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 雨 新 知 奥 运 情
沈大力

国际奥委会总部位于洛桑莱蒙湖畔乌栖
堤岸的翠坡，碧天白云下，五环旗飘展，映入游
人眼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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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我和希腊奥林匹克博物
馆馆长一起驱车来此参加洛桑“体育与文化论
坛”，首次接触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众多活动
家，立时沉浸在热情友谊的氛围里，感到一种
蓬勃生气，促成了我的奥运情结。翌日，我以
《奥林匹克主义———文化的灵泉》为题，在论坛
上发表演讲。按会议规程，接着由国际奥委会
法国荣誉委员莫里斯·艾赫佐格做扩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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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曾于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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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攀上喜马拉雅山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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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神女峰，创出当时全球登
山最高纪录。这回在论坛上追述起
当年的历险，他深情地说：“谈起我
的初恋，那是一座高山。远看上去，
山的峰顶宛若美女的酥胸，有一种
莫可名状的魅力，诱人去抚摸那危
耸的乳峰。我攀上了洁白无瑕的神
女峰，得到了平生最大的满足。我把自己的鲜
血奉献给神女，在她的怀抱里获得了永恒的生
命……那次登山，向导是个舍尔巴喇嘛。临别
他写给我一句赠言：‘您经受了莫大痛苦，定能
获得永生。’确实，此次经历给了我不朽的灵
魂，得以将这种精神传给子孙。”

会前，我已得悉艾赫佐格在攀登神女峰时
冻伤手足，丢了十根手指，双脚趾骨被截，因而
对他勇敢的牺牲精神非常钦佩，遂在去拜谒现
代奥运倡导者彼埃尔·顾拜旦故居蒙赫伯别墅
的路途上跟他聊天。他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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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他曾
以法国青年与体育部长身份访华，为戴高乐将
军承认新中国铺路，尔后又投票支持北京第一
次申办奥运会，真诚希望中国能有机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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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多年的梦想。当时，主持洛桑论坛的国际奥
委会中国委员何振梁先生在一旁见我们谈得投
机，走过来说：“瞧，你们俩一下就成了朋友！”

洛桑论坛期间，我还结识了欧洲大学校长
海伦·阿赫维勒、瑞士诗人布莱兹·埃维果和女
作家韩素音等多位朋友。那次，一位中国作家
从老子哲学透视西方观念的现代奥运，引起了
西方朋友们的共鸣。他们衷心欢迎用中国传统
文化来丰富日益发展的奥林匹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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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
去了，当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中国登山队将奥
运火种送上珠峰时，不禁忆起当年在洛桑结识
的友人，如今已年近九旬，在勃朗峰菠松冰川
下恬淡度日的艾赫佐格，想起老翁谈神女峰时
对我说过的话：“那次心灵奇遇后，我每天都在
思索可以传播开来的精神价值。”令人欣慰的

是，这种精神价值后继有人，现正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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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奥运会在全球传播。
回溯畴昔，顾拜旦先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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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奥林匹克宣言》，提出
恢复奥运会，称它为一项“伟大的仁爱事业”。可
是，他的倡议却被贬斥为“乌托邦”，更遇到基督
教会的激烈反对和社会保守势力的抵制，在推
行中受尽嘲讽，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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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召集了第一届奥
林匹克运动会。为奥运的发展，顾拜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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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
里奔走于欧美各国，耗尽了他从贵族家庭所继
承的巨额财产的一半，最后不得不卖掉在巴黎

的家宅，举家搬到瑞士洛桑，最后
在莱蒙湖畔溘然辞世。生前，他将
国际奥委会总部移至中立国瑞
士，使洛桑这座美丽的城市变为
现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首府，
令各国体育爱好者景仰。

