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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曹雪芹写《红楼梦》，开卷先说缘起。其中

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说，虽然本人风尘碌碌，

一事无成，但在数十年间见过许多优秀、杰

出的人，胜于自己。 

“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

灭也。”所以还是要写。 

国柱从 1956年“入世”（Esperantistiĝi），至
今也有半个世纪了。回忆帮助过我的师友，

感愧良多。其中许多人赠给我的良言佳作，

从来也没有公开发表过。即使是为中国世运

保存历史资料的角度，也不应该使其泯灭

也。所以于以汇编,得作者名单八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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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mand Su 苏阿芒(天津） 
§2. Berveling （荷兰） 
§3. Bays （巴西） 
§4. Bill Maxey （美国） 
§5. Boris Kolker （俄罗斯/美国） 
§6. Celumio 李长禄(长春) 
§7. Ĉinson 黄启生（武汉） 
§8. Danko  张丹忱（武汉） 
§9. Ding Ji 丁 及（武汉） 
§10.Don HARLOW（美国） 
§11.Ewen Chen 陈在维（昆明） 
§12 Esphugp 胡国鹏（甘肃） 
§13.Fan Boquan 范柏泉（中国/芬兰） 
§14.Gajo 崔家有（黑龙江/北京） 
§15.Gemo 王 浩（荆州） 
§16.Gnail 梁家枢（成都） 
§17.Gong Xiaofeng 弓晓峰（南昌） 
§18.Hanbin 萧汉滨（武汉） 
§19.Hang Jun 杭 军（北京） 
§20.Harada Hideki 原田英树（日本） 
§21.Harpina 吴汉平（广州） 
§22.Hoikso 胡 旭（武汉） 
§23.Honfan 张闳凡（北京） 
§24.Huang Weili 黄卫立（黄石） 
§25.Huonlo （网友） 
§26.Ikso 徐道荣（武汉） 
§27.Ilin 李奈西（北京） 
§28.Jariĉ 扬宗琨（武汉） 
§29.Kando 康泰璋（武汉） 
§30.Katalin KOVATS（匈牙利/荷兰） 
§31.Kong Lei 孔 雷（郑州）  
§32.Laŭlum 李世俊（北京） 
§33.Li Jun 李 军（武汉） 
§34.Li Sen 李 森（内蒙） 
§35.Li Yuping 李玉萍（北京） 
§36.Lin Liyuan 林力源（广州） 
§37.Liu Weizhuang 刘伟壮（广州） 
§38.Liu Xuan 刘 煊（不详） 
§39.Liu Chao 刘超（网友） 
§40.Lu Min 卢 敏（南宁） 
§41.Madeleine de Zilah（法国） 
§42.Mao Zifu 毛自赋（常德） 
§43.Mauro Nervi （EVA） 
§44.Mine Yositaka 峰芳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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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Mo Yangsheng 莫养圣（福建） 
§46.Neĝeta 史雪芹（镇江） 
§47.Ouyang 欧阳（武汉） 
§48.Peng Zhengming 彭争鸣（武汉） 
§49.Qingyue 清月（网友） 
§50.Renato Corsetti （意大利） 
§51.Sanio 先锡嘉（上海） 
§52.Saŭkio 张绍基（广东） 
§53.Seimin 谢玉明（北京） 
§54.Shi Chengtai 石成泰（黑龙江） 
§55.Sirio Silva （巴西） 
§56.Sun Aijun 孙爱军 北京） 
§57.Sun Mingxiao 孙明孝（山东枣庄） 
§58.Ŝecencz 薛诚之（武汉） 
§59.Tan Xiuzhu 谭秀珠（北京） 
§60.Tao Sang 陶 桑（不详） 
§61.Teng Xurxun 膝学训（青岛）  
§62.Ulrich Lins（德国） 
§63.Vadanto 卢纪新（桂林） 
§64.Vagi 黄明忠（武汉） 
§65.Venlo Fon 冯文洛（北京） 
§66.Wang Chongfang 王崇芳 （镇江） 
§67.Wawedino 王维东（山西） 
§68.Wei Guangliang,魏光亮 （黄石） 
§69.Wei Shan 韦 山（北京） 
§70.Wen Jingen 温晋根（北京） 
§71.Wu Changsheng 吴长盛（长沙） 
§72.Wu Guosui 吴国穗（武汉） 
§73.Xu Anhui 徐安惠（武汉） 
§74.Xu Chengfu 徐承富（长沙） 
§75.Xu Jin 徐 晋（温州） 
§76.Xu Jinlin 许金琳（岳阳） 
§77.Yang Haichun 杨海春（安徽） 
§78.Yu Jianchao, 于健超（北京） 
§79.Yu Zili 余自立（武汉） 
§80.Yuan Zegao袁泽高（黄石） 
§81.Zensto 陈世德（北京） 
§82.Zhang Ling 张 玲（云南） 
§83.Zhang Linrui 张麟瑞（常熟） 
§84.Zhang Ping 张平等 8人（成都） 
§85.Zhang Xuesong 张雪松（信阳） 
§86.Zhao Guangzhou 赵广周（北京） 
§87.Zhu Xingqi 朱兴启（武汉） 
§88.Zhuang Qixiong 庄企雄（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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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zhu： 
 Rimprefacoj por "GUOZHU KAJ NI"  
            
