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化元素激活
骑楼老街文化

在开幕式上，中国和以色
列钢琴家四手联弹演奏《百鸟
朝凤》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
曲，优美的乐曲回荡在老街的
夜色下，格外悠长悦耳。

6日文化周开幕之日，
夜色朦胧，九点左右老街的
游客慢慢散去，友文终于可
以闲了下来，漫步于海口的
骑楼老街上，友文依然心情
激荡：“我觉得这里是海口
最美的地方，疲惫时来逛逛
让人心情舒畅。”友文说。

本 次 活 动 的 举 办 地
——海口骑楼老街，作为国
内现今保留规模最大，保
存基本完好的骑楼建筑。
随着海口海上贸易与航运
的发展，活跃于东南亚与
大陆沿海区域的华侨将南
洋的建筑风格和样式带到
海口，形成了海口近代骑
楼老街欧亚混合的城市风
貌。

海口市骑楼办副主任、
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爱华
说，海口骑楼老街作为海口
城市的发源地和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中转站、补给
站，是海口城市的文脉所
在。这里既凝结着中华传
统文化的厚重血脉，又受着
世界各地文化的熏陶，一直
以来都是各种文化交融、碰
撞的舞台。在过去的近百
年里，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
化在海口骑楼老街得到了

淋漓尽致的体现。
赵爱华说，目前一大批

文化、创意产业落户骑楼老
街，一个集旅游观光、特色
购物和展示城市历史三位
一体的具有南洋特色的历
史文化旅游街区已初步形
成。作为海口的城市名片，
在此举办活动将可以进一
步丰富海南本地居民的业
余文化生活，并吸引更多的
外国旅客及友人关注、参
与，提升骑楼老街的国际知
名度，更好传承骑楼老街百

年以来的多元化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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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骑楼老街遇上以色列

一位中国留学生
眼中的以色列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怡

海南大学教授杨光曾在以
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思德博克校
区留学6年半，对当地人的生活
有着较多的了解。这次应邀参
加中以文化周活动，他感到由衷
的欣喜。

以色列位于中东地区，周边
战祸不断，不但没有被摧毁，反
而越战越强。1948年建国后，
在短短几十年中，把一块荒凉不
毛之地改造为沃土良田，并建立
起现代化的工农业国家。所有
这些都是难以置信的奇迹，以色
列因此被称为谜一样的国家。

杨光说，透过中以文化摄影
展中中国游客在以色列拍下的
镜头，我们看到了现实中的以色
列，当地拥有死海、沙漠等特色
景观，发达的现代规模农业，城
市里建有美丽民居，照片展现给
我们的是以色列当地民众一派
安居乐业的幸福场面。

最让杨光佩服的是，以色列
是一个6成国土被沙漠覆盖的
国家，但却是农业发达国家，一
切得力于以色列先进的水管理
水平。在当地，几乎没有一次性
用水，生活用水经过处理会转变
为可以灌溉农业的活水，因为农
业灌溉用水最多，活水得到循环
利用也解决了沙漠种植缺水的
问题。

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
的民族之一，面对大面积被沙漠
覆盖的国土，他们利用智慧开始
对沙漠进行研究开发，现在已实
现沙漠上种植农作物，而且农作
物产量不低，变废为宝。

“生活中，犹太人重视家庭、
重视教育，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坚
持只过本国的节日，不会在西方
的圣诞节时进行庆祝。”杨光说。

杨光说，以色列人历经磨
难，虽然现在民众过上了好日
子，但是为了让后人记得建国不
易，以至于法定节日几乎全是悲
伤的，普尔节是唯一一个快乐主
题的节日。选定这些节日，目的
是把以色列的传统文化传承下
去，把民族凝聚起来。

在杨光看来，以色列人对传
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值得海南
学习。海口骑楼老街虽然老
旧，甚至有些拥挤，但是这里非
常吸引人，因为在这里可以读
到海南的历史，有着海南的味
道，心里满满的爱，让人充满力

量。

书法中的智慧箴言

读懂以色列文化，离不开
《圣经》。中以文化交流书法展
特地展出邹登胜创作29幅《圣
经》经文书法作品，推广中国源
远流长的传统书法艺术。不少
海南文艺界名人赞叹：中以合
璧，相得益彰，成为中以文化交

流周上一道别致而意蕴深远的
风景。

“犹太人历经磨难，遭遇
灭国、出走等曲折，但他们始
终没有屈服，智慧的犹太人
还写出了《圣经》一书，这既
是一本记载以色列的起源、
发展、兴衰的民族史，又是一
份丰富的精神食粮，当中有
许多充满哲理的爱的箴言名

