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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一日，已正式实施！ 

 

´7UDGLWLRQHOH�&KLQHVH�*HQHHVNXQGHZHW�YDQ�
GH�9RONVUHSXEOLHN�&KLQD��RIILFLHHO�LQJHYRH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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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HPHQH�EHSDOLQJHQ�+RRIGVWXN� 
���'LHQVW�YRRU�7UDGLWLRQHOH�&KLQHVH�*HQHHVNXQGH 
���%HVFKHUPLQJ�HQ�RQWZLNNHOLQJ�YDQ�GH�WUDGLWLRQHOH 
&KLQHVH�*HQHHVNXQGH 
���7UDLQLQJ�YDQ�&KLQHVH�JHQHHVNXQGLJH�WDOHQWHQ� 
���:HWHQVFKDSSHOLMN�RQGHU]RHN�YDQ�GH�WUDGLWLRQHOH��������������
&KLQHVH�JHQHHVNXQGH� 
���2YHUHUYLQJ�YDQ�WUDGLWLRQHOH�&KLQHVH�
JHQHHVNXQGH�HQ�FXOWXUHOH�YHUVSUHLGLQJ 
���9ULMZDULQJVPDDWUHJHOHQ� 
���:HWWHOLMNH�YHUDQWZRRUGHOLMNKHGHQ� 
���$DQYXOOHQGH�EHSDOLQJHQ� 

���中国诗歌春晚《欧华文学社》成功诞生！ 

 
弘扬中华文化， 以文学带动文化，以文化促进文学，融

进世界，以“大道之行”的精神，以共建世界未来的目标

以多元文化， 创作新篇章。 
 
+HW�&KLQHVH�3Rs]LH�6SULQJ�)HVWLYDO�*DOD��(8�
/LWHUDU\�6RFLHW\��LV�PHW�VXFFHV�JHERUHQ� 
 
3URPRRW�GH�&KLQHVH�FXOWXXU��VWLPXOHHU�FXOWXXU�PHW�
OLWHUDWXXU��YHUEHWHU�OLWHUDWXXU�PHW�FXOWXXU��PHQJ�
MH�LQ�GH�ZHUHOG�HQ�FUHsHU�QLHXZH�KRRIGVWXNNHQ�
PHW�PXOWLFXOWXUDOLVPH������� 
 
2021 年 9 月 4 日，荷兰静莲太极学校，将在停课一年

多后，终于开始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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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中国诗歌春晚-文学社 
    

中国诗歌春晚，自 2017 年以

来，已经在欧洲成功举办五届，

分别在 杜塞德尔夫（德国），

维也纳（奥地利），鹿特丹（荷

兰），布拉格（捷克），柏林

（德国-云上）。  

 

2022 年第八届中国诗歌春晚-第

六届欧洲会场，已启动筹备，将在比利

时-卢森堡 举办！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

文化，让我   们借此最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声扬世 界，融入多元文华以达世

界大同，，， 

在各位参与者们及国际各界诗文友们支

持努力之下，“欧洲中国诗歌春晚-文学

社”于 2021 年 7 月在荷兰巴拉巴特省 

法定注册，成功诞生！， 

 
&KLQHVH�3RHWU\�6SULQJ�)HVWLYDO�*D�
OD-/LWHUDWXUH�6RFLHW\�(8�KDV�RIIL�
FLDOO\�VWDUWHG（ .9.�）LQ�-XO\�
�����LQ�%UDEDQW��1HWKHUODQGV� 
 

“欧洲中国诗歌春晚-文学社”  

委员会： 

 

顾问： 屈金星，北 塔，朱文辉，  

        陈公仲，杨允达 

社长：池莲子    名誉会长：秦  汉 

副社长： 刘 瑛， 汪温妮  ，彭友彬， 

秘书长：玛丽亚 (Maaria)， 

副秘书长：昔 月 鱼 儿   许 梅， 厉 雄 

理事  ：吴 杰，洪瑜沁，朱校挺  .穆紫荆， 

财务： 李 雅（Ria)，张  颖 。 

  

 今年 8 月 14 日下午，有关“2022 年 第

六届 欧洲中国诗歌春晚筹委会，” 在主

办单位，负责人彭友彬主持下， 云上

召集筹备会，来自德国，比利时，荷

兰，捷克，挪威 ， 西班牙 ， 共十多位

筹委会成员，共同讨论， 分工有关诗

歌春晚具体事宜；如，视频制作， 组

稿， 朗诵，等等。， 

  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主要

承办单位：比利时 欧盟针灸学院及南

溪诗社，主要负责人员;  彭友彬， 陶丽

玲，周志彬等。 
  

 

 

《海外华人诗歌

经典》书讯 -冰花 
�ŽĞŬ�ŶŝĞƵǁƐ�� 
ΗKǀĞƌƐĞĂƐ��ŚŝŶĞƐĞ�
WŽĞƚƌǇ��ůĂƐƐŝĐƐΗ�ŐĞƉƵͲ
ďůŝĐĞĞƌĚ��ŽƉ��ĂƵŐ͘ϮϬϮϭ 
—��ŝŶ�,ƵĂ� 
 

《海外华人诗歌精

选》诗集于 2021

年 8 月初隆重出

版！该书面向世界发行，将赠送重要学府和

图书馆。目前 此集与《世界华人经典诗

选》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纳入收藏。 

 

自 2021 年 2 月 15 日征稿开始到同年 3 月 

31 日截稿，从来自世界各地的 150 多位诗

人的千首诗歌作品中，经过历时数月的紧张

忙碌，从中精选出 112 位诗人的 193 首诗

歌。这是一部异乡他国百花竞放的百年新诗

在海外的硕果。 

 

此两部诗集由美国芝加哥学术出版社

（Chicago Academic Press US）出版 ， 

主编：徐英才 冰花。 

 

9DQDI�KHW�EHJLQ�YDQ�GH�ĀFDOO�IRU�SD�
SHUVµ�RS����IHEUXDUL������WRW�GH�GHDG�
OLQH�RS����PDDUW�YDQ�GDW]HOIGH�MDDU�ZHU�
GHQ�����YDQ�GH�����GLFKWHUV�JHVHOHF�
WHHUG�XLW�GXL]HQGHQ�JHGLFKWHQ�YDQ�PHHU�
GDQ�����GLFKWHUV�YDQ�RYHU�GH�KHOH�ZH�
UHOG��'LW�LV�GH�RYHU]HHVH�YUXFKW�YDQ�HHQ�
HHXZHQRXG�QLHXZ�JHGLFKW�PHW�KRQGHUG�
EORHPHQ�LQ�HHQ�YUHHPG�ODQG� 
 
'H]H�JHGLFKWHQEXQGHO�ZRUGW�XLWJHJHYHQ�
GRRU�&KLFDJR�$FDGHPLF�3UHVV� 
            

      文／徐英才  
     

     1. 时速  

   那  

   曾在算盘上  

   后在键盘上  

   疾走如飞的  

   十指  

   怎么也没走过  

   台钟上的两根指针  

  

   反倒走满了  

   皱纹  

      

    2. 毛笔  

    他毕生专注的事业―  

    就是把墨  

    搬到纸上  

  

  如今  

  笔头虽已稀疏  

  足迹却  

  无处  

  不  

  在  

  

作者   简介 

徐英才  :原中

国复旦大学英

语教师，现美

国德宝大学汉

学老师，翻译家、诗人。他先后开设过古现

代汉语、现代中国文学、中国电影史、中国

书法理论与实践、汉英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等课。他翻译出版过近十部译著，有些被用

作国礼、教材。他主/合编过多部著作，包

括享誉诗坛的《世界华语抗疫诗精选》《世

界华人经典诗选》《2020 世界华人诗歌精

选》。他出版过的诗集有《诗意江南》《来

自大自然的灵感――徐英才汉英双语诗集》

纯英语版的《我们在这里绘画》。他目前正

在着手出版中国俳句和三行微诗。他是华人

诗学会会长，汉英双语纸质诗刊《诗殿堂》

总编 等。 

 
$XWHXU��;X�<LQJFDL 
 
9RRUPDOLJ�GRFHQW�(QJHOV�DDQ�)XGDQ�8QL�
YHUVLW\�LQ�&KLQD��QX�GRFHQW�6LQRORJLH�DDQ�
'HEDR�8QLYHUVLW\�LQ�GH�9HUHQLJGH�6WD�
WHQ��YHUWDOHU�HQ�GLFKWHU��+LM�KHHIW�DFK�
WHUHHQYROJHQV�FXUVXVVHQ�DDQJHERGHQ�LQ�
RXG�HQ�PRGHUQ�&KLQHHV��PRGHUQH�&KLQHVH�
OLWHUDWXXU��&KLQHVH�ILOPJHVFKLHGHQLV��
&KLQHVH�NDOOLJUDILH�WKHRULH�HQ�SUDNWLMN��
&KLQHHV-(QJHOV�(QJHOV-&KLQHVH�YHUWDDO�
WKHRULH�HQ�SUDNWLMN��HWF��+LM�KHHIW�ELMQD�
WLHQ�YHUWDDOZHUNHQ�YHUWDDOG�HQ�JHSXEOL�
FHHUG��ZDDUYDQ�VRPPLJH�]LMQ�JHEUXLNW�
DOV�QDWLRQDOH�ULWHQ�HQ�OHVPDWHULDDO��(=9�� 
 
 

祝贺;欧华中国诗歌春晚-文学社 正式诞生 &KLQHVH�3RHWU\�6SULQJ�)HVWL*DOD-
/LWHUDWXUH�6RFLHW\�(8�LV�RIILFLDO / Klassiekers van overzeese Chinese poë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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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车下的跨国风情》- 池莲子诗文集 7UDQVQDWLRQDO�DPRURXV�IHHOLQJV�XQGHU�WKH�ZLQGPLOO-&KL�OLDQ]L 

 

《风车下的跨国风情》- 池莲子诗文集 
 

     池莲子，作家、诗人。欧洲华文笔会会

员，跨中欧作协会员。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创作。历任欧华《南荷华雨》双语小报主

编、荷兰“彩虹”中西文化艺术中心创会主

席，著有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双语诗

集、论文集等共十多种。2017 年起，被授予

“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文化传播大使。

其作品入编《海外华文文学史》《世纪诗

集》及国内高校教材及多种海内外文选合集

等。 

最近 池莲子又一

大作《风车下的

跨国风情》— 池

莲子诗文集，著

名评论家陈公仲

教授等为之作

序。 2021 年 9

月份即将由港澳

银河出版社荣譽

出版。在这里，

我们表示祝贺 ！  

 