今年，我又结识了对奥运做
出贡献的另一位法国贵族弗朗索瓦·达马侯
爵。正是他不辞劳苦，在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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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几度
从巴黎去瑞士寻找顾拜旦《奥林匹克宣言》的
手稿，让这份重要历史文献在尘封了近一个世
纪后重现人间，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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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奥运会开幕
前夕译成中文正式发表。同时，达马侯爵逆巴
黎掀起的反华风潮，亲自率团赴北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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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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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奥林匹克宣言》国际论坛”上阐述《宣
言》的意义。他说：“应该肯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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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那个夜晚，勇敢的顾拜旦男爵呼吁复兴奥
运会，切望再看到庄严的金色象征火炬重放光
明，显示一个黎明正在升起。”受他演说的启
迪，我在会上做了题为《现代奥运的黎明》的发
言，说出一个中国人对《奥林匹克宣言》的体
会。当晚，在北京友谊宾馆的晚宴上，我与达马
侯爵同席交谈，感到他是一位不抱政治偏见，
为宣传奥运精神不遗余力的斗士，对北京承办
奥运会充满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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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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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法国参议院克雷孟梭大厅举行
顾拜旦《奥林匹克宣言》纪念会。我与达马侯爵
在巴黎重逢，听他坚定地表示：“毋庸置疑，中国
人民的热情及聪明才智定能让北京奥运会取得
史无前例的成功。”从达马侯爵，我又联想到昔
日在洛桑结交的法国朋友艾赫佐格先生和阿赫
维勒女士对中国的真挚友谊，深信在巴黎抵制
北京奥运会的一些人绝不能代表大多数法国百
姓。正应了一句阿拉伯谚语：“犬吠，旅行队照样
前行。”

题图：莱蒙湖畔的奥运雕塑与五环旗。

舞 中 魂
施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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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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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相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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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文化活动”的热浪中，爱尔兰踢

踏舞剧《大河之舞》在北京国家大剧

院的首演再掀高潮。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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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与

《大河之舞》一见钟情的铁杆粉丝们

还是初次相会的朋友，都与那如飞的

舞步与狂热的踢踏声一起沸腾激荡。

《大河之舞》是一个真正的舞蹈

传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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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演，便不断创造奇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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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伦敦上演时，引起

前所未有的轰动，原定只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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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结果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加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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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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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它的舞步踏遍世界近百

座城市而长盛不衰，年票房价值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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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英镑。

《大河之舞》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很多人或热评它挺拔矫健的舞姿，或

着迷于那每秒钟对地面
(-

下的打

击，但仅靠舞蹈技术是不足以震撼心

灵的。曾经是《大河之舞》领舞的女演

员乔安妮在一次与网友的交流中说：

“整个《大河之舞》其实体现的是爱尔

兰移民背井离乡的悲惨经历，但实际

上看完表演之后会觉得还是有乐观

的精神在里面，爱尔兰人为他们自己

感到骄傲。”我想说，这才是最能动人

心魄之处———爱尔兰的民族之魂。

去过爱尔兰的人都会发现，《大

河之舞》从形式到内涵都浸透着浓浓

的爱尔兰乡村风味。大幕开启，没有

乐池中的交响乐队，而是在舞台一角

随意地坐着
(

名乐手：一名提琴手、

一名风笛手和一名能吹各种笛子的

管乐手，在他们身后隔开而坐的还有

一名鼓手，从头至尾无论欢快还是忧

伤，都回响着地地道道的爱尔兰乡村

音乐。它让人一下子来到爱尔兰那些

温馨的乡村小酒馆，日头西落，三两

位乡村乐手依吧台而坐，弹唱起古老

的民谣，村镇上的人们陆续聚拢来，

喝一杯黑啤吉尼斯，讲一段或新或旧

的故事，逢到秋收或节日，男女青年

们就会欢快地跳起舞，节奏越跳越

快，能跳到最后的当然是最棒的。爱

尔兰前总理埃亨对爱尔兰旅游业做

过一个朴素的概括：“我们的全部历

史、全部传统和全部文化都是农业。”

