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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第六届年会 

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成立九年了，每两年开一次年会，自

����年成立那次，现在是第六届。每次年会，我们都在德

国不同的地方举办，第一届在杜塞尔多夫，第二届在林

道，第三届还是杜塞尔多夫，第四届在苏斯特，第五届在

法兰克福。因疫情所致众所周知，今年（����年的�月�

日），今年是第六届年会不得不选择在“云上”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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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云端，携手同行   

（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第六届年会） 

�月ϴ日下午ϯ点，协会会员相聚云端，大家都很高兴地看到协

会的终身名誉会长刘瑛参加年会。她是协会的创办人，全力

支持着每一届理事会的工作，也一直为协会的发展默默奉献

着自己的力量。 

   潇洒大气的现任会长金子主持了云端年会。在她思路清晰

的述职报告中，把协会这两年的“亮点”一一呈现在大家面

前。 

   协会设立了由叶莹、昔月、平平、小宇、金子等会员组成

的公众号创作编排团队，两年里，公众号成为会员发表作品

的重要平台，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协会拥有了自己的网站。为了扩大协会的宣传，加强会员

之间的联系，会长金子积极学习网站制作，并自费为协会建

立了漂亮的网页； 

   云端联谊会。ϮϬϮϬ年十月份，在新冠疫情笼罩世界的情况

下，协会组织了网上联谊会，新老会员在云端相聚，大家欢

歌笑语，欣赏会员精彩节目。 

   这次云端联谊会把会员们凝聚在一起，给会员们带来温

暖，驱散了疫情带来的烦闷；ϮϬϮϬ年，协会承办了中国诗歌

春晚欧洲会场的大型活动。由于疫情，春晚选择云端举行， 
)RWR��2S���PHL�HQ�LV�HU�YRRU�JHNR]HQ�RP�SHU��=RRP��GH�
MDDUYHUJDGHULQJ�WH�KRXGHQ� 
这对从没有在云端举办过大型活动的协会来说，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筹备委员会中，池莲子担任顾问，名誉会长刘瑛和

会长金子担任总策划，副会长昔月担任组稿和文字统筹，平

平担任技术总监。除了筹备组成员，广大会员也积极投入了

诗歌春晚的活动中。会长金子带领会员王方、赵楠和静媛反

复排练晚会主持；平平承揽了视频、版面等大量技术工作；

王梓静、王献翠、张岚岚、娟子等会员也积极投入到后台制

作工作。王方和叶莹主动请缨将视频发布到油管、腾讯等媒

体上，让更多人看到诗歌春晚的盛况。 

     令人感动的是诗歌春晚圆满结束后，协会商议奖励辛苦

的工作人员，但是大家都主动不要一分酬劳，甘愿为协会无

私奉献。这世界上，让人感动的事情永远都是与金钱无关；

年初，协会还组织了 ，由陈瑞琳主讲的《刘荒田散文创作》

报告会。 

  会长金子精彩的述职结束后，副会长昔月发表了感言，她

讲述了这两年里，她亲身经历的理事会和公众号这两个默默

默奉献的女子团队感人的事迹，也希望协会未来有更多的男

士加入。 

【2021第十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 � 

- ϮϬϮϭ��Ğ�ϭϭĞ�ǁĞƌĞůĚǁŝũĚĞ��ŚŝŶĞƐĞ�>ŝƚĞƌĂŝƌĞ�yŝŶŐzƵŶ��ǁĂƌĚƐ�- 
為提倡現代文學閱讀與寫作風氣、發掘優秀作家及作

品、獎勵在文學方面有卓越貢獻者，並期使文學之美

善能有效發揮其淨化社會人心之功能，特設全球華文

文學，星雲獎。由文學關懷社會，發揚人間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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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成立九年 年会  （女子团队）- Jaarlijkse bijeenkomst VCEIS 
      默默奉献的女子团队  

——说说本届理事会和公众号编辑组  

文/昔月（德国） *HUPDQ\� 
  
 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成立九年了，每两年开一次

年会，算上����年成立那次，现在是第六届。每

次年会，我们都在德国不同的地方举办，第一届

在杜塞尔多夫，第二届在林道，第三届还是杜塞

尔多夫，第四届在苏斯特，第五届在法兰克福。

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天（����年的�月�日），这

第六届年会不得不选择在网络空间举行。  

  
两年前，即����年�月中旬，在法兰克福欧洲华文文

学国际研讨会暨我协会第五届年会上，我被与会的会

员推选为协会副会长，如今整整两年了。作为一名老

会员，我之所以提前决定不当下届理事会的候选人，

主要考虑到年龄偏大、精力和动力不足。  

  

回顾过去的两年，自己也算尽心尽力了，会长已在述

职报告里引用了我和平平提供的数据，我这里无需再

述，只想在本届理事会任满之际，说说我们协会两个

女子团队（第五届理事会和协会公众号编辑组）成员

的无私奉献精神。  

  
说来挺遗憾的，这些年来我们一再发展男会员，还是

不足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主要原因就是国外打拼的

男性华人作家太不容易了，他们既要养家糊口，还得

挤时间写作，不像我们外嫁女有较多的自由时间。所

以，几届理事会选出的理事都是清一色的女同胞，我

们这届也不例外；能有时间和热情参与公众号编辑

的，也是女同胞。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下王晓露，

他曾是我们编辑组的唯一男性，编辑过几集诗歌，后

来实在太忙而退出。  

  
金子、刘瑛、平平和我同时在两个团队，献

翠和岚岚是理事会成员，叶子、小宇、梓

静、静媛是公众号编辑组成员，加起来共十

位女子。  

  
刘瑛，是协会的创始人，担任了前四届

会长，尽管已退居二线，但所有协会活

动都积极参与并出谋划策，大家有目共

睹。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本届理事会和

公众号编辑组里的其他几位女同胞。  

  
先说金子，她被选为会长后，就想办法为协会做

点儿实事儿。于是，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学习如

何制作网页，在女儿的帮忙下，把协会的历史资

料和所有会员的头像、个人简介和出版物等等一

一贴到了网页上，填补了我协会没有网站的空

白，而且还是自费建站。虽然协会刚把这笔费用

补上，但现在我们所用的=RRP会议室，却是她

私人购买的，愿无偿提供我协会永久使用。  

  
再说平平，她非常能干，而且很低调。她不但是一位

常常能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好理事，而且还是公众号小

组的主力编辑，特别是在本次欧洲诗歌春晚活动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诗春晚能获得如此圆满的

成功，一大半功劳应该归功于她；期间，我们多次使

用的=RRP会议室，也是她免费提供的。她有着自己

的本职工作，不得不牺牲业余和休息时间为大

家服务。她是让我最为感动和信任的好

搭档。  

  
我们这届欧洲诗歌春晚，举办得非常成

功，因疫情原因，我们没花协会的一分

钱，也没拉一毛钱的赞助，创造了一项

无法打破的历史记录。当理事会决定，

把池莲子提供的���欧元作为奖金分给三

位非常辛苦的技术人员时，平平带头反

对，说为协会做贡献是应该的，绝不

会、也从来没想过得到一分钱的好处；

献翠和梓静两位是年轻的妈妈，也付出

了许多时间和精力，都坚决拒领这份奖励，把

协会的事儿当成自己家的事儿，再累再忙也心甘情

愿。  

  
还有小宇，是第四届理事会成员。虽然没进本届理事

会，但她毫无怨言，在公众号编辑组也是主力之一，

她和平平一样尽心尽力地为大家编辑文稿，常常搞到

下半夜，特别是在诗歌春晚筹备期间，包揽了一个多

月的编辑任务。她的大度和耐心，值得我们每个人学

习。  

  

叶子，是我们公众号的创始人，前期和丁恩丽做了大

量的工作，为我们后来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诗歌春晚结束后，她一人三次把节目视频上传到

不同的平台，起到了重要的后期宣传作用。梓静发挥

了自己的专业特长，为我们的公众号设计出了新模

版；静媛进入我们编辑小组的时间虽短，但她的纠错

能力非常强，好多篇都得以在她的校正下得以完美地

发布；岚岚平时很忙，作为司库的她虽然很少露面，

但财务工作也都如期地完成了。  

 有人曾提过建议，编辑小组应该冠上头衔，如主编、

副主编和编委等，我坚决反对，理由是：我们的每一

位编辑都是公益性地无偿付出，已制定了明确的值班

日程表，干多干少全凭当时谁有时间和精力；既然已

形成了良好的传统，大家还可以根据情况互串值班

日，那就没必要再分出个职位高低。所以这两年，都

是某人编完后，把临时链接发到编辑小组群，让大家

找毛病，把好质量关。至于以后如何运做另当别论，

也许再明确一下具体分工会更有效。  

 我协会人才济济，在激烈的欧洲文学团体竞争中能走

到今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互动和理解。在这个以

金钱或得到为奋斗目标，追名逐利、讲究实惠成为一

种时尚的社会，我们这两个女子团队却能做到为一个

没有一分钱工资、没有一丁点儿利益回报的民间组织

默默奉献，甚至自己贴钱拉赞助，不能不说是一种难

能可贵的高尚行为。  

  
在我即将离任的时刻，我向她们——精诚合作两年的

女同伴们致敬！也希望大家能记住她们，更希望在即

将选出的新理事会成员里增添一二位男同胞，下届做

得比我们这届更好。  

  
谢谢大家！ （昔月的发言稿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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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诗作 续版 -�&KXQ:DQ 

   你是……  ���������������作者毛静 （德国Ϳ��'ĞƌŵĂŶǇ� 
 你是我的安全感          

 是我行走人间的世界观 

 ，，，，，，， 

鼠年二月的心            作者王荣虎 （德国）'ĞƌŵĂŶǇ 
二月的心 碎了  

 雪地里的夕阳   

，，，，，，           

     冬——写给迟到的冬天    作者池莲子（荷兰Ϳ�EĞƚŚĞƌůĂŶĚƐ 
�昨夜 又西风 

醒来一地落叶红 

深深 潭 影 

浓，，， 

     回 眸———ϮϬϮϬ�������作者 杨悦 （德国）'ĞƌŵĂŶǇ 
 

  憧憬着纯的气息 

  在寒冷的伏尔塔瓦河畔 

  ，，，，，， 

          阳 光 的 诗 行       作者 吴垠 （德国Ϳ��'ĞƌŵĂŶǇ� 
  

 �照亮你，刺痛你 

 光是行走于大地的笔迹 

 ，，，，， 

        基 层 点 亮        作者王献翠 （西班牙）^ƉĂŝŶ 
 

乡村的路，很静， 很静 

夜幕，从四面八方围拢 

村民睡了， 家禽飞鸟也睡了 

，，，，，， 

:ŝũ�ďĞŶƚ�ŵŝũŶ�ǌĞŬĞƌŚĞŝĚ��������� 
,Ğƚ�ŝƐ�ŵŝũŶ�ǁĞƌĞůĚďĞĞůĚ�ĂůƐ�ŝŬ�ŽǀĞƌ�ĚĞ�
ĂĂƌĚĞ�ůŽŽƉ 
͙͘ 

&ĞďƌƵĂƌŝΖƐ�ŚĂƌƚ�ŝƐ�ŐĞďƌŽŬĞŶ� 
�ĞŶ�ǌŽŶƐŽŶĚĞƌŐĂŶŐ�ŝŶ�ĚĞ�ƐŶĞĞƵǁ� 
͙͘͘ 

sĂŶŶĂĐŚƚ͘͘͘�ĚĞ�ǁĞƐƚĞŶǁŝŶĚ�ǁĞĞƌ͘ 
/Ŭ�ǁĞƌĚ�ǁĂŬŬĞƌ�ŝŶ�ĞĞŶ�ǀĞůĚ�ǀĂŶ�ŐĞǀĂůůĞŶ�ďůĂͲ
ĚĞƌĞŶ 
�ŝĞƉ�ŝŶ�ĚĞ�ƉŽĞů͕�ĚŝŬ�ŝŶ�ĚĞ�ƐĐŚĂĚƵǁ͙�͘͘͘ 

sĞƌůĂŶŐĞŶĚ�ŶĂĂƌ�ĚĞ�ŐĞƵƌ�ǀĂŶ�ƉƵƌĞ 
KƉ�ĚĞ�ŬŽƵĚĞ�ŽĞǀĞƌƐ�ǀĂŶ�ĚĞ�sůƚĂǀĂ 
͙͘͘͘ 

:Ğ�ǀĞƌůŝĐŚƚĞŶ�ĞŶ�ũĞ�ƐƚĞŬĞŶ 
�>ŝĐŚƚ�ŝƐ�ŚĞƚ�ŚĂŶĚƐĐŚƌŝŌ�ĚĂƚ�ĚĞ�ĂĂƌĚĞ�ďĞǁĂŶͲ
ĚĞůƚ�͙͙͘ 

