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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荷大使吴恳接受荷中友好协会媒体采访时表示

解的愿望日益
迫切。当前，
在荷十几万华
侨华人及近万
名中国留学生
都渴望更好地
学习荷兰文化
并融入当地生
活，而更多的荷兰民众也渴望了解日新
月异的中国。“但同时我也发现，荷兰社
会尤其是媒体对中国还存在不少偏见和
误解。在此背景下，荷中友协可有效地
发挥桥梁作用，在进一步拉近两国民众
距离、增进相互了解、减少分歧和误解
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使馆愿提供支持与
帮助。”
吴大使表示，荷中友协一直与中国
驻荷兰使馆保持良好关系，历任大使均
高度关注荷中友协的工作，使馆愿继续
保持并延续这一传统友谊，积极听取友
协的意见和建议，为增进中荷两国民众
间的了解和交往共同努力。▲

减少误解，荷中友协可发挥更大作用
环球时报欧洲版驻荷兰特约记者 何 文

洲当地时间 8 月 19 日，吴恳大使应
约接受荷中友好协会媒体的采访，
并结合个人经历和来荷兰履新感受，就
中荷人文交流及荷中友协的作用与记者
进行了友好交流。
吴大使表示，荷兰是一个历史悠
久、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足、社会治
理有序的国家。荷兰人民具有开放、务
实、勤劳、节俭等特点，与中国人有很
多共同之处。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源远
流长，长期以来双方对彼此的文化都充
满浓厚兴趣。
荷中友好协会成立于 1977 年，旨在
向荷兰民众全方位介绍中国，推动中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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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合作，
并在荷发行季
刊 《今 日 中
国 》 （China
NU）。
吴大使表
示，荷中友协
成 立 近 40 年
来，在推动中
荷双边交往、
增进民间友谊
方面做出了积
极贡献，尤其
是在中荷关系 吴恳大使 （中） 接受荷中友好协会采访。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代表团与丹麦统促会座谈
环球时报欧洲版驻波兰特约记者 杜国勇

中国表 和团 平一 统行 一于 促8 月进14会 代日

至 17 日应邀对丹麦进行了
访问。14 日，代表团与丹麦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以下
简称丹麦统促会） 代表举行
了“维护‘九二共识’，反
对‘台独’分裂行径”座谈
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台
港澳联络部部长施建钢 、
《统一论坛》 杂志社副调研
前排从左至右：张恕、叶利宗、胡洪波、
员周彤和海外部黄薇、中国 施建钢、
马文新、卫志远、
蔡国新
驻丹麦大使馆政务参赞胡洪
波和领事部主任张恕出席了座谈会。与 统一才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
会代表就“反独促统”工作提出了各自 是两岸人民的最佳选择。
施建钢部长对丹麦统促会自成立以
的建议和看法。
丹麦统促会会长叶利宗向来访的代 来开展的一系列活动表示充分肯定和高
表团简要介绍了丹麦统促会成立 13 周 度赞赏。他强调，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
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丹麦统促会开展反 则下制定和实施对台政策，呼吁台湾当
对“台独” 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座谈 局从海峡两岸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承
东海问题、 南海问题、西藏问题等一 认“九二共识”。
丹麦统促会永久名誉会长马文新则
系列活动的情况。叶利宗会长指出，蔡
英文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极力推 结合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表达了对
行“亲近美日、远离大陆”和所谓的 祖国和平统一的渴望。他呼吁中国政府
“ 新南线政策”，这一隐性“台独”、缓 在适当时机提出解决统一问题的时间
性“台独”的路线是没有出路的，只有 表。知名台胞卫志远先生也结合自己的
彻底放弃“台独”，回到促进两岸和平 亲身体会谈了反对“台独”促进统一的
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最终实现和平 重要性和紧迫性。▲

古光辉，用西方艺术书写华夏情怀
古

油画家忻东旺先生
光辉毕业于清华
对古光辉的作品倍加推
大学美术学院绘
崇，对其寄予厚望，在
画系，硕士学位，师
艺术寄语中语重心长地
从著名油画家忻东旺
对他的爱徒说道：“能
先生，现系意大利中
从内容到形式主动寻求
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油
油画的中国意境和精神
画院专业油画家。
是很好的开始，从民族
古光辉的艺术创
性中挖掘油画的东方契
作独立而自由，他坚
机，使油画艺术成为中
定而倔强地坚守自己
国文化生态的艺术之树
的绘画情结，以各种
将是我们一同探索的命
不确定的艺术形式探
题。”
索绘画新的语境和可
古光辉极具艺术
能性。他既不保守也
天赋，他吸纳古今中外
不偏激，不拒绝也不
油画家古光辉
艺术精髓，用西方的艺
追随，清醒而又痴迷
地探索自我与艺术的真诚。他曾一度探 术形式与艺术语言，书写中华民族的人
索写实绘画的内在规律，又在此基础上 文情怀，使得作品更具民族特色。古光
不断打破传统视觉经验，将超现实主 辉先生的创作思路令人叹服，作为艺术
义、浪漫主义、抽象艺术不自觉地融入 品收藏，可圈可点。
天马行空的表现技法，天马行空的
到自己的创作中，更加注重画面构成、
形状、线条和主观色彩的表现，一步一 思维，天马行空的古光辉必将在油画的
度国里任性翱翔！▲
(刘景广)
步地向艺术的自由攀爬。

