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足常乐
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

无求品自高，这句格言是人
生立身处世，自重自爱，纯
正崇高品格典范。

知足是一种人生智慧，
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充实，是
一种应付处世人生的技巧，
一个人活在世上能知足常
乐，知道什么可以满足，什
么不可以满足的，他就永远
满足了。知足或不知足都
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
的，应该是寻求生活上的快
乐，知足如果能够真令我们
快乐，我们不妨选择满足。

可惜！自古以来，人们
总是不满足自己拥有的东
西，而总是贪婪去追逐一些
不切实际的欲望，结果把自
己推入痛苦深渊里。

处世人生告诉我们，世
上不能知足常乐的有两种
人，他们就是小孩和成年
人：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时常
看到，小孩两手已经握满了
糖果，看到别的小孩手里拿
着饼干就想抢。父母已为
他买了各种各样玩具，还吵
着要买更新式玩具，家中有
丰富晚餐，还吵着要出去买
爱吃的食物。

再说成年人，自己已有
成功的事业还不满足，还要
搞更大的事业，贪婪不足，
总想比别人更优越，更成
功；成年人生活中满脑子都
是想赚大钱，名誉地位比别
人更高更响亮；他们为什么
有这种事想念头呢？完全
是因为他们的内心空虚，没
有知足常乐的感觉。

其实，人的快乐不是来
自物质富裕，名誉地位高，
家庭幸福，儿女孝顺，想要

有快乐生活，只要你懂得知
足，你就拥有了快乐，拥有
了生命的光彩，你就能一生
知足常乐，靠主喜乐了。

人活在世上，贵在懂得
知足常乐，在这个缤纷多
变，物欲横流的生活中，如
果你要保持一颗纯洁的知
足常乐心，你必须拥有一个
豁达开朗的平淡心境，你要
敢于拒绝生活上的各种诱
惑，让心境恬适，生活愉悦；
这样，你就必定能享受永远
的知足常乐人生。

的确！唯有知足才能
常乐，我们生活在广泛人际
交往场合中，多数的人都怀
有一颗不肯认输的心，总是
去攀比别人的成功，比人的
财富，比人的地位，比人的
名誉，比来比去，最后还是
比来一场空，因为别人的你
永远得不到，所谓年老珠黄
不值钱，到你老了，什么也
比不上，只能使你产生种种
伤感来。

知足常乐是处世人生
最崇高的处世心态，人的一
生，生命有限，快乐有限，金
钱财富都是有限的，我们一
生的奋斗，所追求的都是有
限的，唯有追求快乐的心永
恒不变；耶稣基督是是知足
常乐的神，只要你忠心跟随
祂，依靠祂，你就会天天快
乐，年年快乐，知足常乐，永
远快乐了。

一个拥有知足常乐的
人，因为他拥有一颗无忧无
虑的心，拥有一颗坚毅不变
的信心，他深爱主耶稣，他
深信主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解决我们一切的困难。

我们应该学习天空的
飞鸟，野地的花，他们不种
也不收，天天带着知足常乐
的心，自由自在的飞翔，快
乐地生活。

我们应该忘记背后，努
力面前的事，提起标杆，努
力向前，带着知足常乐的
心，建立将来美好的生活。

不久前，印度尼西亚社交
媒体 Detik News 发表一篇以
印尼文书写的评论文章《中国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维吾尔族
和杯葛问题》。这篇评论也在
一些媒体转载。作者是一个
名叫诺非·巴苏基（即王小明，
Novi Basuki）的年轻回教学者
（santri）。他是一名作家，也
是社媒的编辑。

诺非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决定杯葛今年的北京奥林
匹克冬运会，原因是中国对新
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
（genocide）。

诺非说，有关“种族灭绝”
的指控源自最近在伦敦召开
的“维吾尔族论坛”，而这个论
坛是由一个自称为独立机构
的民间团体“世界维吾尔族大
会”举办的。他指这个机构是
由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
mocracy）资助，而此基金会又
与美国情报局有关联。