�Ğ�ůĂŶĚǁĞŐĞŶ͕�ĞƌŐ�ƌƵƐƟŐ͕�ĞƌŐ�ƌƵƐƟŐ 
����Ğ�ŶĂĐŚƚ�ŬŽŵƚ�ǀĂŶ�ĂůůĞ�ŬĂŶƚĞŶ�ĚŝĐŚͲ
ƚĞƌďŝũ͘ 
����Ğ�ĚŽƌƉĞůŝŶŐĞŶ�ƐůĂƉĞŶ͕�ĚĞ�ǀŽŐĞůƐ�ƐůĂͲ
ƉĞ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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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的早餐  (微小说) 作者 毕 臻  
�������������������������德国 *HUPDQ\ 
 
�����每到清明节，就很纠葛。想到远方祭祖的长队，想到母亲坟头的青松，

早年的悲伤虽早已化成了今天的思念和珍惜: 思念以往的流星，珍惜现在

的所有。但是总有不孝的内疚。 

    凑巧今天是这里的复活节。德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不太一样，如果不

是意外离世，一般还会庆祝。复活节在阳光的周日，除了万物春生复苏，

还有新冠重压之下的苟活，也可以叫做阳光里的心灵复活吧。 

   懒洋洋地离开床之后，跟孩子们一起早餐。很想跟他们讲讲清明节的故

事，让他们多少知道祖上的一些人和事。但孩子们的兴趣在彩蛋。稍大一

点的孩子坐在我对面，竟然发现了我的忧悲。她说她想讲一个故事，问行

不行。 

   她说从我的眼神里让她想到了我的一个故事.因为她的两个弟弟在俱乐

部里学习打网球，所以我会常带着他们一起观看有名的网球大赛。她说，

去年我带着他们一起看法网的决赛直播，因为我喜欢的纳达尔一个球被误

判了，我竟然跳了起来，然后在电视机前一直手舞足蹈，直到比赛结束。

之间还一直用沙发上的软枕跟他们打斗。 

   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三个小孩子却异口同声说是的，最小的儿子还学

了我当时生气的样子，他哥哥拿起软枕，直接打到我的头上，“就是这样

的”，他说。三个小孩子笑得前仰后翻。我迷惑地看着他们，又看看爱

人，她挤兑我: 老年痴呆了吧。 

“你老年痴呆了吧？” 三个小孩子又是异口同声，大笑不止。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我立即又严肃了， “今天中国清明节，不准大

笑”。小儿子不服气，“今天复活节，小孩子最高兴，就要笑”。 

    我知道好汉难敌双拳，况且他们还是四个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固玩。

我看到外面明媚的阳光，赶议，“今天天气好，我们出去散步吧？”。孩

子们很快就答应了。我想，到了大自然，看我如何用意象让你们理解什么

是清明节。但我发现小女儿跟她妈妈挤眼睛，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鬼主意来

对付我？ 

我一下子没有了神，这个文化对流看来还是需要方法和耐心的，不能急

呀。我还是兴高采烈地跟（带？）着孩子们去采青了，有阳光在心里，在

家里，文化差异变得这么无足轻重呀。 
 

作者简介: 王荣虎，中欧跨文化作家协

会会员。1985移居德国，祖籍江苏，南

京大学学士，德国布伦瑞克大学硕士和

博士。曾创建和主编多个德国华人文学

杂志和文学专栏。创作了小说、散文、

古典诗词和各种体裁的现代诗、德文诗

和译诗，部分作品发表于国内外十几家

中德文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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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EHKDDOG�DDQ�GH�%UDXQVFKZHLJ�8QLYHUVLW\��LQ�'XLWVODQG��7H�
JHQZRRUGLJ�VFKULMIW�KLM�YRRU�GLYHUVH�PDJD]LQHV�HQ�NUDQWHQ� 

   荷兰即景 （散文）焦秀梅 -维也纳  Vienna 

 早就听说荷兰的八月很美，气侯清爽宜人，景色奇异别致，于是那年秋

天，我和老伴借两年一度的“欧洲华人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牙召开之际

到了荷兰，领略了那里独具一格的美景，和碧海云天间的浓浓秋意。  

 荷兰国名意为“低地”，河多成为它的一大特色。荷兰人爱河，微风轻雨

中，成串的船只一字排开，如火车飞驰在平原般在河道里飞驰穿行，船上

白色、红色、蓝色、橙色的斑点艳雅相宜，在“绿野”中滚动飘浮，如海鸥飞

翔在深海中。  

荷兰人爱河更恋酒，河边有众多的酒吧，河水阻离了尘世的喧嚣，使这里

变成了世外桃源，水声、鸟鸣声汇成了动人的乐章。酒吧里男士居多。荷

兰男人个个高头大马，虎背熊腰，使人

联想到称雄欧洲的荷兰足球队，而且荷

兰男子身段秀美匀称，衣着色彩丰富鲜

艳，特别是那些黑里透红的皮肤中稍带

暗黑，显得静穆和庄重，让人联想到巴

黎时装展示会上的模特儿。  河多自然

桥就多。海牙的温特莱希特，街道整齐

洁净，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它便是荷

兰低地中的低地，河连着桥，桥跨着

河。夕阳西下，放眼望去，长短不一，

形状各异的石桥、木桥，横陈交错，参

差有致；河道两岸的树从一片清翠，层

次清晰；岸边桌子板発一字排开，望不

到尽头;河中水鸭你来我往，不时有年轻

人划着赛艇穿梭而过，受惊的水鸭发出

嘎嘎的叫声，打破原有的宁静，被游人投来好多惊奇的目光。  

海牙的海岸线长，景色优美，沿岸的商业一溜排开，赌城、剧场、旅馆、

书店、商店应有尽有。若再伸入沙滩，酒店像长蛇阵，沿着海岸曲折蜿

蜒，一把把大伞花花绿绿，宛若艳丽伞市。  

那些懒去海边的酒友，纷纷钻进阴凉的河边，跃入河边的小船，在静谧的

绿色中随着小船慢慢摇摆，船、桥、树或隐或现，不由蒙上了一派平和之

气。聪明的饭店老板在船上打起了主意，把饭店搬入小船，一条船，两把

伞，三个桌子开业了。在船中饮酒，看着引颈展翅的白鹅，亭亭玉立的郁

金香，清波荡漾的流水，啤酒入肚，酣畅淋漓，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  

而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都市，各色皮肤的年轻人背着沉

重的行李架，操着南腔北调的言语，行来走去。中心广场休闲的人和啄食

翻飞的鸽群掺杂在一起，你追我赶，好不热闹。路过广场的一角，发现围

着一堆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挤得水泄不通。凑过去细听，似歌似琴。我

耳朵灵，对老伴说，“你听，蒙古民歌......”老伴忽然被我震住了，我无暇解

释，硬是拉着老伴，扒开人群挤了进去。只见两个蒙古年轻歌手，头戴传

统蒙古尖帽，身穿蒙古袍，腰扎橘色腰带，整个是地地道道的老蒙古装

扮。他们在两把马头琴的伴奏下唱着民歌二重唱，曲调优美圆润，悲壮有

力。身在异国他乡，不期而遇听到了家乡的声音，那种激动和兴奋是不言

而喻的，尤其是老伴，这位蒙古族的老画家，他是多么想对所有人说，蒙

古草原是我的家乡，朋友你们知道吗?这首歌曲是母亲曾教我唱过的，我这

个海外游子问候同胞，问候我的内蒙古家乡，我的祖国！  

 简介；焦秀梅，欧洲华文笔会会员，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 、中央社会主

义学院。����年定居维也纳，曾连续多年担任维也纳成人职业学校健身教

练。在《中国体育报》《中国青年报》和《民盟》发表多篇艺术随笔。著

有散文集《情系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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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华  散文 与 小说 / (XURSHVH�&KLQHVH�OLWHUDWXXU��� 

（:,(�6&+5,-)7�9225�216�((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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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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DLO��DGUHV��FKLOLDQ]L�KRWPDLO�FRP�-�7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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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华文学  (XURSHVH�&KLQHVH�OLWHUDWXXU��� 

花园里的香椿

树  

——第三届徐霞

客诗歌散文奖获

奖感言  

  

夏青青  

 我从小生长在

华北平原，老家院子里有一棵香椿树。每年春天

香椿发芽了，父亲一声令下，我们姐妹几个各显

神通，爬树的爬树，爬墙的爬墙，爬房顶的爬房

顶，满院笑语街巷可闻。  

少年出国后，每年春天格外怀念家乡的香

椿芽，香椿芽的鲜绿，香椿芽的芳香，海外游子

没齿难忘。  

十几年前，我搬到现在住的小楼。一位认

识多年的中国园艺专家送给我一棵筷子粗细的小

香椿苗，接过这珍贵的礼物，捧到花园种下。那

年多少次绕着香椿树查看，树苗长高一寸，心便

雀跃一尺。到了冬天，心如黄叶飘摇，不知道幼

小的树苗能否熬过德国漫长的寒冬。第二年天气

稍暖，便一次次去看香椿树，好不容易发现一点

红锈色嫩芽，心下狂喜。可是没多久，倒春寒袭

来，红芽耷拉下脑袋，我的心也沉落在春雪中。

等到五月，真的春暖花开，不抱什么希望再去探

望香椿树。呀！在香椿树的根部，侧边冒出一点

新芽！我惊讶不已，对香椿树的生命力敬佩不

已。春夏悉心照料，香椿树竟然恢复生机。  

第三年同样的故事再次上演，这次在根部

两侧相对冒出两点嫩芽。经过两年的成长和考

验，香椿树多少适应了德国的严寒，这一次顺利

成长，两侧旁支越长越高，越长越旺，渐渐的根

部合并到一起，上面才分开躯干，并肩成长。  

十多年后，这棵香椿树已经有碗口粗，数

米高，不再畏惧德国的寒风了。  

移民也是移栽，在异国他乡重新扎根，经

历漫长的文化融合过程。我初中时代遽然出国，

初履异乡诸多不适应，一边学习德语，一边对中

文念念不忘，海量阅读各种中文书籍，写下大量

书信体散文，试图给自己营造中文环境。大学时

代，出于就业考虑，出于学业压力，

不得不挥别中文，下决心要在异乡扎

根真正融入。  

之后，差不多二十年间不曾用

中文写只言片语。时光倏忽，当年的

青葱少女转眼也为人母。陪伴孩子们

长大，教他们学习中文，也唤醒我的

少女心，我的文学梦，在中断二十年

后我重新提笔，再次出发。  

今天的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小女

孩，在海外生活三十多年，在职场打拼二十多

年，我已经接纳西方文化，成为两种文化的“混

血儿”。但是“文化混血儿”不是“香蕉”，我

没有丢弃华夏传统，我的根始终在中国。我希望

自己像这棵树，稳稳立足于德国大地，向人们呈

现中华文化。  

去年夏天怀念故友，写了一篇散文《冰川

下的茉莉》，回忆一次共同的旅行，并把此文投

给第三届徐霞客诗歌散文征文活动。今年五月意

外得知这篇小文获得散文组三等奖。获奖对我是

鼓励，也是鞭策，今后我会继

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2021.05.  
简介夏青青 1983年移居德国，

慕尼黑大学经济学硕士，德国

注册税务咨询师。著有散文集

《天涯芳草青青》，纪实文学

集《莱茵河畔的华人》即将出

版。  

       
火山岩古城之行 

文/王献翠（西班牙） 

;LDQ&KXL�:DQJ���6SDLQ� 
 

你在地幔中不断燃烧自己 

几万年几十万年的等待，涅槃 

与你之外的世界 

喷薄地表。得以相见 

 