即使今天爱尔兰已跻身世界发达国

家行列，人均收入居世界前列，仍然

保留着自然的田园风光和纯朴的乡

土文化。《大河之舞》上半场中，他们

深情地歌颂太阳、大河和自然，歌颂

与雷电抗争的勇气和火一样的激情，

就是爱尔兰人生活的真实意境。

与爱尔兰人交过朋友的人都知

道，这是一个勇敢不屈和乐观骄傲的

民族。他们经历过数百年遭受强国奴

役、欺侮的历史，经历过与黑死病、饥

饿争夺生命的拼搏，经历过背井离乡

漂洋过海的磨难。舞剧中那些在马其

顿港湾、安达卢西亚码头和纽约街头

的一段段对舞与吟唱，或抗争、或忧

伤、或诙谐，都是这个民族悲苦心路

历程的再现；而爱尔兰踢踏舞那独特

的永远挺直的腰背和激越向上的姿

态，恰恰是这个民族永不屈服、积极

进取精神最形象的体现。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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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第一次去爱尔兰

采访，从伦敦到都柏林只有
+

小时多的

航程，却明显感觉到两个国度的差别。

两国人的长相、语言、饮食习惯甚至城

市的建筑风格都很相似，但每一个爱

尔兰人身上洋溢的自豪、自信和生机

勃勃的活力，却是在彬彬有礼的老牌

英帝国很少见到的。这是一个创造了

经济奇迹的西欧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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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人均

国民收入是
+&(%*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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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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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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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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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元，是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大河之舞》就是爱尔兰人在这期间创

造的又一个文化艺术奇迹。

《大河之舞》在踢踏舞激烈的节

奏中讲述了这个民族不畏列强、不畏

艰险的不屈历史，展现了热情、倔强、

纯朴和乐观的民族之魂，是爱尔兰人

的骄傲。感谢《大河之舞》让我们在奥

运会这个世界人民共同的节日中分

享这份激情与骄傲。

寄
宿
鹿
儿
岛

于

青

梅雨过后，日本九州南部的
鹿儿岛蓝天白云令人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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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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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北京和天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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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小学生来到这里进行友好交
流，并寄宿在当地人家。前一天在
东京住酒店、游迪斯尼乐园的城
市孩子，突然住进远离城市、农田
环绕的日本人家，能适应吗？一路
走来，记者看到的却是中日学生
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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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国学生分别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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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当地人家。在没有翻译参与的
家庭见面会上，如何表达“初次见
面，请多关照”，孩子们的表现则
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说日
文的，有说中文的，有说英语的，
还有用笔交谈的。与老一代两国
人士笔谈不同，日本人用的繁体
汉字给中国孩子带来一定困难，
他们需将繁体还原成简体，方能
领会字义。有些汉字的字义与中
文不同，如现场自我介绍时，常出
现“娘”字，日文意为“女儿”，切不
可望文生义。

天津四中初二学生杨芸皓、
邱傲卓，寄宿在京瓷公司员工村
上哲哉家。村上家有两个男孩儿，
长子智洋也上初二，次子佑一上
小学六年级。记者来时，村上先生
和夫人正在院里忙着做“野外烧
烤”，孩子们吃得不亦乐乎。
“吃得合口味吗？”记者问。“这

是到日本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
“对日本印象怎样？”“过去没

看见过这么白的云，空气比天津
好多了。”

“来日本前，对日本有什么印
象？”“地理教科书上说，日本人口密
度大，来日本后，却看不到多少人。”
“你知道的日本人有谁？”“小

泉纯一郎、岸本齐史。”
“岸本齐史是做什么的？”“是

著名漫画家。”
村上先生问中国学生：“明天

想去哪里玩？”“想去钓鱼。”
“在天津去哪里钓鱼？”“去鱼

塘钓鱼。”
“这里可以去海边或河边钓

鱼。”“那我们去海边吧。”
村上先生告诉中国孩子，海

边钓鱼可不像鱼塘钓鱼，要做好
空手而归的准备。

北京
'%

中的黄瑞甫、
-+

中的
赵晨寄宿在京瓷员工富江觉家。富
江夫妇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中国学
生住，自己睡在客厅。他家也有两
个男孩儿，长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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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正在学习
美术，为黄瑞甫画了一幅肖像。次
子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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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业余学习剑道。
富江先生为了让中国孩子了

解日本文化
$

把他们带到附近学校
剑道部

$

先学跪地鞠躬，再学站立
剑劈、行进剑劈、剑劈面具、剑劈
佩戴面具对手等，一个小时下来，
两个中国孩子汗流浃背、筋疲力
尽。休息时我同他们聊起来。
“卓史学习剑道几年了，每周练

几次？”“
%

年了，现在是剑道初段。每
周课外练习

,

次，每次两小时。”

“卓史长大想做什么？”“想当警
官。会剑道或柔道，可优先录取。”

“卓史对中国学生印象怎么
样？”“身材高，英语好。”

我又问两个中国孩子喜欢什
么运动，一个说是乒乓球，另一个
是台球。谈到对日本的印象

$

他们
坦率地说

.