此文集共分四辑： 

 第一辑 诗歌 

 第二辑 小说（微 ，短，中篇小说） 

 第三辑 散文 

 第四辑 论文 及评论文    —主编 路羽 
 
 5HFHQWO\��&KL�/LDQ]L
V�DQRWKHU�PDMRU�
ZRUN��7UDQVQDWLRQDO�&XVWRPV�XQGHU�WKH�
:LQGPLOO�-D�FROOHFWLRQ�RI�SRHPV�DQG�HV�
VD\V�E\�&KL�/LDQ]L�ZLOO�EH�SXEOLVKHG�ZLWK�
KRQRU�E\�+RQJ�.RQJ�DQG�0DFDX�*DOD[\�
3XEOLVKLQJ�+RXVH�LQ�6HSWHPEHU�������
+HUH��ZH�FRQJUDWXODWH��—(GLWRU-LQ-&KLHI�
/X�<X� 
 
7KLV�HSLVRGH�LV�GLYLGHG�LQWR�IRXU�SDUWV� 
��7KH�ILUVW�VHULHV�RI�SRHPV 
��7KH�VHFRQG�VHULHV�RI�QRYHOV��VKRUW�VWR�
ULHV��QRYHOODV� 
��7KH�WKLUG�VHULHV�RI�SURVH 
��7KH�IRXUWK�VHULHV�RI�SDSHUV�DQG�UHYLHZV 
0RUH�WKDQ���������FKDUDFWHUV��SUHIDFHG�
E\�&KHQ�*RQJ]KRQJ��SURIHVVRU�RI�&KLQH�
VH�RYHUVHH��/LWHUDWXUH�5HVHDUFK� 
 

     序 言   陈公仲 

  

    “人到中年莫强求，  

     落叶枝头。  

     甜酸苦辣酿美酒，  

     一蓑风雨任千秋。  

    人生长河聚别无定， 

    来去也匆匆。 

    一杯美酒敬亲友， 

    留给后人唱风流。”  

     

     这可说是池莲子半生的自我咏叹调。她才

过一甲子， 对人生的感悟却已丰富深沉，这

部“诗文集”就算是她前半 生留给后人所唱的

风流了。她的前半生可鲜明的分成了两部 

分：前三十年在国内，长大成长，上山下

乡，教习中医。后 三十年在欧洲荷兰，悬壶

行医，相夫教子，写诗著文。阅历 丰富，精

彩纷呈。东西方生活遭际，在这里撞击发

光，中西 方文化在这里磨合交融，她爱中国

的唐诗宋词，也爱欧洲的 莎士比亚。她说，

“不要指责生活，不必叹息命运。”要 “勇敢地

走出去，谦虚地请进来。”她的“生命的小舟

在这 里靠岸？/ 不！她要驶向无尽的远方。”

她就是这样一位有 精神有成就，有理

想有追求的医生，诗人，作家，这部书

就 是证明。       此文集收编了 ¬®« 多

首诗歌，°« 多篇小说，还有散文评 

论，达 ®« 万字之多。这是从她六本诗

集和各种小说散文选集 中精选出来

的，可说是池莲子三十多年在文学创作

上用尽 心血、辛苦耕耘的丰硕成果，

也是她的精华荟萃。这里不 仅有古老

的风车、美丽的郁金香、航海、旅游等

异国的风 土人情，更有我们华人新移

民族群的生活境况，和他们艰 苦创

业，奋勇拼搏的事迹，特别是，还有他

们经历了这些 生活的煎熬磨难所表现

出的那种不屈不挠精神，和感悟到 的人生哲

理真谛。 尤其在她的小说集《在异国的月台

上》收录了池莲子 的 °« 多篇微型小说，包

括《奶奶的婚外恋》《夜晚的一颗 流星》

《列车上的对话》《三个兄弟的苦恼》等。

书中， 池莲子以一个中国女儿、荷兰媳妇的

眼光来观察、审视荷 兰的政治、经济、风

俗、风景，以自己的美学修养来写下 她的所

见所闻所思所悟，让中国读者借此更多更深

地了解 这个国家，也有意识地让荷兰读者与

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 国的文化。这本《在异

国的月台上》*是“世界华文微型小 说经典”系

列之一（凌鼎年主编）。 还有她的那篇一万

多字论文《荷兰华人的历史，现状 及问题》

*，此论文以丰富的资料，阐述了荷兰华人的

历史演 变，人口发展，职业形式以及转换以

及家庭状态等状况， 并具体分析了妇女和代

沟等海外华人普遍存在并为研究人 员所关注

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同时

对未 来趋势作了展望。被收入“研究海外华

文华人（荷兰）历 史研究的文献资料” 库。 

也许由于她热衷研习中医，她善于“用中国的

眼光， 看西方人的生活习惯。”这当然无可

厚非的。然而，我还 想补充一句 ¬¬¬ 岁五

代元老学者周有光的临终名言：“要用 世界

的眼光看中国，不要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

我理解 他的意思是单一的眼光终归有局限

性，世界的眼光才能更  全面完整的认识一

个国家，认识整个世界。身在海外，能不 数

典忘祖，坚守祖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十分可

贵的，但必须 打开自己的视野，接受多重文

化的营养滋补，才能站得高， 看得远，对自

己的传统文化价值理解得更深更透，更能区

别 哪些是精华哪些是封建僵化的糟粕，就更

能有批判地正确继 承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对于他国他民族的多重文化，也是 如此，只

有有普世价值的才值得继承和发扬。我看，

池莲子 的诗文集，正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前

行的。我欣赏,我赞 扬。是为序。 

    陈公仲，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世界华文

文学学会名誉副会 长，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

长，江西当代文学学会会长。专著和主编的 著作

有《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中国当代文学史新

编》、《台湾文学 史初编》、《文学评论的阐

释》、《当代文学纵横谈》、《文学徜徉 录》、

《艰难突围》、《走向新世纪》、《陈正人

传》、《世界著名华 文女作家传》丛书等。  �
（篇幅关系， 只作主题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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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我只关注河南水灾  
林肃（奥地利）LinSu Oostenrijk 

   

 今夜有奥运会开幕直播 

我已经无心去观看 

今夜有琥珀美酒与海鲜大餐 

我无法吞嚼，无法下咽 

今夜不管多么丰富多彩的活动 

我都推辞了不会去参加 

今夜我只关注河南的水灾 

滔天的大水漫过来了 

漫过来了，滔天的大水 

酿成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那漂浮在水面的尸首 

让我不忍直视 

那随波逐流的树木 

撞击着我的心房 

那地铁站里封闭的车厢 

是否还有昏倒窒息的乘客 

那京广隧道里的车子里呀 

是否还有未及撤离的兄弟姐妹 

被大水冲走了窨井盖的深坑里面 

可否还有跌落的老人孩童…… 

一切都让我无比的揪心牵肠 

  

今夜，我从网络上搜索 

河南水灾的一切消息 

今夜，我为各种救援之举 

感动得老泪纵横 

泪眼模糊间 

已经看不清手机的屏幕 

今夜，我看到从四面八方 

赶来救援的队伍 

尽管你们风餐露宿，没有休息 

也一样没有吃上一顿热饭 

但是我还是希望动作再快一些 

多解救一些生命离开灾难 

  

今夜呀，今夜 

我多想合拢起双手 

一捧捧地掬干满屏幕的大水 

我多想变成一个巨人 

提着河南离地三尺 

只让大水淹没过我的脚踝 

今夜呀，今夜我无法入眠 

我梦里只有河南 

我多么想变成一头巨龙 

一口吸干中原大地上的黄泥浊浪 

 

为河南的好汉们点赞 
昔月（德国）Xiyue  Duitsland 

 

  

美丽的郑州 

犹如一艘《泰坦尼克号》 

滔天洪水突然而至 

上演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灾难大片 

  

一男人一遍遍呼喊：“赶快下车……” 

另男人把娘仨一个个拽出鬼门关 

好几位男人一起捞出漩涡里的女士 

一大帮男人正在惊涛骇浪中拼命地救援 

还有一位男青年嚎啕大哭 

为自己没能多救几个人而悲痛欲绝 

…… 

一家人得救了 

一车人突围了 

一群人平安了 

  

此情此景 

有谁不为这种高尚行为点赞 

  

洪水无情人有情 

河南有数不清的少林好汉 

我的祖籍同胞啊 

你们赢回了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 

 

鱼儿的记忆 
小小叶子(德国) Yuezi Duitsland 

 

  

我们的前世 

都是会游泳的鱼儿 

太阳月亮照不到的大海深处 

也有暗流汹涌 

也有自由幸福 

我们从没有疼痛的感觉 

因为鱼儿的记忆只有七秒 

  

好奇心让我们来人世走了一遭 

车水马龙的刺激 

太平盛世的美好 

定格在这场千年一遇的暴雨里 

  

污浊的淤泥已被清理 

我们便又转世为鱼 

不再留恋追逐 

人世间的七情六欲 

繁华锦绣 

也不在乎隧道口 

是否刻上我们的名字 

我们是鱼儿 

鱼儿的记忆只有七秒 

2021.07.24 

 

从我做起 
 瑛子（德国）Yinzi Duitsland 

 

 总以为 

全球气候变暖 

是政治家的危言耸听 

  

总以为 

物种绝迹 

是生物学家的夸大其辞 

  

总以为 

地下水的枯竭 

海平面的升高 

都是遥不可及的事 

  

肆意向海洋倾倒着垃圾 

肆意向河流倾泻着污水 

肆意向空气排放着汽车尾气 

肆意毁掉动物们的生存家园 

  

我们建造着 

一栋比一栋更高的摩天大楼 

把城市变成 

一座座没有根的 

水泥钢筋丛林 

我们把一片片良田毁掉 

只为追求 

短期的最大经济利益 

我们透支着后代的生存资源 

却美其名曰“为了美好的生活” 

  

不能   

再对地球不断的咳嗽 

视而不见 

不能 

再对雾霾发出的警告 

置若罔闻 

  

“善待自然” 

不是一句口号 

收起人类的贪欲吧 

从我做起 

*HGLFKWHQ�RYHU�RYHUVWURPLQJHQ�LQ�+H1DQ��河南-洪水（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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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LFKWHQ�RYHU�RYHUVWURPLQJHQ�LQ�+H1DQ��河南-洪水(专栏��     