☆《说“胡”集》序诗 
   （2006-03-16） 
  国柱回首忆征程，忽闻网上传知音。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爱友述我情。 
 
☆ 水调歌头·爱友情深     
   （2006-03-12） 
  入世半世纪，语龄五十年。 
  青丝转眼华发，弹指一挥间。 
  也曾经历坎坷，我自无怨无悔，风雨只等闲。 
  人事沧桑变，绿心却依然。 
 
  理想高，志向远，信念坚。 
  险峰登攀，柴门求索爱友贤。 
  桃花潭水千丈，怎及知己情深，拳拳暧心田。 
  济济争荟萃，豪情启万端。 
 
Je Mia Ora Jubileo 
--- laŭ ĉinesko Shuidiaogetou* 
    Guozhu (2006-04-15) 
 
Post pen' senlaca  
kaj diligenta, 
post hardado neĝa, 
pluva kaj venta, 
venas jubileo 
de esperantistec'  
duonjarcenta--- 
tag' memorinda,  
horo eventa. 
 
Temppaso  
ŝajnas nur  
momenta; 
sed har-nigro  
nun jam iĝis arĝenta. 
Kun nova fervor' mi  
marŝu kun kolegar'  
sur voj' kunsenta, 
en koro tajdas  
ĝojo tor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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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 Xiuzhu: 
Vi ja multege faris por nia movado kaj riĉajn fruktojn vi akiris pro  
via diligenteco. Vi meritas dankon,gratulon kaj estimon.  
                             （—el retmesagxo.2005-12-31 13:11）  
 
您为我们的世界语运动作了许多的工作，并且靠您的勤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您理当受到感谢、祝贺和尊敬。（—摘自 2005-12-31来电）  
 
* 谭秀珠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1995-2005） 
 
---------------------- 
§1. Armand Su: 
☆  
   S-ro Guozhu laboris super esperanta poezio jam delonge kaj akiris multajn 

sukcesojn en tradukado. Lia sindediĉo al esperanta poezitraduko estas vaste 
konata en tute Ĉina movado. 

    Kvankam mi aŭdis lian nomon jam delonge, tamen ni renkontis nin nur 
foje en 1981, kiam li sukcesis min viziti en decembro. Ni intime babilis ĝis nokto, 
li lasis al mi tre fortan impreson. 
                                                                     
（—el Antaŭparolo al ESPERANTA METRIKO. 1983-01-01） 

 
    国柱先生致力于世界语诗歌研究，为时久矣。且在翻译工作中，卓然有成。
他献身于世界语诗歌翻译的热忱，在中国世界语界，亦是广为人知的。 
 尽管我久已经得知他的名字，但直到 1981年的 12月，他来访时，我们才有
一面之缘。那天我俩晤谈直到深夜，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摘自《世界语诗词格律》·苏阿芒序） 

 
* 苏阿芒(1936-1990):  中国著名的世界语诗人。 
------------------- 
§2. Gerrit Berveling (redaktoro de Fonto. Membro de Akadedio de Esperanto ) 
☆  

viaj kontribuoj estas alte estimataj; ili donas valoran kompletigon al nia 
literatura revuo, montrante la cxinan flankon de nia esperantokulturejo. 
mi kore vin dankas 
您的来稿备受尊敬，因为它们给我们这个文学刊物以宝贵的补充，在世界语文化

领域提供了中国方面的内容。 
（—摘自 2003-01-10 9:29来电） 
 

kiel mi alparolu vin? ĉu s-ro Guozhu? ĉu s-ro Hu? ĉu s-ro Hu Guozhu? ĉu vi 
bonvolas por FONTO verki iun sinprezentadon pri vi mem. vi tiel bone kaj lerte 
priskribis vian amikon kiu vojaĝis eĉ ĝis Varsovio, do vi certe tion povas. 

laŭ mi ja estas bone, ke niaj legantoj iom ekkonu vin, ĉar vi ja estas sufiĉ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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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oza aŭtoro Esperantlingva.  
 