我不去想象你排山倒海之势 

涌向这个世界 

或许压向前世站立的 

那个我 

炼就我今生的坚硬 

 

一座古城一个颜色，铁色 

城墙、瞭望台、古堡的每一块

石头 

都是炽热岩浆从地球深部而来 

登上古堡：流柱状的火山熔岩 

有的镶嵌在断墙；有的竖立在

堡中 

我用力靠近你，触碰你铁色的肌肤 

借你喷薄之力点燃自己 

 

再燃烧一次 

燃成肃穆、冷静、深沉一一 

归来 

      作者简介，王献翠，女，浙

江青田人，侨居西班牙。中国诗歌

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协会员。爱好

文学、摄影、诗歌。诗歌散见于

《人民日报（海外版）》《长江诗

歌》《山东文学》等等。 近期荣获

《第三届中国徐霞客诗歌散文》佳

作奖！ 

 英国游随想  

       作者 沈 宪  奥地利 Austria 

我们又转回伦敦，参观皇家温莎城堡。她位于英

国英格兰东南部区域，是现今世界上有人居住的

城堡中最大一个。 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进入

到里面参观。参观的房间有限，我们大多数人倒

是很乐意在外面拍照和晒太阳。  温暖的阳光照射

在城堡和远处草坪上，也把我们的身体照的很温

暖。在皇家城堡中晒阳，

大家有些特别舒适温暖闲

暇自意。只是没有使大家

对这里有更多的留恋之

意。我们只是一个处处留

意，在通道中被人挤来涌

去的一颗“土豆”。有时闹

哄哄人群中很难找到自己

团队的担忧者，今天晚上

将会离开这块美丽土地的

参观者。  

       十八天游玩，大家觉得英国还欠我们一杯“英

式下午茶”。在温莎城堡我们显得无足轻重，无法

展现十几天学到的“英国绅士风度”。下午喝茶时，

我们将会找到“英国贵族”的感觉 ，和优雅环境的

视觉，说不定还会得到皇族般享受的味觉。  

       至今仍不知这些糕点是否比奥地利的更好

吃，大概比上海的好一些。我们这些天天茶不离

口的中国人，听到去喝“英国下午茶”，怎么也不应

该有胡思乱想的。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很简单的叙述了18天中

所去的景点和旅行中的一些个人触景生情的随

想。事实上，18天中，我们多少也观察了生活在

这块土地上的英国人，也是此行的收获之一。  

       当然，我不是说在马路上和乡村中，或者在

旅馆中仅与我们一面之交的那些英国人。而是陪

伴我们18天行程中的三位英国工人，三位为我们

驾驶的英国司机，三个看上去祖宗是英国的英国

人。 此时，我想起了恩格思写过《英国工人阶级

调查》，可惜我的文章随记他是看不到了。谁知

道以后还会有人写“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今况的调

查，是否也会参考我的“随想”呢？  

（对三位司机的描述略）  

以上就是我们认识三个英国人的简单情况，他们

在工作着，同时也是生活着。我们在游览着，也

同时在认识着那里的一切。世界就是那么丰富多

彩，令人想永远地生活下去。       

18天的旅行随想，以描写三个英国工人而结束。

总结自己旅游的体会，看景物，会想到在此生活

的人；了解历史，也是探究这块土地上的人过去

怎样的生活；吃、喝、玩、乐，更是与当地人的

一个很好的接触了解的机会。  

   人是我们在旅游中不知不觉的关心最多的重

点，因为我们旅游回去还要继续做人。并且有可

能赋于自己在生活中更高层次上的意义。当然不

去旅游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说在看书中和看

书后。  

沈宪 作者简介；曾在上海居住，����年定居奥地

利，����年自商店退休，����年开始尝试写作  ,

欧华文学笔会会员 。 

 

Sheng Xian emigreerde in 1987 van ShangHai 

naar Wenen waar hij eerst zakelijk actief was en 

later ging schrijv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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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LHYHPHQW�$ZDUG�   何宇怀博士 荣获奥华文化终身成就奖 / 朱文辉 话中华成语俗谚 

  澳華文化界今晚舉

辦盛大慶典  

热烈祝贺何與懷博士 

八秩壽誕榮獲澳華文化

界終身成就獎 

 
熱烈祝賀何 與懷博士八

秩壽誕榮獲澳華文化 界

終身成就獎，祝賀他主編

的《澳華新文苑》發刊千

期，也祝賀 對何與懷博

士的研究選集第二卷 

《理翩闌夜薪火把》隆重

出版。今晚慶典將開筵三十桌，許 多文化社團，

各界翹楚，撥冗光 臨，濟濟一堂。盛會得以成功

舉 辦，要感謝大家熱情參與，感謝 台前幕後的

工作人員。特別要感 謝各方贊助者，包括：喜林

食品 林志明董事長；百歲老人黃慶輝 先生；澳

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 合會許耀林會長；7:,1�

75((6�9,1(<$5'公司:ŽŚŶ�=KX董事；澳洲康道

保健國際集團有限公 司、澳洲天和電視台王海光

董事 長；澳華文化博物館（籌）；山城火鍋王；

� EĞǁ��ĞŶƚĞŶŶŝĂů�3W\ >ƚĚ；澳大利亞中國國際控 

股有限公司、澳大利亞澳佳醫藥 科技有限公司肖

良文董事長；藍 河酒業有限公司張麗娜總經理、

朱斌總經理；'�D�,�3($5/�5('�63,5,76�	 

t/E�^�&2�/7'，和澳 洲新報社；唐宴酒樓。今

晚，何與懷博士澳華文 化界終身成就獎頒獎委員

會的成 員，除了遠在美國的廣州暨南大 學外語

系前主任、聯合國紐約總 重點在——這樣。這樣

蒼松般挺立於峭崖 這樣銅雕般鏗鏘於暗夜 自相

識於民國舊都的冬季 你便用如椽大筆 啟迪我的

靈魂和詩意 就這樣，讓一次相逢 成為相遇！重

點在——一個。你是浪中棱角分明的礁石 你是枝

頭召喚大愛的歌鴝 你不屑於復數地存在 你不屑

於混跡於大合唱 在昏昧人世，你拒絕從眾苟且 

像蒼松般線條倔強，你因而 你投向歲月的藍色火

焰，有時比陽光更近，有時比雪花更遠。 越過眾

神的藍色沉默，你知道遍地的驚雷之上必有裂天

的閃電，呼應你的吶喊與我的無言…… 像海那樣

藍可以越過土地的邊界，像天那樣藍可以越過有

無的邊界，像夢那樣藍可以越過肉身的邊界，像

心那樣藍可以越過生死的邊界…… 一切都在閃電

的寂靜中，何處可寄與懷， 唯有火焰之愛！何與

懷博士是澳洲華人文化領域裡一位貢獻卓著的 前

輩。  
����年ϴ月ϳ日，何博士 在廣州出生，早年畢業於

天 津南開大學外文系英國語言 文學專業，曾任

教於廣州外 國語學院（現為廣東外語外 貿大

學）。他在新西蘭奧克 蘭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

定 居澳大利亞悉尼，多年來活 躍於澳華文化

界，為澳大利 亞多元文化事業作出巨大的 貢

獻。他現為澳大利亞悉尼 華文作家協會榮譽會

長、澳 華悉尼雨軒詩社顧問、澳大 利亞南溟出

版基金評審、悉 尼詩詞協會顧問、《澳華文 學

網》榮譽總編、澳洲酒井 園詩社顧問、世界華文

作家 交流協會學術顧問、《澳洲 新報.澳

華新文苑》主編、澳 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

聯合會 召集人。他對許多文學藝術 的骨

幹和新秀給予鼓勵、推 薦和宣傳；他在悉

尼市常年 主辦文化講座；他為澳洲和 其

他國家的作家和詩人的出 版物寫過許多序

言和評論； 他還為華人主辦過許多文學 

和文化的活動，次數之多都 難以統計了。

他主編的《澳 華新文苑》已經持續了十九 

年，即將達到一千期。 何 博 士 多 年 

來 筆 耕 不 輟。他除了一般寫作外，主 

要研究興趣是當代中國問題 和華文文學。

他的著作多種 多樣，包括隨筆、散文、報 

告文學、文學評論和時政雜 評，散見世界

各地刊物、報 紙 和 網 站 。 他 的 出 版 物 

包 括：《英美名詩欣賞》（隨筆集）、《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治文化用語大典》（英文詞典，

�ŝĐƟŽŶĂƌǇരരŽĨ�WKH�3ROLWLFDOௗ7KRXJKW�RI�WKH�3HRSOH¶V�
5HSXEOLFௗRIௗ&KLQD）、《緊縮與放松的循環：�����

至 �����年間中國大陸文學政治事件研究》（英文

學術論 著等…《海這邊，海那邊》（評論 隨筆

集）、《龍年之變》（報告文學隨筆集）、《依

舊 聽風聽雨眠》（編著，澳華 新文苑叢書第一

卷）、《最 後一課》、《生命從高峰跌落》 

《丹 心一片付詩聲》（主編，文集）、《懷抱同

一個夢想》（編著，文集）、《悉尼中國古典文

學論壇文集》 ,《何與懷時政雜評》三集和 《何

與懷隨筆集》。他撰寫 和主編的各類書籍超過四

百 萬字。 何博士本身是一個學者 和文學家。他

的行文風格， 他的筆端文采，早已為大家 所贊

譽。 

               中华成语俗谚话冠疫 

  Onjuist gebruik van Chinese spreekwoorden  
���:HQ+XL�=KX�������瑞士� 朱文辉  Switzerland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是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最为

不幸的天灾。先且不论它的成因为何，在物理条

件之下, 它拉远甚至阻隔了人类之间的距离，但同

时却也缩短乃至凝聚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藩篱。

疫情，反映了当下欧洲浮世绘的众生百态，  

我试以纪实散杂文体从中华传统的成语和俗谚角

度下笔，描述一下新冠疫情在欧洲肆虐的情景。 

 疫情刚在欧洲爆发之初，海外华人立时从武汉的

境况产生警惕意识，绝大多数都及时戴上了防疫

口罩。但是欧洲人一向没有这一习惯，眼见华人

佩戴，甚觉碍眼，先是投出不以为然乃至不屑的

眼神，继而有一些冲动分子在公共场所口出不逊

甚至动手打人。他们哪里会想，华人及亚洲人之

所以戴口罩，一般多出于在国内讲卫生和防止吸

入街上机动车辆排放大量废气的考量。及至疫情

开始在欧洲各国遍地开花，他们才惊觉事态严重

而手忙脚乱了起来。他们掉以轻心，不肯信邪，

咱们把这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  

 到了2020年4、5月间，新冠病毒有如洪水猛兽般

祸及全欧，到处暴缺口罩、防护衣物和救命呼吸

机等医疗器材，各国朝野的肆应措施大感捉襟见

肘，穷于应付，可真应验了《不听老人言，吃亏

在眼前》的老话啊！  

 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必须像中国那样采取严格的

封城措施和居家禁足令，藉以遏阻病疫的扩大流

传，这不正是《临渴掘井》的写照吗！  

 可是一年多以来，各国不管是关闭边境也好，或

是施行局部的城市禁足和闭市令，然而打出娘胎

起，民主自由就是他们血液里重要元素的西方人

哪堪忍受此等限制？尤其他们热爱奔放，拥享自

然，加上心层底处深受《快乐原则》主宰的天

性，便促成一些不同思维的人和群体出来大唱反

调，要求政府立时解禁或尽速放宽相关限制，导

致政府、国会以及民间意见分歧，一人一把号各

吹各的调，吵吵嚷嚷，使决策当局左右为难，陷

入《举棋不定》的困扰。正如当年中国经济改革

开放初期所面对的棘手问题那样——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

放又乱，这不是《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的

窘境什么才是!  

