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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对乌克兰夫妇，受了一个

“遥远的国度”的吸引，远离故土，飞

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北京，其中那位

谢甫琴柯（乌克兰大诗人）抒情事业

的女继承者，心里又一次燃起了“创

作热情的火焰”。从那一刻起，她就

不断用风笛吹奏起一支支献给中国的

歌……

于是，在我的案头也就新添了一

本诗集：《中国的呼吸》。这是现任

乌克兰驻华大使尤里·科斯坚科的夫

人、著名乌克兰女诗人柳德米拉·斯吉

尔达的新作。

域外诗人写中国的诗不能算多。

《中国的呼吸》分别从地域景观、

社会风俗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所作的

抒唱，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了中国

形象。

柳德米拉·斯吉尔达在中国的这

些日子里，除了常居北京，访遍这座古

城的大街小巷以外，还游历了中国的

大江南北。她不仅在上海、杭州流连

忘返，还在海南三亚、河北承德、江苏

淮安等地徘徊兴叹，更久久伫立在长

城关隘、大运河边，感喟中华民族的

历史智慧与中国人民的艰辛创业，为

此而写下了一大批歌唱中国地域景观

的诗。这类诗不仅写出了令人神往的

中国山川、城镇所特有的美丽风光，

更于此中渗透着女诗人对自然美的感

受、生存美的哲思。在《这里是地球

手心上的仙境》一诗中，她赞美了海

南的三亚，三亚的蝴蝶谷，从中既感

受到“人类就应该如此生存——在温

暖、乐观和祥和之间”，更感悟到“三

亚的美提醒我们要爱护地球”。《在

中国长城前的遐想》中，她有另一番

感受：中华民族“伟岸”、“才智”、

“气魄”。在《我在思考大运河和修

建它的人们》中，则感悟到中国人民

生存历史的“伟大”。《访问上海时的

编者按：

日前，现任乌克兰驻华大使尤里·科斯坚科的夫人、著名乌克兰女诗人柳德

米拉·斯吉尔达把她的新作诗集《中国的呼吸》寄送给本刊，诗集用俄文和中文

编排。女诗人在陌生的国度里，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并为之赞叹，诗集就是她对中

国独特的诗化感悟。感动于女诗人的真挚情义，我们特邀著名诗人、诗论家、浙

江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骆寒超教授撰写了这篇评述文章。我们相信通过《文化交

流》，一定会有更多的读者感受到乌克兰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

骆寒超

乌克兰驻华大使尤里·科斯坚科与夫人柳德米拉出席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

肇星及夫人秦小梅女士举办的招待会。

——读乌克兰女诗人柳德米拉的《中国的呼吸》

Ukraine Ambassador to China Mr. Yuriy Kostenko and his wife Ludmila Skirda attend a 
reception held by Li Zhaoxing (chairman of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NPC) and his wife 
Qin Xiaomei

这里有着可以战胜一切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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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路线》中，对一条小巷深处那

