�NDQ�
]RUJHQ�YRRU�]LHNWH�  
/HHIVLWXDWLHV��]RDOV�
NOLPDDW��YRHGLQJ��GH�
FRQVWLWXWLH�ZDDUPHH�MH�
JHERUHQ�EHQW��HQ�KHW�
OHYHQVSDWURRQ�ZDW�MH�

YROJW��]LMQ�YRRU�LHGHUHHQ�DQGHUV��$DQJH]LHQ�PHQV�HQ�QDWXXU�ppQ�
JHKHHO�YRUPHQ�NDQ�RQEDODQV�KLHULQ�]RUJHQ�YRRU�SUREOHPHQ��'RRU�
UHJHOPDWLJ�GH��LQ�GLW�ERHN�EHVFKUHYHQ� 4L *RQJ�RHIHQLQJHQ�WH�
GRHQ�NDQ�PHQ�OLFKDPHOLMNH-��SV\FKLVFKH-�HQ�HPRWLRQHOH�SUREOHPHQ�
YHUPLQGHUHQ�RI�YRRUNRPHQ��2PGDW�HU�PHHU�HHQKHLG�RQWVWDDW�WXV�
VHQ�PHQV�HQ�QDWXXU��'DW�KHHIW�HHQ�SRVLWLHI�HIIHFW�RS�RQV�ZHOEH�
YLQGHQ�  
:H�]XOOHQ�MH�YDQ�LQIRUPDWLH�YRRU]LHQ�YDQXLW�]RZHO�HHQ�RRVWHUV�DOV�
YDQXLW�HHQ�ZHVWHUV�SHUVSHFWLHI��*HOXNNLJ�NRPHQ�GH]H�WZHH�RJHQ�
VFKLMQOLMN�DSDUWH�ZHUHOGHQ�VWHHGV�GLFKWHU�ELM�HONDDU�HQ�HU�LV�RS�GLW�
PRPHQW�RRN�DO�YHHO�ZHWHQVFKDSSHOLMN�RQGHU]RHN�JHGDDQ�HQ�EHZLMV�
JHOHYHUG�EHWUHIIHQGH�GH�YRRUGHOHQ�YDQ 4L *RQJ�EHRHIHQLQJ�   
:LM�ZHQVHQ�X�YHHO�SOH]LHU�LQ�GH�EHRHIHQLQJ�YDQ�GH]H 4L *RQJ�0H�
WKRGH�  
 
<L ;XDQ *RQJ  
<X <DQ &KL�9HUKRHYHQ�ZHUG�JHER�
UHQ�LQ������WH�:HQ =KRX &LW\�LQ�
&KLQD�HQ�VWXGHHUGH HWQR-
OLQJXLVWLHN �OLWHUDWXXU�	�JHVFKLH�
GHQLV��DDQ�GH ;LD 0HQ�8QLYHUVL�
WHLW��2QGHU�KDDU�VFKULMYHUVQDDP�
/LDQ =KL &KL�SXEOLFHHUGH�]H���ERH�
NHQ�LQ 6KDQJ +DL�HQ 6KHQ =KDQ�  
,Q�GH�MDUHQ�WDFKWLJ�PDDNWH�&KL�
FRQWDFW�PHW�GH�ERHGGKLVWLVFKH�
PHHVWHU 4LQJ 'LQJ�YDQ�GH�WHPSHO�

YDQ 7LDQ 7DL�
�&KLQD�� 4LQJ 'LQJ�YROJGH�
KHW�0L�=KRQJ�SDG��HHQ�YDQ�
GH�VWURPLQJHQ�ELQQHQ�GH�
=L *XDQJ *RQJ��(QNHOH�MDUHQ�
ODWHU�RQWPRHWWH�&KL�LQ�GH�
3X 7RX WHPSHO �PHHV�
WHU 'DR 6KHQJ��EHNZDDP�
LQ &KDQJ-=KRQJ��%HLGH�OHHU�
PHHVWHUV�ELM�ZLH�]H�OHV�
YROJGH��PDDNWHQ�JURWH�LQ�
GUXN�RS�KDDU��6LQGVGLHQ�
EHRHIHQG�&KL�WRW�WZHHPDDO�
SHU�GDJ 4L *RQJ��=H�VODDW�
JHHQ�GDJ�RYHU��&KL�LV�RRN�DO�
JHUXLPH�WLMG �DIJHVWXGHHUG�
LQ�GH�7UDGLWLRQDO�&KLQH�
VH 0HGLFLQH HQ�YRHUW�DO�
MDUHQ�HHQ�VXFFHVYROOH�7&0-
3UDNWLMN�  
-DUHQ�JHOHGHQ�VWHOGH�PH�
YURXZ�/LDQ )DQJ 'DL�KDDU�
YRRU�DDQ�PHHVWHU 4LX *DQJ��
GH�VFKULMYHU�YDQ�KHW�ERHN <L 4XDQ *RQJ��=H�RQWPRHWWHQ�HONDDU�LQ�

+DQ =KRX &LW\��HHQ�VWDG�LQ�GH�SURYLQ�
F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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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GHU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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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UVFKLOOHQGH�VFKROHQ�PHW�YHUVFKLOOHQ�
GH�VWLMOHQ�HQ�YRUPHQ��'H�NHUQ�YDQ 4L *RQJ�LV�GH�KDU�
PRQLVDWLH�YDQ�GH�QDWXXU�HQ�GH�PHQV��/LDQ =KL &KL�9HU�
KRHYHQ�KHHIW�GH�RULJLQHOH�PHWKRGH�JHVWXGHHUG�ELM�
0HHVWHU 4LX *DQJ�XLW�&KLQD��'DDUQD�KHHIW�&KL�DDQSDV�
VLQJ�DDQJHEUDFKW�HQ�LV�]H�JHNRPHQ�WRW�GH�XLWYRHULQJ�
]RDOV�LQ�GLW�ERHN�EHVFKUHYHQ�  
 