 各国政府拥有决策权的领导人物，往往也夹在兼

顾舆情和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面子工程》矛盾

中，深怕影响个人和自己所属政党的利益，在动

用政府财政预算方面瞻前顾后，坐失处理危机的

最佳时效，没有中国人所说《长痛不如短痛》的

果断以及《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的智慧。我

不禁要问：为何他们宁可花费天文数字的钞票去

购买军火武器，却对花钱抗阻毒疫而皱眉心疼！  

 及至各方终于认清事实现况，好不容易统合分

歧，愿意配合牺牲让步，防疫工程稍有进展，民

众及各行各业却又开始不安于室，鼓噪嚷吵要求

解禁了。朝野经过一番拉锯争论，最后多数国家

不得不勉强同意逐步酌作开放，却因如此，而又

让病毒找到突破缺口，导致一波再一波的浪涛又

起。中国老古人常说啊：《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说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也不为过！

2021年 5月3日瑞士报载，德国人对于瑞士重新开

放餐饮业露天营业感到无比羡妒。我衷心希望瑞

士的大胆提前开放不会导致《乐极生悲》的苦

果。  

 中国古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拿来形容那些

盲目主张个人基本人权的群体不顾大局集结进行

抗议示威活动，反对政府抗疫封禁的非常措施，

置公共安全於不顾，强求政府开封解禁，是多么

的适恰，这帮人贪图一时之快的言行无异是《饮

鸩止渴》。 

  

 揆诸当下疫情起起伏伏，一波接一波迭荡不止，

尤其各种变异新冠病毒相继出现，阻遏更是难上

加难，光靠保持物理距离和戴口罩、勤洗手亦非

万全之保证，唯有扩大施打疫苗，才是根本解决 

 

何宇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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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与文学的交流/ &XOWXUHOH�HQ�OLWHUDLUH�XLWZLVVHOLQJ 
(接上页） 揆诸当下疫情起起伏伏，一波接一波

迭荡不止，尤其各种变异新冠病毒相继出现，阻

遏更是难上加难，光靠保持物理距离和戴口罩、

勤洗手亦非万全之保证，唯有扩大施打疫苗，之

道，从策略上来说，这是《釜底抽薪，扬汤止

沸》。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面对严峻的疫情，不

论是朝是野，是个人或是群体，抱着临渊履冰的

谨慎态度，牢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才是正

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不管当前这个世局有多么纷扰骚乱，新冠疫情诚

然已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齐心协力、集思广

益去解决的最迫切课题。我人必须发挥《人溺己

溺，人饥己饥》的民胞物与精神，暂时放下所有

恩怨与纠结，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朝着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Ŷ  
  

作者简介  

 朱文辉，祖籍广东台山，����年出生于台湾，

����年旅居瑞士迄今已��年。曾任三届《欧洲华

文作家协会》会长，现为：���该会理事；���《世

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长之一；���瑞士

苏黎世3URQJ�3UHVV出版社基本作家。  

  

曾以笔名 余心乐 ，创作犯罪推理文学�多部经典

作品在台获大奖�；化名《迷途醉客》写微型小

说；使用《字海语夫》之名剖析中、德两种语境

之风貌。����、����及����年相继在苏黎世發表

了�部德语着作：���中德语境比较专书 Ä字海捕语

趣³ �已三版�；���长篇推理小说 Ä不同视景的谋

杀³；���中西文化交流专书 Ä今古新旧孝道文学专

集³ �编译了��篇以此为主题的华文微小说�。����

年秋将推出第二部德文长篇推理小说《推理之

旅》�'LH .ULPLUHL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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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莲子 诗 译 选 

�，照照镜子（只有心可以触动人）散文诗 

 照一下镜子中的你，你是否活在你脸面的背后， 

打开你的真脸，让镜子照出你的心, 

假如镜子中的你没有微笑，那是你的心有问题: 

一张冰冷的脸，印这一颗冰冷的心，有病！ 

一张酸涩的脸，显示你酸涩的生 活，，， 

  

治一下你的心吧，让微笑抚爱你的心灵, 

在你办公室的窗口，在你开车的路上; 

生活工作，时时处处，是否都有你的微 笑,,, 

  

你的心展示你的智慧，用你的心去观察周围的一

切 

一切由 心 而生：心的变化无不流露在你的一言

一行之中 

无论是生活，工作，那怕政治，或爱好,,, 

有一颗爱心 是最最重要的！ 

  

有时 一个“字” 能触动你的心，改变你的初衷， 

当你疲倦了不知所措的时候，也许只因某一个

“字”或”事“的发生 

那怕是一片面包，一条新闻，或是一颗 陨 星 堕 

落，，， 

  

有时 人是多么渺小 无奈 和 脆弱，因为一句不

恭的话，或不解的词 

而伤心落泪，忧郁生病，，，打开你的心扉吧 

让你走进他人的悲伤，甚至 不可自拔的深渊， 

给他一只手，携着他一起走出 那迷惘的低 谷， 

朝向那没有门槛的，空旷无限的心 灵 世 界！ 

，，，，，，，，，， 

     

 选译  自 菲尔博斯曼的《 为了你》散文诗 
3KLO�%RVPDQV�LQ�´=RPDDU�YRRU�-28µ 
 

 Ϯ�和谁你是你真正的自己 

  

 和谁  你是你真正的自己 

 生活不能没有 爱 

 谁是 

 你心中不能缺少的人 

 没有她（他）你会 

 失落与孤独 

 你曾遇见过许许 多多 

 而谁 

 曾真正走进过你的心扉 

 和谁在一起 

 你才是 

 你 真正的自己 

 可以天真 浪漫 和无畏 

 而当今的人 

 也渴望着 爱 

 但 没想把心给予 

 却拖着心的 长线 

 钓取他人的施舍 

 掉进了 深渊 

 筑成了一个自困的监狱 

 更难堪那帮无辜的 孩子们 ！！ 

                                                         
选自   Phil Bosman - <Menslief ik hou van je> 

  

ϯ�相互依赖   

(在人类之间) 

 

我们相互依赖 

为了衣，食，起

居，，， 

等等，等

等，，，，，， 

 

都需要，并 

可以花钱去够买 

但，我们还有更多的 

依赖 

那是一种知足的莫名幸福 

 

那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 

那只能用心 用爱 去 

铸造，，， 

 

那是免费的， 

但，那是无 价的！ 

 

选自WŚŝů��ŽƐŵĂŶƐ�͗�фsĞƌŐĞĞƚ�ĚĞ�ŵŽŽŝĞ�ĚĂŐĞŶ�ŶŝĞƚх���
（下期再续）�池莲子译  于 荷兰� 
 

菲尔博斯曼 -3KLO�%RVPDQV� 
 

 他不仅是为位诗人，他首先是位牧师，他的足迹

遍及几十个国家，尤其是非洲， 南美洲等贫穷的

国家；他是“无名”<%RQG�]RQG�QDDP!基金

会的创办人，主要济世于：流浪者，孤儿，难

民，囚犯等等。他的 诗作《人啊，我爱你》-
<0HQVOLHI��LN�KRX�YDQ�MH!��销售量达九百万。

流遍世界！ 

 

  他居住在教堂边的“教堂寓室”里， 十分简

补. 而他的人生犹如他的诗歌一样，包罗万象，

深邃而广袤，通达宇宙，展示哲理 ！ 

 
��������3KLO�%RVPDQV 
� 
���+LM�LV�QLHW�DOOHHQ�GLFKWHU��PDDU�LQ�GH�����

HHUVWH�SODDWV�SDVWRU��+LM�KHHIW�QDDU�
WLHQWDOOHQ�ODQGHQ�JHUHLVG��YRRUDO�DUPH�
ODQGHQ�LQ�$IULND�HQ�=XLG-$PHULND��KLM�
LV�GH�RSULFKWHU�YDQ�GH��1R�1DPH��
)RXQGDWLRQ��YRRUQDPHOLMN�KXOS�JHYHQG�
DDQ��GDNOR]HQ��ZH]HQ��YOXFKWHOLQJHQ��
JHYDQJHQHQ��HWF�ZDDU�RRN�LQ�GH�ZHUHOG��
=LMQ�JHGLFKW��0HQVOLHI��LN�KRX�YDQ�MH!��
KHHIW�HHQ�YHUNRRSYROXPH�YDQ���PLO�
MRHQ� 
+LM�ZRRQGH�LQ�GH��NHUNNDPHU��QDDVW�GH�
NHUN��ZDW�KHHO�HHQYRXGLJ�LV�HQ�]LMQ�
OHYHQ�LV�DOV�]LMQ�SRs]LH��DORPYDWWHQG��
GLHSJDDQG�HQ�XLWJHVWUHNW��KHW�XQLYHU�
VXP�EHJULMSHQG�HQ�ILORVRILVFK� 

【朱文輝照片】 
 

 
 
 

&KL�/LDQ]L�YHUWDDOGH�JH�
GLFKWHQ�YDQ�3KLO�%RVPD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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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明：怀念逗趣的管管 
（作 者：方明 | 来源：中诗网 | 2021-0502 ） 

  导读：管管原名管运龙，1929年生，祖籍

山东。曾获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现代诗奖，出

版有诗集《荒芜之脸》、《管管诗选》、《管管

世纪诗选》等。 
一个半月前，与管管在时空艺廊聚聊，他仍中气

宏响，他认为可活百岁，故若祝他长命百岁，他

只点头，我祝他长寿ϭϮϬ岁，他才展颜。 
  距今一个半月后，管管走了…… 

 

（照片：

方明 与 

管管）   
 

 

《诗屋》

成立近ϮϬ
年，当初

《诗屋》

内还特别

设计一道

玻璃沟

道，装满弹珠给他小孩来玩，管管也写了一篇

《诗屋铭》，也替我的诗集写了序……  生命果真

无常如闪电     

 

 方明，台湾旅法诗人。 广东番禺人, 毕业于台

湾大学经济系 ,巴黎大学经贸研究所 , 文学 

（照片—-管管 与 方明) 

硕士 ,荣誉文学博士。曾获两届台湾大学散文奖,

新诗奖、全国大专组散文奖；中国新诗百年百位

最有影响力诗人 ( ����年 )、中国文艺协会ϮϬϬϱ
年度五四文艺奖章诗人新诗奖、香港大学中文系

ϮϬϬϱ年盼发宏扬中华文化 <东学西渐> 奖、台湾

大学外文系 <互动文化>奖、香港大学首展台湾个

人诗作 (为期一个月)；「两岸诗」诗刊及出版社

创办人； 「台湾大学现代诗社」创办人之一 , 

并曾任社长； 「乾坤诗社」、「风笛诗社」顾

问, 「蓝星诗社」同仁；「世界华文交流协会」

诗学顾问；澳门「艺文杂志」, 香港「橄榄叶」

诗刊顾问、法国文创公司执行长，从事文创工作

近ϯϬ年。ϮϬϬϯ年成立<方明诗屋> , 提供学者诗人

吟唱遣兴。著有诗集「病瘦的月」(ϭϵϳϲͿ�、<生命

是悲欢相连的铁轨> (����初版) (ϮϬϭϯ�再版)、

诗集<岁月无信> 韩译本(金尚浩教授翻译 

������；散文诗集「潇洒江湖」(ϭϵϳϵͿ、论文集 <

越南华文现代诗的发展 , 兼谈越华战争诗

(�����。（管管的字 画）方明供稿 

 

老资沙克 的诗   悼念管管 
写给�年前 台湾诗人管

管 (����一������� 
 

在太平洋的一个蒸笼上 

坐着一只瘦肉包子 

包子皮是一张舞台风的

长脸 

不封闭，裂着嘴角 

 