许梅（德国）Xuemei  Duitsland  

  

漫岸的莱茵河水 

还未退却 

欧洲街上的汽车 

仍在漂流 

瞬间坍塌的房屋 

在倾盆泪雨中 

横冲直撞不知所处 

滚滚而去的财富 

将无数梦想粉身碎骨 

  

亲人，你去了哪里？ 

温馨的家，去了哪里？ 

骄傲的欧洲人 

还在震惊的痛哭中 

咀嚼着“百年不遇” 

暴怒的洪水 

又冲向了河南华夏古都！ 

  

困在地铁里的人们 

是否都被疏散了？ 

医院里的病患 

是否已脱离危险？ 

失联的朋友可还安全？ 

火车高铁的路线 

是否还能驶向远方？ 

一片汪洋托起的城市 

可已平息了波澜？ 

  

这世界的沉浮 

还可以依赖吗？ 

同样的故事上演了多少年 

这世界的变幻 

还可以信任吗？ 

同样的经历痛失了多少爱 

这世界该怎样 

才能与你唇齿相依啊？ 

同样的决心能否大过天 

  

涨潮退潮，此岸彼岸 

大自然的底线没有永远 

今日的洪水退去了 

或许明日的浪涛 

又会从角落里呼啸袭来 

它们吞噬着的 

不仅仅是生命和创造 

还有那些 

永远奋不顾身的救援、 

永不消逝的温暖，在 

惊涛骇浪中沉成的金沙 

筑成的港湾、流传的故事 

还有为人类历史竖起的 

一座座感天动地的丰碑 

和那些没有刻上的名字 

而只留下的一声感叹 

一份尊严 

  

2021 年 7 月 26 日德国 

 

水 德国   Duitsland 
   小宇  XiaoYu 

你有最柔弱的形态 

任何一种容器 

可以傲慢地 

放浪你的形骸 

你有最润泽的滋养 

种子没有你 

会变成干枯的尘埃 

动物没有你 

会加速生命的不再 

可是谁欺负了你 

你突然一反常态 

无数个一滴汇聚 

无声的流淌奏响 

愤怒的咆哮 

势不可挡而来 

让坚硬的钢筋水泥 

屈膝下跪 

给天天依赖你的生命 

灭顶之灾 

为何你这温柔可爱的精灵 

倾刻中了邪 

变成肆虐人间的魔鬼 

 

编辑：叶子 （跨中欧作家协会专辑） 

图片来自网络  YeZi Redactie。 

 1  洪水  历雄（西班牙）Lixiong Spanje 

除非老天蒙受巨大的冤情 

嚎啕大哭 

流出的血泪，汇集成河 

除非是火星在散落，形成天火 

才铺就一条滔天的红河 

 

 

可知道，如此的天灾 

——洪水 

可是猛兽的同义词啊 

而猛兽，收敛凶残的脸孔 

隐藏在人群 

咬一茬又一茬的人血 

形成的无形洪水，时刻肆虐人间 

 

只有可爱的人 

逆水而行，面对险情，勇往直前 

用自身微薄之力，燃烧青春 

汇聚惊天能量 

给予温暖，抵抗恐

惧，度化人间 

 

心跳一个趔趄又一个

趔趄 

紧随每一道洪流 

疼痛一次又一次被分

割 

抽出利剑吧 

斩杀所有的魑魅魍魉 
  
 2 水犯郑州  

 Maishengmie 

 麦胜梅 （德国） 

 Duitsland 

满 目水茫茫 

 三日 暴雨势淜 滂  

 洪流 破石墙  

 

地 铁变池塘  

百 年一遇天 所殃  

生 死如走场  

救 灾热满腔  

合 力排水愿 以偿  

重 建家园忙  

  

  4 黄河   方明（法国）FangMing   Frankrijk 

这 杯渗透过 多凄厉的 酒比断肠的 伤别还苦

涩 ，原本只 是秋声里 小小的嚎啕 ，却泛滥

成 千万首仳 离的哀曲 ，难怪你源 自邈远的

上 天 却 接 往 浩 瀚 的 炼 狱 。 

狰 狞 的 支 流 截 成 中 国 横 断 的 历 史 ，朝 代 却

被 你 无 意 的 崩 笑 惊 瘦 成 一 支 无 人 过 问 的 芦

苇 ，任寒风 削来削去 。  

我 们 是 苦 难 的 一 群， 就 用 苦 难 祭 祀 你 狂 舔

过 的凉荒吧 。  

春 天 被 你 鞭 打 得 绿 不 起 来，我 是 一 介 只 懂

膜 拜的草民，怯然从 你泻溢的泡 沫讨活，中

国 何 尝 不 是 ，用 战 歌 围 筑 的 昂 伟 也 抵 不 住

你 一夕饕餮 ，一次沉 沦的嘶喊。  

不 敢奢望你 被岁月养 驯，只暗盼 你改道时 ，

就 留下那片 被骸肉酵 发过的肥腴 土地。    

3 活下去的境界 
WangXiaolu 

王晓露(西班牙) 

Spanje  

把悲凉深藏于心 

对同类的消失无动于衷 

无法对世人说的话 

对着水叙述 

  

你看，那浮起来的 

那沉下去的 

那钻心的疼痛 

成了集体的记 

  

我学会了铁石心肠 

懂得了毁灭的必然 

把愤怒一寸一寸 

吞了下去 

 



1XPPHU�����VHSWHPEHU�������SDJLQD�� 

 

 

     水 喜然 （葡萄牙）Portugal  
说不出一句  

水的坏话，它不过是  

一面我们的镜子  

直言不讳又讳莫如深  

 

它 是巫师，

收 集 

一 切可收集

的 占卜物 

在 石头上许

诺 月光 

在 竹叶上滴

响 清露 

 

它 弄湿过我 们的衣服 

也 洗净过， 我们脸上 的  

污 垢。它在 耳畔呢喃  

也 咆哮，它 从不吝表 达  

 

而 总有适时 的春夜  

泉 眼，落花 ，相思和  

离 别意，以 水代酒  

照 见古往今 来的情种  

 

我 也不愿将 洪水  

视 为猛兽， 它不过是  

一 群无辜的 被驱逐者  

集 结归来的 复仇  

（  欧 华文学笔 会  专辑  选 ） 

 

郑州暴雨洪灾 -七绝· 

  

文 / 东 方 卫 京 ( 挪 威 )  -WeiJing  

Noorwegen 

 

  

苍穹纰漏雨兜倾  

洪肆中州水虐行  

故土抗灾多泪目  

祈天惟愿少牺牲  

  

东方卫京/东方魏京，

本名杨卫宇，挪威籍华

人，理工博士，祖籍河

南洛阳，供职于挪威一

个大型能源跨国公司。

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秘书长，北欧华人诗社社长，

欧洲华文诗歌会会员。大量诗作被收录于不同的诗

集和刊登于各种纸质和电子刊物。诗观：不追词藻

华丽，但求言之有物，给人生添些诗的味道。   

 

【七律】时值《欧风妙对》出刊 200 期有感  

文/无解（奥地利）  WuJie  Oostenrijk 

  

不为钱权不为名，等君作对是心声。  

联题世外花兼月，道尽人间浊与清。  

欲满金樽将进酒，再摩锦字诉衷情。  

而今两百欧风刮，携手同仁赴下程。  

  

无解，吴杰，祖籍浙江青田，70后，奥地利籍华

人，文字爱好者。师从当代楹联界泰斗余德泉教

授。现为中华诗词学会、欧华文学会等会员。曾

在多个网络诗群任职，作品曾发表于国内外多种

国刊、省刊和微刊。  

 自勉联：  

兴至即题诗，忝为墨客文人，憾缺高才八斗；  

缘来且纵酒，但效刘伶李白，诚修海量三樽。  

 

莫耻打中针文/陈湃（法国）ChenBai    

                                                    Frankrijk  

疠疾狂侵辟战场，全年抵抗亿伤亡。  

孙师此日兵书失，扁鹊今朝草药荒。  

英美疫苗期护体，华俄圣水更维康。  

可怜洋霸违民意，耻打中针闭首阳。  

 

注：古有商民“耻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 今

有洋霸，因疫苗短缺，宁愿庶民病死也耻打中

国疫针。“闭”谐音之代字；孙师，指孙膑。  

  

作者陈湃  

祖籍广东东莞，生于柬埔寨。大学毕业于泉州

“国立华侨大学”中文系。曾随沈阳军区“中国空

军高炮第一师”和广州军区“陆军高炮第七十

师”两度秘密入越南参战.获越南政府总理范文

同颁发两枚奖章。八十年代初定居巴黎。创“金

荷酒家”，开始业余创作，诗文多次获奖。著有

诗词选集《凯旋门－天安门》；文集《越战亲

历记》等近十本著作。现任“巴黎中华文学社”社

长；《巴黎文学》杂志总编。1996 年获巴黎市

文化勋章，名字被选入《海外华人名人录》。  

 

《阳光开始温暖》  

 

文/老木（捷克） LaoMu  Tsjechië 

 

    清晨的寂静中  

    柳芽悄悄窥探水塘边野鸭下蛋时  

    我正默默瞅着弯月西落  

    它惨白失神的样子  

像我耳边的印度疫情新闻里  

那些不甘闭上的眼睛  

  

远处野鸡  

咕咕咕咕地寻偶  

初孕的小牛  

淡泊地眨着纯真无辜的大眼  

让我耳边的谎言  

像它身后啪塔啪塔落地的恶臭  

          让人难以相信  

         截然相反的正反两端  

          竟然出于一个看去真诚的脸  

  

          跃上树梢的太阳  

          以它温柔的威力  

          驱散水塘边的薄雾  

          随着暧昧的微风  

          往水面上的蓝天白云里  

          投去一抹反射的亮色  

          像一把真理的利剑  

          劈开了水塘边的宁静  

         让我看见了另一种同样两面的真实  

         一转身  

         —— 阳光开始温暖  

  

作者李永华  

笔名老木，法学本科，祖籍聊城。出国前在中国

农业科学院从事管理与科研工作。1991年出国，

捷克华侨商人，华文作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

员。欧洲华文诗歌会创始人。个人著作：诗集

《露 珠》、《等 那 一 天》散 文 集《石 子 路》、

《波西米亚的夜晚》、中短篇小说集《垂柳》、

长 篇 小 说 集《新 生》、杂 文 集《心 系 故 园》及

《微言百则2016》、《主编捷克华文作家合集

《布拉格花园》等  

 