“来日本前，对日本印象
不好。到这里后

$

感觉日本人很有
礼貌，待人热情。”
“你知道的日本人有谁？”“福

田康夫、手冢治虫、宫崎骏。”
“日本家长还安排了什么日

程？”“去温泉”。
鹿儿岛有处温泉胜地，名为

“指宿”，不仅温泉水量丰富，而且
利用率极高。最令人称奇的是天然
沙蒸温泉，人可静卧海滩沙中体验
“沙浴”。鹿儿岛的秋目浦是最让中
国人感到亲切的地方

$

因为鉴真高
僧东渡时曾在此登陆。鹿儿岛的名
胜“仙岩园”，中国元素俯拾即是

$

令
中国学生感到意外———这里是日
本从中国引种竹子时间最早、品种
最多的地方，是最早模仿中国摩崖
碑的地方，也是最早营造“曲水流
觞”庭园的地方。

鹿儿岛的出租司机木之下伸
幸，向我历数当地名人：明治时代
的西乡隆盛、昭和时代的二阶堂
进，平成时代的稻盛和夫。二阶堂
进曾任内阁官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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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随
田中首相访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
常化。稻盛和夫在京都创立京瓷公
司，后在鹿儿岛投资建厂回报故
里。稻盛先生号称“经营之圣”，一
手缔造两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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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先生
把促进睦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热
心中日友好事业。邀请中国中小学
生暑假访日，今年已是第十一次，
每次必来鹿儿岛，参观企业工厂，
寄宿当地人家。正如此次访日团团
长粕山先生所说，日中青少年交流
如同播撒种子，必将在世代友好的
历史长河中绽放鲜花，结出硕果。

特瓦人的快乐人生
梁 子

从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沿着一号公路向北，一路领略
着非洲绿色丘陵的美景，时而被路边叫卖玉米、芒果、香蕉、
木炭等的小贩蜂拥拦截、推销，走走停停，总算来到了布隆
迪北部的努兹（

01234

）。
布隆迪只有三个部族：胡图族，占全国

)56

的人口；图
西族，占

+76

的人口；特瓦族，占
+6

的人口。显然，特瓦族属
少数民族。

特瓦族来源于俾格米人，是非洲最原始的民族。他们世
代生活在热带雨林中，是赤道人种的一个特殊支系，有着
“小黑人”之意。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小黑人”，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身材矮小———男人的平均身高在

+8,%

米左右，最高不

超过
+8%&

米，女人则更矮一些。据说，俾格米人之所以长不
高，因为他们体内缺少一种特殊的生长素，造成身体内分泌
失调，过早地停止生长。

而布隆迪的特瓦人，单从体貌上看，已经很难找到俾格
米人矮小的特征了，这些特瓦人被人们看做是已经“进化”
了的俾格米人，原本生活在布隆迪与卢旺达边界的森林里，
随着国家对森林和动物的保护，不准人们在森林里狩猎，从
此，这些特瓦人陷入了被剥夺谋生方式的痛苦中，生活窘

迫，不少人因绝望靠酗酒度日。他们希望能够坚守自己的传
统生活方式，但他们在森林里捕杀动物的行为，越来越不受
人们的欢迎。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渐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
从狩猎到农耕，从食肉到吃粮，他们艰辛地生存着、适应着、
并继续延续着贫困。