亲爱的朋友，我该怎样称呼您呢？国柱先生？胡先生？还是胡国柱先生呢？您

可否为《源泉》月刊写一点有关您的自我介绍？既然您能够把你那位华沙朝圣费

苦辛的友人，写得那么出色，我想您也一定能够写写自己吧。 
按我的想法，让我们的读者多了解一点您的情况，会是一件好事，因为您真是

一位相当严肃的世界语作者。 
（—摘自 2003-01-13 13:19来电） 
 
* 注 1. Gerrit Berveling 杰里·贝尔维宁：荷兰人。《源泉》月刊主编。曾任国
际世界语作家协会主席。世界语学院院士。 

  注 2. 华沙朝圣费苦辛的友人，指杨宗琨。见《说项集》p.86 “人传奇，数宗
琨”一文。 

--------------- 
§3. Bays 
☆  

Mi kore reciprokas viajn bondezirojn por la nova jaro 2006. 
Sed 2006 estu riĉa je kultura produktado, speciale via! 

Mi ne sukcesas kompreni, kiel homo povas tiel bone, bele kaj kompetente 
labori... 

Via recenzo pri PURGATORIO estas vere eminenta. Tia devas esti recenzo! 
--- el Bays 2005-12-30 17:29:15"gersi bays" <gersi.bays@brturbo.com.br>。 
 
我衷心答谢您 2006 年的新年祝愿。但这新的 2006年应当成为文化产出的丰

收之年，特别是您本人的丰收年！ 
我的确不能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工作得如此之好、如此之美、如此之出色…… 
您为但丁《神曲·炼狱篇》所写的书评真是杰出。书评就该这样写！ 
（—摘自 2005-12-30 17:29:15来电） 
 
* Gersi Alfredo Bays 杰尔思·阿尔弗雷多·拜斯：巴西人。《源泉》月刊出版人。
世界语学院院士。 
------------------------- 
§4.  Bill Maxey 
☆ 

Aprile de 2004, Katalin Kovats, vicprezidanto de ILEI, invitis Guozhu funkcii kiel 
ekzamenanto en la Internacia Ekzameno okazonta en la 89-a UK. La Internacia 
Ekzamena Komisiono (IEK) konsistis el sep ekzamenantoj el sep landoj. Tiel, en la 
historio de IE de UEA/ILEI de 15 jaroj, Guozhu fariĝis la unua ekzamenanto el Azio.  
Kaj Bill Maxey, sekretario de IEK, sendis al mi varman retpoŝtaĵon en 2004-06-25 

23:40: 
Mi aldonu al la vortoj de IEK vicprezidanto Katalin Kovats tion ke via 

partopreno en la ekzamenado ne nur donus kuraĝon al la aziaj kandidatoj sed 
fakte estus nekutima honoro por ĉiuj. Bedaŭrinde niaj ekzamenatoj preskaŭ 
neniam havas eblecon montri siajn kapablojn antaŭ azia ekzamenanto. Tio ke vi, 

mailto:<gersi.bays@brturbo.co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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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ĉ izolita, dum tiom da jaroj havas tiom intiman interrilaton kun E-o kaj e-istoj 
farus tiun oportunon des pli memorinda. Mi mem sopiras iame konatiĝi persone 
kun vi. 
Bill Maxey. 
Sekretario 
Internacia Ekzamena Komisiono 
 

2004年 4 月，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副主席卡塔琳，邀请国柱担任在第 89届国
际世界语大会期间举行的世界语国际水平考试的评委，这个评审团由七个国家各

派一人组成。在它十五年的历史中，国柱成为第一位来自亚洲的评委。 
IEK秘书长比尔·马克西并且于 2004年 6月 25日寄来热情洋溢的电子邮件： 
我愿在卡塔琳副主席的话后再作如下的补充：您出任国际考试的评委，不仅会

给来自亚洲的应试者带来勇气，而且对于我们大家都是殊荣。因为，很遗憾，我

们的应试者们此前几乎从来不曾有幸在亚洲考官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能。而您，即

使是在那么多年的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居然保持了与世界语和世界语者那么亲密

的关系，这就使得本次出任更加具有纪念意义。我本人渴望与您当面相识。 
比尔·马克西 
 
* Bill Maxey 比尔·马克西。美国人。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国际水平考试委员会

IEK秘书长。 
-- 
§5. Boris Kolker   
☆ Kara Guozhu! 

Viajn tri recenzojn mi tralegis kun granda intereso kaj opinias, ke vi povus 
 fariĝi bona recenzanto de Monato.[……] 
亲爱的国柱！ 
我带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您写的三篇书评。我认为，您有可能成为《一月间》

中的优秀评论家。 
（—摘自 2004-10-20来电） 
 

D-ro Boris Kolker  (Usono) Membro Akadedio de Esp-o  鲍里斯·科尔克博
士。美籍俄罗斯世界语学者。世界语学院院士。 
--- 
§6. Celumio  
☆ La unuafoja korespondo kun S-ro Hu Guozhu.  