                          《隔离》  
 

文/穆紫荆（德国）  Muzijin (Duitsland) 
  

     粉色的雏菊在篱笆后绽放         

    黑色的乌鸦在房顶上蹲守  

    田野上流动着自然的风  

    我自由的梦啊  

    去了远方  

   
    看不见空气里的病毒  

    只能将自己和别人隔离  

    不再和邻居拥抱亲吻  

    也不再和熟人握手寒暄  

    等待，挣脱了时间的捆绑  

   
    似乎一夜之间  

    我们都学会了保护自己  

    然而，却更发现  

    和谐地在一起有多美好  

    收获总在失去后  

   
    星星上有一朵我的花  

    月亮上也藏着一只思念的鸟  

    我在思想的维度里裸奔  

    直到遇见你——  

    虽彼此隔离，却相拥而泣。 

  

 

穆紫荆 德国，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欧洲华文

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庐山陶渊明诗社副社

长。欧洲华文诗歌会创始人。 有散文集《又

回伊甸》、短篇小说集《归梦湖边》、中短

篇小说《情事》、诗集《趟过如火的河流》、

《恰如对影》，精选集《黄昏香起牵挂来》

及长篇小说《活在纳粹之后》（又名《战后》）。

评论集《香在手》第一卷影视评论和第二卷

文学评论。  

欧洲华文诗歌会 专栏  主编 

 Een van de   Column Editor van de Euro-

pean Chinese Poetr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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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ming in 

Zhengzhou, He-

nan, China;. Het 

kan gezegd wor-

den dat het in 

honderd of zelfs 

duizend jaar niet 

is gebeurd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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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ving va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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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 noodzakelijk 

om de aarde te 

beschermen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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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红婵现象：金牌背后的沉重  何与怀  

              YuHuaiHe-Australia   澳洲    
 

“练的，慢慢一直练呗。我妈妈生病了，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

读，不知道她得的什么病，然后就很想赚钱，回去给她治病，赚很多钱，

治好她……”  

 东京奥运记者会上，全红婵回答问题。这天是 8 月 5 号，这位中

国选手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十米台女子跳水冠军。她这个冠军可谓纵身一

跃，惊艳世界，动作非常完美，第二、四、五跳甚至全部裁判都给了满

分，打破了这个项目历史上任何最高成绩，简直不可思议。人们形容她压

下的水花比煮水饺的水花还小，盛赞她绝对是一个跳水天才！  

全红婵一鸣惊人，横空出世，举世皆惊。而且她才十四岁，刚刚

够资格参加奥运。本来，在 2016 至 2020 这个奥运备战周期里，中国队并

无这个湛江农村出来的小女孩的姓名。全红婵的生日是 2007 年 3 月 28

日，如果东京奥运会按照原定举办时间 2020 年夏天来算，根据奥运会参赛

规则，全红婵则无法参赛。可是，谁也没想到奥运会被延期了，屈指一

算，2021 年举办奥运全红婵到时满了十四岁，可以参赛了。真是命运女神

特别眷顾。  

也是命运女神特别眷顾，让全红婵因而能够在全世界注目下，在

记者会上说了上面这一段话。小小年纪的她，不是特别会说话，回答问题

时不时害羞地偷笑，偶尔还想不起来该说什么。她跳水动作非常成熟，但

是在心理上，还完全是一个孩子。她说出的话都堪称是天籁之音，自然

的，底层的，未经雕饰的。她还没有掌握中国运动员惯用的而且是必须的

那套“感谢用语”。没有感谢国家感谢党，至少在两个场合，她都直接表达了

自己努力夺冠是为了挣钱给妈妈看病。  

这可能是在任何国际赛事上中国运动员获奖后说出的最独一无二

的声音。把金牌直接等同于钱，这么直接的表达，本来应该让人感到尴

尬，但她却让人感触至深。她没有大话，有的只是大实话。人们更盛赞

她：感恩父母，这是人之根本，是善；纯真诚实，这是人之品格，是真。

多么真实善良的有血有肉的感情！  

但全红婵的纯真诚实，也撕破某些当权者刻意营造的盛世假象。

全红婵在接受采访中时还说：“放假只能回家，回家又没别的地方去玩，就

只能在家里。哎，没钱。我连游乐园都没去过，动物园也没去过。”小小年

纪令人心酸。全红婵的话其实还透露了一个秘密：七岁就离开父母去练跳

水的她，根本没有好好念书。她的天真和纯粹背后，是一个残酷的世界，

让人感到极其沉重。  

全红婵获得冠军之后，她全家的命运肯定会彻 

（全红婵和她的金牌 ） 

  底改变。事实上，好些天她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迈合村的

住家一下涌来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人，认识不认识的家乡父老、贤达要

员、见没见过的亲戚全都来了，相争祝贺，相争亲热。她家外鞭炮齐鸣，

锣鼓喧天，人声鼎沸，震耳欲聋！湛江市三家企业也相争宣布要向全红婵

一家赠送什么精装住宅、商铺以及现金。湛江市卫健局和医院代表去病房

慰问全红婵的爷爷，表示要为她的爷爷和妈妈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现

在，什么钱不钱的，绝对没有钱的问题了！现在，有关领导们大声宣告：

“请全红婵放心！”还有一则消息在网络上走红：“广东省湛江市全氏总支本

家追认 2020 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全红婵为二十六氏孙，并修订家谱，立门

族牌位和匾额，未来全红婵将获得独立牌位。”这样的一出戏，更给人一种

奇怪的感觉了——只有光宗耀祖才配做一家人？而且，还要“追认”？出现这

样的闹剧，很多人都感叹世态炎凉，完全一个功利现实、功利社会的缩

影。  

全红婵现象，不能不让人深入思索一些问题。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以举国体制，大力制造奥运冠军，世界冠

军。据有关统计，中国一块金牌，大概要花费人民币七亿元。七个亿是什

么概念？这是超过九个贫困县的财政收入！但中国当局算的是所谓“政治

账”，为极端民族主义绑架的民众也一味狂热地以成王败寇看奥运。这次中

国以一面金牌数之差而梦断东京奥运会，便让中国上下一片叹息，愤愤不

平。他们无法忍受：既然“东升西降”，既然“时势在我”，何以奄奄一息的美

帝还这么猖狂？！中国这些人的心态，真是离奥运精神十万八千里。  

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它本质是人的精神，这个精神的底色，应

该是纯真的，干净的，欢快的，自由的，超越的。这次奥运会期间各国运

动员爆出很多冷门，全红婵是一个典型。也有另一个典型——公路自行车

金牌得主的奥地利选手安娜·基森霍夫。她是一位数学博士后，目前在大学

做研究员，她这次比赛就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她没有团队，没有

教练，没有国家一分经费，孤身一人奔赴赛场，并最终获得奥运冠军。有

人就说，何谓“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就是！她并没有自诩为谁挣了

什么光，只是在比赛中开心地玩了一回，她玩得是那么潇洒。这才是最好

的奥运精神，最好的人生态度。全红婵尽管也体现了奥林匹克的憧憬和寄

托，但是，那种悲情底色，人们不能因为她一朝夺冠就彻底遗忘。中国孩

子全红婵和奥地利姑娘安娜，诠释的正是这样的两个大不相同的境界。在

举国体制的奥运模式下，全红婵付出沉重的代价，显然与追求自由和自我

的安娜不可同日而语。  

人们还要说，全红婵可以压住命运的水花，她是幸运的，而无数

像她一样从小就离家训练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运动员最终离领奖台却很远很

远；农家女儿全红婵固然压住了命运的水花，但她身后的中国大约六亿农

民很多即使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也难以像她这样幸运。 人们还想起民国教

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在 1932 年发表的《中国人的命》中所说的话：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

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

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2021 年 8 月 8 日于悉尼） 剪编 

  
 'H�]HHU�ZDDUGHYROOH�JRXGHQ�PHGDLOOH�� 
 
4XDQ�+RQJFKDQ��2O\PSLVFKH�6SHOHQ�7RNLR������、 
"2HIHQHQ��ODQJ]DDP�EOLMYHQ�RHIHQHQ��0LMQ�PRHGHU�LV�]LHN��PDDU�LN�ZHHW�
QLHW�KRH�LN�GDW�ZRRUG�PRHW�OH]HQ��LN�ZHHW�QLHW�ZDW�YRRU�]LHNWH�]H�
KHHIW��HQ�GDQ�ZLO�LN�JHOG�YHUGLHQHQ�HQ�WHUXJJDDQ�RP�KDDU�]LHNWH�WH�
EHKDQGHOHQ��YHHO�JHOG�YHUGLHQHQ�HQ�KHOSHQ�KDDU�WH�JHQH]HQ�� 
 
4XDQ�+RQJFKDQ�EHDQWZRRUGGH�YUDJHQ�RS�GH�2O\PSLVFKH�SHUVFRQIHUHQ�
WLH�LQ�7RNLR��2S���DXJXVWXV�KHHIW�GH�&KLQHVH�DWOHHW�]RMXLVW�KHW�NDPSL�
RHQVFKDS���-PHWHUSODWIRUP�VFKRRQVSULQJHQ�JHZRQQHQ�RS�GH�2O\PSL�
VFKH�6SHOHQ�LQ�7RNLR��'H]H�NDPSLRHQ�NDQ�ZRUGHQ�RPVFKUHYHQ�DOV�HHQ�
VSURQJ�GLH�GH�ZHUHOG�YHUEOXIW��HQ�GH�DFWLH�LV�SHUIHFW��%LM�GH��H���H�HQ�
�H�VSURQJ�JDYHQ�]HOIV�DOOH�VFKHLGVUHFKWHUV�YROOHGLJH�SXQWHQ��ZDDUGRRU�
HONH�KRRJVWH�VFRUH�LQ�GH�JHVFKLHGHQLV�YDQ�GLW�SURMHFW�ZHUG�YHUEURNHQ��
ZDW�RQJHORRIOLMN�LV��� 

4XDQ�+RQJFKDQ�PDDNWH�HHQ�NDVNUDNHU�HQ�EOHHN�HHQ�VFKRN�YRRU�GH�
ZHUHOG��(Q�]H�LV�SDV�YHHUWLHQ�MDDU�RXG��QHW�JHNZDOLILFHHUG�RP�GHHO�WH�
QHPHQ�DDQ�GH�2O\PSLVFKH�6SHOHQ����������������'RRU��<XKXDL-+H� 

 

 

奥运金牌���2O\PSLVFKH�6SHOHQ�7RNLR�������*RXGHQ�ZLQQDDU�4XDQ�+RQJFKDQ� 

 

（:,(�6&+5,-)7�9225�216�((1�/(8.�$57,.(/"����
8"�7KLV�QHZVSDSHU�LV�D�SXUHO\�FXOWXUDO��OLWHUDU\�DQG�
RWKHU�H[FKDQJH�SXEOLFDWLRQ��GLVWULEXWHG�WR�FRXQWULHV�
DOO�RYHU�WKH�ZRUOG��DQG�\RX�DUH�ZHOFRPH�WR�FRQWULEXWH� 
 
本报为纯文化， 文学 等 交流刊物，发向世界各国,欢迎你 供 

稿！荷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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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HV���+RJZHJ���������/3��1�%U.）�1HWKOHUODQGV� 



1XPPHU�����VHSWHPEHU�������SDJLQD�� 

 

诗歌援疆大爱无疆���Poëzie ter ondersteuning van de grote lie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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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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援疆大爱无疆                                                 

克拉玛依地处天山之麓，山川壮美。作为共和国

石油工业的长子，克拉玛依为共和国做出了重大

贡献。世界魔鬼城、独库公路、独山子泥火山......

