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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英雄，更能给人力量

在位于福建莆田的湄洲妈祖祖庙前
驻足，仿佛踏入了一幅历史的长轴画
中。依山而筑的庙宇群殿阁纵横，楼亭
交错；梳着妈祖髻、身着大海衫的湄洲
女子从身边翩然而过，笑意盈盈；清幽
典雅的钟磬丝竹之声伴着袅袅青烟，萦
绕四周……

11 月 13 日上午，在人们的簇拥下，
妈祖金身从湄洲岛出发，开启泰国巡安
之旅。

“妈祖姓林，我们林氏族人都称她
‘姑母’。”泰华进出口商会常务理事林荣
城告诉记者。

据文献记载，妈祖原名林默，北宋
建隆元年 （960年） 诞生于福建莆田湄洲
岛。相传她从小勇敢聪明，事亲至孝。
长大后，林默熟悉水性，常驾船巡游于
岛屿之间，于风浪中救助遇险船舶，行
医救人，扶贫济困。宋太宗雍熙四年

（987年），她因救助海难逝世。
在湄洲妈祖祖庙天后大殿内，刻有

一副清代乾隆皇帝御赐的对联：“忠信涉
波涛，周历玉洲瑶岛；神明昭日月，指
挥水伯天吴。”

在人们心中，妈祖是从平民百姓中
走出来的海上女神，格外亲切熟悉。湄
洲妈祖祖庙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林群华
说：“妈祖是神，同时也是人。她是历经
宋元明清四朝 14位皇帝 36次叠加褒封的
天后，她也永远是那个千年前生活在湄
洲岛的邻家女孩林默。用‘亲民’一词
形容妈祖，再贴切不过。”

来自平民中的英雄，更能给人力量。
“拜妈祖就是拜祖宗，行善是妈祖传

给我们的祖训。”泰国林氏青年股联谊会
副主任林金财说，“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分
享给大家，人类社会才能生存在一起，
发展在一起，和平在一起。”

“多行善事，以实际行动弘扬妈祖精
神。”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会长蔡上新
说，“妈祖代表着福建人、中国人的美好
品德。近年来，我们在泰国积极参与慈

善事业，推广华文教育，帮助偏远农村
地区的孩子健康成长，找到好的工作。”

“宋代坤灵播，湄洲圣迹彰。至今沧
海上，无处不馨香。”清代福建晋江籍进
士庄俊元在 《题北港朝天宫》 一诗中的
深情吟唱，正是“立德、行善、大爱”
的妈祖精神历千年而不衰的写照。

与乡愁有关，与寻根有关

当清雅悦耳的钟磬之声响起，身着
汉服的少男少女们翩然跳起八佾舞，79
岁的泰籍华人林王喜美看得入了神。

11 月 15 日，林王喜美专程带着女
儿、外孙乘车两个多小时，从曼谷市区
来到位于碧甲盛路的泰国南瑶妈祖宫，
为按时参加第二天在这里举办的妈祖祭
典做好准备。

“生于浙江台州，长在台湾，生活在
泰国近半个世纪。”林王喜美笑着向记者
概括自己的人生足迹。“我从小就听父母
和爷爷奶奶讲妈祖的故事，却是第一次
看到如此盛大的妈祖祭典，像是圆了童
年的一个梦。我太高兴了！”

对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难
舍的妈祖情结与乡愁有关，与寻根有关。

“妈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守护神，是
华人南渡重洋的精神支柱，更是凝聚华
侨华人的精神纽带。”湄洲妈祖祖庙董事
会董事长林金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1 月 17 日，曼谷唐人街锣鼓喧天，
人潮涌动。当地华侨华人纷纷走上街
头，热烈欢迎妈祖巡安唐人街。人们或
组织舞龙舞狮队簇拥妈祖前行，或手举
素香、设香案虔诚祭拜，还有不少年轻
人举着手机直播妈祖巡安盛况。

“妈祖巡安泰国，是侨界的一场盛
事。许多台湾籍华侨华人都自发来到现
场义务帮忙。”泰国吞武里台商联谊会秘
书长杨元正告诉记者。

“小时候，我就知道妈祖是保佑我们
出海平安的女神。”祖籍广东揭阳、在泰
国出生的林志孝说，“此心安处是故乡。
妈祖文化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广为传播，
寄托着我们思乡之情。”

林金财是出生于泰国的“华四代”。
如今，他正把从小耳熟能详的妈祖传说
讲给自己的三个儿子。“我的孩子们从小
就学中文、读中国历史。”林金财说，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文化，共同的文
化记忆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中华民
族历经 5000 年而不衰，文化的力量非常
重要。妈祖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应该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妈祖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妈祖是中国的神，体现着中国人对