<L�;XDQ�*RQJ�LV�QX�GH�YDVWH EDVLVWKHRULH�YDQ GH�
-LQJ /LDQ 7DL�&KL�6FKRRO WH�=HHODQG��1RRUG-2RVW�%UD�
EDQW��1/�  
 

 中医的渊源  在哪里？  “ 不学易者， 不成医” 

药方 可以背， 经络可以记 易学 需要 悟 ！�意玄功

来自于易学为基理，所谓；“医易同源”！ 
 

 意玄功 的原理（简要） 

意玄功是一种静功。意玄功是在传统气功 的功法基础上， 吸取多

种功法之精华，结合现代气功的发展趋势与现实生活之特征， 将

气功与科学性，实用性，紧密结合的一种以静功为主导的新功法。

其功效是， 以宇宙的 能量促进激发人体细胞活动 ，转化为自身

所需的能量， 达到强健体魄，防病祛病的目的。万物均在宇宙

中，时刻在不停的旋转；银河在转，太阳系在转，地球绕着太阳

转， 地球自转，，，这是天体之像； 而人体是个小宇宙， 与大

宇宙一起，同时无不在生长中旋转。因此证明，人体内的各种细胞

时刻都在旋转， 交换， 调整过程中产生能量， 而自身的旋转与

外物的旋转，交换，调整过程中产生能量。科学实验证实了人体内

气也是一种物质，他与人体内基因一样具有选择性与双向交换性。

因此，人在静态中能开慧生智，提高和开发人体内在潜能。同时练

气功（静功），可以通过提高脑神经的畅通水平，使大脑更敏感地

接受外界信息，而后转向有效的增强人体内部的联系。这说明，习

练静功（意玄功）， 可以提高人的注意力集中，和记忆力增强的

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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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  健康保健 

  一味中药治好了十多年的便秘      

决明子 
这味中药就是决明子，在我国南北均有

种植，味甘、苦、咸，性微寒，归肝、

大肠经，功能清热明目，润肠通便。常

用于治疗目赤肿痛、羞明多泪、目暗不

明;头痛、眩晕、肠燥便秘。 

叶橘泉先生对决明子推崇备至，他认为

决明子代茶饮，美味胜于咖啡，治疗习

惯性便秘疗效颇佳。具体用法：取决明

子ϱϬϬ克，炒微黄，磨碎，储藏于干燥瓶罐中，每次取ϭϬ～ϭϱ克，根据个人

口味可加入适量的蜂蜜或者红糖，开水浸泡，代茶饮连服四五天，大便可

顺畅排出，此后以小剂量服用十天左右，巩固疗效。 
上海名医邹孟城先生也爱用决明子，其《邹孟城三十年临证经验集》中就

有相关医案记载。结合近代医家及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中药决明子不仅

能解暑通便，还能清肝热、降血压、化脂肪、减肥胖。根据前贤经验，本

人应用决明子代茶饮，治疗多例便秘及胃肠道疾病，均取得较为满意的效

果。但要注意的是，根据现代药理学研究，决明子有小毒，所以并不提倡

长时间、大剂量使用。中医治病，也讲究达到效果后就停药，即所谓的

“中病即止”。根据病情和个人体质，决明子的使用时间和剂量都应该由

医生决定，患者不应自行服药。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医中

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

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而屹立于世

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数千年而不衰，显

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与现代医药相辅相成，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

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中药作为中国的传统医学，其起源可上推至原始社会。中国的

先民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原始医学。人

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

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

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

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

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

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

中，发现人体某一部分受到刺激后反能解除另

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的

治疗方法，并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

了经络学说。 

     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主要体现在对脏

腑、经络、气血津液和病因病机的独特认识的

理解上。中医学的诊断方法包括四诊与辨证两大主要内容。“四诊”即望

(看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症状)、切(按脉搏)四种途径诊察病情；辨

证是在四诊收集病症、体征等临床资料基础上，加以分析、归纳、辨别、

判断，以认识疾病本质的过程。中医治病除主要用药物外，还有针灸、推

拿、气功等一些独特方法。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

世，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此后较著名的古典医籍还有《难

经》、《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等。《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

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唐本草》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

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收载药物ϭϴϵϮ

种，附方ϭϬϬϬϬ多个。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ϭϵϴϲ年成立

国家中医管理局。两年后，在国家中医管理局基础
上，又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发展战略、
方针、政策、法规条例，为中医中药的结合、实行
一体化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中医药教育也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先后创办了高、中等专业教育，正
规教育以及各种形式的函大、夜大学教育、师承教
育、自学考试和社会力量办学等，培养了大批的中
医药人才。中药工业已初步形成产品门类齐全，工
艺比较先进而完整的体系。中西医互相学习，共同
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是中国的一个创举。中国
现已形成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

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局面。中医的理论体系有很深的内涵，中西医

结合工作者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对中医的基础理论以及治

病原理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如对脏腑、血瘀症、针刺原理的本质作了科学

注释，做出了成绩。中国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ϱ个医学项目中，除断肢

再植、烧伤外，骨折、急腹症、针刺麻醉都是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心脑血管病、免疫性疾病、肿瘤、骨折等多发病

