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风味美食中的中国味
■ 阿吉·陈·伯罗莫古苏摩（AJI‘CHEN’BROMOKUSUMO）

（8）
猪杂或鸡杂
内脏象征“如珍珠般珍贵

的东西”。人们希望新的一年
里能收获更多珍贵的东西。

糯米糕、乌龟饼和发糕
Wajik是用糯米做的红色

锥形糕点，也象征着对美好富
足生活的向往。此外，这种糕
点还寓意一家人同心和睦。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
南亚国家，Kueku（乌龟饼）更
常被叫做 Ang kukue 或写作
Ang kukwe。这种糕点形状有
点像乌龟，寓意像乌龟一样长
寿。且神话传说中名叫“年”
的怪兽非常惧怕红色和响声，
把糕点做成红色是希望起到
吓走“年”的作用。

炸香蕉
Pisang 在中文里的名称

为“香蕉”。”香”的意思是芳
香、芬芳，美好的（名声等），象
征着人们对提高家庭名声的
希冀，希望每一个家庭成员都
能光宗耀祖。黄色则象征着
黄金。其含义显而易见，寓意
社会繁荣富足。

柑桔、杨桃和其他水果
所有这些水果都代表着

美好的祝愿和期盼，希望家族

繁荣昌盛，家人富裕安康，孩
子聪慧机智等等。原则上，所
有的这些寓意和象征都是为
了表达对整个家族的美好祝
福，希望所有家庭成员能步步
高升，一年比一年好。

卤猪肉
这道特色菜是中国文化

和爪哇文化交融的产物，中爪
哇和东爪哇地区的人们相对
更熟悉这道菜。这道菜很少
出现在餐厅的菜单里，只在雅
加达草埔（Glodok)地区格罗里
亚（Gloria）商场附近的北达深
美兰（Petak Sembilan）比较常
见，会有小摊贩推着小推车叫
卖，即Sekba（熟肉）或是Bek-
tim（Bebektim，蒸鸭）。此外，
在雅加达的芒加杜瓦购物中
心（ManggaDua）、查雅卡达大
街（PangeranJayakarta）附近和
顺德区（Sunter）也能够见到。

相 对 于 Babi Cin（卤 猪
肉），大多数人更加熟悉的是
Babi Kecap（酱肉）这道菜。丹

格 朗 老 巴 刹（Pasar Lama
Tangerang）文登华人博物馆
（Benteng Heritage）的老板乌
达亚·哈林（Udaya Halim）认
为，文登地区的卤猪肉与其他
地区的酱油猪肉（Babi Kecap）
非常相似，不论是味道还是调
料用法。而美食家威廉·翁索
（见下文《印尼饮食文化的十
字路口》）强调说卤猪肉的特
别之处在于使用了高良姜和
茴香。

据说卤猪肉这个名字的
由来是这样的：因为以前的中
国移民从未接触过高良姜这
种香料，来到印尼后非常不习
惯它的味道，觉得有点bacin
（爪哇语，意“不好闻”），所以
便把这道菜叫做Babi cin。

中秋饼
由于英语外来词的盛行，

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习惯用
Mooncake 这 个 词 来 表 示 月
饼。而印尼华人把月饼叫做
Tiongciu pia，口音浓重的中爪

哇人会读成Tongjupia。它源
于中文的“中秋月饼”一词，字
面含义为“中秋吃的糕点”。
这个词在闽南方言中的发音
为Tiong ciugwe pia，而后简读
为Tiong ciu pia，意译为“Kue-
bulan”（月饼）。

月饼与中秋节关系密
切。“中秋节”是一年中最重要
的节日之一。中秋佳节是阖
家团圆的时刻，全家人团聚一
堂，共度中秋。

关于中秋节的由来以及
该节日纪念什么人或事，不论
是在中国、日本还是越南，都
有很多版本。有的将其与嫦
娥后羿的神话联系起来。吞
下长生不老药后，嫦娥飞到天
上，飞到月宫住了下来。从
此，这对夫妻每年只能见一次
面。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天空
中出现一条连接地面与月亮
的桥梁，后羿与嫦娥得以跨桥
相见，互诉爱意。另一个版本
与推翻元朝（1280-1368）的起

义有关。一个名为朱元璋的
农民领导了这场起义。朱元
璋和他的军师刘伯温散播谣
言说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
吃月饼可预防不治之症。于
是月饼随之成为了中国特色
食物之一，全国各地都会在中
秋节吃月饼。而在日本，月饼
叫“Geppei”，市场上全年都有
售卖。