脸上嵌着一只显微镜 

向内透视脏腑 

脸上还嵌着一只望远镜 

向外瞭望海洋 

                       

包子馅咸淡可口 

有老山东新台北的合成味儿 

在两岸通吃……这不重要关键

是 

不论世事怎样五迷三道 

管爷都不在乎只管独演自我 

入戏太深时嬉笑怒骂“管他娘

的” 

泪眼婆娑吃掉自己的皮和馅 

 

这不重要关键在 

太平洋的那个蒸笼里 

排列着许多老味儿的荤素包子 

管爷坐在蒸笼盖上捋小辫子 

做旧的牛仔裤臀部又被蒸出几个洞 

 

他自写自画，自说自话 

管他娘的世事怎样五迷三道 

                        （����初冬于台湾) 

 梦 缘 （新聊斋故事�） 
��小小说� 殷贤华�<L+XD�<LQJ�   中国  China 
 网络作家阿宅天天宅在家里码字，都是上午九点

动笔，写到晚上九点搁笔，然后上床睡觉，养足

精神第二天继续战斗，生活过得挺有规律。 

  最近，阿宅常常深夜惊醒，灵感迸发，想起床挑

灯夜战。可奇怪的是，当他打开电脑，电脑里总

是一片空白，一个字也没有，他根本无法写作。

他估计是电脑出了毛病，便约了电脑公司技术员

上门服务。但第二天天亮，等到技术员上门，那

些字又完完全全回到电脑里。 

    你的电脑没有任何问题，也并没有中病毒，至

于你讲的问题，兴许是见鬼了吧！如此折腾了几

回，技术员不耐烦地说。 

    见鬼？阿宅一愣，他倔劲上来了，他想弄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天晚上刚到九点，阿宅就准时关了电脑，连

澡都没有洗就早早上床，关灯睡觉。其实他并没

有真睡着，他想看看他的电脑到底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阿宅最终抗不

住睡意，不知不觉睡着了。阿宅做了一个奇怪的

梦，他梦见家里的电脑自动开机了，电脑里的那

些字自动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小小的字人，像个

袖珍型的小男孩，从电脑中走出来，沿着写字台

桌面往下滑，再通过木地板向门口走去。接着，

小字人透过门缝钻了出去！ 

    这小字人要到哪里去？阿宅轻手轻脚起床，胡

乱抓了件外套穿上，偷偷地跟了出去。 

    小字人穿过过道，转过楼梯间，步下楼梯，再

转过下一层楼梯间，向过道走去，最后在一个虚

掩的房门前停住了。阿宅向下望去，竟看见另外

一个小小的字人，像个袖珍型的小女孩，站在小

男孩字人面前，阿宅惊讶地张大嘴，眼镜差点掉

地上！ 

    小妹妹，你家主人身体好些了吗？小男孩字人

竟然开口说话了！ 

    小哥哥，今天晚上我可没心情陪你慢慢聊天

了，我都快急死了！小女孩字人带着哭腔。 

    小男孩字人上前一步握住小女孩字人的手，安

慰说，小妹妹，别着急，有什么事你说，看我能

不能帮上什么忙？ 

    小哥哥，我家主人突发心脏病，晕倒在床，生

命垂危！我知道急救药就在写字台上，可我们只

是字人，没有办法帮她拿呀。我家主人天天宅在

家里开网店，跟你家主人一样，都是孤身一人，

没人照顾，这可怎么办呀？ 

    两个纸人在那里唉声叹气，阿宅再也顾不得许

多，大踏步上前推开房门，果然看见床上躺着一

位漂亮的女孩，脸色惨白，瞳孔已经放大，她的

手指向写字台！事不宜迟，阿宅迅速将写字台上

的药丸喂到女孩嘴里…… 

    第二天早晨，阿宅醒来，感到脑袋很疼，但回

想起昨夜的梦境却历历在目。他正准备起床，忽

然传来清脆的敲门声。 

    阿宅打开门，惊得差点叫出声来，面前站着的

竟是昨夜梦中的女孩！女孩大大方方说，昨天晚

上是你救我的吧，谢谢你大恩人，我是专门上楼

来表示谢意的！ 

    阿宅狐疑而结巴地问，你，你，你怎么确定是

我救了你？ 

    女孩扑哧一笑，昨晚你的名片掉在我家了，这

上面不是有你家住址嘛，你是我楼上邻居，咱们

真是有缘！ 

    ……阿宅和女孩成了一家人，一个网络写作，一

个开网店，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年后，他们生

了个大胖小子，给这个家庭带来无穷的乐趣。大

胖小子晚上不爱睡觉，常常跟两个小纸人玩得不

亦说乎…… 
作者简介]. 殷贤华，1970年出生，重庆市作家协会会

员。已在《北京文学》《四川文学》《短篇小说》《小

说月刊》《故事会》以及新加坡作协《新华文学》等 

悼念  台湾诗人 管管 Rouwen om de Taiwanese dichter Guan Guan 

沙克，�6KD�.H�

中国当代著名诗

人，一级作家，

文艺评论家。出

版文学著作十多

部，其中有诗集

《单个的水》

《忆博斯普鲁斯

海峡》《向里面

飞》等多部。曾

获十多项全国文

学奖及文艺评论

奖。 

沙克  中国 （&KL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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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文学奖7KH���WK�,QW�&KLQHVH�/LWHUDWXUH�;LQJ<XQ���欧华中国诗歌春晚-文学社 /�第七届国际微小说研讨会 

  為提倡現代文學閱讀與寫作風氣、發掘

優秀作家及作品、獎勵在文學方面有卓越

貢獻者，並期使文學之美善能有效發揮其

淨化社會人心之功能，特設全球華文文學

星雲獎，（由文學關懷社會，發揚人間真

善美。） 【2021第十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

雲獎】 � 6月1日至7月23日．全球徵文 � 詳

情辦法：https://reurl.cc/YW5jjL 

� 粉專按讚：https://reurl.cc/zbmG8a  

獎項 

貢獻獎、長篇歷史小說獎、短篇歷史小說

獎、 

報導文學獎、人間佛教散文獎、人間禪詩

獎、 

長篇歷史小說寫作計畫補助專案 

本信檢附海報DM、活動辦法，敬請參閱！   

祝您 

花開四季 耕耘心田 

文學星雲獎工作小組合十 

                                                      2021/5/20 

 

敬頌 

花開四季  耕耘心田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工作小組 

電話：(02)2762-9118 

傳真：(02)2762-9198 

地址：11087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27號10樓

(佛光山台北道場) 

E-mail: purelandshw2011@gmail.com 

Website：https://www.vmhytrust.org.tw/ 

Address: 10F. No.327, Songlong Road, Taipei 

City 11087, Taiwan 
 
7KH�*OREDO�&KLQHVH�/LWHUDWXUH 
 
�������;LQJ<XQ�$ZDUG� 
,Q�RUGHU�WR�SURPRWH�PRGHUQ�OLWHUDU\�
UHDGLQJ�DQG�ZULWLQJ��WR�GLVFRYHU�RXW�
VWDQGLQJ�ZULWHUV�DQG�ZRUNV��WR�UHZDUG�
WKRVH�ZKR�KDYH�PDGH�RXWVWDQGLQJ�FRQ�
WULEXWLRQV�LQ�OLWHUDWXUH��DQG�WR�PDNH�WKH�
EHDXW\�RI�OLWHUDWXUH�HIIHFWLYHO\�SOD\�LWV�
IXQFWLRQ�RI�SXULI\LQJ�WKH�KHDUWV�DQG�
PLQGV�RI�VRFLHW\��WKH�*OREDO�&KLQHVH�
/LWHUDWXUH�;LQJ<XQ�$ZDUG�LV�HVWDE�
OLVKHG�IURP�OLWHUDWXUH�WR�FDUH�IRU�VRFL�
HW\�DQG�SURPRWH�WKH�WUXH�EHDXW\�RI�
SHRSOH��7KH���WK�*OREDO�&KLQHVH�/LW�
HUDWXUH�;LQJ<XQ�$ZDUG��-XQH���WR�
-XO\������ 

望你不要错过 机遇 ！ 

尊敬的池莲子女士: 

    您好！ 

欣悉“欧华中国诗歌春晚文学社”正式注

册成立，我谨代表中国诗歌春晚组委会，代

表全球近百个会场表示热烈的祝贺！ 

端午临近，粽子飘香。端午是诗人的节日，

是诗意的节日！恭祝大家端午安康！ 

最后，祝文学社誉满欧华，中国诗歌春晚欧

洲会场越办越好！ 

           中国诗歌春晚总策划、 

        总导演、屈原后裔   屈金星 

           ���� 年 � 月 �� 日 

                于北京 

  

 

 

 

 

 

 

第七届武陵国际微小说节在常德市武陵区

开幕 'H� �H�:XOLQJ� ,QWHUQDWLRQDO�0LFUR� 1RYHO�
)HVWLYDO� JHRSHQG� LQ� :XOLQJ� 'LVWULFW�� &KDQJGH�
&LW\ 

 

 由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中国微型小

说学会、《作家文摘》报社、湖南省文联、武陵

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七届武陵国际微小说

节，2021年5月17日至18日在常德市武陵区隆重

举办。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文艺报》总编

辑梁鸿鹰、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李晓东、湖南

省作协主席王跃文、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张纯、

《作家文摘》总编辑孔平、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杨晓敏、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长夏一鸣、世界

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凌鼎年、《作家文

摘》总编助理季冉，及湖南省常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康重文，常德市政府副市长周代

惠，常德市武陵区区委书记康少中，武陵区委

副 书 记 王 先 波 等 参 加 了 开 幕 式。   

   武陵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余习琼主持开

幕式，区委书记康少中致欢迎辞。中国作协副

主席陈建功，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长夏一鸣，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凌鼎年，常德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康重文先后讲话。  

会上，宣读了世界多个国家华文作家协会

与文学社团的贺信、贺电，并播放了祝贺视

屏。  

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李晓东介绍了

2019、2020“善德武陵杯”全国微小说精品奖评

选情况，并宣读获奖名单。张纯、孔平、夏一

鸣、杨莉、张越、秦俑、季冉、刘海涛、高健等

为颁奖嘉宾。一等奖获得者张晓林发表了获奖感

言。  

接着，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秘书长高健介绍

2019、2020“田工杯”廉洁（勤廉）微小说全国

征文大奖赛评选情况，并宣布获奖名单。王跃

文、李晓东、周代惠、杨晓敏、周碧华等为颁奖

嘉宾。一等奖获得者欧阳华丽发表了获奖感

言。  

接着，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凌鼎

年介绍2019、2020“武陵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年度评奖情况，并宣读获奖名单。  

陈建功、康重文、梁鸿鹰、宁毅刚、王先

波、龚旭东、严有榕、张海卿等为获奖选手颁

奖。特等奖获得者申平发表了获奖感言。  

16日晚上，举办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座谈

会，美国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主席冰凌，美国著

名作家、电视连续剧《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

周励，西班牙小小说学会会长张琴，瑞士国际广

播电台记者、作家宋婷，加拿大《世界华人周

刊》社副社长张国娜，加拿大华人广播电视台副

台长张洪兴，与龙钢华教授、姚朝文教授、顾建

新教授等出席会议。刘海涛教授主持座谈会，凌

鼎年作了主题发言。  

17日晚上，举行了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

（扩大）会议。常德市武陵区文联主席戴希主

持，夏一鸣会长传达中国作协关于加强社团管理

的有关文件精神，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李晓东

做了重要讲话，对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的发展谈了

自 己 的 看 法，提 了 建 议。   

   下半场由夏一鸣主持。梁鸿鹰、李晓东，与

美国的冰凌、周励、西班牙的张琴，中国的张

越、刘海涛、龙钢华、顾建新、姚朝文、季冉、

秦俑、郭晓霞、袁龙、袁炳发、蔡中锋、戴涛、

方 东 明、满 震 等 分 别 发 言。   

   活动期间，与会作家对常德的文化建设，与

历史底蕴，发展前景都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

象。  

（从右到左，依此为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主席冰

凌，美国著

名华人作家

周励，《文

艺报》总编

梁鸿鹰，湖

南省作协主

席王跃文，

作家网总编

凌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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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 -写给妈妈的信  袁隆平） 