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民间传统疗法的发掘、整理，中药的种植、加

工、炮制、剂型改革不断取得新进展，提高了中医药防病治病的能力，扩

大了中医药服务领域。中医药治疗急腹症为非手术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

针灸治疗和独创的针刺麻醉以及针刺镇痛作用机理的研究成果，已传播到

ϭϮϬ个国家和地区。ϭϵϴϳ年在北京成立了由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有ϱ万

多成员的世界针灸联合会，这是最早把总部设在中国并由中国担任主席的

国际性学术组织。ϭϵϴϵ年由Ϯϵ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气功医学大会在北

京召开。ϭϵϵϭ年中国又组织召开了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由数十个国家共同

起草了《北京宣言》。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ϭϬϬ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医

疗、科研和学术交流的合作关系。 

    近年来，随着天然药物和非药物疗法的兴起，世界各国对中医药的认识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医药对外合作项目不断增加。日

本、美国、德国都与中国建立了合作关系。世界卫生组

织在中国设立了ϳ个传统医药合作中心。前来中国学习

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和进修生中，学习中医药的人数

占第一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与英国一国立大学合作办学

协议，开创了在英国乃至欧洲正规大学举办中医学历教

育的先河。日本、韩国设立了东医学校；法国、美国、

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成立了中医学院或针灸学院；德

国慕尼黑大学成立了中医理论研究所。  
 
'H�RRUVSURQJ�YDQ�GH�7UDGLWLRQHOH�&KLQHVH�JHQHHV�

NXQGH�LV�WHUXJ�WH�YRHUHQ�RS�GH�RXGVWH�SULPLWLHYH�VDPHQOHYLQJHQ��'H]H�
YRRURXGHUV�YDQ�&KLQD�RQWGHNWHQ�GH�SULPLWLHYH�JHQHHVNXQGH�LQ�KXQ�
VWULMG�WHJHQ�GH�QDWXXU��2S�]RHN�QDDU�YRHGVHO�PHUNWHQ�GH]H�PHQVHQ�
GDW�EHSDDOGH�YRHGLQJVPLGGHOHQ�HIIHFW�KDGGHQ�RS�KHW�OLFKDDP��GDW�]H�
]LHNWHQ�NRQGHQ�YHUOLFKWHQ�RI�YHUKHOSHQ��'LW�LV�GH�RRUVSURQJ�YDQ�GH�
WUDGLWLRQHOH�JHQHHVNXQGH��/DWHU�ZHUGHQ�HU�QLHXZH�PHWKRGHQ�ELM�RQW�
ZLNNHOG�HQ�YHUGHU�YHUILMQG�GLH�QLHW�PHHU�DOOHHQ�RS�EDVLV�YDQ�YRHGVHO�
ZDUHQ��(U�NZDPHQ�PHWKRGLHNHQ�RS�EDVLV�YDQ�YHUKLWWHQ�HQ�QRJ�ODWHU�RS�
EDVLV�YDQ�SULNSXQWHQ��'H]H�ODDWVWH�PHWKRGLHN�ZRUGW�XLWHLQGHOLMN�GH�
DFXSXQFWXXU�PHW�KHW�FRPSOH[H�VWHOVHO�YDQ�PHULGLDQHQ�HQ�YHUERQGHQ�
KHLG�YDQ�RUJDQHQ�DDQ�EHSDDOGH�SXQWHQ�RS�KHW�OLFKDDP��'DDUYRRU�JDDW�
QRJ�HHQ�KHOH�ZHUHOG�YRRUDI�GLH�EHJLQW�ELM�YHUZDUPGH�VWHQHQ�HQ�SXQWL�
JH�VWHQHQ�JHEUXLNW�RP�KHW�OLFKDDP�WH�VWLPXOHUHQ�HQ�ODWHU�WH�EHKDQGH�
OHQ� 
2YHU�GH�KHOH�ZHUHOG�RQWZLNNHOG�GH�PHQV�EHKDQGHOLQJ�YDQ�]LHNWHQ�RS�
EDVLV�YDQ�YRHGVHO�PDDU�DOOHHQ�LQ�&KLQD�OHLGW�GLW�XLWHLQGHOLMN�WRW�GH�RQW�
ZLNNHOLQJ�YDQ�GH�DFXSXQFWXXU��'H�HHUVWH�DFXSXQFWXXUQDDOGHQ�ZDUHQ�
JHPDDNW�YDQ�ERW��SDV�KHHO�YHHO�ODWHU�NZDPHQ�GH�H[WUHHP�GXQQH�QDDO�
GHQ�LQ�EHHOG�]RDOV�ZH�GLH�YDQGDDJ�GH�GDJ�NHQQ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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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琳的诗与画   Een kunstenaar  -Che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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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琳的�诗与油画  

陈琳,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于中国四川省

合 江县,����年考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第一

师范美术专业学习绘画。����年在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系学习油画。����年发明“化学艺术画的制作

方法”并获国际发明优秀项目奖。后调往江苏仪征

化纤工业联合公司工作。����年发明“儿童智力培

育板”获中国专

利金奖。����

年到老挝从事

油画艺术创作

并开画廊。陈

琳油画作品以

民间生活和人

物情节、肖像

为主,其油画作

品被欧美 及亚

洲众多国家大

学艺术馆、收藏家及社会人士收藏。  

 

 作者/陈琳-��老挝 

 

土坯墙，竹篱笆 

木门吱吖是老家 

春风香如故 

秋收唱晚霞 

夏季烈日照 

冬来堆雪娃 

每日炊烟起 

鸡犬闹麻麻      

童年欢声今犹在 

汇入河水哗啦啦 

这里种下七彩梦 

彩梦伴着你长大 

奶奶独倚门前坐 

望眼盼娃早回家 

多少深情呼唤你 

泪水伴着夕阳下 

 

陈琳 可为 海外华人诗 画 艺术家！但他

的诗 画 ， 接近�生活，富有感人的魅力，

但他为人低调 而执着，以真正的才华与艺

术来感动大地感动自然……. 