E-korespodado estas grava agado por ekzercigxi kaj amikiĝi. Por tiu celo, mi 
kuraĝis skribi la leteron al S-ro Hu Guozhu. Ĉar mi pensis ke li estas fama 
Esperantisto, kaj ke li havas tre altnivelon por E kaj certe helpos multon al mi je 
la lingvo. Finfine, feliĉe mi atendis lian afablan kaj lakonan respondon. Kaŭze de 
sia okupiteco, li rekomendis al mi du amikojn S-ro Wei Shan kaj S-ro Dai 
Liming. Mi propre sensis la spiriton, ke ĉiu ajn Esperantistoj necese respondu al 
siaj korespondantoj.  
Celumio 2003-0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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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集》这个百集的著作，其中有真诚的友情，有无奈的遗憾，有知识的探讨，

有学习的苦与乐。如果你有时间，一定要读一读胡老的“一派胡言”。 
 
 Celumio (李长禄）: 长春世界语协会理事长 
-- 
§7. Ĉinson 
☆ IMPRESO 
de la Unua Vizito al Hejmo de Guozhu  
 
Verda monto, parko, urbeto, 
arbaro, lagakvo, florbedoj. 
Modesta kabineto, 
klasikaĵoj, librobretoj. 
Brilas verda stelo, 
ĉiam restas kor-sincero. 
 
天净沙·初访国柱宅 
（1991-04） 
青山、小镇、公园， 
密林、湖水、花坛。 
简室、书橱、籍典， 
绿星光闪，赤心存志宇寰。 
 
☆ 
 1988-02-14 赠对联： 
    潜心求索半世 绿原秀色彩丝巧织 
    豪情依旧万丈 世界谐音金号高持 
    千里壮志（横批）  
 
☆ 初访国柱 
                        杞 叟 (1987-10) 
 
  今年夏天，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差到黄石。动身前，我就盘算着，中间要抽空

到国柱家看看。天公真不作美，我在黄石呆四天，没有一天不下雨，不过这也难

不倒我。  
  七月初的一天，我在上午办完事后，从马家嘴乘车来到青山湖北岸的国柱家。

正巧他刚吃完饭，在家里。走进他的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个大书柜，占了

他十几平方米的房间的一半。里面的书除了他的“专业”技术书籍外，就是世界

语书籍了，而就这给我印象最深。我访问过上海、武汉等地许多世界语者的家，

就世界语书籍而言，恐怕就算他最“富有”了。这实际上是他的寝室，床摆在离

窗户的另一头，看样子这房间又是工作间兼会客室。据悉，他在黄石工作几十年，

就一直住在此房间里未搬过家。七十年代他因病休，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我去

过他汉口的家，那实际上是他父母的家，他住的那个地方更不“正规”，既不宽

敞又不明亮。就在那时从他手里编刻出了从外貌到内容堪称一流的世界语油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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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El Ĉinaj Esperantistoj》等及国内仅有的《世界语诗词格律》油印本。在那万
木萧疏一派蒙蒙之中人们被极左路线弄得颠狂，能干点正经事确实不易。  
  我们坐了一会儿，谈了一会儿，他邀我一同去青山湖公园散步，他强调说，