然而当我从努兹来到特瓦人居住的茹胡鲁鲁村庄时，
简直惊呆了。一群脸上写满阳光的女人，伴着欢快的歌声，
或坐在地上，或站立着，或身背孩子，做的却是共同的事
情———捏泥罐。她们边唱边干活，充满了自信，洋溢着欢乐
（见题图，梁 子摄）。那场面，像是自然状态下的劳动，又像
在编排一场歌剧。她们把欢乐注入了血脉中，流动着、沸腾

着，快乐不已！
我问身边的卢森酋长：“今天是什么日子？她们怎么如

此高兴？”“哈哈！你觉得奇怪吗？我们永远都是这样。”他
轻松地笑着说。

这一带的特瓦人主要靠捏泥罐谋生，随着布隆迪这些
年人口急剧上升，土地越来越紧缺。而这些长期靠狩猎生存
的特瓦人又不会耕种，没有经济和农作物来源，只好靠制作
手工艺品换取金钱，再用钱购买食品。

“一个泥罐能卖
多少钱？”我问。

“四五百布朗
（相当于人民币三四
元钱）。”酋长说。

自从若干年前
她们发现了这个谋
生的手段，就开始了
艰辛但富有成效的
劳动。尽管成效微乎

其微，但却为她们抵御饥饿带来了新的希望。她们非常满
足，脸上充满喜悦，她们对生活的需求，也仅此一点点奢望。
在跟随她们拍摄照片的过程中，她们用欢乐感染了我，让我
感动不已。于是，我给了她们一些钱，表达我对她们的欣赏
和崇敬。

当晚，她们用这些钱买了酒，集体大喝了一通，大多数
人都醉了。那晚，她们欢歌笑语，以酒代言，还为我这个“好
人”祈求平安！

今天，当我回到现代生活中，却总有一种劳动的歌声在
脑海中回荡。特瓦人几乎一无所有，却快乐无比；富足的我
们，却有着不尽的烦恼和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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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下龙市，我们结识
了阿芳。阿芳是一家私人店铺
的老板娘

$

年近三十
$

面容清
秀，给人友善信任之感。阿芳
是个混血儿，她主动告诉我们
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越南
人，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
国侵略越南时造成的特殊社
会现象。阿芳经营的这家小百
货店，主要出售陶瓷、香水和
土特产品，由于她待客热情、
诚恳

$

且坚持薄利多销，光顾她
家店铺的游客络绎不绝

$

生意
十分红火。

我们几位中国游客是通
过“货比三家”后才决定在此

店购物的。这位淳朴的越南姑
娘对中国游客有着特殊的好
感，她说她非常喜欢中国和中
国人，越南的改革发展就是以
中国为榜样进行的。她对我们
的还价一点不介意

$

她认为卖
给我们的货品只要不亏本就
能接受，不赚也能成交。

阿芳的中文很流利。她非
常渴望能在

)

月份到中国北
京看奥运会。为实现这个愿
望，她一直在坚持自学中文，
除工作之余跟着电视和录音
机学习外

$

只要中国游客来店
铺购物，她都要找机会与他们
攀谈，练习口语。

我问她：“你坚持学中文，
难道仅为了去北京看奥运
会？”她抿嘴笑了：“当然，这只
是第一步。如果有可能，我还
想把生意做到北京去。因为，
我喜欢中国、喜欢北京！”阿芳
说：其实，越南人民对中国人
民已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同志
加兄弟”的情缘了，现在更看
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和地位，看重中国改革开放的
经验和做法。作为一名普通的
越南商人，阿芳希望更多的中
国游客到越南旅游时光顾她
的店铺。她接着说：“目前中国
已是越南最大的客源市场，而

且大多数中国游客都是以边
贸旅游形式进入越南的。因
此，位于越南北部，有‘海上桂
林’之称的下龙湾便成了中
国游客最熟悉的旅游景点。
这些年我的店铺中国游客最
多。说句真心话，我非常感谢
中国！”说到这里，阿芳那双
美丽的丹凤眼中流露出动人
的柔情。

临别时，阿芳目送我们至
店铺门口，我回过头去真诚地
对她说：“希望你能好梦成
真！”她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会的

$

会的！我一定要去中国
$

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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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的意义9

布面油画
:

作者：思吉特·拉哈君（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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