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我也想来感受一
下。”在位于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的第
一场祭典活动中，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
泰国母亲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向记者描
述了她心目中的妈祖形象。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无论是祭典
活动，游街途中，还是民众朝拜现场，
许多泰国当地民众自发参与其中。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部长披帕表示，
妈祖神像的到来，促进了泰中两国人民
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国经贸旅游文化

的交流合作。
20 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有关机构授

予妈祖“和平女神”称号。2009 年，由中国
政府提名、莆田湄洲岛管委会和湄洲妈祖
祖庙董事会联合申报的妈祖信俗，通过
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被列入
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
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由此诞生。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延伸，从历
史中走来的妈祖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2016 年，妈祖“春祭”大典首次向东南
亚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场直播。2017
年，湄洲妈祖巡安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海上丝绸之路国家。2018 年，妈祖再走
海丝路，在菲律宾开展绕境巡安、妈祖
祭典和民间传统节目汇演等活动。

林金赞说：“把妈祖祭典带到曼谷，
是为了向泰国人民表达中华民族对‘立
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的推崇，
以及祈愿四海和平的美好愿望。”

“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将进一
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民心相通、文
化互鉴。”林金财说，“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古老的妈祖文化将创造新的历
史，焕发新的生机。”

2019 年 9 月，在英国伦敦格林伍
德剧院，22岁的华裔青年杨远帆以钢
琴协奏曲 《牡丹亭·游园惊梦》，生动
地展现了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经
典作品《牡丹亭》，赢得满堂喝彩。据
了解，此曲是他受汤显祖故里——江
西省抚州市政府的委托所作。

从儿时起，杨远帆就显现出了独
特的作曲天赋。在成长过程中，他更
是不断尝试用中西结合的方式创作音
乐，用音乐传播传统文化。

用音乐讲心中的故事

2003 年，6 岁的杨远帆去朋友家
参加生日派对。第一次触摸到钢琴琴
键后，他只琢磨了一小会儿，就能够
弹出自己在学前班听过的歌曲旋律。
学琴之初，杨远帆在了解基本指法
后，喜欢独自坐在钢琴前，弹奏浮现
在自己脑海中的故事。

对杨远帆来说，在钢琴上即兴弹
奏，是用音符演绎脑海中的剧情，用
音乐讲故事。当随性的音符被记录在
五线谱上时，一首充满幻想和热情的
乐曲便诞生了。

2007年，10岁的杨远帆创作出自
己的代表作之一《G大调幻想曲》，受
到英国媒体的广泛关注。2008 年，杨
远帆入读音乐学校，开始系统学习音

乐和作曲专业知识。随着不断的学习
和磨炼，他在作曲和演奏上也逐渐走
向成熟。

接受中国文化启蒙

尽管身处异国他乡，杨远帆的父
母仍坚持让他接触和学习中国文化。
在学校，杨远帆接受的是全英文教
学。在家中，父母则要求他用中文对
话，并利用周末时间带他去中文学校
接受中文阅读和写作训练。

杨远帆更早地接受了中国音乐的
启蒙。在他 4 岁时，父母送给他一套
CD，里面有流行、古典、摇滚等不同
风格的中国音乐。“很多旋律都很好
听。我尤其喜欢邓丽君的 《海韵》。”
杨远帆说。

从儿时起，杨远帆就经常参加华
人举办的音乐会和庆典，演奏了许多
中国歌曲，如 《白毛女》《浏阳河》
等。在他看来，西方音乐恢弘雄壮，
东方音乐则娓娓道来，更扣人心弦。

杨远帆认为，一个作曲家要有自
己独特的作曲风格，但也不能局限于
单一的风格。2014 年，杨远帆根据中
国戏剧家曹禺的话剧 《原野》 创作了
同名钢琴协奏曲。创作时，他使用了
现代派风格去表现话剧中描写的故事
画面。考虑到中国音乐流行的浪漫派

风格和调性规律，他还在作品中融入
具有中国特色的浪漫曲风。

东方情怀难以磨灭

在创作 《牡丹亭·游园惊梦》 时，
杨远帆特意用提琴、竖琴等乐器来模
仿中国传统乐器胡琴、古筝的音色。
他表示，虽然不能完全复制中国乐器
的音色，但这些特别的“点翠”能够
在乐曲中增加中国味道。