这里的雅丹地貌，大漠胡杨，大美风光令人震

撼。 

  睹此壮景，著名实战文旅策划运营行家郭敬

以诗的语言脱口而出说出八个字：“黑色石油，红

色血脉。”于是，克拉玛依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黑色石油，红色血脉”诗、词、赋大

赛有奖征文策划案胚胎就此成型。如今，征文如

火如荼进行，海内外诗文，如雪片飞来。 

  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小三(中)与

郭敬（左）、屈金星（右）合影。 

=KRX�;LDRVDQ��PLGGHQ���OLG�YDQ�KHW�3HUPDQHQW�
&RPLWp�YDQ�KHW�3DUWLMFRPLWp�HQ�PLQLVWHU�Y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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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J��OLQNV��HQ�4X�-LQ[LQJ��UHFKWV�� 
 
编者按近期，中国诗歌春晚文旅顾问、著名实战

文旅策划运营行家郭敬和中国诗歌春晚总导演、

北京著名诗人辞赋家屈金星应邀赴新疆克拉玛依

采风策划。 

  克拉玛依地处天山之麓，山川壮美。作为共

和国石油工业的长子，克拉玛依为共和国做出了

重大贡献。世界魔鬼城、独库公路、独山子泥火

山......这里的雅丹地貌，大漠胡杨，大美风光令人

震撼。 

  睹此壮景，著名实战文旅策划运营行家郭敬

以诗的语言脱口而出说出八个字：“黑色石油，红

色血脉。”于是，克拉玛依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黑色石油，红色血脉”诗、词、赋大

赛有奖征文策划案胚胎就此成型。如今，征文如

火如荼进行，海内外诗文，如雪片飞来。 

    巍巍天山，横空出世；大美新疆，何其

壮哉！昆仑雄峙，天山横亘，阿尔泰峥嵘，塔里

木沙海苍茫，准噶尔绿洲葱茏。壮美山川，期待

诗意礼赞。 

  于是，第一位“援疆”诗人——中国诗歌之

祖、辞赋之祖屈原来了。西域因此成为人类诗学

的重要高原之一。 

  屈原来过西域吗？也许他的足迹未曾亲至，

但思绪确已光临，你看，他骋其宇宙之思，纵其

问天诗笔，写下了遨游西域的首部雄奇诗章： 

  “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天津”者，天河之渡口也；“西极”者，西域

也，当然，也许包括欧洲在内；“凤皇”者，专机

的名字“凤凰号”。 

  是的，在他雄奇瑰丽的想象中他不但来过，

而且是乘着彩云簇拥的“凤凰号”专机来过！ 

  想想看，清晨，屈原驾着“凤凰号”专机从云

梦泽畔的“武汉天河”机场起飞，在七彩云霓簇拥

下，于日落之时抵达“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何

等恢弘！何等浪漫！ 

  新疆成了诗的山川，舞的天堂，歌的海洋。 

  又一批诗人进行“诗歌援疆”。 

  那位从韶山冲走出来的诗人，遥望昆仑、天

山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横空出世，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

于阗。” 

  如果说，诗人以音韵平仄为西域写诗，而与

此同时，张骞以驼铃丝绸沟通中西，成吉思汗以

金戈铁马席卷欧亚，左宗棠以抬棺植柳收复新

疆，建设兵团军垦拓荒，石油工人克拉玛依会

战，科学家在罗布泊核试验......他们以热血、生

命、担当在天山南北写下了恢弘史诗。 

  从屈原的“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到

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到毛润之的：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中国历代

诗人在西域、在新疆以凌云健笔构筑了文化的长

城，一脉传承着中国精神。期间，虽然西域时乱

时治，或盛或衰，但从不曾沦落的是中国精神。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

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

此凉热。”磅礴的诗句折射的是情系寰宇的博大情

怀！ 

  昆仑和天山、西域和新疆永远雄峙着诗歌文

化的高原，永远屹立着人类最崇高的精神海拔！ 

  薪火相传，青蓝相继。与此同时，中国新诗

也在新疆留下了华章。闻捷、贺敬之、艾青等一

批优秀新诗人写下了不少名篇，继续以“诗歌援

疆”。 

  闻捷的《葡萄成熟了》，贺敬之的《西去列

车的窗口》脍炙人口。艾青的诗篇：“深情歌咏了

新疆荒漠中这座由热血和汗水铸就的石油城。“最

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最深的地层，喷

涌最宝贵的溶液，最沉默的战士，有最坚强的

心，克拉玛依，是沙漠的美人。” 

  新疆本土诗人、辞赋家、作家星汉、周涛、

天山客、堆雪、申广志也留下不少诗词、辞赋、

新诗、散文佳作。 

  诗和歌不分家。诗的情韵缠绵着歌的旋律。

终于，王洛宾来了，他以“歌曲援疆”，同样是“诗

歌援疆”。一时间，《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

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半个月亮

爬上来》......等歌曲风靡神州。《我们新疆好地

方》同样传唱五湖四海。2021年春晚，王琪演唱

的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唱红神州。 

  这些诗和歌在传承优秀文化，彰显文化自

信，带给人们巨大精神享受的同时，成为新疆最

好的旅游广告，深度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吟着

诗，唱着歌，大批游人被诗和歌吸引来到了新

疆。 

  诗和远方自古不分家。诗歌是最浪漫的广

告。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张继的“姑苏城外

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苏东坡的“欲把西湖

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贡献无限精神审

美价值的同时，拉动的文化旅游综合效益难以算

计。 

  今天，大美新疆与内地和东部沿海相比，经

济社会发展尚有差距。全国援疆如火如荼。诗人

援疆无他物，唯有胸中诗如虹。让我们以手中的

诗笔讴歌大美新疆，吸引天下游客，以“诗歌援

疆”吧! 

近期，克拉玛依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黑色石油，红色血脉”诗、词、赋大赛有

奖征文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海内外投稿纷至

沓来。 

  克拉玛依是新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克

拉玛依”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黑油”。如今，克拉玛

依已成为中国乃至欧亚大陆重要的石油石化基

地。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数十年来，克拉玛依以

滚滚的油流为共和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诗歌援疆从克拉玛依开始吧！我们希望更多

诗人进行“诗歌援疆”——当然，诗人是一个广义

的概念，包括现代诗人、旧体诗词家、辞赋家、

歌词作家、朗诵家、歌唱家、甚至书法家等与诗

歌相关的上下游文化链上的所有艺术家。 

  天山昆仑的皑皑白雪，大漠戈壁的绵绵绿

洲，塔里木河畔的重重胡杨，克拉玛依的滚滚油

流，帕米尔高原上的灿灿星斗......在召唤着时代的

歌手！ 

  亲爱的诗人朋友，让我们以手中的梦笔卷起

霹雳，喷薄虹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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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  戈壁上 崛起的第一座油田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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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才是永久的“疫苗”！ 'H�&KLQHVH�JHQHHVNXQGH�SHUPDQHQW��YHLOLJ�HQ�YRRUNRPHQG� 

应对变异新冠病毒中医药才是永久的“疫苗” 
 凤凰中医- 曹东义：一个面向全球华人的中医药

时事热点类自媒体！ 

  (目前，按照西医的诊治模式，全世界都在抢疫

苗接种，但是，变异的病毒正在“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 

虽然很辛苦，代价也很高。但是，事先研究的疫

苗，难以预设病毒如何变异。因此，疫苗斗不过

病毒变异，这是一场不难预期的斗争，却又不得

已“不如此”的无奈举措。 

       这是没有中医药资源的国家，必然采取的选

择，他们的无奈是因为“先天不足”，没有历史积

淀，必须像引进四大发明那样，早点引进和发展

中医药事业。必须逐渐学习和引进中医药，才能

补上这一课。 

       我们国家不一样，中医与中华民族血脉相

连，生死相依几千年，有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

但是，过去一百年，我们很多人大肆摸黑中医

药，歪曲中医药，让大众逐渐远离中医药。 

      尤其是，医药、医疗、医保、医教、医政，都

是外绕着西医的标准建立起来，强大的“技术壁

垒”，再加上与资本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中医

黑”有了组织，有了幕后帮助的黑手，他们的势力

是很强大的。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的

时候，虽然最高领导正月初一（1 月 25 日）就做

出了明确的指示，让中医药与西医药共同救治患

者，但是，黄院士 28 日到了金银潭医院，看到的

情况却是没有中药可用，也就是事先没有中医药

的储备，“无药可用”，如何“中西医并重”？重视中

医药，体现在哪里？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来华调查，恰如张伯

礼院士所说，对于中医来讲就是“三无”：没中医专

家、不看中医诊疗、调查报告一字不提中医。 

      这种看也不看，看了之后也是“视而不见”的蔑

视，根深蒂固，治疗很困难。 

      中医说，治顽疾，必须用重剂。复兴中医药，

发展中医药，迫在眉睫，这是一场拨乱反正的历

史过程。是跟在西方国家后边抢疫苗？还是俯下

身子发展中医药？这个问题，很重要。 

     目前，病毒变异正在与疫苗接种“试比高”，疫

苗的保护作用有几何，尚需“秋后算账”。从历史的

过程来看，病毒的变异是必然的，疫苗“守株待兔”