陈琳擅长油画、诗歌、散文以及游记写作，作品

常见于台湾、香港、东南亚各国杂志报刊。油画

作品以民间生活和人物情节、肖像为主。 [�@  十

多年来，陈琳行走于东南亚各国的崇山峻岭，原

始森林采风写生，油画作品全部被欧美及亚洲众

多国家大学艺术馆、收藏家及社会人士收藏。 

观陈琳先生的《乌蒙游子衣》油画有感文/

林枫（郁文）陈琳是老挝著名的华人油画家，擅

长油画、诗歌、散文以及游记写作，他的油画作

品大多以生活和人物肖像为主。十年来，陈琳行

走于东南亚各国，老挝独特的风土人情，为他的

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陈琳先生认为，好

的作品，应该关注人们最基本的生存。 

 陈琳 的故事（载自网络） 
����年�月，因为某个研究计划需要到东马砂拉

越古晋作实地考察，并与老诗人吴岸见面。吴

岸提及有一位旅寮的中国画家，正好行脚到古

晋寻找画作写生题材，遂介绍认识。画

家，当时歇宿于海唇街的客栈中，见面

时甚感亲切，言谈诚恳。闲聊中大致了

解其之际遇，婚姻情感的波折、生命的

飘泊，以及岁月与命运淬炼下的生活状

态；后来也叙说了其旅寮十多年，从身

无立锥之地到渐渐有了安身立命之感，

以及艺术追寻的故事。 

        身价万倍 

当然，在那初次见面的谈话中，留给我

的却是更多的想像。据说，他初抵寮国

时，在街头卖肖像画，一幅只挣得约马

币�令吉，殊未料及，��年后，他的画作却叫价

��万令吉以上，而且各国收藏者都争相到寮

国向他求画。但从他谦卑和朴实的笑谈中，

却丝毫未见倨傲之气。后来他打开电脑，展

示了一些被各国博物馆和收藏者购下的画作

图片，那些调和了中国画风的人物和景致，

不论农村妇女、乡间小孩、部落猎者，或庙

宇的比丘和小沙弥等，都相当写实和生动的

展现了画家内在生命的情态。 

那些色彩鲜艳的油画，处处绘写了寮国和东

南亚各地民生风俗，宗教和庶民精神的特

性。一幅幅的，吸引了我。那时，我对着共

同看画的吴岸说，这些画可以入诗啊！吴岸

微笑以对。因为这份机缘，所以才有后来��首诗

与画的对话之作。 

对于陈琳的画，其实我相当喜欢他画中人物生活

的纯朴，

一如我记

忆中童年

时期（��

年代）的

故乡，不

论是晨鸡

栖啼高脚

屋旁、少

女在屋前

舂米、小

孩大人在清澈的沟间和溪边浴洗、童年的游戏，

或是头顶货物的妇女行过村落等，自然和写实的

展现了乡间庶民充满生命力的生活型态，且在画

家精湛的油彩色调调度中，揉合出了另一种童话

般的力量与光泽。 

而陈琳的这些画作，自有其心灵和视觉接受的体

验和观照，那或许是来自于社会基层的共知共

感，让他的视角选择了这些画作的素材与存在状

态。毫无疑问的，主体的生命经验，也在这方面

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故

其画具象

（UHSUH�

VHQWDWLRQDO）得近乎写实，却沉淀着其生活的感

悟，以及精神与情感的投注。画中的人与物，具

现了画者的心灵姿态和生命的律动，并深埋于色

彩浓郁与静默的深处。那是来自画者内在生命的

一种展现 Chen Lin is een kunstenaar en 

schildert Chinese poëzie in het buitenland! Nu 

woont hij in Laos . Zijn poëzie, wat altijd dicht 

bij het leven is, heeft een ontroerende charme. 

Hij is zelf erg ingetogen maar geobsedeerd 

door het maken van kunst op aarde. 

Chen Lin is goed in olieverfschilderij, poëzie, 

proza en het maken van reislogboeken. 

Olieverfschilderijen zijn vaak gebaseerd op het 

volksleven en karakteristieke portretten. 

Zijn werken zijn vaak te vinden in Taiwan, Hong 

Kong en Zuidoost-Aziatische tijdschri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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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满塔的故事 世华文讯  �����������dŚĞ��ŽǇ�tŚŽ�^ŽůĚ��ĂůůŽŽŶƐ 

����年�月��日至��月�日期

间，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友好访问团在新西兰潮属总会

主席张乙坤、秘书长林爽及澳洲维省潮州会馆马世源会

长、名作家黄玉液(心水）等侨领与作家的大力支持配合

下，先赴新西兰奥克兰出席第��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拜访新西兰潮属总会和新西兰华人体育总会﹔后再赴澳

洲墨尔本弘扬潮人文化并拜会洪门民治党、世界华文作

家交流协会、澳洲维省潮州会馆。两周内团员与众多著

名华侨华人与潮藉乡亲结缘﹐成功进行演讲、赠书、赠

墨宝及文艺表演等文化交流。 
余感慨系之，特赋绝句四首，聊以言

志。 （一）壮行 -- 万里白云访澳新，参团赋文会乡

亲。适逢筑梦七十载，礼乐声声壮我行。 

（二）参团 -- 千帆起处会黎亲，环球双十抱团

情。东升西落日月转，春风年年共潮生。 

（三）赋文 -- 抒文播化地球村，五秋四度结精

英。成书数卷连广宇，乡亲贤达赞基金。   

（四）会亲 -- 关爷妈祖万达灵，家山迢迢留丹心。感

恩开拓蔚儒雅，惊天涛涌有潮人。  林继宗 China 

 

