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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山草堂賦》
並序
陳水寶

泉州實驗中學李君者，余中學同

窗也。某日曾屬予，為其書齋「橫山草

堂」作一賦文。橫山者，李君之故鄉名

也，蓋其雖客居他鄉，仍念其故土而名

之也。

草堂者，蓋取其簡陋之意，以寓

其簡淡之心境，不汲汲于外物也。余因

力有不逮，恐見笑于人。又俗事相纏，

難以脫身。故時已半載，未能染翰。非

不為也，不能也。然受人之托，忠人之

事。事有未竟，終如心石未落，充塞于

胸，未能舒心也。乃擇一暇隙，援筆攬

紙，腆顏為之。草蹙而就，辭意不周。

書不盡懷，更慚詞費。其辭曰:

因職徙地兮，封壤異鄉。揮鞭東

海兮，棲身洛陽。寄身安性兮，築此草

堂。辟彼庭院兮，可蘭可蕙；擁此琴瑟

兮，能宮能商。雅性好青史，風流付文

房。

奏絃歌于台上，弄狼毫乎案旁。

臨池學書，而不覺為倦；伏案備課，乃

不厭其詳。每有閒暇，便碑貼循環于雙

手；或有會意，則翰墨淋漓于縹緗。座

上沏茶，時聞清談玄論；廊外橫笛，常

引鳳翥龍驤。軒窗月上，動竹影之斑

駁；露颱風歸，送清芷之芬芳。 蝸角虛

名，蠅頭微利，不過一枕黃梁。鬢影霜

風，年華逝水，都付千鍾瓊漿。只需草

廬之中，是非雙遣；何必山林之下，寵

辱兩忘。樂天安命，任性疏狂。今朝有

酒同醉，明日共誰舉觴？ 且趁春光未

老，秉燭尋芳。

楊柳一曲動鄉關，隨風飛到橫山

邊。家山一別，風雨廿年。蔓草滋于簷

下，野雉棲乎梁沿。遙思宿昔，敘交遊

則摯友盈室；謾憶過往，問涼燠則親朋

在前。馬上灘中，身騎黃牛鬧；五閬山

下，頭枕白雲眠。

碧翠聞鐘，悟如來之禪意；泰山祈

福，焚虔誠之香煙。成雲懸瀑雷殷殷，

白瀨湍流水濺濺。曾入賢良祠內瞻聖

像，也在大成庵中迷管弦。落花流水情

何切，細雨青燈思欲顛。

曲終人獨立，思罷淚潸然。已矣

哉，青山依舊在，人生還有年。豈不

知，吾心安處是吾鄉！

敦煌賦
李輝榮

大哉敦煌，南枕祁連，北接戈壁，東

峙三危，西擁大荒。春秋曰瓜州，東晉稱西

涼，北魏設鎮，唐置沙州。披亙古風雲兮，

浴千年之冰霜。三萬一千二百平方公里土

地，寸寸雄渾神奇，五鎮四鄉，處處如畫絢

麗。

美哉敦煌，月牙清泉，波湧沙原。黨河

如練，城廓纏環。陽關玉門，春風漫漫。三

危丹崖，神鳥盤旋。鳴沙奇山，風吹流沙走

驚雷。絲綢古道，駝鈴聲聲話滄桑。更有莫

高石窟，五百佛洞，洞洞藏奇珍。二千四百

餘彩塑，個個栩栩如生。四萬五千平米壁

畫，幅幅精美絕倫。東方盧浮，魅力無垠。

飛天神韻，世界為之倒傾。

壯哉敦煌，三苗開基，漢武興邦。金戈

鐵馬，血雨劍霜。李廣槍挑胡賊，衛霍１劍

斬樓蘭。班張２通西域，播灑華夏文明。玄

裝取經東歸，留下萬卷佛經。大漠曉月，映

照大汗３彎弓雄姿。戈壁幽徑，迴盪馬可波

羅足音。敦煌五龍４筆卷濤聲留仙巖。草聖

張芝，鐵筆銀鉤驚書壇。闞馬寫十三州志，

劉昺著敦煌實錄，趙匪文撰七曜歷書算法，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鳴呼文星璀璨，獨居隴