就会变成屠龙之技。 

     中医药的大水漫灌，可以把人体的防病能力提

高，变成“耐火材料”，减少发病，即使有发病，也

可以防止轻症变成重症；没有重症，就不会有死

亡。 

     中医药的防疫思想，除了疫苗，还有大水漫

灌，在这次石家庄（河北省）与吉林省等地的疫

情防控之时，中医药大水漫灌服汤药，发挥了重

要作用。 

      通过大水漫灌基本可以把“易燃”的人群，社

区，都变成了“耐火材料”，降低了发病率，轻症不

能变成重症，没有重症，就没有死亡。 很多国外

的输入病人，应用了中医药联合救治，中西医并

重，很少发生重症和死亡，也足以说明中医药的

重要作用。 

 

  但是，很多人基本不提中医药的作用，专家

们一起大肆吹捧疫苗为“神药”，这不利于恢复中医

药的历史地位，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利

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如何认清现实，促进中

医药复兴，有利于大众健康。 

        现在，应该把基层中医药的网底补上，亡羊

补牢，避免去年当初武汉的悲剧，防止中医药储

备不足，造成疫情扩散。 

        看不清形势，就会“顾此失彼”，舍近求远，

得不偿失。 

 

所以，我们建议： 

 1、用重视中医理论，重新温习中医诊治疫病的

历史经验，促进中医队伍迅速觉醒，依靠“理论自

信，促进疗效自强”； 

 2、解放思想，解除裹在中医身上的“裹脚布”，

用大力气发展中医事业； 

 3、解放民间中医，按照中医自身发展的道路发

展中医； 

  4、依靠“传承自觉”，助力中医“体力自立”。 

来源丨燕赵中医  记者丨曹东义：河北省中

医药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原副院长      责编：杜杜  商务与投稿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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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中医专家为美国国家

医学顾问委员 

美国国家医学顾问委员：中医在美国很有

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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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华裔中医专家田小明最近被美国总统

奥巴马政府任命为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顾问委

员会委员，成为首位接受这一职务的中西医结

合临床专家。他 7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包括中

医、中药、

针灸和气功

在内的补充

替代医学正

在美国稳定

发展，很有

前途...... 

据田小明介

绍，为了满

足美国公众

日益增长的

健康医疗需

求、减少庞大的医疗开支、弥补西医治疗的不足，

美国正在积极探讨能够辅助西医而又安全有效

的疗法。2002 年，美国白宫批准将世界上 43 种

传统医学和疗法正式纳入美国补充和替代医疗

体系，其中“中国传统医学”作为独立医学体系正

式被列入白宫文件。 

目前，美国政府每年花费 1.2 亿美元用于补充

和替代医学的研究和发展，而针对中医、中药

和针灸的研究项目多达几十种。此外，美国每

年有 1.8 亿人自费购买包括中草药在内的保健

品，花费约 200 亿美元，并呈逐年递增的趋

势。在 2007 年，占美国总人口 38％的公众选

择接受补充和替代医学的治疗。 

田小明说，美国联邦政府邀请华裔医学专家出

任补充和替代医学顾问委员会委员，表明美国

主流社会正在重视研究和应用中医，加强中医

的发展，有助于医政改革，希望中国传统医学

能够更好地造福美国人民。 

 

 Int. Info  :  
 中国首次认同中医与西医一样为独立科学

体系，国际上近年有转向中草植物药的趋

势  在西欧，针灸已获得合法地位 

 美国：有 6000 万美国人服用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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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H�ZHVWHUVH�JHQHHVNXQGH. 
'H�ODDWVWH�MDUHQ�LV�HU�HHQ�WUHQG�QDDU�&KL�
QHVH�NUXLGHQJHQHHVPLGGHOHQ�LQ�GH�ZHUHOG� 
,Q�:HVW-(XURSD�KHHIW�DFXSXQFWXXU�HHQ�
ZHWWHOLMNH�VWDWXV�JHNUHJHQ 
�� 
�,Q�GH�9HUHQLJGH�6WDWHQ�JHEUXLNHQ����
PLOMRHQ�$PHULNDQHQ�GH�WUDGLWLRQHOH�&KLQH�
VH�JHQHHVNXQ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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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 爱情���&KLQHVH�NUXLGHQJHQHHVNXQGH�，/LHIGH� 
中医药诊治疾病自成体系 

天人合一 的整体观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

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内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重视自然和社会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

认为精神与形体密不可分，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协

同关系，重视生理与心理在健康与疾病中的相互

影响，因此形成了中医Ā生理-心理-社会-自然ā

的传统医学模式。中医诊疗着眼于Ā病的人ā而

不仅是Ā人的病ā，也就不难理解中药的说明书

中为什么功能主治较多，有些脏器疾病为什么针

灸肢体和手足的穴位就可以治病了。 

Holistische kijk op harmonie tussen mens 

en natuur 
Traditionele Chinese geneeskunde gelooft dat 

mens en natuur, mens en samenleving een on-

derling verbonden en ondeelbare eenheid zijn, en 

dat de binnenkant van het menselijk lichaam ook 

een organisch geheel is. Besteed aandacht aan de 

invloed van natuur en sociale omgeving op ge-

zondheid en ziekte, geloof dat geest en lichaam 

onafscheidelijk zijn, benadruk de synergetische 

relatie tussen fysiologie en psychologie, en be-

steed aandacht aan de wederzijdse invloed van 

fysiologie en psychologie in gezondheid en ziekte, 

en vormen zo het "Fysiologie-Psychologie-

Genootschap van Traditionele Chinese Genees-

kunde" -Natuur" traditioneel medisch model. TCM

-diagnose en -behandeling richt zich op "zieke 

mensen" en niet alleen op "volksziekten". Het is 

niet moeilijk te begrijpen waarom er meer functies 

zijn in de instructies van de Chinese geneeskunde, 

en waarom sommige orgaanziekten kunnen wor-

den genezen door acupunctuur en moxibustie 

aan de acupunten van de ledematen, 

handen en voeten. 

 

注重Ā平ā与Ā和ā 

中医强调和谐对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认为人的健康在于各脏腑功能和谐协

调，情志表达适度中和，并能顺应不

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是人体在正常

状态下阴平阳秘，即阴阳的动态平

衡。《皇帝内经》中Ā正气存内，邪

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ā，正是以中医理

论阐明疾病的发生，其根本是在内、外因素作用

下，人的整体功能失去动态平衡，给了致病因素

可乘之机。中医Ā以药之偏，调人之偏ā来纠正

人生命之偏，这就是治病之道。重点解决致病因

子引发的整体功能失调状态 

辨证施治，强调个体化治疗 

中医诊疗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体现为

Ā辨证论治ā。Ā辨证ā就是将四诊（望、闻、

问、切）所采集的症状、体征等个体信息，通过

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

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候质、地域环境及四时气候等， 

 
爱的宣言 

 

当生姜失去麻黄 

才懂得什么叫做彷徨 

当佩兰失去藿香 

才知道什么叫做神伤 

当我离别了你 

才深切体会到什么叫做断肠 

谢谢你，是你 

一直在启悟我 

什么是大黄的豪爽 

什么是桑叶的清凉 

什么是人参的无私 

什么是附子的坚强 

一直以来 

你像山海棠给我春天的芬芳 

像薄荷送我夏日的清凉 

像怀菊给我秋季的慰藉 

像冰片送我冬天的舒爽 

你是我受伤时的三七 

是我失意时的远志 

是我烦闷时的栀子 

是我迷茫时的苏合香 

只有在没有你的时候我才懂得 

什么叫夏月麻黄 

想起你的时候我才知道 

什么叫调和诸方 

梦到你的时候才发觉 

什么是平补三焦 

遇到你的时候才明白 

什么是救逆回阳 

你曾告诉我，人生就应该像熟地 

在九蒸九晒中得到升华 

人生应该像青黛 

在氤氲中营造希望 

人生就应该像阿胶 

在炽热煎熬中得到凝练 

人生更应该像石膏 

在烈火焚烧中追逐辉煌 

啊，我亲爱的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相处中 

从没有过什么十九畏 

也不存在什么十八反 

有的只是相使、相须 

我希望我们一起分担风寒暑湿热 

我们一起体验酸苦甘辛咸 

我们一起追逐寒热平温凉 

我相信我们的情谊 

                    定会在人生的升降浮沉中天麻地黄 

 

海上落日  
 

布饶依露/佤族  

   

进 入 北 欧 丹 麦 (  Danmark  ) 斯 根 斯 古 乐

( Skælskør )小镇，想去海边柯贝克( Kobæk )海滩看

“落日”，是最初的愿望……  

我的先生斯丁(Sten)告诉我：“海滩在西尽

头，距离小镇 1.6 公里，有公路和公交车直达海边，

因为海面宽，阳光充足，是小镇周围最大最热闹的

海滩。为了方便公民的户外游泳运动，斯莱茵瑟

( Slagelse )市政府投资在海边兴建了更衣室、沐浴

室和卫生间；并在海上建造了一条长 115 米、宽 2

米，以粗壮的木柱、厚实的木板作为材料的长栏，

从浅水至深水区域，造有多个跳水台和下水梯子。”  

行走在木质长栏上，是观海景最佳的地方，

木栏顶端正前方，远远的眺望，一座居住着丹麦

( Danmark )许多人家的长岛，能感觉到炊烟在岛上

稀舒的飘浮……若渡轮游过去，20 分钟就能到达对

岸。长栏的右前方，伫立着丹麦最高最长的大桥，

把西兰( Sjælland )岛和菲英( Fyn )岛、两个大岛连接

在一起，如果驱车经过大桥，行驶时间约 25 分钟，

能走完大桥17000米的全过程；桥面可以4辆车并

排行驶，整座大桥为双塔式斜拉桥，成为丹麦

(  Danmark  ) 宏 伟 壮 观 的 斯 多 哇 拜 嘞 次 博

( Storebælt bro )跨海岛大桥!  