文讯 ：第六届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暨“新移民

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今天在浙江越秀

外国语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越秀厅举行。会议由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校长、朱文斌教授主持。

与会者 来自世界各国新移民作家及研究者���多

人。这次文会分别有由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副会

长、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以《从く长河落日＞所想到

的》、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创会会长和美国华文

作家少君以《海外华人文学新生代》、世界华文文学学

会名誉副会长、南昌大学陈公仲教授以《华文文学研

究四十年》 等发言。 

一个卖气球的出身的--两院教授 院长  

      ——阿切乌塔ͻ萨曼塔 

王克難 �ůĂŝƌĞ�tĂŶŐ->ĞĞ 
����������������������dŚĞ��ŽǇ�tŚŽ�^ŽůĚ��ĂůůŽŽŶƐ 
萨满塔年幼 ,Ğ�ǁĂƐ�ǀĞƌǇ�ǇŽƵŶŐ 
生在貧苦家 ĂŶĚ�ďŽƌŶ�ŝŶƚŽ�Ă�ƉŽŽƌ�ĨĂŵŝůǇ 
四歲父親死 ,ŝƐ�ĨĂƚŚĞƌ�ĚŝĞĚ�ǁŚĞŶ�ŚĞ�ǁĂƐ�ĨŽƵƌ 
寡母養全家 ,ŝƐ�ǁŝĚŽǁĞĚ�ŵŽƚŚĞƌ�ƚŽŽŬ�ĐĂƌĞ�ŽĨ�ƚŚĞ�ǁŚŽůĞ�

ĨĂŵŝůǇ�七兄弟姐妹 ^ĞǀĞŶ�ƐŝďůŝŶŐƐ�ŝŶ�Ăůů 

母親整日忙 ,ŝƐ�ŵŽƚŚĞƌ�ǁŽƌŬĞĚ�ŚĂƌĚ�Ăůů�ĚĂǇ�ůŽŶŐ 
生計仍無法 ^Ɵůů�ĐŽƵůĚŶ͛ƚ�ŵĂŬĞ�ĞŶĚƐ�ŵĞĞƚ 
兄姐依親戚�ůĚĞƌ�ƐŝďůŝŶŐƐ�ǁĞŶƚ�ƚŽ�ůŝǀĞ�ǁŝƚŚ�ƌĞůĂƟǀĞƐ 
家中只留下 KŶůǇ�ŚŝƐ�ǇŽƵŶŐĞƐƚ�ƐŝƐƚĞƌ�ĂŶĚ�ŚĞ 
小妹妹和他 ^ƚĂǇĞĚ�ǁŝƚŚ�ƚŚĞŝƌ�ŵŽƚŚĞƌ�Ăƚ�ŚŽŵĞ 
學校伸善手 dŚĞ�ƐĐŚŽŽů�ƚŽŽŬ�Śŝŵ�ŝŶ 
免費進學堂 ĂŶĚ�ŐĂǀĞ�Śŝŵ�Ă�ĨƌĞĞ�ĞĚƵĐĂƟŽŶ 
上學極勤奮 ,Ğ�ƐƚƵĚŝĞĚ�ŚĂƌĚ�ŝŶ�ƐĐŚŽŽů 
放學後做工 ĂŶĚ�ǁŽƌŬĞĚ�ŚĂƌĚ�ĂŌĞƌ�ƐĐŚŽŽů 
兩樣太辛苦 ^ƚƵĚǇŝŶŐ�ĂŶĚ�ǁŽƌŬŝŶŐ�ǀĞƌǇ�ŚĂƌĚ 
他仍成績佳 ,Ğ�ƐƵĐĐĞĞĚĞĚ�ŝŶ�ďŽƚŚ 
兩姐姐出嫁dǁŽ�ĞůĚĞƌ�ƐŝƐƚĞƌƐ�ŵĂƌƌŝĞĚ 
長兄做苦工 ĂŶĚ�ĂŶ�ĞůĚĞƌ�ďƌŽƚŚĞƌ�ǁŽƌŬĞĚ 
出門到遠方 ĂƐ�Ă�ĐŚĞĂƉ�ůĂďŽƌĞƌ 
常年不回家 ĨĂƌ�ĂǁĂǇ�ĨƌŽŵ�ŚŽŵĞ 
年年佳節到 &ĞƐƟǀĂů�ƟŵĞ�ĞǀĞƌǇ�ǇĞĂƌ�ĐĂŵĞ�ĂŐĂŝŶ 
敬拜杜盧加 �ĞůĞďƌĂƟŶŐ�ƚŚĞ�'ŽĚĚĞƐƐ��ƵƌŐĂ 
街頭結燈彩 �ǀĞƌǇŽŶĞ�ĐĞůĞďƌĂƚĞĚ 
親朋大團圓 &ƌŝĞŶĚƐ�ĂŶĚ�ƌĞůĂƟǀĞƐ�ŐĂƚŚĞƌĞĚ 
家家過節忙 ĂŶĚ�ĐĞůĞďƌĂƚĞĚ�ƚŚĞ�ĨĞƐƟǀĂů 
母親趁過節,ŝƐ�DŽƚŚĞƌ�ƚŽŽŬ�ĂĚǀĂŶƚĂŐĞ�ŽĨ�ƚŚĞ�ŚŽůŝĚĂǇ 
去跟哥哥聚ǁĞŶƚ�ƚŽ�ƐĞĞ�ŚŝƐ�ďƌŽƚŚĞƌ�ĨĂƌĂǁĂǇ 
家中只留下>ĞŌ�Śŝŵ�ĂŶĚ�ŚŝƐ�ǇŽƵŶŐĞƐƚ�ƐŝƐƚĞƌ�/ƟƌĂŶŝ 
小妹妹跟他 ,ŽŵĞ�ďǇ�ƚŚĞŵƐĞůǀĞƐ 
兩人孤零零 KŶůǇ�ƚǁŽ�ŽĨ�ƚŚĞŵ 
守著舊茅房ǁĂƚĐŚĞĚ�ŽǀĞƌ�ƚŚĞŝƌ�ƚŚĂƚĐŚĞĚ-ƌŽŽĨ�ŚŽƵƐĞ 
親朋逛街忙 &ƌŝĞŶĚƐ�ĂŶĚ�ƌĞůĂƟǀĞƐ�ĐĂŵĞ�ƚŽ�ƚŚĞ�ĨĂŝƌ 
個個穿新衣 �ǀĞƌǇŽŶĞ�ǁŽƌĞ�ŶĞǁ�ĐůŽƚŚĞƐ 
甜食不離嘴 dŚĞŝƌ�ĐŚŝůĚƌĞŶ�ǁŝƚŚ�ƐǁĞĞƚƐ�ŝŶ�ƚŚĞŝƌ�ŵŽƵƚŚ 
玩具手中拿 ĂŶĚ�ƚŽǇƐ�ŝŶ�ƚŚĞŝƌ�ŚĂŶĚƐ 
小妹妹跟他 /ƟƌĂŶŝ�ĂŶĚ�ŚĞ 
街頭孤獨逛ǁĂŶĚĞƌĞĚ�ŝŶ�ƚŚĞ�ƐƚƌĞĞƚƐ�ďǇ�ƚŚĞŵƐĞůǀĞƐ 
無人給糕餅 EŽ�ŽŶĞ�ŐĂǀĞ�ƚŚĞŵ�ƐǁĞĞƚƐ 
更不談玩具 EŽ�ŽŶĞ�ŐĂǀĞ�ƚŚĞŵ�ƚŽǇƐ 
少年薩滿塔 dŚĞ�ǇŽƵƚŚĨƵů�ŚĞ 
深覺得羞恥ĨĞůƚ�ĚĞĞƉ�ƐŚĂŵĞ 
然而不氣綏 �Ƶƚ�ŚĞ�ǁĂƐŶ͛ƚ�ĚĞƉƌĞƐƐĞĚ 
仍高興過節 ĂŶĚ�ŬĞƉƚ�ƚŚĞ�ŚŽůŝĚĂǇ�ƐƉŝƌŝƚ 
穿長兄舊衣tĞĂƌŝŶŐ�ŚŝƐ�ďƌŽƚŚĞƌ͛Ɛ�ŽůĚ�ĐůŽƚŚŝŶŐ�ĂƐ�ŶĞǁ 
擺街頭小攤 ŚĞ�ƚŚŽƵŐŚƚ�ŽĨ�ŽƉĞŶŝŶŐ�Ă�ƐƚĂůů�ŝŶ�ƚŚĞ�ĨĂŝƌ 
賣起氣球來 ZKHUH�SHRSOH�FDPH�DQG�ZHQW 