每一位远方来的朋友我都要请他到这个公园散步。这话很有意味。我欣然领命。

有时细细雨丝，似下非下，这使七月暑气消失了大半。这里比武汉的公园清静得

多，有山有水，茂林修竹，人工美与天然美浑然一体。我们谈到世界语，世界语

运动。他作为黄石世协的理事长，是如何把黄石世协及当地运动领导好，是我感

兴趣的一个问题。因为黄石世协几年来办了许多著有成效的实事，宣传、推广世

界语，办面授与函授班，联络各地组织，组织大型会议（如在黄石召开的省世协

第二届学术会议等），在出版书刊方面，都在全国颇具影响。他告诉我，团结和

依靠能人、贤人，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是事业兴旺发达的保证。联想到各地世运，

一些地方闹不团结，的确是缺乏正派而有能力的人当家，一个“正”，一个“能”，

缺一不可。我与国柱认识十多年了，他为人正直，按原则办事，不追求个人“最

高选票”，所以在黄石世协，耍弄权术，口是心非，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不容易钻

进去。刚与国柱接触的人可能觉得他不如那口如含蜜者热情，可是时间久了，就

会被他的真诚所感化。  
  国柱是一个勤奋多产的世界语学者。他收集大大小小的资料，其中有一张

74 年我为武汉的世界语者到东湖“合宿”而打字加手工绘底的邀请书，看这张
纸，那遥远年代的景象宛若重现在眼前。世界语者应该是能“同甘共苦”的！国

柱这几年写了不少论文和小品，各地有批号无批号大小刊物，常见到他的文章，

他编的一套课本被许多地方采用……两个多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依依惜别之

际，他谈到今后的打算，要脚踏实地地干几件事，包括要协会几个人集体拿出来，

省世协有几个实干的人，国柱又作为省世协的负责人之一，我省世运一定会取得

新的成绩。   
http://esper.51.net/hea-bulten/bul-07.htm#hqs 
《湖北世运》第七期 
 
☆ 调笑令 
贺国柱六十寿辰 
（1998-02-03） 
 
                春日，春日 
                风雨高擎绿帜 
                勤研岁岁吾语 
                刻意仿贤绩殊 
                殊绩，殊绩 
                推进希望世纪 
 
* Ĉinson (1940 - ) 黄启生，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 
§8. Danko   
☆  

Vi jam finis la unuan duonon de la esp-igo de Strangaĵoj de Liaozhai, do la 
traduko iras sukcese. Homo, kiu se dum sia tuta vivo povus plenumi unu tian 

http://esper.51.net/hea-bulten/bul-07.htm#h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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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on, jam rajtas esti rigardata kiel meritohava sukcesinto, kiu ne vane pasigis 
sian vivon. Por ne paroli ke li jam superplenumis ankaŭ aliajn multajn 
laborojn--- senescepte individuajn oferojn far volontulo. Kaj ne malatentu pri tio 
ke tiuj oferoj de volontulo eĉ ofte superis tiun de profesio. Tio estas ĝusta kriterio 
por taksi valoron de homo.  

    您的《聊斋》译稿已完成一半，还算顺利。一人一生如能完成这种事情的
一椿，即为有成就者。一生之价值足够矣!何况早已超额做了其它许多的工作，
且除职业之作之外，全系个人义务之奉献。而在义务奉献下的工作，却又胜过职

业之价值。这是对一个人的价值的正确评价标准。 
（—摘自 1994-07-11来信） 
 
* Zhang Dancheng 张丹忱(1935-).湖北省世界语协会法人（2000-），第四、五届
理事长（1991-2000）。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 ILEI执
委。 

----------- 
§9. Ding Ji ：  
☆ Al Guozhu 赠国柱 
Guozhu naskiĝis en Hubei, Chu-lando, 国柱生湖北 
dumvive dronas li en Esperanto.      平生有绿志 
Kontaktu, amikiĝu kun li ofte,        愿君多接触 
vi trovos verdkorulon en konstanto. 此人最爱斯 [注：“爱斯”为双关语，隐

Esperanto一词。] 
 
☆卜算子·赠国柱 
胡翁征五羊，笑展花甲前。但愿绿心人长久，来年春更绿。 
愁不成其绿，何必问“痴人”。留得世文功德在，自有“爱”友读。 
（1997.Zamenhof-festo) 
 
☆ 
kara s-ro GZ 
Gajan naskiĝtagon! 
人人爱自己，表现不相同；国柱有两情，爱“中”还爱“世”。 
年年创丰收，成果靠积累；丙辰抒生日，豪情永不改。 
（—摘自 2006-02-03 09:52来电） 
 

* Ding Ji 丁 及(1940-)：delegito de UEA, Vicprezidanto de HEA(1991-2005)国
际世协专业代表。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第四、五、六届副理事长（1991-2005） 
------------ 
§10. Don HARLOW 
☆ 2004-10-02 Don al GZ 
Saluton! 
Dankon pro la nova kvinnovelaro. Mi ĵus aldonis ĝin al la indekso kaj ŝutis al la 

TTTejo  
谢谢您寄来的《唐人小说》电子书第四辑。我已经上传到了国柱网上电子书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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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speranto.org/literaturo/huguozhu/ ). 
 

Mi pardonpetas pro la prokrasto. Mardon, oni telefonis al mi kaj petis, ke mi 
eklaboru en la loka balotinstancejo ĝis post la naciskala balotado en novembro; 
do en la lastaj kelkaj tagoj, ankaŭ pro mia ĉiutaga kelkhora laborado ĉe la 
Esperanto-Ligo por Norda Ameriko, mi estas tre okupata. [...] 
（—摘自 2004-10-02来电） 
 
* Don HARLOW 唐·哈尔劳，美国世界语学者，北美世协（Esperanto-Ligo por 

Norda Ameriko）负责人。 
网 上 世 界 语 文 学 网 站 Literaturo (Esperante): 

<http://donh.best.vwh.net/Esperanto/Literaturo>版主。 
---- 
§11.Even 
☆  

水调歌头·寄胡国柱老师 

 
胡国柱老师几十年来为 Ĉinesko 走向世界奋斗不息，《“胡”说集》抨击时弊，
大快人心。广州一别，匆匆数年未曾相见，是为怀念。且作《水调歌头》以解思

愁。 
 
AL HU GUOZHU 
--- laŭ ĉinesko Shuidiaogetou 
 
    Aŭtuno venas, 
    Blovas zefiro. 
    Kiam luno plenas, 
    Restas suspiro. 
    Vi kiel fakiro 
    Senlace ja penas 
    Kun la aspiro. 
    Ĉineskon tenas 
    Vi pioniro. 
 