在诺非的另一篇文章里，
他指控“维吾尔族论坛”实际
上是在从事“间谍活动”（in-
telligence operation）。

依照诺非的说法，“维吾

尔族论坛”引用一名资深的反
共研究员阿德里安·简斯
（Adrian Zenz）的研究成果。
此人曾收集有关新疆的情报，
其情报往往来自新疆当地政
府。

阿德里安声称，中国政府
对于维吾尔族进行了很严厉
的节育计划（birth control），致
使维吾尔族人口自2018年以
来急速下降，与“种族灭绝”无
异。

诺非认为，这样的论点与
事实不符。诺非引用中方的
资料说明，2018年维吾尔族在
新疆的人口有834万6000人，
在2020年，其人口有1162万
400人。换句话说，维吾尔族
人口的生育率是每年1.71%，
但是汉族的生育率却只有
0.83%，远低于维吾尔族的生
育率。

诺非说，根据这个数据，
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指控
是“毫无根据”的。他也声称，
美国及其三个盟友的抵制行
动违背奥林匹克的精神，因为
奥林比克主义（Olympism）代
表公正和友善；至于人权，诺
非说参加运动会也是一种“人
权”。

诺非何许人也
1993年 9月 11日诺非出

身在东爪哇的西都文罗的一
个农村家庭，父亲开小杂货
店。他自小就在农村习经院
（Pesantren，学习回教经典的
寄宿学校）念书。后来他到东
爪哇的庞越（Probolinggo）县的
习经院念高中，在那里有一名
来自中国的中文老师，诺非开

始学汉语，总共学了
三年。

这名老师给诺非
取了中文名叫王小
明。从习经院毕业
后，诺非由东爪哇华
文教育统筹机构保
送，前往华侨大学念
文科，修中国语言文
化三年，毕业后获得
厦门大学奖学金，在
厦大修读东南亚历史
和政治三年，并取得
了硕士学位。过后，
他到中山大学念博士
学位，修读国际关系，
花了将近四年，并用
中文开始书写博士论
文。

他在中国留学前后 10
年，不但能读和写中文，也讲
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2020年，他回到印尼，出
版了一本书名为《伊斯兰教在
中国：从前和现在》，由印尼有
名的罗盘出版社出版，引起人
们的注意。之前，他也出版了
一本有关中国政治与宗教的
论文集，书名为《在中国发生
了什么？》。

这一两年来，他参加了不
少网上座谈会，也受访好多
次，畅谈有关他所知道的中国
和中国的伊斯兰教。与老一
辈、在西方受教育的印尼学者
迥然有别，他的视频很多，拥
有不少观众。

诺非在去年创建自己的
社媒平台Aseng.Id.（印尼·阿
成），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社
会文化、中国政治和印尼华人

的评论。平台上除了发表他
自己的文章外，也上载了其他
人的有关中国和华人的文章。

他说，许多印尼人还以冷
战时代的观点来看中国。他
希望通过他的平台能够呈现
出另外一个中国，目的是给予
读者一个选择。他表示，人们
不一定会同意这些文章的看法，
不过这是“与时俱进”的文章。

过去，印尼原住民的留学
生多数前往西方大学，起初是
西欧，例如荷兰、英国和德国，
后来是美国和澳洲。

最近 10 多年，中国政府
给予印尼学生较多的奖学金，
所以有越来越多印尼原住民
学生，包括习经院的学生，前
往中国留学。根据初步的统
计，以来自东爪哇的习经院学
生来说，在中国各大学和高等
技术学校求学的就有数百

名。
中国在印尼的回教外交

根据印尼驻北京大
使馆的资料，2019年在
中国的印尼留学生有1
万5760人，遍布在中国
各大学和技术学院，其
中有不少来自印尼的习
经院。习经院的主持
人很乐意将自己的学
生送到中国学习，因
为中国提倡温和派的
回教。

至今尚未有关于留
学中国的印尼习经院学
生的确定人数。不过，
根据一项调查，习经院
在中国的留学生并不研
究回教，而是修读非回

教的课程。有的学中国语言
文化，有的学社会科学，有的
学工商管理和技术课程。

在中美的战略竞争中，不
是全部在中国受教育的印尼
留学生都会倾向中国，但是，
大多数会支持中国，或者至少
会保持中立。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留学
生的文章都没有涉及中国与
南中国海的问题与印尼的纷
争。这些留学生返国后，有些
在印尼的中国企业工作，有些
则回到自己的社群或者教育
界服务，或者在私人企业任
职。