汽球掛滿攤ĂŶĚ�ƐŽůĚ�ďĂůůŽŽŶƐ 
五彩輕氣球 dŚĞ�ĐŽůŽƌĨƵů�ďĂůůŽŽŶƐ 
風中展光華 ŇƵƩĞƌĞĚ�ŝŶ�ƚŚĞ�ůŝŐŚƚƐ�ŽĨ�ƚŚĞ�ĨĂŝƌ 
過節十幾天 DŽƌĞ�ƚŚĂŶ�ƚĞŶ�ĚĂǇƐ�ǁĂƐ�ŐŽŽĚ�ďƵƐŝŶĞƐƐ 
人人來光顧 �ǀĞƌǇŽŶĞ�ĐĂŵĞ�ƚŽ�ďƵǇ 
生意非常好 dŚĞ�ďĂůůŽŽŶƐ�ǁĞƌĞ�ƐĞůůŝŶŐ 
小票一把抓ŚŝƐ�ŚĂŶĚƐ�ǁĞƌĞ�ĨƵůů�ŽĨ�ƐŵĂůů�ďŝůůƐ 
錢數數不少 /ƚ�ǁĂƐ�Ă�ůŽƚ�ŽĨ�ŵŽŶĞǇ�ĨŽƌ�Śŝŵ�ĂŶĚ�ŚŝƐ�ƐŝƐƚĞƌ 
嘴饞肚亦餓 dŚĞǇ�ǁĞƌĞ�ŚƵŶŐƌǇ�ĨŽƌ�ƐǁĞĞƚƐ�ĂŶĚ�ƚƌĞĂƚƐ 
他一毛不拔 �Ƶƚ�ŚĞ�ĚŝĚŶ͛ƚ�ƐƉĞŶĚ�Ă�ƉĞŶŶǇ�ŽŶ 
不買一塊餅 Ă�ƉŝĞĐĞ�ŽĨ�ĐĂŬĞ 