    Al Viro 
    Mi benas 
    Per liro. 
    Vin ĉagrenas 
    Vi por bela inspiro. 
    Kiu vin komprenas? 
    Ho, via diro, 
    Bela satiro!  
    Mi sole splenas, 

http://www.esperanto.org/literaturo/huguozhu/
http://donh.best.vwh.net/Esperanto/Literat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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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la sopiro.  
 
金秋风送爽，幽思月圆时。忆君苦奋斗，执着无休止。 
先驱为吾语，引进中国词。同怀美理想，诗琴慰男儿。 
亮剑常呐喊，忧思有谁知？吟罢引领望，深情怀我师。 
 
（—摘自 Even 2005-10-03 11:21 以网名 Hosemo所发的帖子） 
 

★ 附：国柱答谢的诗歌 

AL HOSEMO 
--- laŭ ĉinesko Shuidiaogetou 
 
Nacia Tago. 
Aŭtuno ora. 
El Hosemo venas 
kanto fervora. 
Kun preĝo sincera, 
pri Esperantismo 
pie adora. 
Profundan dankon!  
amiko fora! 
 
Ĉinesko 
bel-sona, 
sonora. 
Min kortuŝas 
paseo kar-memora. 
Fidele laboru 
ni samideane  
kun ĵur' verdkora. 
Marŝu antaŭen!  
sub flago glora!  
 
金秋逢国庆，华章动人心，绿星旗下祷，爱世主义真。国柱衷心谢，爱友无限情。 
世语填新词，往事忆知音。绿心庄严誓，奋斗必忠诚。光荣旗帜下，并肩向前进！ 
 
（—摘自 Penseo168.<http://www.elerno.net/penseo/PEN168.pdf>） 
 

* Ewen Chen(1963-) 陈在维，笔名艾文，网名 Hosemo，《Penseo 三色堇》创
始赞助人。 
 
§12 .  Esphugp: 
☆ Al Guozhu 

http://www.elerno.net/penseo/PEN1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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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21)  
Honorinda majstro,nia sprita Ŝtatkolono,  
Unisone ni omaĝi vin jubileulo,  
Glora kvindekjara kariero vin gravuras per orkrono,  
Ĝermoj suĉas sukojn el libraro,kiun verkis nia fervorulo.   
  
* Esphugp，胡国鹏（1963-）甘肃泾川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甘肃省世协理事。国
际世协代理员。 
-------- 
§13.Fan Boquan 
☆ Fan Boquan al GZ 

En la 88-a UK, s-ro Trigo donacis al mi du librojn esperantigitajn de vi, nome: 
“La Senfina Bedaŭro kaj La Bivistino”kaj “Triptiko de Amrakontoj de 
Tang-dinastio”. Kvankam en vere modesta formo de broŝuro, tamen en miaj 
okuloj la du libroj estas multe pli valoraj ol ajna luksa bindita eldono. Ĉar tio 
jam ne estas nur simpla libro, fakte tio montras du spiritojn: tiu de ĉina kulturo 
kaj de Esperantismo! 

En personeco de ĉinaj veteranaj Esp-istoj mi ja vidis la altan bonvirtecon de la 
ĉina klerulo. Vi instruas al ni senvorte per viaj agoj, ĝuste kiel la saĝula diro per 
"Granda Virto Senforma". 
 

88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中，彭争鸣先生（我还是习惯叫他老彭）送给我您译的
两本书“La Senfina Bedauhro kaj La Bivistino”和“Triptiko de Amrakontoj de 
Tang-dinastio”，虽然是很简朴的平装本，但在我眼里这两本书却比任何精装本还
要珍贵。因为那不只是两本书，那是两种精神，中华文化的精神和世界语的精神！ 
从中国老一辈世界语者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文人高尚的品德。你们以自己的

行动无言地教导着我们，正所谓“大道无形”。 
（—摘自 2003-09-20 9:08 来电） 
 
* Fan Boquan 范柏泉。现居芬兰的中国世界语者。 
--- 
§14.Gajo 
☆ Du Akrostikoj 两首藏头诗 
下面第一首藏头诗，将每行第一个汉字连读，可得“胡先生您特别幽默”。 
第二首是双语藏头诗。将每行第一个字母连读，可得“GAJO”。将每行第一个
汉字连读，可得“拜谢绿友”。 