无论如何，这些留学中国
的印尼人通晓中文，对于中国
有直接的接触，因此常常会提
出一些与受西方教育的印尼
留学生不尽相同的看法，甚至
会针锋相对。

相对上，留学中国的印尼
人还不是很多，但是其数目在
迅速增长。他们对于中国的
看法，对于那些受西方教育且
亲西方的印尼留学生，将是一
个挑战。

其实，中国在 21 世纪初
已经开始对印尼实施“回教外
交”。中国不但给予印尼回教
学生，尤其是习经院的回教学
生奖学金，前往中国高等学府
学习，还委派教师到习经院教
授汉文，也邀请印尼回教领袖
到中国参观。

此外，中国也开始与印尼
回教社群有合作项目。

2018年当新疆的维吾尔
族问题出现之后，美国《华尔
街日报》声称，中国大力捐
助印尼主要的回教团体（即
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和默哈末迪亚Muham-
madiayah），致使他们的领袖
在新疆问题上保持缄默。但
这两大回教团体的领导人都
极力否认。

其实，在中美战略竞争
下，回教团体都是中国与美国
争取支持的对象。为什么中
国在印尼的“回教外交”相对
上取得成果，而美国对于印尼
的回教外交却没有得到预期
的效果？这是不是有更深一
层的复杂原因？这是另外一
道题目，无法在这篇短文里分
析。

（作者是新加坡尤索夫伊
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访问研
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
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本文
原载于《联合早报》）

■新加坡：廖建裕

■ 2022年 2月23日（星期三）

■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22
Lt:Idr
AA55印华论坛/副刊

印尼回教学者为中国新疆政策辩护

今年 1 月 4 日，习近平
主席在北京考察 2022 年冬
奥会备赛工作时，勉励正在

“备战”的媒体记者：“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要通过办好这样的大型国
际赛事活动，进一步提升我
们的文化传播力、新闻影响
力、国家软实力。”果然，冬
奥会期间，全球观众不仅领
略到中国独特的魅力和风
采，更感受到一个博大的中
国形象……

一篇篇翔实的报道、一
张张感人的图片，承载着中
国的诚意，通过报纸、电视、
广播、网络等渠道传向世
界，在国际舆论场上展现了真
实中国、立体中国、全面中国。

闭幕式前，奥运会总干
事巴赫在访谈中说：“冬季
运动将会通过北京 2022 年
的冬奥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因为在中国我们已经有3亿
人参与了冰雪运动。冬季
运动将会有巨大的潜力，各
项冬季运动的国际联合会
也非常高兴看到这一结果，
而且和中国各个相关方也
达成了一致，让冬季运动不
仅局限于冬奥会，而是能够
可持续发展。”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上，伴随着“鸟巢”腾空而起
的焰火、看台上闪烁的闪光
灯及此伏彼起的欢呼声，来
自全世界的冬奥健儿们登
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他
们冲破了政治操作的“制
裁”威吓，穿着各国特色的
服饰，在国名、国旗引领下
迈入广场。

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
十九个“一人代表团”，唯一
的一名运动员高擎国旗，一
个人就是一个代表团，向全
世界致意。成绩固然重要，
但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留
下足迹更有意义。十九个
孤胆英雄，怀着纯真的体育
梦想，炙热的体育热情，汇
入了北京冬奥的火炬，赢得
响亮的喝彩。全球观众通
过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来

自哪些国家！
在赛事当中，运动员展

示诚朴的奥运精神，让全球
观众看到友谊、理解与和
平。比如乌克兰和俄罗斯
的运动员，能够互相拥抱；
在开幕式时，有很多的运动
员向中国的志愿者拍手致
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向世界展示了奥运会能够
超越政治的纷争。

北京冬奥会期间，吉祥
物“冰墩墩”深受国际社会
喜爱，让世人留下深刻印
象。其中，日本电视台记者
辻岗义堂报道时多次透露
对“冰墩墩”的热捧，被网民
戏称为“义墩墩”。19日，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
推特发文感谢“义墩墩”的
有趣报道。

北京新闻中心的“双奥
之城新气象——2022 中外
媒体”活动邀请纽约时报、
美联社、法新社等中外媒体
56名记者，探访北京绿色智
能制造发展高新企业，记者
纷纷感叹，北京冬奥闪耀科
技之光。借力北京冬奥会，
中国绿色智能制造发展将
迈上新台阶。