一般来说，月饼呈圆形或
方形，薄薄的皮里包裹着紧实
粘稠的馅料和一至四个不等
的咸蛋黄。现在市面上销售
各式各样的月饼，是不同的馅
料、饼皮和制作
技艺相结合的成
品。有肉馅、素
馅、或者荤素结
合的馅料。现代
人甚至还创造出
各 种 新 奇 的 口
味：糯米口味、奶
酪口味、肉松口
味、提拉米苏口

味、冰淇淋口味、咖啡口味等
新口味的月饼层出不穷。

第一批移民印尼的中
国人把月饼传入了印尼。
在三宝垄，有两种月饼最受
欢 迎 。 第 一 种 是 广 式 月
饼。在三宝垄，很多老字号
餐馆都售卖广式月饼，其中
像“ 片 传 香 ”（Phien Thjwan
Hiang）和伯令卡丁（Pringg-
ading）餐馆特制的有“金龙
牌 ”（Kiem Liong）和“ 婴 儿
牌”（Cap Bayi）月饼；第二种
是苏州式月饼和潮州风味
的月饼。这种月饼后来被
叫做 pia，因为潮汕方言中

“饼”发“pia”音。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
册）》。本篇未完待续）

■ 2022年 4月1日（星期五）

■ Friday, April 1, 2022
Lt:Win
AA55印华论坛/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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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国方案”支持阿富汗人民
“一个和平、稳定、发展、

繁荣的阿富汗是全体阿富汗
人民的期盼，也符合地区国家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31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
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发表
书面致辞，强调阿富汗邻国要
支持阿富汗人民开创美好未
来。会后，中方代表与会各方
总结了八方面共识。会议发
表了联合声明以及支持阿富
汗经济重建及务实合作的屯
溪倡议。这些会议成果为推
动阿富汗局势向稳提供了“邻
国方案”，给阿富汗民生改善
与人权保障指明了方向。

细看这套方案，既有原则
主张，又有具体举措；既解决
阿富汗经济重建、打击恐怖主

义等当务之急，也着眼阿富汗
长远发展的机制建立，比如

“启动阿富汗邻国阿问题特使
（特别代表）定期会晤机制，建
立政治外交、经济人道、安全
稳定三个工作组”等。可见，
这套“邻国方案”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与操作性，是解决阿富
汗问题的重要指南。

当前，阿富汗局势处于
由乱及治的关键时期。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
利波·格兰迪在近日结束阿
富汗访问后指出，国际社会

“理所当然地关注乌克兰战
事 ”，但 也 必 须 关 注 阿 富
汗。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却
搞起“难民双标”。它们对
乌克兰难民表现出极大的
同情，却忽视了面临着生存
危机的阿富汗人民。据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
数据，当前有 2280 万阿富
汗人面临严重粮食安全问
题，有 320 万 5 岁以下的阿
富汗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本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呼吁

“继续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
援助”，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

外界注意到，此次阿富
汗邻国外长会期间，还召开
了阿富汗问题“中美俄+”
磋商机制会议。这是前两
次邻国外长会所没有的，有
助于形成更大的援阿国际
合力。

作为阿富汗乱局的始
作俑者、最大责任方，美国
近期鲸吞阿富汗人民 70 亿
美元的救命钱，令本遭受人
道主义灾难的阿富汗雪上
加霜。本次外长会敦促美

西方切实履行对阿富汗重
建发展的首要责任，可谓直
指问题根源。美国必须尽
快归还阿富汗财产、解除对
阿无理制裁、支持阿富汗经
济重建，以实际行动弥补对
阿富汗人民造成的伤害，回
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此外，中方还主持了阿
富汗邻国与阿临时政府首
次外长对话会。这样的面
对面交流，对解决阿富汗问
题来说十分关键。这有助
于邻国直接倾听阿方的诉
求，加深对阿临时政府的了
解以及对阿现实情况的认
识，进一步凝聚共识，向阿
提供更多实质性帮助。

同时，阿富汗邻国还敦
促阿切实同“伊斯兰国”、

“东伊运”等各类恐怖组织

划清界限。这是阿富汗邻
国的正当合理关切，也是阿
富 汗 实 现 长 治 久 安 的 基
础。阿方应拿出实际行动
争取获得更多国际认可。

作为阿富汗近邻与真
诚朋友，中国始终力所能及
地帮助阿富汗和平重建。
事实上，去年 9 月创立的阿
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就
是中方同有关邻国一道倡
议的。在本次会议上，中方
又提出三点建议，支持阿富
汗走出一条自立自强之路、
一条繁荣进步之路、一条和
平发展之路。这三点建议
被纳入会议成果文件中，是
中方为阿富汗和平重建作
出的最新努力。