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妈妈，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

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 

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

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

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

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

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

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

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

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

我带小孩，把您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

的，是妈妈您哪！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

总记得，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

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 

安江是我的一切，我却忘了，对一辈子都生活在

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

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

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地

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

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

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

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啊，只是儿子永远亏欠

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

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

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我还是没能见上

妈妈您最后一面。 

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

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您一定有

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

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

一次田，少做一次实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

静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哪怕就一次。 

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

坛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

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

您啊！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

塞中，我怎么能够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

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

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

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源到重庆，没有您

的执著和鼓励，我怎么能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

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

没有您在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

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

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

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

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

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

光，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

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

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

在阳光中毕剥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味

道。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啊…… 

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Afscheid van de vader van hybride rijst Yuan 

Longping, academicus van de Chinese Ac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伟大的农民    

一一送别c院士 

 

五月 

稻穗在静静地低头

默哀 

它们的父亲走了 

 

昨天 

你还在水田里 

赶走蚂蟥赶走水蛇 

还在 

为水稻布置新房 

为水稻主持婚礼 

 

你仍旧卷起裤脚 

仍旧戴着斗笠 

仍旧赤足在秋天的陌上 

对着大地喊 

妈妈！稻子熟了 

 

你走的第一天晚上 

我小心翼翼地 

把米饭送进嘴里 

生怕有一粒掉下去 

砸碎了你的梦 

(2O21/5/23下午3时于泰京听雨草堂。) 

卢听雨简介 YunShan Lu – Thailand 

苦觉 名卢山云，字苦觉，号卢听雨。泰国，

祖籍广西南宁，大学文化。无田无地耕破

砚，亦文亦诗亦书亦印，也做梦也吃人间烟

火(Schrijver en schilder) 
 

今天  刘小萍 中国 温州 (WenZhou China) 

（晨练 舞蹈 教练  ） 

 

青海地震 

云南地震 

袁隆平逝世 

吴孟超逝世 

杨伯达逝世 

夏德昭逝世       

                            Xiaoping Liu (dansdocent) 

 

袁隆平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享年

91岁 

吴孟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享年99岁 

杨伯达是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专

业委员会名誉会长，享年94岁 

夏德昭是中国眼科医学界泰斗，享年104岁 

我们无法抵御灾难 

但会永远记得灯塔 

历史会记住2021年5月22日 

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 

巨星夺目 

山高水长 

愿先生们走好 

愿青海云南平安  

 

母亲节感怀 

 

文/彭友彬 

 

第一次睁开双眸 

看到的是母亲疲倦的笑容 

第一次牙牙学语 

叫的是妈妈，妈妈 

母亲用乳汁养育了我 

又用慈爱守护我成长 

 

母亲好比一棵大树 

呵护我走向成熟 

好比撒哈拉的绿洲 

热浪中留给我清凉 

好比维多利亚的港湾 

落寞时给予我希望 

 

青山不愿送走夕阳 

鸟儿却选择了翱翔 

忘不了母亲的呼唤 

皎洁的月光下 

传来了摇篮曲 

飘来了桂枝香 

 

今天我要为母亲 

谱写一首诗章 

只要诗里有母亲 

心里就没有忧伤 

只要诗里有母亲 

我就会变得坚强  

 
彭友彬，84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

大学自动控制与计算机系，90

年获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ULB）应用科学博士学位，

现为比利时邮政总局

（BPOST）高级工程师。彭博

士酷爱诗词，现任南溪诗社社

长，欧洲诗友沙龙总编。 

�%HOJLXP� 

<RX%LQ3HQJ��JUDGXDWHG�
IURP�WKH�'HSDUWPHQW�RI�
$XWRPDWLF�&RQWURO�DQG�&RP�
SXWHU�DW�+XD]KRQJ�8QLYHUVLW\�
LQ����������������'U��3HQJ�ORYHV�
SRHWU\�DQG�LV�FXUUHQWO\�WKH�
SUHVLGHQW�RI�1DQ[L�3RHWU\�
&OXE�DQG�WKH�HGLWRU-LQ-FKLHI�
RI�(XURSHDQ�3RHWU\��/LWHUDWXXU�
6RFLHW\�� 

送别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 $IVFKHLG�YDQ�<XDQ�/RQJ�3LQ� 

《生活是一首歌》 

WenNi Wang  (Czech) 

捷克      汪温妮 

 

生活是一首歌 

有高声部 

也有底声部 

 

高声部是万马奔腾 

随性高歌 

驰骋疆场 

 

低声部却如小溪 

不得不低吟浅唱 

纵有哀怨困苦 

也要坚守温情优雅 

 

于布拉格 2021-1-31  

 

汪温妮，中国名：汪

永，1986 年毕业于西

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世

界海外女作家协会会

员，现任捷克华人作家

协会会长。著有中篇历

史言情小说《辛亥第一

枪》等； 1998 年和珠

江电影制片厂编剧合著

《布拉格有张床》电影

文学剧本，有诗作被收

入中国女诗人合集《花

弄影. 

tĞŶŝ�tĂŶŐ��ŐƌĂĚƵĂͲ
ƚĞĚ�ĨƌŽŵ�ƚŚĞ��ŚŝŶĞƐĞ�
�ĞƉĂƌƚŵĞŶƚ�ŽĨ�
^ŽƵƚŚǁĞƐƚ�EŽƌŵĂů�
hŶŝǀĞƌƐŝƚǇ�ŝŶ�ϭϵϴϲ͕�Ă�
ŵĞŵďĞƌ�ŽĨ�ƚŚĞ�tŽƌůĚ�
KǀĞƌƐĞĂƐ�tŽŵĞŶ�
tƌŝƚĞƌƐ��ƐƐŽĐŝĂƟŽŶ͕�ĂŶĚ�
ƚŚĞ�ĐƵƌƌĞŶƚ�ƉƌĞƐŝĚĞŶƚ�ŽĨ�
ƚŚĞ��ǌĞĐŚ��ŚŝŶĞƐĞ�
tƌŝƚĞƌƐ��ƐƐŽĐŝĂƟŽŶ��� 
 
 
;&ŽdŽ��tĞŝEŝ�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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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ŝĂ�tŝĞŶƚũĞŶƐ�-莉亚-冯吉丝 对中国诗歌春晚之感受/“,ŽŵĞ�Žƌ�,ŽƵƐĞ”tĞŝyŝĂŶŐ�tĂŶŐ� 

&KLQHHV�OHQWHIHVWLYDO�3UDDJ������
（���-����MDQXDUL������） 5LD�:LHQWMHQV 
   （5LD�LV�&DL+RQJ�$FFRXQWLQJ�� 
 莉亚-冯吉丝 她是 “彩虹”文化中心的会计。 

����年中国诗歌春晚，她作为池莲子子的日常助

手，勤勤业业，一丝不苟。参与这般多元文化的

活动，感受很深。她觉得那几天自己似乎融进了

同一个大家庭 

 

&KLQHHV�/HQWHIHVWLYDO�3UDDJ�-�7VMHFKLs�春晚�
&KXQZDQ�� 
9RRUZRRUG� 
$O�HHQ�DDQWDO�MDUHQ�LV�HU�LQ�(XURSD�HHQ�&KL�
QHHV�OHQWHIHVWLYDO��&KXQ:DQ�6SULQJIHVWLYDO��
YRRU�VFKULMYHUV�HQ�SRsWHQ�� 
,Q������LV�KHW�LQ�3UDDJ� 
/LDQ=L�&KL�9HUKRHYHQ�LV�RUJDQLVDWRU�YDQ�GH]H�
&KXQ:DQ�HQ�LN�JD�PHW�KDDU�PHH�RP�WH�DVVLV�
WHUHQ�HQ�DOV�SHQQLQJPHHVWHU�YDQ�GH�VWLFKWLQJ�
&DL�+RQJ� 
6WLFKWLQJ�&DL�+RQJ��6WLFKWLQJ�5HJHQERRJ��LV�
HHQ�VWLFKWLQJ�PHW�DOV�GRHO�KHW�XLWZLVVHOHQ�YDQ�
FRQWDFWHQ�WXVVHQ�GH�&KLQHVH�HQ�:HVWHUVH�
JHPHHQVFKDS�� 
&KL�LV�YRRU]LWWHU�YDQ�GH]H�VWLFKWLQJ� 
 
���MDQXDUL�YDQXLW�'�VVHOGRUI�YOLHJHQ�&KL�HQ�LN�
QDDU�3UDDJ� 
,Q�KRWHO�2OVĉQND�RQWPRHWHQ�ZH�HQNHOH�PHQ�
VHQ�YDQ�GH�3UDDJVH�&KXQ:DQ�RUJDQLVDWLH�� 
(HQ�ULMNH�HUYDULQJ�KHE�LN�DO�RSJHGDDQ�HQ�KHW�
LV�PLM�GXLGHOLMN�GDW�KHW�DOOHPDDO�YULHQGHOLMNH�
HQ�DDUGLJH�PHQVHQ�]LMQ� 
 
���MDQXDUL�YURHJ�XLW�GH�YHUHQ�RP�WH�RQWELMWHQ��

,QPLGGHOV�NRPHQ�XLW�DOOH�KRHNHQ�YDQ�GH�ZH�
UHOG�GHHOQHPHQGH�JDVWHQ�ELQQHQVWURPHQ�� 
%LM�GH�FRQIHUHQWLH]DDO�OLJJHQ�DOOH�JHGLFKWHQ�
EXQGHOV�HQ�QDDPEDGJHV�NODDU��6DPHQ�PHW�HHQ�
OLHYH�&KLQHVH�GDPH�GLH�PLM�KHOSW�¶WXUYHQ·�ZH�
GH�ELQQHQNRPHQGH�JDVWHQ�HQ�RQWYDQJHQ�ZH�
YDQ�GLYHUVH�JDVWHQ�QRJ�KHW�LQVFKULMIJHOG�HQ�
KRWHONRVWHQ��'H�GLFKWHUV�HQ�VFKULMYHUV�NRPHQ�
XLW�&KLQD��1LHXZ-=HHODQG��6SDQMH��1RRUZH�
JHQ��=ZLWVHUODQG��7VMHFKLs��'XLWVODQG��(QJH�
ODQG��1HGHUODQG�HQ]��HQ�]H�]LMQ�DOOHPDDO�YDQ�
&KLQHVH�DINRPVW��1D�GH�OXQFK�]RHNW�LHGHUHHQ�
HHQ�SOHNMH�LQ�GH�PRRLH�HQ�JURWH�FRQIHUHQWLH�
]DDO�HQ�RSHQW�&KL�KHW�´&KLQHVH�6SULQJ�)HVWL�
YDO�RI�3RHWU\�DQG�/LWHUDWXUH�����µ�� 
3RsWHQ�OH]HQ�KXQ�JHGLFKWHQ�YRRU��]R�PRRL�HQ�
]R�¶EHHOGHQG·��,N�NDQ�KHW�QLHW�YHUVWDDQ�PDDU�
GRRU�GH�NODQN�HQ�HPRWLH�LQ�KXQ�JH]LFKWHQ�LV�
KHW�GXLGHOLMN�RI�KHW�RP�YHUGULHW��EOLMKHLG�RI�
OLHIGH�JDDW��9LD�HHQ�EHDPHU�JHQLHWHQ�ZH�RQ�
GHUWXVVHQ�YDQ�HHQ�SUDFKWLJH�SUHVHQWDWLH�GLH�
GRRU�+HQQLH��VHFUHWDULV�&DL�+RQJ��LQ�HONDDU�LV�
JH]HW� 
 