太阳在海的上方朗朗的普照着大海，在海面

的反光中一摇一晃的,生长出一条金色的通道，把

天与海连接在一起。一小时后，太阳靠近海面了，

对着明镜似的海面，仿佛有些害羞起来，在晚霞的

薄云中，一躲一闪的还没有找到归宿……过了半点

钟，太阳已经在闪动金翅，很想起飞，可是飞不起

来；等换个角度站在海岸的高坎上，又看到太阳美

美的样子，红润得不刺眼，圆亮得不滑头，硬是不

想离开灿烂的光线，不想

在时间的现场消失。  

落日西沉，一点点向下降

落夜幕，海风吹起时，海

面掀起了小浪花，想留住

光的暖，夕阳在小浪花

上，跳起了太阳舞，圆头

圆脑的十分可爱，先是金

红的太阳，后来变成深

红，结果靠近海面，就成

桔红了，大海上阳光依然

明亮，太阳愣不想回到海中去……  

可是鲜亮的太阳，刚一接触到海水，就奋不

顾身跳进海里去了，先把桔色下沉一点，再一

点……好像在大海中洗澡呢，渐渐的褪去空中的

光环，等下沉到一半时，水面留下个半圆，很像

丹麦( Danmark )圣诞节吃的大蛋糕，另一半已

被爱吃甜食和面食的丹麦( Danmark )人切去分

享了。这时，感觉太阳有些疲累，它向海中扎猛

子，身影突然消失了。  

海面上很快收起了余晖，柯贝克( Kobæk )沙

滩在太阳留下的热度中温暖着，因海岸线尽头的光

还有亮度，天色没有全都暗下来，晚风拍打着柯贝

克( Kobæk )空旷的大海，在长长的木栏上和海滩

上，留下不停的未规律的声响……  

黄昏时看夕阳，几乎是世间老年人的喜好，

人经历了千辛万苦的一生，身心会感到疲惫，当生

命走过了一年年，日子熬过了一天天，到了晚年，

坐在家门口看看夕阳，接接亲人的回归，迎迎好友

的来访，用这种美丽的心情欢度晚年，应该是一件

幸事！“夕阳无限好，已是进黄昏。”这是异国他乡

的晚年人，对生命的感叹! 这警句，为人类揭示出人

生的悲壮，生命的沧桑! 如果行走在他乡的人，能够

感受到夕阳的大美，感觉到大自然的美好，那他(她)

的这一生才算没有虚度年华。  

 

2021 年 6 月 6 日 写于丹麦( Danmark )  

 

 布饶依露 简介：   

佤族诗人，作家。现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

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 19 佤 86 年

开始，多篇散文、诗歌、传记文学等，在国内外刊

物刊发；从 1995 年至今，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

德文等，在国内外刊发与出版，其中有传记文学《佤

家的四代女人》、《阿佤的亮眼睛》等；诗歌《月

亮山》、《牛铃》等。2010 年 12 月，散文集《神

树的约定》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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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 马林-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   

回首当初红色征程起步 揭示开天辟地大事

史记 
      作者-荷兰 张卓辉 (文 / 图)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

国,”就没有现

在五千多万海

内外华人扬眉

吐气 ,挺起腰

杆的时代!普天

同庆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

年之际,生活在

欧洲第一面五

星红旗升起的

地方荷兰华侨

华人饮水思源地自然联想到搭起共产国际与中共

建党桥梁的先驱:“在所有同志们的心中,已经竖起

了你的丰碑。没有花岗岩,没有大的支柱，你的丰

碑应该是不加虚饰的存在,你的形象会留在同志们

的心中，尤其是你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马

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诗歌颂者  

中国共产党于 1921 年 7 月 23 日― 31 日，举行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毛泽东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她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

和希望。今年 7 月 1 日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921-2021）。一部描述荷兰人 Henk 

Maring（马林）长达一个小时的文献纪录片不久

前在荷兰电视第二台播放。凸显当年这位共产国

际代表的他参与协助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背景与活

动,见证中共一大召开唯一的西方国家人,也是中

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 

见证中共建党唯一西方国家人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

陈列”展厅，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

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外友好协

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与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

究所联合举办的《马林与中国》文献图片

展,曾经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至 8 月 

10 日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改建一新

的专题展厅展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

统战部部长杨晓渡,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陈东,以及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荷兰国

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马林亲属代表和有关博

物馆、纪念馆及大学、社区代表等近 200 人

出席了展览开幕式。（剪编) 

 

Henk Maring 

   
'H����H�YHUMDDUGDJ�YDQ�GH�RSULFKWLQJ�YDQ�GH�
&RPPXQLVWLVFKH�3DUWLM�YDQ�&KLQD������-������
ZRUGW�GLW�MDDU�RS���MXOL�JHYLHUG��(HQ�GRFXPHQ�
WDLUH�YDQ�HHQ�XXU�RYHU�GH�1HGHUODQGHU�+HQN�
0DULQJ�ZHUG�RQODQJV�XLWJH]RQGHQ�RS�GH�1H�
GHUODQGVH�79���+HW�EHOLFKW�GH�DFKWHUJURQG�
HQ�GH�DFWLYLWHLWHQ�YDQ�GH]H�YHUWHJHQZRRUGL�
JHU�YDQ�GH�&RPPXQLVWLVFKH�,QWHUQDWLRQDOH�GLH�
KLHOS�ELM�GH�RSULFKWLQJ�YDQ�GH�&KLQHVH�&RPPX�
QLVWLVFKH�3DUWLM��GH�HQLJH�ZHVWHUOLQJ�GLH�JH�
WXLJH�ZDV�YDQ�GH�ELMHHQURHSLQJ�YDQ�KHW�(HUVWH�
&RQJUHV�YDQ�GH�&RPPXQLVWLVFKH�3DUWLM�HQ�HHQ�

YDQ�GH�PHHVW�LQYORHGULMNH�EXLWHQODQGHUV�LQ�GH�
PRGHUQH�&KLQHVH�JHVFKLHGHQLV� 
'H�HQLJH�ZHVWHUOLQJ�GLH�JHWXLJH�ZDV�YDQ�GH�
RSULFKWLQJ�YDQ�GH�&RPPXQLVWLVFKH�3DUWLM�YDQ�
&KLQD 
,Q�GH�WHQWRRQVWHOOLQJV]DDO�YDQ�GH�
�+LVWRULVFKH�RYHUEOLMIVHOHQ�YDQ�GH�RSULFKWLQJ�
YDQ�GH�&KLQHVH�&RPPXQLVWLVFKH�3DUWLM��YDQ�GH�
+HUGHQNLQJV]DDO�YDQ�KHW�(HUVWH�&RQJUHV�YDQ�
GH�&RPPXQLVWLVFKH�3DUWLM�ZHUG�YDQ����MXQL�
WRW�HQ�PHW����DXJXVWXV������LQ�6KDQJKDL�GH�
GRFXPHQWDLUH�HQ�IRWRWHQWRRQVWHOOLQJ��0DULQJ�
HQ�&KLQD��JHKRXGHQ��GLH�JH]DPHQOLMN�ZHUG�
JHRUJDQLVHHUG�GRRU�KHW�2QGHU]RHNVEXUHDX�
YRRU�3DUWLMJHVFKLHGHQLV�YDQ�KHW�*HPHHQWHOLMN�
&RPLWp�YDQ�GH�&RPPXQLVWLVFKH�3DUWLM�YDQ�
&KLQD�YDQ�6KDQJKDL��KHW�&RPLWp�YRRU�KHW�EH�
KHHU�YDQ�FXOWXUHOH�RYHUEOLMIVHOHQ�YDQ�KHW�
*HPHHQWHOLMN�9RONVEHVWXXU�YDQ�6KDQJKDL��KHW�
*HPHHQWHOLMN�&RPLWp�YDQ�KHW�5HYROXWLRQDLU�
&RPLWp�YDQ�GH�.XRPLQWDQJ�YDQ�&KLQD�YDQ�
6KDQJKDL��GH�+HUGHQNLQJV]DDO�YDQ�KHW�(HUVWH�
&RQJUHV�YDQ�GH�&RPPXQLVWLVFKH�3DUWLM�YDQ�
&KLQD�HQ�KHW�,QWHUQDWLRQDDO�,QVWLWXXW�YRRU�
6RFLDOH�*HVFKLHGHQLV�YDQ�1HGHUODQG� 
'H�WHQWRRQVWHOOLQJ�ZDV�WH�]LHQ�LQ�GH�RQODQJV�
JHUHQRYHHUGH�VSHFLDOH�WHQWRRQVWHOOLQJV]DDO�
YDQ�GH�0HPRULDO�+DOO�YDQ�KHW�(HUVWH�&RQJUHV�
YDQ�GH�&RPPXQLVWLVFKH�3DUWLM�LQ�6KDQJKDL�YDQ�
���MXQL�WRW����DXJXVWXV�������'H�RSHQLQJVFH�
UHPRQLH�YDQ�GH�WHQWRRQVWHOOLQJ�ZHUG�ELMJH�
ZRRQG�GRRU�<DQJ�;LDRGX��OLG�YDQ�KHW�3HUPD�
QHQW�&RPLWp�YDQ�KHW�*HPHHQWHOLMN�&RPLWp�YDQ�
GH�&3&�6KDQJKDL�HQ�PLQLVWHU�YDQ�GH�DIGHOLQJ�
9HUHQLJG�)URQWZHUN�YDQ�KHW�*HPHHQWHOLMN�
&RPLWp�YDQ�GH�&3&�6KDQJKDL��&KHQ�'RQJ��YLFH-
PLQLVWHU�YDQ�GH�DIGHOLQJ�3URSDJDQGD�YDQ�KHW�
*HPHHQWHOLMN�&RPLWp�YDQ�GH�&3&�6KDQJKDL��
DOVPHGH�GRRU�YHUWHJHQZRRUGLJHUV�YDQ�KHW�
1HGHUODQGVH�FRQVXODDW�LQ�6KDQJKDL��KHW�,Q�
WHUQDWLRQDDO�,QVWLWXXW�YRRU�6RFLDOH�*HVFKLH�
GHQLV�YDQ�1HGHUODQG��IDPLOLHOHGHQ�YDQ�0DULQ�
HQ�YHUWHJHQZRRUGLJHUV�YDQ�UHOHYDQWH�PXVHD��
JHGHQNSODDWVHQ��XQLYHUVLWHLWHQ�HQ�JHPHHQ�
VFKDSSHQ���EHZHUNW� 
 