幢曾召开过中共第一次党代会的房子

作了赞美，并体悟到正是“在这里一

劳永逸地确定了新中国的命脉”。作

为一位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事业如

此真诚地赞美，对“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这个“中国真理”如此真

切的领悟，是值得珍视的。特别值得

一提长诗《冬季的杭州使我想到永

恒》。该诗分几个方面来抒发她在杭

州逗留时的内心感受。光写她走在九

里松通向灵隐的路上，获得的感受。

面对这个“庄丽安宁的世界”——如

若天堂般的生态环境，她不由自主作

了人生永恒的祈愿。接着写她伫立在

冷泉亭边，看飞来峰山洞中的弥勒佛

像含笑看着众生，竟感受到一种“大

自然和我们完美无缺地激情交融”，

体现着“永恒”就在身边；又写她在

雨丝与雪花迷濛的西湖边眺望对岸，

如梦似幻里“看到了亲人的倩影”；更

写到她立在吴山上遥望钱江如“一条

闪光的巨龙在游动”，以致触动她对

“神州大地变幻无穷”的神异遐想。

这些无不意示着这个天堂般的所在，

就是和谐生存的世界。所以，这些诗

不仅对杭州美丽的风景作了生动的、

意境深远的表现，更对这个天堂世界

的精神气质作了诚挚的赞美。

对我们民族千百年代代相传下

来的习俗风情，这位乌克兰女诗人有

特别浓厚的兴趣。诗篇集中对中国传

统节日诸如中秋、除夕、元宵等都作

了抒唱。《第一次过中秋节》就显示

了她对中国这个节日的认同。诗篇对

“月到中秋分外明”赋予象征圆满的

意蕴，她从“一家人坐桌前 \ 开始节

日喜庆的家宴”中感受到这“庄严时

刻”就是“和谐的时刻”，能“教人

以爱”，“也教人如何面对他人的爱

恋”。对中国习俗风情的这种心灵认

同，促成她还在另一些诗如《在中国

过第一个除夕节日》、《元宵节预示

幸福的到来》等诗中，同样显示了心

灵认同感，甚至有更强烈的主体投入

意识。此外，她还在《北京胡同初探》

中抒唱了北京的胡同风情。读这些诗

你找不到一个外国人的猎奇趣味，有

的是两个民族审美心态的共振。可以

说，女诗人的心灵已融入中

国社会了。

诗集中最令人感动的

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由衷

赞叹。在《欣赏旗袍》中，

她以一个女性对美的敏感

去看待旗袍，认为任何一

个普通妇女穿上旗袍都会

“变得俊俏”，“使世界显

得妖娆”，其审美价值可与

乌克兰的刺绣、佛罗伦萨

的墙画等相提并论，因为

它们都“有一种高雅的追

求”，“能让人类永远牢记

于心”。她还在此中悟到中

国服饰文化的核心是“对

美的欣赏”。《中国红》很

值得品味。女诗人竟能敏

锐地发现中华民族对红色

的偏爱。她发现红色在中

国“被称作喜色，与幸福

相关”，且“在中国人生活

中随处可以碰见”，所以可称为“中

国红”。“红”在中国有原型意味了，

它既能隐喻“成功和富有”、“爱情和

友情”、“健康和繁荣”、“忠诚和友

善”，更可象征“伟大人民对美好未

来——中国革命事业的前景充满必胜

信念”。由此可见，女诗人隽智的目光

已透视到我们民族的灵魂深处了。特

别值得赞赏的是在《春节思孔》等诗

作中，她对中华民族特放异彩的精神

文化作了真诚的赞咏。诗中对孔子和

他所提倡的儒家文化“又回到现代的

中国”作了赞美，特别提出：重礼乐、

尊知识这一条“先人开辟的道路”，

使她得到“思想上一次大丰收”。孔

子的训言引导她把握到这样的诗思：

“只有人性的人才能爱人、只有真诚

的人才知道真诚的价值”……柳德

米拉·斯吉尔达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赞

誉，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形象的特佳

造型。

读罢这本诗集，我有一个特深的

印象：乌克兰女诗人虽然对中国形象

作了多层次、多侧面的造型，却有一

个坚固的基座，或者说统一的抒情归

结点存在着！柳德米拉·斯吉尔达在

和这本诗集资深的中译者高莽的一

次谈话中曾说：“亘古以来，对美的崇

拜就是中华民族性格中最主要的组成

部分。”这使我有理由说，在这位女诗

人的观念中，中国是一个创造美的国

家。面对中国的山水人文景观、中国

的历史与现实，在她看来，有“何等的

美隐藏在这里头”！还在《中秋游颐

和园》中，她面对中国这片山川人文

景观、沧桑历史与壮丽的现实，动情

地说过一句话：“我深信——只要大

地上有人的存在，美——就可以战胜

一切。”正是这句话，使我又想起这本

诗集中的第二首诗《庆祝新中国成立

六十周年的回忆》，这首诗写到女诗

人在观礼台上看天安门广场的检阅仪

式后，忍不住这样颂唱：

原来，壮丽与威力——

能够如此和谐地

结合在一起！

这是中国啊！

我们的宇宙见过的场面何其多

从未见过如此这般的壮举。

是的，中国依靠和谐美的创造，终

于战胜一切，今天可以扬眉吐气了，而

柳德米拉·斯吉尔达献给中国的这本诗

集，给予我们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总体感

觉：这里有着可以战胜一切的美！

乌克兰著名诗人柳德米拉·斯吉尔达近影
A recent photo of Ludmila Skirda, a celebrated 

Ukraine po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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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We are honored to receive 
a copy of a book of poetry by Ludmila 
Skirda, a famous Ukrainian writer and poet 
and spouse of current Ukraine Ambassador 
to China Mr. Yuriy Kostenko. “China’s 
Breath” is in a bilingual format of Chinese 
and Russian. Professor Luo Hanchao, a 
poet, critic and former dean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wrote 
a review as follows. 

I consider Ludmila Skirda a modern 
heiress of Taras Hryhorovych Shevchenko 
(1814-1861), a great Ukrainian poet. She 
came to China with her husband when 
he took the post of ambassadorship of 

Ukraine to China in 
August, 2009. She has 
traveled extensively 
across China. She is 
fully acquainted with 
streets and lanes of 
the capital city. She 
has visited Shanghai 
and Hangzhou many 
times. Other cities 
she has visited in-
clude Sanya, a garden 
city in scenic Hainan 
Island, Chengde in 
Hebei Province and 