���MDQXDUL�KHW�LV�������XXU�DOV�ZH�DDQ�KHW�

RQWELMW�]LWWHQ��'H�EHJURHWLQJHQ�]LMQ�ZDUP�HQ�
OLHI�HQ�LN�¶KRRU�HUELM·�DOVRI�LN�HHQ�IDPLOLHOLG�
EHQ��9DQGDDJ�NRPHQ�GH�VFKULMYHUV�DDQ�GH�
EHXUW��,Q�HHQ�NOHLQHUH�]DDO�WUHIIHQ�&KL�HQ�LN�
GH�QRGLJH�YRRUEHUHLGLQJHQ�HQ�NLHV�LN�HHQ�
SOHNMH�LQ�GH�]DDO�ZDDU�LN�PDNNHOLMN�HQ�]RQGHU�
WH�VWRUHQ�ZDW�IRWR·V�NDQ�PDNHQ� 
7RW�������XXU�YHUWHOOHQ�GH�VFKULMYHUV�KXQ�
YHUKDDO��NULMJHQ�GLYHUVH�YHUWHOOHUV�HHQ�RRU�
NRQGH�HQ�GUDDJW�&KL�KHW�¶VWRNMH·�RYHU�YRRU�GH�
RUJDQLVDWLH�LQ������LQ�%HUOLMQ�DDQ�HHQ�LQ�
'XLWVODQG�ZRQHQGH�VFKULMIVWHU� 
1D�KHW�GLQHU�JHQLHWHQ�ZH�YDQ�HHQ�PRRLH�
VWDGVZDQGHOLQJ�� 
:H�EHJLQQHQ�ELM�KHW�JURRWVWH�SOHLQ�YDQ�3UDDJ��
KHW�:HQFHVODVSOHLQ��9DQDI�KHW�ERUGHV�YDQ�
KHW�1DWLRQDDO�0XVHXP�NXQQHQ�ZH�KHW�SOHLQ�
RYHU]LHQ��+HW�SOHLQ�NHQW�HHQ�URHULJH�JH�
VFKLHGHQLV��=R�YRQG�LQ������KLHU�GH�YUXFKWH�
OR]H�RSVWDQG�GH�¶3UDDJVH�/HQWH·�SODDWV��ZHUG�
HU�]HYHQWLJ�MDDU�ODWHU�GH�DINRQGLJLQJ�YDQ�GH�
5HSXEOLHN�7VMHFKRVORZDNLMH�.:H�SDVVHUHQ�
GH�NOHXUULMNH�-RKQ�/HQQRQPXXU�� 
'H]H�PXXU�LV�LQ�GH�WDFKWLJHU�MDUHQ�EHVFKLO�
GHUG�PHW�JUDIILWL��JHwQVSLUHHUG�RS�GH�VRQJ�
WHNVWHQ�YDQ�-RKQ�/HQQRQ�HQ�YDQ�7KH�%HDWOHV��
'H�PXXU�LV�YHHOYXOGLJ�RYHUJHVFKLOGHUG�HQ�
YRRU]LHQ�YDQ�ZLVVHOHQGH�SURWHVWXLWLQJHQ�WH�
JHQ�ORNDOH�RI�ZHUHOGZLMGH�SUREOHPHQ�HQ�RS�
URHSHQ�WRW�ZHUHOGZLMGH�LGHDOHQ�]RDOV�OLHIGH�
HQ�YUHGH� 
0HW�HHQ�KHOH�HUYDULQJ�ULMNHU�QD�HHQ�NOHXUULM�
NH�GDJHQ�YDQ�YHHO�LQGUXNNHQ�]DO�LN�HU�PHW�
KHHO�YHHO�SOH]LHU�DDQ�WHUXJGHQNHQ��'DQN�QRJ�
PDDOV�&KL�HQ�HHQ�GLNNH�NQXIIHO����� 

 

   �家 - 房子        作者  王维祥   
     +RPH – +RXVH  
 
�我们习惯用无家可归者形容没有房子的人，&ĞƌŶ�却
说：/Ζŵ�ŶŽƚ�ŚŽŵĞůĞƐƐ͕�/Ζŵ�ũƵƐƚ�KRXVHOHVV��是啊，我们

很少去考虑ŚŽŵĞ和ŚŽƵƐĞ的区别。有些人一家蜗居

在狭小的房子里，其乐融融。有些人在家找不着手

机，因为房间太多了，而内心时常是空空荡荡的。  

 +RPH��LV�LW�MXVW�D�ZRUG"�RU�LV�LW�VRPHWKLQJ�WKDW�\RX�
FDUU\LQJ�ZLWKLQ�\RX"ௗ  
这是对灵魂的拷问，让不少人一时语塞，无从作

答。家，究竟只是一个单词，还是依偎在你的内心

怡然而居？  

 :KDW
V�UHPHPEHUHG�OLYHV�ௗ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论人事，有些如云烟流

水，一去不复；有些如精雕细刻，历历在目，甚至

连老年失智患者也是选择性记忆和失忆。  

 <RX�GRQ
W�KDYH�D�VSDUH"�<RX�DUH�RXW�LQ�WKH�ERRQGRFNV�
DQG�\RX�GRQ
W�KDYH�D�VSDUH"ௗ  
换作我似乎也无法回答^ǁĂŶŬŝĞ的诘问，人生就是这

样，你以为一切就绪，准备粉墨登场之际，突然间

胃肠不适，匆匆忙忙跑进厕所，痛泻和痛快之后方

才想起不是所有的卫生间都提供卷筒纸的。  

 7KH�ZRUNKRUVH�WKDW�LV�ZLOOLQJ�WR�ZRUN�LWVHOI�WR�GHDWK��
DQG�WKHQ�EH�SXW�RXW�WR�SDVWXUH��$QG�WKDW
V�ZKDW�KDSSHQV�
WR�VR�PDQ\�RI�XV�  

是不是一定长得像圣诞老人的�Žď�才能说出这样直

白的话语？有意和无意之间，现代人大多变成了一

匹匹日复一日辛勤劳作的驮马，躲在电脑闭幕后伸

长脖子，在挪动鼠标的同时，移动着现在与后天的

昨日之间的距离。  

 'DYH��+H\��ILQG�DQ\WKLQJ"  
)HUQ���52&.6�  
面对看似单调重复的每一天，有人选择抱怨、嫌弃

和憎恨，有人选择快乐、拥抱和热爱，于是，每天

都发现有新的快乐。  

 ,W
V�VWUDQJH�WKDW�\RX�HQFRXUDJH�SHRSOH�WR�LQYHVW�WKHLU�
ZKROH�OLIH�VDYLQJV��JR�LQWR�GHEW��MXVW�WR�EX\�D�KRXVH�WKH\�
FDQ
W�DIIRUG�  
人们耗尽一生所不能添房置屋，节衣缩食，到底得

到了什么？&ĞƌŶ这决不只是对一个房地产中介的责

问。  

 2QH�RI�WKH�WKLQJV�,�ORYH�PRVW�DERXW�WKLV�OLIH�LV�WKDW�
WKHUH
V�QR�ILQDO�JRRGE\H��<RX�NQRZ��,
YH�PHW�KXQGUHGV�
RI�SHRSOH�RXW�KHUH��DQG�,�GRQ
W�HYHU�VD\�D�ILQDO�JRRGE\H��
,�DOZD\V�MXVW�VD\��³,
OO�VHH�\RX�GRZQ�WKH�URDG�´�$QG�,�GR��
$QG�ZKHWKHU�LW
V�D�PRQWK��RU�D�\HDU��RU�VRPHWLPHV�\HDUV��
,�VHH�WKHP�DJDLQ�  
生命自始至终都处于游走状态，从住所到房车，从

农村到城市，从家乡到异乡，从本国到外国，从地

球到其他星球，从肉体到灵魂，毋庸置疑，人们还

会再见。  

 牛津英文词典解释ŶŽŵĂĚ͗�Ă�ŵĞŵďĞƌ�ŽĨ�Ă�ŐƌŽƵƉ�ŽĨ�
SHRSOH�ZKR�PRYH�IURP�RQH�SODFH�WR�DQRWKHU�LQVWHDG�RI�
OLYLQJ�LQ�WKH�VDPH�SODFH�DOO�WKH�WLPH��我没有查到辞源

的解释，于是自己认为是EŽŵĂĚ�с QR�PDG�是不是可

以认为当人们不再为物质所困的时候，内心也就没

有了挣扎、愤懑和疯狂？ 是不是这个原因，&ĞƌŶ最

终选择离开了那个温暖、有亲情且有�ĂǀĞ的家？  

 )HUQ的内心不是死水一潭，她还是拜访了帝国小镇-
那个她失去丈夫、失去家的地方。那里一栋一栋的

别墅依然林立，但已然没有了往昔的温度，最终

&ĞƌŶ还是选择了上路。  

 我无法了解赵婷的内心，她是在拍自己吗？&ĞƌŶ是

不是她的镜像，我无从得知，但是对一个离开故土

已久的人，无论异国他乡的房子有多宽敞，家总在

路上，因为心总是在路上。  

 于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她说了这句我们每个

人耳熟能详的话，人之初性本善 SHRSOH�DW�ELUWK�DUH�
LQKHUHQWO\�JRRG�  
 ,�KDYH�DOZD\V�IRXQG�JRRGQHVV�LQ�WKH�SHRSOH�,�PHW�
HYHU\ZKHUH�,�ZHQW�LQ�WKH�ZRUOG�´�³6R�WKLV�LV�IRU�DQ\RQH�
ZKR�KDV�WKH�IDLWK�DQG�WKH�FRXUDJH�WR�KROG�RQ�WR�WKH�
JRRGQHVV�LQ�WKHPVHOYHV��$QG�WR�KROG�RQ�WR�WKH�JRRGQHVV�
LQ�HDFK�RWKHU���´�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善在心中，心就

永远有依靠，就永远有家，于是这两个看似矛盾的

词就能结合在一起成为EŽŵĂĚůĂŶĚ͕只是中文的翻译

Ā无依之地ā过于肤浅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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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 保健知识- 艾叶  $L<H����$UWHPLVLD�DUJ\L��—$OVHP� 

中医 保健知识 
艾叶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草本植物，它

的药用价值比较大，那么，你知道艾叶功效与作

用有哪些吗？艾叶煮水的功效是什么呢？艾叶煮

水的方法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艾叶有

哪些作用吧！ 

艾叶的作用与功效 

艾叶别名众多，如艾、冰台、艾蒿、医草、灸

草、蕲艾、黄草、家艾、甜艾、草蓬、艾蓬、狼

尾蒿子、香艾、野莲头、阿及艾、陈艾、灰草、

大艾叶、杜艾叶、萎蒿、陈艾，白艾。艾叶有什

么作用与功效呢？ 

理气血，逐寒湿;温经，止血，安胎。治心腹冷

痛，泄泻转筋，久痢，吐衄，下血，月经不调，

崩漏，带下，胎动不安，痈疡，疥癣。 

艾草又名香艾、蕲艾、艾蒿，性味苦、辛、温，

入脾、肝、肾经。能散寒除湿，温经止血。适用

于虚寒性出血及腹痛，

对于妇女虚寒月经不

调、腹痛、崩漏有明显

疗效，是一种妇科良

药。现正是艾草上市的

时候，艾草可做艾糍点

心，加工成各种菜式和

药膳。 

抗菌作用：艾条烟熏尚

能减少烧伤创面的细

菌。豚鼠结核经艾灸治

疗后，疾病进展较慢，

病变较轻，尤以病程后期更明显;此外还能增强网

状内皮细胞的吞噬反应，但所增强的程度不如动

物获得免疫性时那样显着;豚鼠网状内皮系细胞的

吞噬机能与内脏的结核病变是一致的，当肝、脾

受到疾病的损害时，吞噬机能即下降。 

另外，还具有抗真菌作用、平喘作用、利胆作

用、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止血作用、对胃肠道

及子宫的作用、对心血管系统作用、抗过敏作用

等。 

艾叶煮水的功效与作用 

艾叶用来煮水，煮出来的水呈现淡绿色，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艾叶水。艾叶水有多种功效，特别老