刚起步及面
临困难的阶
段发挥了重
要 作 用 ，
“我们对此
表示高度赞
赏 ”。 吴 大
使指出，近
年来，随着
两国各领域
务实合作的
深入发展，
双方民众对
加深彼此了

8 月 20 日凌晨，中荷女排在
欧洲时间
巴西奥运会展开了令人心旷神怡的

荷兰华人学者与工程师协会主席李
玲华说，“这块金牌来之不易。排球女
殊死决战，荷兰许多华人华侨为看这场 将们和郎平教练向我们演示了永不言
球赛，一直等到凌晨 3 点至 5 点。中国 弃、越战越勇的精神。当我们每个人遇
女排最终以 3 比 1 力克荷兰，荷兰华人 到困难，经历挫折时，不妨回忆一下这
社交网群中热赞飞扬，记者对部分华人 次女排的逆转，这次史诗般的胜利，激
观众就中荷女排大战观感进行了采访。 励旅荷学者，继续前行”。

女排精神感动荷兰华人华侨
环球时报欧洲版驻荷兰特约记者

正奔忙于第八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
的执委会主席王剑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周六凌晨看了中荷女排大赛，
真是激动人心。女排奋力拼搏、为国争
光的精神真是感人。目前，我们正在筹
备第八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女排精神
激励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崛起的中
国贡献力量。”
荷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团黄
钺告诉记者，上世纪 80 年代，女排精神
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号召和激励国人
积极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建设之中。今
天，我国屹立于世界的中央，金牌的多
少已经不再被看得至关重要。然而，在
女排再次获得奥运冠军后，人们所表达
的这种喜悦和自豪，正是女排精神在我
们血脉中的绵延传续。

张 亮

肩负荷兰旅游导游业务的北京人李
威，最早将女排胜利结果传送到北京人
在荷兰的社交网群。据李威告诉记者，
在自己印象中，在重大赛事上中国队还
没有与对手的所有局数分差都是在最小
的两分之内。激烈程度已完全到了白热
化了。李威表示，透过女排比赛，希望
国人认真调整好心态，学习女排奋勇艰
难拼搏精神。
在荷兰皇家娱乐中心工作的北京人
刘相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掩饰不住内
心的激动，掉下热泪。“说实话，没想
到这次女排会拿到奥运金牌。但是，郎
平率领的中国队，我是期待奇迹出现
的”。他说，“虽然身在海外，但国旗升
起的那一瞬间，让我感到身为中国人的
骄傲。”▲

2016 首届柏林国际艺术节落幕
环球时报欧洲版驻德国特约记者 刘代铨

由德国柏林艺术学院
ASK、德国沙尔文
卡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2016 首 届 柏 林 国 际 艺
术节”于 8 月 11 日—22
日在德国柏林艺术学院
ASK 举 行 。 来 自 中 国 、
美国、加拿大、俄罗
斯 、 意 大 利、 西 班 牙、
日 本、 韩 国 等 国 的 大、
中、小学的 200 余名学
获奖选手和颁奖嘉宾合影。
生参加了“音乐大师
班”、“中德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国
2016 首届柏林国际艺术节执行主
际青年歌剧演员培养计划”、“深度音乐 席、德国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
主题之旅——“音乐之声” 四大板块节 艺术总监、德籍华裔男高音歌唱家、欧
中节的音乐主题活动。
洲最高演奏家文凭获得者陆佳能在接受
德国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刘代铨在 媒体采访时表示：“柏林国际艺术节的目
欢迎晚宴中致辞：“历史上德国是非常重 标是成为以柏林为中心的对外文化交流
要的音乐大国，其深厚的音乐底蕴值得 的标志性工程和国际艺坛具有影响力的
中国业内人士学习和借鉴。柏林艺术学 著名艺术节之一。”
院、沙尔文卡基金会今天所做的一切，
8 月 14 日，作为本次艺术节的重头
正是为了给更多有志献身音乐的年轻人 戏，大师班结业典礼和中德国际青少年
创造机会，让他们尽早与原产地教育模 钢琴大赛颁奖庆典于勃兰登堡州美丽的
式接轨，尽早站在较高的起点。”
湖畔之城 Bad Saarow 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