帮助阿富汗，中方不仅
有主张，更有实际行动。截

至目前，中方已向阿富汗提
供了价值近 3 亿元人民币
的人道援助，还通过“松子
空中走廊”进口 1400 多吨
阿富汗松子。阿富汗塔利
班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
拉达尔强调，中国是阿富汗
重要邻国，感谢中方在阿困
难时期所展现的尊重和友
善。

中国人讲“亲仁善邻，
国 之 宝 也 ”，阿 富 汗 也 有

“客人常来常往，只有邻居
永在”的谚语。没有国家比
阿富汗邻国更加期待阿早
日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繁
荣。作为好邻居、好伙伴，
中国将在阿富汗重建过程
中继续发挥邻国优势，汇聚
邻国合力，支持阿富汗人民
开创美好未来。

三月哀思
■ 万隆：高鹰

壬寅年三月二十五日，泗
水上空阴霾密布，惊见一颗闪
烁的陨星突然自天而降。别
了，印华诗坛著名的诗人顾长
福先生。愿您一路走好，愿您
投入缪斯女神温暖的怀抱。

有人对我说，活着时，顾
兄与人无缘……我看，勿片面
非议。世上人与人之间哪有
没有矛盾的？矛盾处处皆
是。早期魯迅与郭沫若就有
过大论战，有不同观点很平常
很自然，更重要的是，彼此要

“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如
今顾兄已不幸作古，我认为要
充分肯定顾长福的人生价
值。一切矛盾误会，,让它烟
消云散。在大是大非面前，他
坐得正站得直，没有背叛国家
民族；在印华文学方面，旗帜
鲜明、作风正派、思想精神可
嘉。值得大家学习，他是我们
的楷模。

诗人顾长福的一生是光
辉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
当代印华文坛的巨大损失，他
生前遗留下的诗作，是印华文
学宝贵的瑰宝。正如印华著
名女作家夏之云说的：顾长福
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华文化诗
词的酷爱，他的毕生努力耕
耘，发表了数百篇的诗歌，以
及谱写不少歌曲。其中主要
的诗集是《顾长福诗集》和《顾
长福诗集2》(2007年，精装获
益出版)。特别是第2本诗集，
图文並茂，质量上乘。抒写了
对国家、社会、人生、友情、爱
情的感悟，语言浅白朴素，他
的诗没有风花雪月靡靡之
音。不少诗作有哲理思想，具
有深刻的教育性。诗文里流

淌着浓浓的中华文化的血，深
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根基。
《顾长福诗集2》中，有一首诗
《美丽的浪花》，结尾写：“愈
有/暗礁的海域/才能击出/瞩
目美丽的浪花。”这儿写出了
深邃的哲理思想。

我很喜欢，他 2010 年写
的诗《瓦西德，您是我们的爸
爸》。诗人高度评价“瓦西德，
你是印尼民族最优秀的孩
子”，他点赞瓦西德总统“您是
华裔族群的一面旗帜！”诗中
突出写了瓦西德伟大的博爱
精神和和谐宽容的思想。我
看，这首诗是一首有真情实
意、有特色的新诗。

此外，还有一首 2008 年
写的短诗《金融风暴》，我也十
分推崇。这首诗反映了美国
金元帝国发生的经济(房贷、
车贷)危机。真实地形象地反
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日暮
途穷的绝境。如今美霸的经
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负债累
累，国家经济正濒于崩溃边
缘。

2005年至2015年是顾长
福诗歌创作的高峯期，质高量
多，曾多次荣获国内外文学大
奖。“海丝梦。中华情”征文比
赛，他以《“一带一路”展鸿图》
获奖。他还能为诗词谱曲，这
是他特有的才华。

顾长福不仅是优秀的诗
人，还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有
着高度的好学精神，有追求上
进的思想。他善于百忙中挤
时间，参加大学函授硕士班，
並取得了荣誉的硕士学位。

在他的一生中，致力创办
清凉饮料兼酿酒厂，成绩可
观。他善于一手抓经济，一手
抓创作。一位写作者，若单凭

写作，没收入，最后必然影响
创作。只有创业，经济有了基
础，才能更好的支持文化工
作。在印尼资本主义的社会
里。让我们像顾长福那样，既
重视创业又不忘做文化工作。

顾长福诗人对家庭十分
照顾，特别是对爱妻方面，可
说无微不至，夫妻关系十分融
洽親密，可称为鹣鲽情深的一
对恩爱夫妻。我注意到，每次
作协有大活,动，或代表作协
出国参加文学活动，爱妻魏桃
凤一定随行，可谓夫唱妇随。
这是我们写作者值得学习的
好榜样。家庭关系好，夫妻融
洽更有利于从事文化的工作。