人家都喜欢用艾叶煮水为小孩子洗澡。中医也会

用艾叶来入药，由此可见，艾叶具有多种功效与

作用，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艾叶煮水的具体

功效。 

1、可以杀菌消毒 

艾叶本身所含有的物质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

用，所以，用干枯后的艾叶煮水可以达到同样的

效果。很多人会用艾叶煮水来洗澡或者熏蒸，也

有人用来泡脚，都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 

2、可以驱寒止血 

艾叶本身就是一种温补之物，所以食用艾叶可以

起到驱寒的作用。如果冬天受了风寒，可以喝点

艾叶水，祛除体内的寒气，可以达到治疗的效

果。此外，艾叶的温经止血的效果，对女孩子有

很大的好处。 

3、可以镇静安神 

有些人会用艾叶煮水来泡脚，不仅可以使血脉活

络，而且还是可以起到安神的作用，提高睡眠质

量。 

4、可以驱赶蚊虫 

艾叶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这是蚊虫害怕的香

味，所以夏天在皮肤抹点艾叶水，可以驱赶蚊

虫，避免蚊虫的叮咬。 

艾叶煮水的方法 

艾叶是一种草本生的植物，同时也是一种中药。

艾叶在民间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种植物，有人

用艾叶做成糍粑，也有做成艾米果等等。艾叶煮

水的方法古来有之，艾叶煮出来的水既可以饮

用，也可以有各种其他的用途，比如洗澡、泡脚

等等。 

艾叶煮水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干艾叶，一种

是用新鲜的艾叶。一般来说，如果是外用的艾叶

水，建议大家可以用晒干后的艾叶。将艾叶放至

水中，等水煮开后，文火煮半个小时，等味道变

浓即可。如果是用来饮用的，那可以用新鲜的艾

叶，用同样的方法即可。艾叶水主要作用是，温

经散寒，炒后有止血作用，外用可除寒湿。艾叶

水古来有之，特别是许多老人家非常信任的一种

使用方法，可见艾叶水有着它独特的功效。 

艾叶煮水可以怎么用 

艾叶煮水后有多种用途，不同的用途也会产生不

同的作用，下面

我们来介绍一下

艾叶煮水都可以

怎么用吧！ 

1、直接饮用 

如果用新鲜的艾

叶煮水，可以直

接饮用。饮用艾

叶水，可以起到

温经、去湿、散

寒、止血、消

炎、平喘、止

咳、安胎、抗过敏等作用。 

2、用来泡脚 

艾叶煮出来的水还可以用来泡脚，泡脚可以加快

血液循环，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还可以驱寒祛

虚火，治疗由风寒引起的感冒。 

3、用来洗澡 

许多老人家都喜欢用艾叶煮水给小孩子洗澡，特

别是两三岁的小孩，寓意为保平安。其实，艾叶

煮水用来洗澡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从一定

的程度上可以促进小孩子的身体健康。 

4、用来杀菌 

煮开的艾叶水，可以用来洗一些厨具，或者用来

擦拭一下，也可以洒在角落的地方，可以起到杀

菌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起到祛除蚊虫的效果。 

结语：通过上文的介绍，你知道艾叶的作用与功

效有哪些了吗？在生活中，艾叶作为一种草本植

物，它的用途是非常大的，供参考运用。 

 
 $L<H����$UWHPLVLD�DUJ\L��$OVHP� 
 
:DW�]LMQ�GH�IXQFWLHV�HQ�HIIHFWHQ�YDQ�ELMYRHW�
EODGHUHQ" 
5HJXOHHUW�TL�HQ�EORHG��YHUGULMIW�NRXGH�HQ�
YRFKWLJKHLG��YHUZDUPW�GH�PHQVWUXDWLH��VWRSW�
KHW�EORHGHQ��HQ�NDOPHHUW�GH�IRHWXV��%HKDQ�
GHOW�NRXGH�SLMQ�LQ�KHW�KDUW�HQ�GH�EXLN��GLDU�
UHH��G\VHQWHULH��HSLVWD[LV��EORHGLQJ��PHQVWUX�
DWLHVWRRUQLVVHQ��PHQRUUDJLH��XULQHYHUOLHV��
QHHUGDOHQ��IRHWDOH�RQUXVW��NDUERQNHO�HQ�
]ZHHU��VFKXUIW� 
%LMYRHW��RRN�EHNHQG�DOV�DURPDWLVFKH�ELMYRHW��
NUXLG�ELMYRHW��ELMYRHW��ELWWHU��SULNNHOHQG��
ZDUP��LQ�GH�PLOW��OHYHU��QLHU�PHULGLDDQ��+HW�
NDQ�NRXGH�YHUGULMYHQ�HQ�YRFKWLJKHLG�YHUZLMGH�
UHQ��GH�PHQVWUXDWLH�YHUZDUPHQ�HQ�KHW�EORH�
GHQ�VWRSSHQ��+HW�LV�JHVFKLNW�YRRU�GHILFLsQWLH�
NRXGH�EORHGLQJHQ�HQ�EXLNSLMQ��HQ�LV�HHQ�J\QDH�
FRORJLVFK�PLGGHO�YRRU�YURXZHQ�PHW�GHILFLsQWLH�

NRXGH�PHQVWUXDWLHVWRRUQLVVHQ��EXLNSLMQ�HQ�
XULQHYHUOLHV��1X�LV�KHW�WLMG�RP�ELMYRHW�RS�GH�
PDUNW�WH�EUHQJHQ��%LMYRHW�NDQ�ZRUGHQ�YHU�
ZHUNW�WRW�ELMYRHWVQDFNV�HQ�YHUZHUNW�WRW�GL�
YHUVH�JHUHFKWHQ�HQ�PHGLFLQDOH�PDDOWLMGHQ� 
$QWLEDFWHULsOH�ZHUNLQJ��PR[D-URRN�NDQ�GH�
EDFWHULsQ�RS�GH�EUDQGZRQGHQ�QRJ�YHUPLQGH�
UHQ��%RYHQGLHQ�YHUVWHUNW�KHW�GH�IDJRF\WLVFKH�
UHDFWLH�YDQ�GH�UHWLFXORHQGRWKHOLDOH�FHOOHQ��
PDDU�GH�PDWH�YDQ�YHUEHWHULQJ�LV�QLHW�]R�VLJQL�
ILFDQW�DOV�ZDQQHHU�KHW�GLHU�LPPXXQ�LV��GH�
IDJRF\WLVFKH�IXQFWLH�YDQ�GH�UHWLFXORHQGRWKH�
OLDOH�FHOOHQ�YDQ�FDYLD
V�NRPW�RYHUHHQ�PHW�GH�
WXEHUFXORVHOHWVHOV�YDQ�GH�LQZHQGLJH�RUJDQHQ��
HQ�ZDQQHHU�GH�OHYHU�HQ�GH�PLOW�GRRU�GH�]LHNWH�
]LMQ�EHVFKDGLJG��LV�GH�IDJRF\WLVFKH�IXQFWLH�
YHUPLQGHUG� 
:HUN]DDPKHLG�HQ�HIIHFWHQ�YDQ�LQ�ZDWHU�JH�
NRRNWH�ELMYRHWEODGHUHQ 
%LMYRHWEODGHUHQ�ZRUGHQ�JHEUXLNW�RP�ZDWHU�WH�
NRNHQ��HQ�KHW�ZDWHU�GDW�HUXLW�NRPW�LV�OLFKW�
JURHQ�YDQ�NOHXU��HQ�GDW�QRHPHQ�ZH�ELMYRHWZD�
WHU��%LMYRHWZDWHU�KHHIW�YHUVFKLOOHQGH�HIIHF�
WHQ��YRRUDO�GH�RXGHUHQ�JHEUXLNHQ�JUDDJ�ELM�
YRHW�JHNRRNW�ZDWHU�RP�KXQ�NLQGHUHQ�LQ�WH�
EDGHQ��'H�&KLQHVH�JHQHHVNXQGH�]DO�RRN�ELM�
YRHWEODGHUHQ�DDQ�JHQHHVNXQGH�JHEUXLNHQ��NDQ�
KHW�ZRUGHQ�JH]LHQ��KHHIW�GH�ELMYRHWEODGHUHQ�
HHQ�YHUVFKHLGHQKHLG�YDQ�GRHOWUHIIHQGKHLG�HQ�
URO��]XOOHQ�ZLM�GDDUQD�GH�VSHFLILHNH�GRHOWUHI�
IHQGKHLG�YDQ�ELMYRHWEODGHUHQ�JHNRRNW�ZDWHU�
LQ�GHWDLO�DQDO\VHUHQ� 
�、.DQ�VWHULOLVHUHQ�HQ�GHVLQIHFWHUHQ 
%LMYRHW�]HOI�EHYDW�VWRIIHQ�GLH�GH�URO�YDQ�VWH�
ULOLVDWLH�NXQQHQ�VSHOHQ��GXV�KHW]HOIGH�HIIHFW�
NDQ�ZRUGHQ�EHUHLNW�GRRU�ZDWHU�WH�NRNHQ�PHW�
JHGURRJGH�ELMYRHWEODGHUHQ��9HHO�PHQVHQ�JH�
EUXLNHQ�JHNRRNW�ZDWHU�YDQ�ELMYRHW�RP�WH�ED�
GHQ�RI�WH�RQWVPHWWHQ��HQ�VRPPLJH�PHQVHQ�
JHEUXLNHQ�KHW�RP�KXQ�YRHWHQ�LQ�WH�ZHNHQ��ZDW�
KHW]HOIGH�HIIHFW�NDQ�KHEEHQ� 
���NDQ�NRXGH�YHUGULMYHQ�HQ�KHW�EORHGHQ�
VWRSSHQ 
%LMYRHW�]HOI�LV�HHQ�ZDUP�WRQLFXP��GXV�GH�FRQ�
VXPSWLH�YDQ�ELMYRHW�NDQ�HHQ�URO�VSHOHQ�ELM�KHW�
YHUGULMYHQ�YDQ�GH�YHUNRXGKHLG��$OV�X�LQ�GH�
ZLQWHU�ODVW�KHHIW�YDQ�ZLQG�HQ�NRX��NXQW�X�ZDW�
ELMYRHWZDWHU�GULQNHQ�RP�GH�NRX�LQ�XZ�OLFKDDP�
WH�YHUGULMYHQ��ZDW�HHQ�WKHUDSHXWLVFK�HIIHFW�
NDQ�KHEEHQ��%RYHQGLHQ�KHEEHQ�PHLVMHV�YHHO�
EDDW�ELM�GH�YHUZDUPHQGH�ZHUNLQJ�YDQ�ELMYRHW�
EODGHUHQ�RP�EORHGLQJHQ�WH�VWHOSHQ� 
�、+HW�NDQ�NDOPHUHQ�HQ�NDOPHUHQ�GH�JHHVW 
6RPPLJH�PHQVHQ�]XOOHQ�ELMYRHW�JHEUXLNHQ�RP�
ZDWHU�WH�NRNHQ�RP�KXQ�YRHWHQ�LQ�WH�ZHNHQ��
ZDW�QLHW�DOOHHQ�GH�EORHGYDWHQ�OHYHQGLJ�NDQ�
PDNHQ��PDDU�RRN�QRJ�VWHHGV�GH�URO�NDQ�VSHOHQ�
YDQ�KHW�NDOPHUHQ�YDQ�GH�JHHVW�HQ�KHW�YHUEH�
WHUHQ�YDQ�GH�NZDOLWHLW�YDQ�GH�VODDS� 
���NDQ�PXJJHQ�DIZHUHQ 
(U�LV�HHQ�VSHFLDOH�JHXU�ELQQHQ�ELMYRHW�EOD�
GHUHQ��GDW�LV�GH�JHXU�GLH�PXJJHQ�]LMQ�EDQJ�
YRRU��GXV�LQ�GH�]RPHU��VPHHU�ZDW�ELMYRHW�ZD�
WHU�RS�GH�KXLG��NDQ�PXJJHQ�WH�ZHUHQ��RP�PXJ�
JHQEHWHQ�WH�YRRUNRP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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