原之冠。錦秀華章，映我華夏文苑。

喜今曰，千里戈壁，燕舞鶯唱。萬傾

沙原，瓜果醇香。廣廈林立，路似蛛網。八

景５勝概，遊人如海。十族６團結，和諧共

創。葡萄美酒，醉人心房。沙漠綠洲，盡展

絲路新貌。塞上明珠，今朝更妖嬈  。  

註釋：
1衛霍：衛青、霍去病，漢時大將。
2班張：班超，張騫。
3大汗：成吉思汗。
4五龍：索靖、汜衷、張彪、索紒、索

永，以文學聞名。
5十族：十個少數民族。
6八景：八處景點。

石湖港賦
蘇千培

石湖口岸，八閩津梁。納二江以連三灣，依岸陸而接汪

洋。南通港澳廈廣,北貫京津滬杭。東南要隘，對外門窗。扼崖

澨以控東海，臨海峽而鎮南疆。造化毓秀，虎踞龍驤。

石湖口岸，福祉天賞。襟鯉城而帶晉江，容百川而涵萬

象。吞吐日月，旦夕升降；起伏峰谷，俯仰濤浪。銜東溟以渺

漭，浮穹天而蕩漾。譎異詭麗，萬千景光。若夫颶風來襲，滄

瀛瘋狂。怒水翻滾，沸沸汸汸。千層濤瀾，洶湧激昊天；萬鈞

雷霆，澎湃奔陵岡。石湖港灣，群峰屏障；弭風抑浪，庇船無

恙。

石湖口岸，天然良港。浩瀚靡涯，水覃淵廣。口窄腹闊, 岸

線漫長。不凍不淤，鱗游羽翔。潮差穩定，航道順暢。六勝寶

塔，航標舟楫望；一柱擎天，勝跡中外芳。

石湖口岸，演繹輝煌。送舶祈風「九日山」，劈波斬浪馳

遠洋。遙達歐、非、拉美，近至波、菲、扶桑。海絲起點，輻

輳八方。發軔南北朝，興旺于隋唐。繁榮鼎盛于宋元，稱「東

方第一大港」。鱗次櫛比悉店肆貨棧, 層見迭出乃埠頭墟場。

陶瓷銅鐵泉絹葛布販他域；象牙犀角珍珠珊瑚購異邦。風檣鱗

集，「船到城添外國人」；雲帆遮天，「漲潮聲中萬國商」。

「東南之最」，「市井十洲人」，「黑白」、蕃學、蕃坊，名

目多樣；「光明之城」，海濱鄒魯地，像胥、舌人、重譯，此

來彼往。摩肩接踵皆行賈，「纏頭赤腳半蕃商」。唐頒詔書以

護估客，外貿日上；宋設「市舶司」、「來遠驛」，立見榮

旺。耀耀乎,「七閩之都會」，「號為天下最」；侁侁乎，貨

物累山積，「天下之貨倉」。汪大淵浮海周遊，撰《島夷》述

他鄉；鄭三寶南下泊岸，登靈山而行香。血脈同胞亙綿聯，海

峽對渡常過訪。「再借亭」，德政惠民海禁開；「林鑾渡」，

商賈雲集千帆揚。梯航四達，興隆熾昌。馬可、鄂多、伊本著

書，賞贊繁華；《道裡》、《諸蕃》、《遊記》冊籍，備敘盛

況。
  石湖口岸，式微凋荒。元末戰亂，蒙受災殃；明代禁海，

又遭毀傷。倭盜襲掠，雪上加霜；清廷遷界，閉關息航。辛亥
民國，社會動盪；日寇鐵蹄，摧楫傾檣。口澳破損百孔千瘡，
血淚摻和海水流淌。歲月風雨衍遞嬗，口岸春秋史跡彰。

  石湖口岸，再譜華章。天翻地轉，浴火重生鳳凰；共和
奠鼎，山河炳粲新妝。政通人和，乾坤清朗；開放惠臨，物阜
民康。改革春風化雨，百業欣欣；發展氣勢磅礡﹐市面攘攘。
挽百年之衰落，重建石湖；煥現代之神采，舉眾企望。石獅市
府、「寶盛集團」、「新發股份」，知難而上；通力合作，開
發治理，重起爐灶，功德無量。泉州港務開來繼往, 展拓進取
奮勉圖強。世界航運巨頭，緣結八方；央企中遠入主，宏圖再
創。雄才偉略，運籌決妙策；遠見卓識，丘壑胸中藏。承前啟
後揚厚蘊，踵事增華展雄剛。高效團隊，科學拓緒協力共襄；
英杰員工，劈堅摧頑精悍超朗。增添碼頭泊位，花添錦上; 擴
建貨庫堆場，生機郁盎。舒愛拼敢贏之銳氣，寫大塊錦繡之文
章。內貿集裝箱碼頭，多年蟬聯前五強。石材集散中心，越躋
世界級樣。斐然蔚為樞紐名埠，突破雙百萬吞吐量。執「中國
港口協會專委會」牛耳，獲「中國企業形象管理」殊勳大獎。
天時地利，懋績頻創；再臻人和，凱歌屢唱。