链接：
柳德米拉·斯吉尔达是乌克兰著

名女诗人，出版有30余种著作。她是

国际文学奖获得者、批评家、学者、文

艺理论家、翻译家和文化学学者。她

被授予意大利但丁协会金奖。《中国

的呼吸》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

是她译成中文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她

在这部新书中描绘了中国生活、文化、

艺术与哲学等方方面面。

在本文的编辑过程中，女诗人柳

德米拉·斯吉尔达又给我们送了一份

意外的礼物——她赞美杭州的诗歌新

作，本刊摘载如下，以飨读者。题为本

刊编者所加。

杭州的秋天

杭州的秋天

令人无法遗忘。

直到现在我还能听到

竖琴的音响。

也许是琵琶，

也许是二胡，

重要的是一切都预示着

我们将得到洪福！

绿枝上开着粉红的花，

更主要的是天空一片晴朗，

还有朋友们为你保留的美酒和心里

话……

“龙井虾仁”是这里的名菜，

还有知府和诗人发明的“东坡

肉”，

杭州厨师的拿手佳作和骄傲。

窗外是夜，茫茫的西湖，

灯火辉煌再现了历史的过去。

桥梁、山坡、亭台楼阁，

宝塔、堤岸，座座岛屿，

远处传来了探戈舞曲。

当年的皇帝是诗人，

匾额上留下他的御笔。

啊，一方祥和的宁静的区域！

我把自己的爱和我的诗一起献给

凤凰的栖息处。

我们和晨星、神仙

已近在咫尺，中间无隔阻。

宝塔俊俏如同花束，

它不问我们是何许人，

也不问我们来自何处。

它展开翅膀托起我们

飞向诗人讴歌的蔚蓝天幕。

此村位于青山绿岭，

熙和的阳光下

盛产中国茶中无与伦比的龙井。

山上有一座迷人的凉亭。

我们大家在这儿一致决定：

远离喧嚣的城市

品尝新鲜的著名的龙井。

给我们端来了透明的茶杯，

叶片不像平常那样横卧水中，

而是笔直挺立，如同护从。

品了一口，倍感底气骤增。

为什么我能记住这不可捉摸的片

刻?    

为什么我们那么不想从山顶返回河

谷？

为什么诗句，一而再、再而三地响

彻心中？□

Ukrainian Poet: Here is 

By Luo Hanchao

乌克兰驻华大使尤里·科斯坚科及夫人柳德米拉与中国著名

翻译家高莽先生（左）。
Ukraine Ambassador to China Mr. Yuriy Kostenko, his wife 

Ludmila Skirda and translator Gao Mang

Beauty that Conqu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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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i’an in Jiangsu Province. What she 
has experienced inspired the Ukrainian 
poetess. That is how her poetry collection 
eventually came to my desk. 

I am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foreign 
poets rarely write poems on China. She is 
an exception. She has poeticized enthusi-
astically and abundantly about China. Her 
poems explore China’s landscapes, social 
issues, lifestyles, and culture. Many of her 
poems about China are inspired by scenic 
and historical sites she visited. In a poem, 
she sings of Sanya and its Butterfly Valley. 
She believes this is an exemplary life for 
the whole humanity: warm, optimistic and 
peaceful. In a poem about her meditation 
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she sings of 
the greatness, intellect and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opened her eyes to the great-
ness of Chinese people’s existence. In a 
poem about the house in Shanghai where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 convened in 1921, she 
points out that the future of a new China 
was determined there. 

“Hangzhou in Winter Reminds Me of 
Eternity”, a long poem about Hangzhou in 
the collection, warrants special mention-
ing. Walking along an avenue flanked by 
pine forests toward Lingyin Temple, she 
feels a world of splendor and peace and 
prays for an eternal life. While viewing the 

Laughing Buddha 
statue by the Cold 
Stream Pavilion, 
she experiences 
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nature and 
humanity. While 
soaking up the 
beauty of the lake 
in a rainy day, she 
feels as if she sees 
her beloved ones.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Qiantang 
River from the Wu 
Hill inspires her to 
think about Chi-
na’s geographic 

and historical wonders. The long poem 
not only explores the scenic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but also celebrates the spiritual 
dimensions of the paradise city. 

The Ukrainian poet is strongly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lifestyle. Her interest is in-
spired partly by her curiosity and partly by 
her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a. She sing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and holidays 
such as the Moon Festival, the ev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the Lantern Festival. 

The most impressive is Ludmila Skirda’s 
sincere admi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
nese culture. She shows her feminine sen-
sitivity when discussing the Chinese Qipao. 
She points 
out that the 
core of Chi-
nese cloth-
ing culture 
is  an ap-
preciation 
of beauty. 
In “China 
Red”, she 
discovers 
t h e  C h i -
nese pref-
erence to 
red, which 
is a color of 
happiness 
that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China. The color also 
symbolizes success and wealth, love and 
friendship, the Chinese people’s expecta-
tion toward a beautiful future. In another 
poem, she writes about 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Confucian ideology. 

The book gives me a general impression 
that the Ukrainian poet’s lyrical and color-
ful treatment of China is firmly based on 
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 
a conversation with Gao Mang, the experi-
enced Chinese translator of the collection, 
she concludes that beauty worshipp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hina’s national personality. I assume that 
the poet must believe China is a nation that 
creates beauty. 

I agree with the author about the beauty 
of China: this is beauty of harmony and 
momentum. □

外交部长杨洁篪（右一）及夫人乐爱妹（前排左二）与柳德米

拉（前排右二）在“资助残疾人”国际义卖活动现场。

女诗人的诗集《中国的呼吸》

浙江师范大学举办柳德米拉《中国的呼吸》首发式。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Yang Jiechi (right one) and his wife Yue 
Aimei (left two of the front low) and Ludmila Skirda (right two) at an 
international charity sale

Ludmila Skirda’s collection of poems 
on China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the poetry collection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