更不買玩具 Žƌ�Ă�ƉŝĞĐĞ�ŽĨ�ƚŽǇ全部留下來 ,Ğ�ƐĂǀĞĚ�Ăůů�ƚŚĞ�
ŵŽŶĞǇ 
等媽媽回來 ĂŶĚ�ǁĂŝƚĞĚ�ĨŽƌ�ŚŝƐ�ŵŽƚŚĞƌ�ƚŽ�ƌĞƚƵƌŶ 
全部交給她 ĂŶĚ�ŐĂǀĞ�ŚĞƌ�Ăůů�ƚŚĞ�ŵŽŶĞǇ 
氣球年年賣 �ĂůůŽŽŶƐ�ƐŽůĚ�ĞǀĞƌǇ�ǇĞĂƌ 
五彩夢飄揚,ŝƐ�ƚĞĐŚŶŝĐŽůŽƌ�ĚƌĞĂŵƐ�ŇĞǁ�ǁŝƚŚ�ƚŚĞ�ďĂůůŽŽŶƐ 
賣氣球孩子�Ɛ�ƚŚĞ�ďŽǇ�ǁŚŽ�ƐŽůĚ�ďĂůůŽŽŶƐ 
人人皆稱誇 ŚĞ�ǁŽŶ�ƉƌĂŝƐĞƐ�ĨƌŽŵ�ƚŚĞ�ƚŽǁŶƐ�ƉĞŽƉůĞ 
一年復一年dŝŵĞ�ǁĞŶƚ�ĨĂƐƚ 
畢業成績佳 ĂŶĚ�ǁŽŶ�ĂǁĂƌĚƐ�ĨŽƌ�ŚŝƐ�ƐĐŚŽůĂƐƟĐ�ƐƚĂŶĚŝŶŐ 
高中顺利上,Ğ�ĞŶƚĞƌĞĚ�ŚŝŐŚ�ƐĐŚŽŽů�ǁŝƚŚ�ŚŽŶŽƌƐ 
人人羨慕他 ƚŚĞ�ĞŶǀǇ�ŽĨ�ŽƚŚĞƌ�ƉĂƌĞŶƚƐ�ĂŶĚ�ƐƚƵĚĞŶƚƐ 
高中畢業快,Ğ�ŐƌĂĚƵĂƚĞĚ�ĨƌŽŵ�ŚŝŐŚ�ƐĐŚŽŽů�ǁŝƚŚ�ŇǇŝŶŐ�
ĐŽůŽƌƐ 

順利入大學 ĂŶĚ�ǁĞŶƚ�ƚŽ�ĐŽůůĞŐĞ�ƚŽ�ƐƚƵĚǇ�ĐŚĞŵŝƐƚƌǇ碩士學

位拿ĂŶĚ�ŽďƚĂŝŶĞĚ�ĂŶ�ĂĚǀĂŶĐĞĚ�ĚĞŐƌĞĞ�ŝŶ��ŚĞŵŝƐƚƌǇ 

年輕正少壯,Ğ�ǁĂƐ�ǇŽƵŶŐ�ĂŶĚ�ŚĂƌĚ�ǁŽƌŬŝŶŐ 
為人師表忙^ŽŽŶ�ŚĞ�ďĞĐĂŵĞ�Ă�ƚĞĂĐŚĞƌ͕�ƚŚĞ�ǇŽƵŶŐĞƐƚ�ŽŶĞ�

ŝŶ�ƚŚĞ�ĐŽůůĞŐĞ 

窮人生活苦 ,Ğ�ŬŶĞǁ�ƚŚĞ�ƉŽŽƌ�ƉĞŽƉůĞ 
貧窮小到老 dŚĞǇ�ǁĞƌĞ�ƉŽŽƌ�ĨƌŽŵ�ďŝƌƚŚ�ƚŽ�ĚĞĂƚŚ 
一代又一代 KŶĞ�ŐĞŶĞƌĂƟŽŶ�ĂŌĞƌ�ŐĞŶĞƌĂƟŽŶ 
營生少希望 sĞƌǇ�ůŝƩůĞ�ŚŽƉĞ�ƚŽ�ŵĂŬĞ�ƚŚĞŝƌ�ůŝĨĞ�ďĞƩĞƌ 
教育是良方 dŚĞ�ŽŶůǇ�ǁĂǇ�ƚŽ�ƌĞƐĐƵĞ�ƚŚĞŵ 
免費上學堂 &ƌĞĞ�ƌŽŽŵ�ĂŶĚ�ďŽĂƌĚ�ŝŶ�ƐĐŚŽŽů 
唯一的希望ǁĂƐ�ƚŚĞ�ŽŶůǇ�ŚŽƉĞ�ĨŽƌ�Ă�ƉŽŽƌ͛Ɛ�ŵĂŶ�ƐĂůǀĂƟŽŶ 
一九九二年 /Ŷ�ƚŚĞ�ǇĞĂƌ�ŽĨ�ϭϵϵϮ 
几百元盧布 ,Ğ�ƵƐĞĚ�ǀĞƌǇ�ůŝƩůĞ�ƌƵƉĞĞƐ 
薩滿塔創建ĂŶĚ�ĨŽƵŶĚĞĚ�ƚǁŽ�ƐĐŚŽŽůƐ 