句，温暖人心，影响深远。”海
口骑楼文化专员邹登胜说。
邹登胜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
熏染，在书法海洋中勤奋耕
耘。近十年，他深刻体味《圣
经》，以其中的智慧诗言精句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书法艺术
展示的创作题材。

中以文化交流书法展特
地展出邹登胜创作的 29 幅

《圣经》经文书法作品，推广
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书法
艺术。

参观完书法展后，海南省
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春煜教
授认为，29幅展品好比撒在
《圣经》里的珍珠，书法家把他
们挑出来串成一条美丽的珍珠
项链，让人赞叹不已。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

事盼望、凡事忍耐”、“冬天已
入，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的百
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日子已经
来到”……心理辅导师王君红
女士细细品味这些箴言，这些
充满哲理的诗篇告诉我们要注
意内心的平和，追求真善美与
智慧，有美好的信仰才不至于
迷失自己，这些都是哲理名
言。”君红说。

中以文化交融的
丰富呈现

“你好！”在“中以文化周”
活动现场，以色列籍青年友文
（中文名）正在用流利中文向往
来的参观者问好，向大家介绍
以色列国家历史、文化，当对方
点头表示理解明白之后，他的
喜悦跃然于脸上。

友文是“中以文化周”的策
划组织者之一，他喜欢中国文
化，来华3个月就学会了说普
通话，可以连续3个小时用普
通话聊天。2年前，他定居海
口，为以色列与海口的经济合

作、文化交流积极奔走。
由于文化周的举行，这一

天的海口骑楼老街有别于往
日，步行街两侧挂满了中以两
国国旗，道路两边放置背景板，
介绍中国和以色列的历史文
化，道路中间还分别铺设了象
征中国、以色列的红、蓝色地
毯，行走其中，感受到浓浓的文
化交融的气息。

现场还举行“中国以色列
历史展”、“泉源之地—中以文
化交流书法展”、“以色列电影之
夜”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主办方特地从以色列领事馆、以
色列当地知名网站收集了大量

珍贵的图片资料，详实地介绍
两国的历史、文化、名人等情
况，向大众展示中以两国的历
史以及两国之间的友好情谊。

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安亚
杰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华
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几千年的
文化历史，以色列的文化中接

受了很多来自中华民族的因
素，中以两国保持着深厚的友
谊。他介绍，中以两国近年交
往频繁，中以合作领域包括高
科技研发、农业、水资源管理
等，还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

活动发起者，以色列中国
商业会海南省首席代表友文介
绍，他与中国结缘绝非偶然，年
轻的时候就已经钟情于中国，
并对中国的人文历史格外着
迷。“中以两国之间的文化有很
大的共融性，中以文化活动周
不仅是文化交流，更是中以人
民心与心的交流。开展这一活
动，希望为两国民间及企业交

流提供便利。”
海南大学研二学生黄熙智

说，自己一直很想去欧洲看看，
以为那里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展
现，今天来到这里才发现，原来
以色列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
兰的发源地，才是西方文化的
起源地。

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马良则认为，中以两国都
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深
厚的文化底蕴。而文化交流是
更深层次的交流，在这次“中以
文化活动周”的背后，我们看到
了中以两个民族在民间的文化
碰撞与交流。

11 月 6 日下午，
“中以文化活动周”在
海口骑楼老街启动，
中国和以色列两国通
过民间方式进行文化
互动和交流。

“中以文化活动
周”从 6日持续至 13
日，是“2014年海口仲
夏文艺季”的国际文
化交流活动之一。活
动期间还举办“中国
以色列历史展”、“泉
源之地—中以文化交
流书法展”、“以色列
电影之夜”等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活动。

11 月 6 日至 13
日，“中以文化周”在
海口骑楼老街上演，
骑楼老街以开放的姿
态，迎接历史的过去
与未来，老街中间搭
建起中以文化墙，一
幅幅展示以色列历
史、中国与海口骑楼
老街历史的老照片，
让人们穿越时光隧
道，领略不同国度在
民族命运交关时刻历
史的厚重。

■ 陈怡

本版照片除“中国人眼
中的以色列”摄影展作品外，
均由海南日报记者张茂摄

“中以文化活动周”中的书法作品展。“中国人眼中的以色列”摄影展现场。“中国人眼中的以色列”摄影展作品：欢笑。

中国人眼中的以色列摄
影展作品：漂浮——死海。 “中国人眼中的以色列”摄影展作

品：恢复。

“中国人眼中的以色列”摄影展作品：
呼吸——犹地亚沙漠景色。

“中国人眼中的以色列”摄影展作品：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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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驻广州总
领事安亚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