 
★ 回敬胡先生  
作者 [ 崔家有 ] - 2004年 01月 11日 下午 7时 24分     
 
胡说专集情趣浓 
先生太傻作网虫 
生花妙手敲苍穹 
您做傻瓜亦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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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风格赛卧龙 
别有洞天绿网中 
幽思经纬爱世情 
默然回首笑盈盈  
 --- 

附：国柱答谢的诗歌 

★ Rimdanke al Gajo 
作者 [ Guozhu ] - 2004年 01月 12日 上午 9时 12分  
 
拜读藏头诗， 
谢谢崔家有。 
绿心贺双赢， 
友谊更长久。 
Gratulas mi al via 
Akrostik' interesa--- 
Jen frukto de konscia 
Obstina pen' sukcesa.  
 
* Gajo（崔家有），黑龙江世界语者。现在北京任专职世界语老师。 
----------------- 
§15.Gemo 
☆   我在和外国 E 者谈话中感到，许多 E者对您佩服至极，不管见面与否，
都说您很好，E水平也高。有人说对您主持的“翻译竞赛 TK 小结”五体投地，
令人心服口服，极想见您。而许多 E者都学过您的入门、初级课本。 
（—摘自 1986-12-25 来信） 
 
* Gemo（1964-）王浩，荆州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 
------------------ 
§16.Gnail 
☆ 致国柱 
人生倘能百年/ 你迈过了一半/  
从颠簸的路上走来/ 你双脚正直地落在大地/ 
凭那颗燃烧三十年的赤心/ 你已经识得了天命/ 
有绿星高照/ 征途不难行/ 
我行我素向前去/ 生命永远在开始！ 
    家枢。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于成都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等待着您！ 
    ——贺当代中国杰出的世界语者胡国柱同志五十大寿 
          梁家枢。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于成都 
 
* Gnail（1946-）梁家枢。成都世界语者， Penseo 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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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ong Xiaofeng 
☆ Saluton!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Dankon, dankon!  看了您的来信，我真的好感动，同时

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我为您的精神所感动，为您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动，为您年年记得我的生日而感动!  
与您相比，我觉得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也要象您那样不断地追求，不

断地耕耘， 
不但要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同时也要在世界语方面。我会努力的! 
（—摘自 2005-03-01 Arka 致国柱电函） 
 
* Gong Xiaofeng (1962-) 弓晓峰,世界语笔名 Arka，江西省世界语协会副会长，
南昌大学副教授。 

--------------------- 
§18.Hanbin 
☆ 七律·贺国柱兄六十大寿 
（1998-02-03） 
迎春飞雪赞梅开，喜庆花甲次第来。 
奉献绿心多著译，投身纺织亦人才。 
文章隽永画中笔，诗趣盎然情满怀。 
耿直一生达耳顺，国之栋梁幸吾侪。 
 
☆  在我辈同学中，事业上的成就您是最大的，是国际水平的。王昶和李泰

亨已经是教授，但也只是国内水平的。我个人虽孜孜不倦，充其量也只是国内水

平的，而且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的成果是速朽的，而您的成果带艺术性，是

长久的。总结起来，应觉安慰。  
（—摘自汉滨 1995-11-17 来信） 
 
* Hanbin 萧汉滨(1937-)，武汉国棉一厂副总工程师，国柱的同学和诗友。 
  他以同行的眼光，从专业的角度称国柱“投身纺织亦人才”；又从同窗好友的
角度，认为国柱的为人是“耿直一生”。 

-------------------- 
§19.Hang Jun 
☆ Pekino 1999-01-29 
Kara kaj estimata, 

Atingis min delonge via tre amika kaj fervora letero. Kvankam mi respondas 
al vi nur hodiaŭ, tamen mi ĉiam pensas, kiamaniere skribu al vi. 
Antaŭ ĉio bonvole akceptu miajn elkorajn gratulojn!  

En via jubilea jaro 1998 vi sindone kaj fidele kultivis kaj riĉe rikoltis, 
malgraŭ ke neatendataĵoj vin frekventis. Ĉu vi scias, ke mi eĉ envias vin. Bonvole 
akceptu mian sinceran respekton! ...... 
敬爱的同志， 
收到您极其友好和热情的信件已经好久了。虽然只到今天才给您回信，可我

一直在想该如何给您写才好。首先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 
在 1998 您的花甲之年，您以奉献的精神、忠诚地耕耘并且取得了丰收，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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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事件一再降临于您。您可知道吗？我甚至于羡慕您。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 
（—摘自 1999-01-29来电） 
 
* Hang Jun (1943-2003) 杭 军,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RI世界语部副译审。 