$UWLFHO—=KXR+XL�=KDQJ� 
 
 
��������秋  日 

文/何军雄  China 

 Junxiong-He     

  
秋风瑟瑟。凉透了一个季

节 

站在山间纳凉的蚂蚁，被 

一片落叶，遮住了面目 

在夕阳的余晖中徒步搬运 

  

杏树的叶子，开始变黄 

趁着一缕秋风，将身子垂

下 

                  裹着一件蓑衣前行的蚯蚓 

                  在一棵大树的根部隐姓埋名 

  

                   秋风蘸一抹浓霜的淡雅 

                   在季节的宣纸上挥毫泼墨 

                   这个时候，呈现在秋天的 

                   是一幅至美绝伦的画卷 

   

何军雄，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雪地

上的书生》《风吹故乡》《春日辞》。作品散于

《诗刊》《中国诗歌》《中国诗人》《星星》

《《飞天》《青春》《奔流 》等 

 
沉痛悼念华商报创刊人修海涛先生 
   

  德国中文报纸《华商报》主编修海涛先生于

ϮϬϮϭ 年 ϴ 月 Ϯϯ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不幸离逝，终

年 ϲϰ 岁。我们对此深感悲痛。 
� 
'H�KHHU�;LX�+DLWDR��GH�KRRIGUHGDFWHXU�YDQ�GH�'XLWV-
&KLQHVH�NUDQW��&KLQD�%XVLQHVV�'DLO\���VWLHUI�RS����
DXJXVWXV������RS���-MDULJH�OHHIWLMG�LQ�)UDQNIXUW��
'XLWVODQG��:H�]LMQ�KLHU�GLHS�EHGURHIG�GRRU� 

 

 

修海涛先生博学多才，为人谦和宽厚，团结侨

胞，服务侨社。为促进中德友好交流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他的离世是德国华人华侨的重大损失。 

 

修海涛先生创

刊的德国华商

报是德国最重

要的中文报刊

之一，海外华

文媒体界失去

了一位良师挚

友，我们将永

远怀念他！ 

 

我们谨此对修

海涛先生的辞

世表示沉痛的

哀悼并向修海

涛先生家属亲友以及华商报的同事致以最诚挚的

慰问！ 

修总编安息，一路走好！ 

德国开元集团 +欧华文化人等  敬挽（自网络） 

 

    他的离世，是欧华尤其是德华乃至欧华的重

大大损失！他为欧洲华人解忧排难，支持，弘

扬，中华文化，为华人在海外的工作 生活， 乃

至学习起到了无名的桥梁和楼台的作用。直至

����年 �月 �日，共发了 ����期 ！ 我们沉痛悼

念，永远缅怀!  

—荷兰“彩虹”文化中心 

    Diep   Gedenken （Rouw） 
  Zijn dood was een groot verlies voor ons，

vooral  in Duitsland .Hij verlichtte de zorgen van 

de Chinezen in Europa, ondersteunde, promootte 

en promootte de Chinese cultuur, en diende als 

een brug en platform voor de Chinezen om in 

het buitenland te werken en te wonen, en zelfs 

om te studeren. Tot 1 juli 2021 zijn er in totaal 

536 nummers uitgegeven! We rouwen en koeste-

ren voor altijd! -De Stig.  "Rainbow"  Cultuur & 

Lietratuur Center in Nederland  



1XPPHU�����VHSWHPEHU�������SDJLQD��� 

 

文学综合信息  /LWHUDWXXUV\QWKHVH�LQIRUPDWLH 

全国主要文学刊物投稿邮箱（剪辑， 收

藏）网上搜藏 

《人民文学》诗歌 

ƌŵǁǆƐŚŝŐĞΛϭϮϲ͘ĐŽŵ 
《上海文学》编辑部 

ƐŚǁǆŽĸĐĞΛϭϮϲ͘ĐŽŵ 
《天涯》双月刊 

ƚǇǌǌǌΛǀŝƉ͘ƐŝŶĂ͘ĐŽŵ 
《文学港》（宁波） 

ǁĞŶǆƵĞϬϱϳϰΛϭϲϯ͘ĐŽŵ 
《安徽文学》上半月 

ĂŚǁǆϱϱϭΛƐŝŶĂ͘ĐŽŵ 
《北方文学》（哈尔滨） 

ďĨǁǆΛϭϲϯ͘ĐŽŵ 

《北京文学》综合月刊 

ďũǁǆũĐǇĚΛǀŝƉ͘ƐŝŶĂ͘ĐŽŵ 
《长城》综合双月刊（河北） 

ĐŚĂŶŐĐŚĞŶŐϳϵΛϭϮϲ͘ĐŽŵ 
《奔流》月刊（郑州） 

benliu1957@126.com  
《滇池》文学杂志（昆明） 

dianchiyk@163.com 
 

《大家》杂志 

ĚĂũŝĂǁĞŶǆƵĞϭϵϵϰΛϭϲϯ͘ĐŽŵ 
《福建文学》诗歌 

łǁǆƐŐΛϭϲϯ͘ĐŽŵ 
《福建文学》小说 

łǁǆǆƐΛϭϲϯ͘ĐŽŵ 
《芙蓉》综合双月刊（湖南） 

ůŽƚƵƐŵĂŐĂǌŝŶĞΛϭϲϯ͘ĐŽŵ 
《飞天》半月刊诗歌 

ŌǁǆƐΛϭϲϯ͘ĐŽŵ 
《广州文艺》综合月刊 

ŐǌǁǇǌǌƐΛϭϲϯ͘ĐŽŵ 
广西文学杂志 

>^ϱϮϰϭΛƋƋ͘ĐŽŵ 
花城杂志 

ŚƵĂĐŚĞŶŐƐŚŝŐĞΛϭϲϯ͘ĐŽŵ 
《黄河》双月刊（太原） 

ŚŚǌǌƐϮϬϭϰΛϭϲϯ͘ĐŽŵ 
《花城》杂志诗歌 

huachengshige@sina.com 
《湖南文学》远人（诗歌） 

yuanren106@126.com  

《红岩》双月刊（重庆） 

hyzz2009@163.com 

湖南文学杂志 

ŚƵŶĂŶǁŽŶǆƵŽΛϭϮϲ͘ĐŽŵ 
《海燕》综合月刊 

ĚůŚǇϮϬϬϮΛϭϲϯ͘ĐŽŵ 
牡丹杂志（洛阳）谭滢（小说、诗歌） 

ŵĚƚǇϮϬϬϴΛƐŽŚƵ͘ĐŽŵ 
《芒种》半月刊（沈阳） 

ŵǌǁǆǇŬΛϭϲϯ͘ĐŽŵ 

题画诗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 

这枝艺苑的奇葩，从诞生那天起，就是诗与画交

融的产物。如果把它比作音乐，则是诗与画的二

重奏。这首特制的歌曲，既有诗的韵律，又有画

的光彩。如果将它比作舞蹈，则是配合默契的双

人舞。画的线条是跳动的舞姿，诗的文字，则是

画境的升华。题写于画卷上的诗，使画卷融诗、

书、画于一体，既富诗情画意，又有笔韵书趣，

是具有中华民族丰富文化内蕴的国粹，因而被称

为“诗人之骄子，画家之宠儿” 。 

【七绝】咏莲  

文/小雅鹤鸣（荷兰） <L+H��1/ 

 月下青莲朗韵飘，仙姿素影梦遐遥。 

 何愁翠减花凋谢，自有清风入碧霄。  
  

  【七律】秋思  

文/林斌（荷兰） LinBin  NL 

   秋雨敲窗接远穹，久凝故土北高峰。  

   长天纵目云烟阔，滄海倾心春潮涌。  

   华夏腾飞多特色，扬鞭奋蹄展新容。  

   辗转难忘跋涉地，一脉钱塘在梦中。   

 

诗书 北石

意大利 

%HL6KL-,WDOLD 

诗书 欧华

新移民协会  

（供稿） 

 

 

梦筑新时代·诗吟大别山——“鹿鸣杯”全国

首届大别山诗书画大赛征稿启事 ：         

�、主办单位：中管院诗与远方文化艺术委员

会、文化部艺术节基金会传统文化书画院。

�、协办单位：中国外交部老外交官诗社、中

国外交部老干部书画研究会、文化部艺术节

基金会传统文化书画院，教育部书画考级中

心安徽分中心、中国民族艺术研究院、北京

金台艺术馆、诗与远方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文化部艺术节基金会、世界诗意文化联合

会，公益文化中国行组委会，河南嵩岳诗

社、武汉老年大学诗词学会、安徽省江淮诗

书画研究院、安徽省太白楼诗词学会、安徽

省诗词协会、合肥市庐州诗词学会 

�、稿件要求：（�）诗歌作品: 包括现代诗

和格律诗词，现代诗每首不超过��行，格律

诗词应符合艺术规范。参赛稿件应为未在报

刊上公开发表的原创作品。来稿必须使用附

件，发至指定邮箱，用ZRUG文档，五号宋体

字，标题加粗，单倍行距.（�）书法作品：

作品不超过�尺整纸（���î��FP�，书体不

限，作品一律为横、竖两式，投稿作品不需

装裱。参赛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正楷注

明作者姓名、身份证号、地址、邮箱、联系

电话。参赛书法、绘画作品请用快递寄至大

赛组委会指定收件地址、收件人。（�）绘画

作品：国画不超过�尺整纸（���î��FP�，油

画不超过�尺整纸（���î���FP）；作品一

律为横、竖两式，投稿作品不需装裱。参赛

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正楷注明作者姓

名、身份证号、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参

赛绘画作品请用快递寄至大赛组委会指定收

件地址、收件人。�、参赛作品须注明题目，

附注作者姓名、身份证号、个人简介（���

字以内）、详细地址、邮箱、联系电话。并

注明“诗意大别山”大赛征稿字样。 

投稿方式诗歌、书法、绘画参赛作品请以

ZRUG文档电子版发至邮箱：

V\\IJRY#����FRP，邮件注明“诗意大别

山”主题投稿。征稿时间从����年�月�

日开始至����年��月��日截止。书法、绘

画、摄影作品原件请用快递寄至大赛组委

会：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国贸天琴湾��栋

���室收件人电话：������������   

Tijd-

schrijft 

杂志  

《女也》等， 

香港知名作家

诗人 

何佳琳  

主编 
-LDOLQ��+H� 
+RQJ*RQ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