  瀛海灝茫，編織浪漫；世紀新開，啟迪理想。熱血一腔，
躋身時代方舟；勵志四方，挺進世紀海洋。銳意創新，再生
能源以開發；豪邁跨越，臨海產業乃懋長。十里岸線正擘畫，
世界大港已在望。增海西發展活力，使命鏗鏘；鋪現代絲綢之
路，通達康莊。打造國際一流港口，精神高尚；重振刺桐古港
雄風，圓融夢想。

  海絲偉業,千古琳琅；民族復興, 璀璨萬象。五洲商潮石
湖湧，四海水波鯉城泱。雲蒸霞蔚兮，碩舶巨輪穿梭氣勢壯；
溢彩流暉兮，橋吊門機揮舞裝卸忙。面向大海，敞開胸膛；寰
球風來，馳騁翱翔。偉矣石湖，騰達輝煌！壯哉石湖，萬方景
仰！ 

以會為媒　化「危」為機
——2020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籌辦紀實

　　新華社北京8月4日電　全球首個服務貿易領域綜合性展

會、中國服務業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中國對外開放三大展

會平台之一……2020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將於9月上旬

在北京舉辦。

　　作為和廣交會、進博會並列的中國三大對外開放展會平

台之一，作為疫情發生以來我國在線下舉辦的第一場重大國

際經貿活動，服貿會備受世人矚目。

　　這場盛會的籌備情況怎樣？將呈現怎樣的特點？在我國

服務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的背景下，這場盛會對中國意味著

什么？帶著一系列問題，新華社記者深入進行採訪。

努力打造全球最有影響力
服務貿易國際一流展會

　　8月初的北京，驕陽似火，酷暑難耐。炎炎烈日下，位於

北京奧林匹克公園的室外展館搭建工地上，一派熱火朝天的

景象。

　　北京市商務局副局長孫堯說，建設者們克服了高溫、疫

情等不利影響，正在加班加點工作，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

奧林匹克公園的相關展區將滿足國別和省區市以及各專題的

參展需求，預計在8月中旬完工。

　　2020年6月4日召開的2020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組

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強調，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扎實做好各

項籌備工作，確保辦出特色、辦出成效、辦出高質量，努力

實現打造「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服務貿易國際一流展會」的目

標。

　　「在今年疫情衝擊的特殊背景下，我們舉辦服貿會，為

世界提供交流溝通的平台，展示我國堅持擴大開放的決心，

提振全球經濟復蘇的信心，體現了中國維護全球化進程和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擔當。」北京市副市長殷勇說，南