今春，我寄了十本个人的
新文集《人生之梦》给顾兄。
寄到后，顾兄立即发了短信。
由于短信美如诗，我将它抄录
下来。如下:“尊敬的高鹰文
友如晤：厚重一册《人生之
梦》，见证高鹰翱蓝天，仔细翻
读纸墨香，行行字字扣人心。
顺此祝福，新春愉快，万事称
心。你的老朋友顾长福鞠
躬！”这是多么感人肺腑、鼓舞
人心的短信和小诗。

他写这短信后，时隔一个
多月，我便惊骇地接到了他的
噩耗，我不禁悲泪潸潸，寄托
哀思。顾兄永远离开了我
们。对我来说，如遭雷击，深
受创伤。我仿彷佛顿时失去
了一位血浓于水的好兄弟。
呜呼,我衷心地祝愿你，一路
走好!亲人节哀顺变。我衷心
地祝福你，投入诗女神一缪斯
的温馨的怀抱里。顾兄，你和
你的诗，没有死，也不会死，永
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
化悲痛为力量，沿着你灿烂的
诗路奋勇前进！

——悲悼印华著名顾长福诗人

正当春回大地，春意盎
然时刻，你却悄悄离去，安详
静谧，悠悠翔游在历史深邃
的苍穹……

《只为了一个承诺》——
为了不让华夏文化 在 千 岛
断 层 ，在 文 化 战 线 上 ，你
跋 涉 奋 进 ，为 未 来 的 曙
光，开拓新的力量。你勤
奋耕耘，书写了一篇篇佳
作 华 章 ，以 不 凋 的 苍 翠 ，
展现你的毅力与风采。

走进你的诗篇，只见一

个又一个黑暗深渊，砥砺着
你前行。一重又一重的坎
坷，啃嚼着你的意志，泣血的
泪水，沾湿在你冷酷的生命
史上。你横眉冷对悲剧的上
演，唏嘘不再响起的掌声，落
幕的峥嵘岁月。

然而，只要我们静静聆
听，就会听见你发自内心，永
葆青春气息的生命吟唱，“把
繁星串成诗行，向太阳借光，
透过你的心灵之窗，抚慰血
迹斑斑的躯体，让心站起
来”，“那是你生命的最美，心
灵的幸福”。

寻幽在你的诗行里，我
们仿佛感受到，你那美丽的
灵魂，依然炙热燃烧，喷发出
坚定不移的信心，坚守在文
化岗位上，呵护着许许多多
的文化幼苗，用坚定的意志，
装点美丽的文化人生。

你原本如花的生命，辉
煌的时光，正灿然照亮你人
生壮美的行进。孰料，下半
生多舛的坎坷命运，病痛的
折磨，使你凄惋如早谢的花
儿，腿了颜色，散了芬芳，惨
淡了你的人生，纤弱的病体，
抵不住死神的召 唤 ，黯 然
而去，令人惊愕、哀痛、叹息！
但你那纯真高尚的品德，永
远铭记在印华文坛的史册
中。我们——“用依依不舍
的眼神，倾诉对你深深的牵
挂”，齐唱离歌，送别诗魂远
去……

永别了！一生为文学殉
情的诗人，一个印华文坛亮
丽的诗魂！生如夏花之绚
烂，死如秋叶般之静美，永远
活在——广大文友心坎里！

（注：引号处皆为茜茜莉
亚诗文原句。）

■ 巴厘：意如香

悼念诗人茜茜莉亚
■ 巴厘：夏之云

诗魂远去
——悼念茜茜莉亚

一个文化苦行者
爬行在赤道荒漠上
默默耕耘
在千岛荒原里
华夏文化
被封禁边缘化
一个纤弱女性
她——高举诗歌忠魂
吟咏高唱与命运拼搏

《只为了一个承诺》
承诺不让文化断层
誓在千岛大地
树立中华诗魂
她——做到了
茜茜莉亚诗歌
就是千岛诗魂
中华诗魂化身
我们——可以告慰她
印华文坛
高举诗魂承诺
一代代传承不息
后辈新秀
紧随诗魂高歌猛进

题记：茜茜莉亚于 2000
年出版的第一本文集《只为
了一个承诺》，是她在苏哈托
统治时期担任《印度尼西亚
日报》副刊编委时的诗歌作
品集。她不愧是印华文坛早
期的文化开路先锋之一。虽
身世坎坷、家庭多舛，晚年病
魔缠身，但在艰难的条件下，
她仍然坚强不息地奋斗在文
化战线第一线，孕育带动了
许许多多的印华写作人才。
在文化沙漠里，为他们营造
了发表作品的难得平台，功
不可没，应予以客观的公允
肯定。茜茜莉亚、冯世才、沙
里洪与罗密欧.郑一样，都应
获得文化先驱者殊荣。

茜茜莉亚文集《只为
了一个承诺》

茜茜莉亚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