<//d學院 <//d�ĂŶĚ�</^^學堂 
<ĂůŝŶŐĂ�/ŶƐƟƚƵƚĞ�;<//dͿ�ĂŶĚ�<ĂůŝŶŐĂ�/ŶƐƟƚƵƚĞ�ŽĨ�^ŽĐŝĂů�^ƚƵĚŝĞƐ�
;</^^Ϳ 
開始小茅房dŚĞǇ�ƐƚĂƌƚĞĚ�ĨƌŽŵ�Ă�ƌŽŽŵ�ǁŝƚŚ�ƚŚĂƚĐŚĞĚ�ƌŽŽĨƐ 
免費的學校�ǀĞƌǇƚŚŝŶŐ�ŝŶ�ƚŚĞ�ƐĐŚŽŽů�ǁĂƐ�ĨƌĞĞ�ƚŽ�ƚŚĞ�ƐƚƵͲ
ĚĞŶƚƐ 
薩滿塔努力,Ğ�ǁŽƌŬĞĚ�ŚĂƌĚ�ĨŽƌ�ƚŚŝƌƚǇ�ǇĞĂƌƐ 
一日不懈怠ƚǁĞŶƚǇ-ĨŽƵƌ�ŚŽƵƌƐ�Ă�ĚĂǇ 
如今兩學院EŽǁ�</dd�ĂŶĚ�</^^ 
學生過五萬 ŚĂǀĞ�ŽǀĞƌ�ĨŽƌƚǇ�ƚŚŽƵƐĂŶĚ�ƐƚƵĚĞŶƚƐ 
不需付學費ZŽŽŵ�ĂŶĚ�ďŽĂƌĚ�ǁĞƌĞ�ĨƌĞĞ 
收少數民族ĂĚŵŝƫŶŐ�ĐŚŝůĚƌĞŶ�ĞƐƉĞĐŝĂůůǇ�ĨƌŽŵ�/ŶĚŝĂŶ�
ŵŝŶŽƌŝƚǇ�ƚƌŝďĞ 
幼稚園開始ĨƌŽŵ�ŬŝŶĚĞƌŐĂƌƚĞŶ 
到大學畢業ƵŶƟů�ŐƌĂĚƵĂƟŽŶ�ĨƌŽŵ�ĐŽůůĞŐĞ 
不收一毛錢 dŚĞ�ƐĐŚŽŽů�ŝƐ�ĨƌĞĞ 
他個人未婚 dŽ�ƚŚŝƐ�ĚĂǇ�ŚĞ�ŝƐ�ŶŽƚ�ŵĂƌƌŝĞĚ 
家中只租房ĂŶĚ�ůŝǀĞƐ�ŝŶ�Ă�ƌĞŶƚĞĚ�ƌŽŽŵ 
腳踏車一輛,Ğ�ƌŝĚĞƐ�Ă�ďŝĐǇĐůĞ�ƚŽ�ƐĐŚŽŽů 
天天上班忙ĂŶĚ�ďƵƐǇ�Ăůů�ĚĂǇ�ǁŝƚŚ�ŚŝƐ�ĚƵƟĞƐ 
經營各公司 ,Ğ�ŚĂĚ�ĞƐƚĂďůŝƐŚĞĚ�ĐŽƌƉŽƌĂƟŽŶƐ 
個個皆賺錢 ǁŚŝĐŚ�ĞĂƌŶĞĚ�ďŝŐ�ŵŽŶĞǇ 
私人少存款�Ƶƚ�ŚĞ�ŚĂĚ�ŽŶůǇ�ϭϬ͕ϬϬϬ�ƌƵďůĞƐ�ŝŶ�ŚŝƐ�ďĂŶŬ�
ĂĐĐŽƵŶƚ 
全部歸學校�ůů�ƚŚĞ�ŵŽŶĞǇ�ǁĂƐ�ƵŶĚĞƌ�ƚŚĞ�ƐĐŚŽŽůƐ͛�ŶĂŵĞ 
慈善捐款數 /Ŷ�ƚŚĞ�ǁŽƌůĚ�ŽĨ�ĐŚĂƌŝƚǇ�ŐŝǀŝŶŐ 
世界第十五ŚĞ�ƌĂŶŬĞĚ�ŶƵŵďĞƌ�ĮŌĞĞŶ 
身穿平民裝 ,Ğ�ǁĞĂƌƐ�ũĞĂŶƐ�Ăůů�ƚŚĞ�ƟŵĞ 
日夜奔波忙ĂŶĚ�ŶĞǀĞƌ�ŚĂǀĞ�ƟŵĞ�ĨŽƌ�ŚŝŵƐĞůĨ 
自己幼時苦dŚĞ�ƐƵīĞƌŝŶŐ�ŽĨ�ďĞŝŶŐ�Ěŝƌƚ�ƉŽŽƌ 
全記在心上ŚĞ�ƌĞŵĞŵďĞƌĞĚ�ǁĞůů 
絕對不允許 ,Ğ�ŚĂƐ�ǀŽǁĞĚ�ƚŽ�ŚĞůƉ�Ăůů�ŚĞ�ĐĂŶ 
別人再去嘗 ĂŶŽƚŚĞƌ�ƉĞƌƐŽŶ�ƚŽ�ĞƐĐĂƉĞ�ƚŚĞ�ƉĂŝŶ�ŽĨ�ƉŽǀĞƌƚǇ 
他崇拜甘地,Ğ�ĂĚŵŝƌĞƐ�'ĂŶĚŚŝ 
造福全印度ǁŚŽ�ǁŽƌŬĞĚ�ĨŽƌ�ǁŚŽůĞ�/ŶĚŝĂ 
去貧建小康 ƚŽǁĂƌĚ�ǌĞƌŽ�ƉŽǀĞƌƚǇ�ĂŶĚ�ǌĞƌŽ�ŝůůŝƚĞƌĂĐǇ 
教育為最先KŶůǇ�ĞĚƵĐĂƟŽŶ�ĐĂŶ�ŵĂŬĞ�ŝƚ�ŚĂƉƉĞŶ 
人間變天堂��ŚĞĂǀĞŶ�ŽŶ�ĞĂƌƚŚ�ĐĂŶ�ďĞ�ĂĐŚŝĞǀĞĚ 
印度聖賢出 /ŶĚŝĂ�ŚĂƐ�Ă�ƐĂŐĞ 
美哉薩滿塔！,ŝƐ�ŶĂŵĞ�ŝƐ��ĐŚǇƵƚĂ�^ĂŵĂŶƚĂ͘ 

萨满塔 教授 ,院长，是第ϯϵ届世界诗人大会的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