杨远帆提到，《牡丹亭》 曾以昆
曲、高腔等形式走出国门，但由于外
国人不懂中文，所以欣赏这些作品有
一定难度。他认为，纯音乐是可以跨
越国界、超越自然语言的。纯音乐作
品能够冲破语言的限制，将内含的情
感传递给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作为一个在英国长大的华人，杨
远帆认为，应该更多地将中西方不同
风格的音乐结合起来，以西方受众易
于接受的方式推广中国的音乐和传统
文化。

“我认为西方人可能还没有完全了
解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也没有完全
认识到中国文化历史的博大精深。”杨
远帆说，“虽然学校传授给我的是西方
音乐理论，但我始终有难以磨灭的东
方情怀。”

（来源：中国侨网）

“秘华足迹”专题展广州开展

近日，由 《广东华侨史》 编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秘鲁驻广州总领事馆、广东华侨博物馆联合主办，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协办的“秘华足迹——纪念华人抵达
秘鲁170周年专题展”在广东华侨博物馆开展。来自广东
侨界、文博界及拉美驻广州领事机构代表等100多人参加
了开幕式。

秘鲁是拉美地区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华人移民历
史悠久。此次专题展旨在充分展示秘鲁华侨华人发展
史，弘扬“粤侨精神”，促进中秘两国友好交往。

本次展览采用中文、西班牙文对照，主要包括“岁
月沧桑”“秘华剪影”“念祖爱乡”“华裔精英”“褒扬纪
念”五部分，展出图片200多张、文物文献等实物资料近
60件。

据悉，此次展览将在广东华侨博物馆持续至 12月下
旬，之后将赴广东江门、中山等市巡展。

一名观众正在参观“秘华足迹——纪念华人抵达秘
鲁170周年专题展”。 黄丽君摄

海外华裔青年精英在云南研习

近日，2019年海外华裔青年精英研习班暨华裔青年与
德宏青年友好交流活动在云南德宏开班。此次活动由云
南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德宏州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共同举办，吸引来自缅甸和德宏的50多位青年代表参加。

云南省侨办主任杨锦昆表示，中缅关系发展进入新
阶段，传统胞波友谊历久弥新，希望广大缅甸华裔青年
把握机遇、发挥优势，积极为住在国和云南各领域交流
合作牵线搭桥，在双方互惠合作中实现自身价值。

此次研习班及友好交流活动旨在宣传“一带一路”
倡议，引导海外侨胞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加强缅甸
华裔青年与德宏青年联谊交往。

马来西亚华人文艺团赴琼交流

近日，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组织文艺团队到海
南大学开展交流演出。马来西亚表演艺术团队和海南大
学学子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文化大餐”。

演出由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中华中学表演的二十
四节令鼓 《彼岸》 拉开序幕。随后，歌曲 《久久不见久
久见》《海南歌谣唱我家》《来啦咧》、舞蹈 《祝酒歌》、
扬琴演奏等陆续上演。演出节目中，不仅有富有特色的
黎族民歌，还有马来西亚民谣，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

据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总会长林秋雅介绍，此
次文化交流活动将走进海南大学、海南华侨中学、琼台
师范学院、文昌中学等学校。林秋雅表示，此次交流团
成员中包括不少马来西亚优秀青年，希望借此机会积极
推动他们来琼交流学习。

（均据中新网）

至今沧海上 无处不馨香

湄洲妈祖巡安情动曼谷
本报记者 李嘉宝文/图

“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近日，由湄洲

妈祖祖庙董事会联合泰国南瑶宫、泰国泉州晋江联

合总会和泰国林氏宗亲会举办的2019年中泰妈祖

文化活动周暨湄洲妈祖巡安泰国活动圆满落幕。

连日来，记者跟随妈祖下南洋的脚步，从碧波

荡漾的福建湄洲岛，来到充满东南亚风情的泰国曼

谷，一路走一路看，记录一个个精彩的妈祖故事，讲

述海外侨胞同根同源的妈祖情结。

侨 界 关 注

上图：11 月 15
日，妈祖祭典活动
上的舞蹈表演。

左图：11 月 15
日，曼谷街头的妈
祖巡安队伍。

侨 情 乡 讯

英国华裔青年作曲家杨远帆

中西合璧传播中华文化
刘红豆

近日，第二届海上丝绸之
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福建泉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

左图：来自罗马尼亚的达
达勒在拍摄泉州木雕。

下图：来自马耳他的凯特
库蒂 （中） 与伙伴一同体验泉
州南派布袋木偶戏。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侨乡泉州展侨乡泉州展““非遗非遗””风采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