有廣交會、中有進博會、北有服貿會，一個全方位立體式綜

合性對外開放平台已經形成。

　　北京市商務局局長閆立剛表示，2020年服貿會圍繞「國

際化、專業化、市場化、科技化」方向，整合了文化服務、

金融服務、冬季運動、旅遊服務等重要板塊和內容，建立了

「1+8+N」展會新模式，即1個綜合展區、8個行業專題展和若

干功能服務區。

　　受到疫情影響，注重線上線下融合，積極探索「雲展

覽」「雲端論壇」等新模式，成為本屆服貿會一大特點。

　　2020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數字平台6月中旬已經上

線。京東集團作為本屆雲上服貿會的技術服務商，為大會提

供數字化、智能化的互聯網技術支持與運營服務保障。

　　「‘雲上服貿會’將是突破時間、空間、語言限制的數

字化、智能化、創新化會展新基建平台，釋放數字經濟發展

的新動能。」京東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京東智聯雲總裁周

伯文說。

　　過去幾個月裡，全球數千家企業在屏幕前參加了雲路演

活動，全國各大交易團提前啟動參展活動……

　　截至目前，141家國際組織、駐華使館、商協會及機構參

展參會，2000余家次境內外企業機構參展參會。其中，線下

參展參會企業1200余家次，線上參展參會企業700余家次。

　　「服務貿易開放發展新趨勢、數字貿易發展趨勢和前沿

等4場高峰論壇，百餘場行業研討及行業推介洽談活動，加

上30多場國別推介活動，將聯袂打造一場高端權威的服貿盛

會。」閆立剛說。

與中國服務貿易共成長，
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

　　服務創造價值，從「工業革命」到「服務革命」，服務

業成為全球經濟支柱……

　　服貿會的前身京交會誕生於2012年，如今已經成功舉辦

六屆：展覽面積從首屆的5萬平方米擴大到第六屆的16.5萬

平方米；參展企業從首屆的1000多家增加到第六屆的2100多

家；意向成交額從首屆的601.1億美元增加到第六屆的1050.6

億美元……

　　從第一屆京交會就開始參展的博彥科技公司見證了會議

規模從小到大、影響與日俱增的歷程。

　　「借助京交會、服貿會這個平台，企業取得長足進步，

尤其是合作夥伴的增加和貿易額都有明顯提升，企業在這個

平台上感受到了萬物互聯時代的澎湃力量。」博彥科技公司

物聯網市場部總監單娜說，公司計劃在本屆服貿會上舉辦新

產品新技術發佈會。「我們見證了服貿會的成長，更希望服

貿會能見證我們的壯大。」

　　與服貿會的成長相伴而行，北京全面推進服務業擴大開

放綜合試點。2015年，國務院正式批復北京市成為全國唯一

的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城市，給諸多內外資企業帶來新

的發展機遇。

　　美國文化創意演出經紀機構龍之傳奇和日本唱片公司愛

貝克思落戶北京，國際知名評級機構穆迪、標普、惠譽在京

新設法人主體，全國首家外資控股證券機構在京落地……

2019年北京服務業佔GDP的比重達83.5%，比全國平均水平高

29.6個百分點。試點5年多來，北京形成了122項全國首創政策

或創新制度安排，累計向全國或自貿區推廣了六批25項創新

經驗。

　　受訪的業內專家和企業界人士表示，北京的服務業開放

試點總結提煉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略政策，為全國服務業

發展蹚出了新路子，對於服務業、服務貿易發展具有重大意

義。

      在北京各項試點政策的帶動下，中國服務貿易的前景可

期。

　　為更好地搭建中外合作交流的平台，本屆服貿會邀請境

外國家和地區、各省區市以及境內外商協會、企業舉辦專業

性強、形式多樣的洽談邊會活動。截至目前，本屆服貿會初

步確定了100余場論壇洽談活動，遴選了19場嘉賓規格高、國

際化水平高的重點論壇，推出50余場專業性強、形式多樣的

洽談活動。

　　「我們將竭力舉辦一屆高質量的服貿會，為展示我國堅

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決心、提振全球經濟發展信心做出貢

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楊秀玲說，廣交會更多展現

的是「中國製造」，進博會更多展現的是「中國市場」，服

貿會更多展現的則是「中國服務」，製造和服務全面發展，

進口潛力和出口優勢共同展現，構成中國全方位開放促進體

系。

開啟中國服務貿易「新大門」
　　商務部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5月中國服務進

出口總額18686億元，同比下降14.6%。其中，出口7592.6億

元，下降2.3%；進口11093.4億元，下降21.5%；服務貿易逆差

同比減少2851.5億元。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國服務貿易正在經受重大

考驗。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表示，這次

服貿會對於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具有重大意義。在

穩住中國經濟基本盤的前提下，我國高質量發展要求實體經

濟與數字經濟、現代服務、智慧城市等深度融合，這將產生

前所未有的全球國際服務貿易需求，服貿會將在其中發揮不

可替代的作用。

　　蘭亭數字CEO孫文博表示，服貿會是一場開放、包容、

多元的國際性盛會，希望在這一屆服貿會上能與更多企業交

流合作，通過服貿會獲得更多的國際同行客戶，能夠幫助企

業轉危為機，更好地感受世界經濟的脈動。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黨委書記莊芮表

示，在境外疫情蔓延、個別國家貿易摩擦加劇等不利因素疊

加下，中國外部經濟環境趨於惡化，但另一方面服務貿易呈

現上升勢頭，正在成為經濟新的增長點。

　　「希望通過服貿會這個平台，中國加強與國際組織、國

家和企業的溝通合作，結交更多的合作夥伴，推動高質量發

展。」莊芮說。

　　7月29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結合區域發展戰

略，將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擴大到全國21個省份部分地

區，圍繞拓寬開放領域、提升便利水平進行改革探索，包括

發展跨境商業醫療保險、推進中外合作辦學、擴大技術進出

口經營者資格範圍、在常態化防控下加強旅遊和體育國際合

作等，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從世界形勢來看，從貨物貿易到服務貿易，全球服務

貿易地位持續提升。在中國，服務貿易已經邁向一個新的台

階，成為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推動高水平開放的

新引擎和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新支撐。」商務部研究院國際

服務貿易研究所所長李俊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