新西兰人安柏然（Andy
Boreham）19 日早上醒来时
发现自己推特账号上的标
签变成了“中国官方媒体”，
他说：“我认为一些美国媒
体对北京冬奥会进行了不
公平和煽动性的报道。我
批评了一些亚裔记者，受到
澳大利亚研究所的人身攻
击。因为我从来没有违反
任何规则，他们能做的就是
给我贴上了标签。”这就是
西方“民主”吧？

美国记者追问3年前依
法入籍中国的谷爱凌：“美
国用那么多资源栽培你，现
在你代表中国参赛得奖，是
不是出卖和背叛了美国？”
她回应说：“我在美国受训
时，教练是我妈妈出钱请
的，训练的场地也是我妈妈
出钱租用。我只欠我妈妈
一人。”

中国冰雪健儿已经交
出最佳冬奥成绩单：9 金 4
银 2铜共15枚奖牌，荣列榜

上第三名！刷新在单届冬
奥会夺得的金牌数和奖牌
数，创造了参加冬奥会以来
的最佳战绩。不仅奖牌创
新高，中国代表团还实现了
全项目参赛，在众多项目上
实现了全新突破。

在闭幕礼上，开幕式的
雪花成了孩子们手中的灯
笼，每一盏灯都承载了北京
冬奥之火，和祥闪耀，从孩
子们手中照向世界！接着，
12 辆生肖造型的冰车载着
孩子们飞舞旋转，滑痕在冰
面上慢慢呈现出色彩鲜艳
的中国结。迎接参加闭幕
仪式的各国冰雪健儿。

所有来到北京并即将
回国的朋友们，都手握一条
柳枝，记住中国人民的友
谊。山里来的童声合唱团
用纯净的心声，唱出《奥林
匹克颂》。鸟巢上空出现绚
烂焰火，五环彩色焰火出现
后，天空亮起“天下一家”和

“ONE WORLD ONE FAMI-
LY”中英文字样。奥运会旗
缓缓降下，由北京奥组委庄
严地移交给下一届冬奥主
办国——意大利！

《国际日报》21 日刊载
中国研究员张来明的《一届
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奥运
会》写道，这是一届中国人
民表达推动世界和平与发
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真诚愿望的冬奥会。中国
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努
力为一场全人类的盛宴搭
建舞台，用体育这一共同的
语言弥合不同国家和民族
间的鸿沟。在面对逆境时
展现人类精神，在疫情、气
候变化和地区冲突等挑战
面前提振全世界人民的信
心，是这届冬奥会迥乎不同
的意义。

从 2 月 4 日晚上的冬奥
会开幕式，到20日晚上的闭
幕礼；我们看到新闻工作者
公正、诚实的报道，见证各
国健儿“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运精神，观赏
了北京这届“简约、安全、精
彩”的冬奥盛会；我们相信，
和谐与交流是人类的崇高
理想。

■廖省：林越

彩雪缤纷看北京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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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非·巴苏基（即王小明，Novi Basuki）

■ 泗水：王伟球

早晨
窗外吱吱喳喳的鸟叫声
把我从睡梦中叫醒
暖 暖 的 阳 光 已 洒 进 我 的
寝室里
看 来 今 天 又 是 阳 光 明 媚
的一天
拿起桌面上的手机看看
一条条问候早安的信息
跃于荧屏上......
每 天 生 活 的 节 奏 就 是 从
早安开始
一日之计在于晨

现实中的生活

决不会一帆风顺
有 功 成 名 就 的 微 笑 也 有
坎坷的泪水
当生活受到挫折时
不妨站起来 笑一笑
用 乐 观 的 心 态 再 扬 帆 起
航
坚持再向前迈进
阳光总在风雨之后
人生美好的生活
是 需 要 经 历 过 一 番 努 力

的奋斗
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

现今 世界各地纷纷扰扰
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生活的脚步彻底被打乱
大家忧心忡忡
恐 惧 忧 虑 的 生 活 何 时 能
够烟消云散
让人类过上安逸的生活
我们都在期待
鹰击长空
自 由 自 在 翱 翔 在 世 界 各
地

生活随笔
北加：孤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