1998年 5月 16日，国柱在闹市乘公交车时因车提前开动，使国柱摔到马路上，
司机扬长而去。国柱为此卧床六个月。虽不能够下地，却世译了白居易的《长恨

歌》和《琵琶行》（后由湖北世协出版）。杭军信中所说的“意外的事件”和“甚

至于羡慕您（的灾难），即指此。 
-------------------- 
§20.Harada al Guozhu 
☆ Kara Guozhu, 

Mi kun emocio legis vian omaĝan felietonon por Dailiming. Ĉu vi konsentus ke 
mi transpubliki ĝin al japana retlisto, 
esperantan parton ? 
Kore, 
Hideki Harada 
（—el retmesaĝo.2005-04-11 23:35)  
 

* Harada Hideki（1938-）, 原田英树，日本冈山世界语学会会长。与国柱同年
出生，同年学习世界语，1980 年访问武汉时与国柱相识。（参看《“胡”说集》
第 17篇：“读诗遐想”） 
---------------------- 
§21.Harpina 
☆ 半个世纪的情缘 
 
胡国柱老师从 1956 年开始学世界语,到今年 2006 年，正好是半个世纪。在这

50 年的时间里，无论学习遇到任何逆境，甚至在多年与“世”隔绝的情况下，
他不但不弃不离，而且还越发着迷。胡老师已经成功地自学成为一位出内拔萃的

多面人才，他是自学成才的榜样。 
 
一个很正气的名字——胡国柱，使一贯没有记性的我，于 1990年第一次在《La 

Mondo》的杂志上看到就记住了。1997 年，我被广州世协派到武汉学习一周，
并通过了世界语国际水平考试的初级考试。在那里，我正好参加了他们的例会。

胡老师演讲的题目是《也谈春梦了无痕》。当他慷慨激扬的演讲刚落，在场的听

众就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轮流发言。现场的热烈氛围，

至今记忆犹新。 
 

2000年 11月，我们一起去福州开世界语会议，他帮我起了一个世界语名字：
Harpina，高兴之余，我作诗一首： 
《福州会议，回味无穷》 
福州会议，师生同往。 
三十小时，硬座车厢。 
云雾缭绕，山头相望。 
闽江水清，傍我车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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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有情，人心舒畅。 
一路谈天，一路欣赏。 
回味无穷，终生难忘。 
在福州的会议期间，有一天听于涛用世界语作报告，我看到胡老师的笔记却

是汉语，简单扼要记了 7条，速记的字体也漂亮整洁。可见胡老师听、写、译的
熟练程度。 
 
同年的 12 月，在胡老师的提醒和指导下，我翻译了 Spomenka Stimec 的
《Esperanto Ne Estas Nur Lingvo》一书。在我的后记《翻译的苦与乐》中，可以
看到胡老师的用心良苦。在此，同时也要谢谢李森老，是他帮助我及时出版，才

得以作为献给 86届 UK世界语大会。 
胡老师没有嫌弃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学习的起点低的实际情况，不厌其烦地

教我。在他的又一次帮助下，我翻译了绿川英子的文章 KIEL LERNI，并找到了
适合自己学习世界语的方法。他知道保护文献资料的重要，还为我作了可以长期

保留的光盘，。 
 
随着和胡老师的交往时间越长，我发现他从骨头里深深地爱着世界语。每当讲

到世界语，他就滔滔不绝。他说的、做的都为世界语，他不是专职，胜似专职；

半年一小结，一年一总结，这是他为世界语工作多年来的习惯，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他的成绩总是层出不穷。虽然他的学历并不高，但具有以下特点： 
一、聪明过人 
自学世界语三年就开始翻译；从第一篇世界语译文《金凤凰》出现在《人民

中国报道》杂志上，到鲁迅的《朝花夕拾》，《李白诗选》（140首中他译了 80首），
《杜甫诗选》（155 首中他译了 18 首），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之王《聊斋志异》全
文世译的陆续出世； 
二、勤奋过人 
胡老师创作的成果有之多，如：世界语初级教程、世界语诗词格律、说项集

等，文章、诗词样样通晓。他写的文章更是难以一一罗列。2004年 7月 31日，
国际世协主席雷纳多·科尔塞蒂在第 89届 UK闭幕式上致词时，向全场展示了
胡老师的两个手抄本世界语名著，使与会者看到亚洲世界语者的勤奋。 
三、认真过人 
记得 1997年，在湖北参加那个普通的例会，胡老师提早了半个小时到达，我

觉得不解：为什么要这么早来？只见他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下了当天的时间安排，

好象学校的课程表一样，我只记得上午的内容是演讲和讨论，下午是世界语会话。

这时我才明白，黑板上的内容，使来参加活动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时间选

择自己喜欢的内容参加，这样可以使人人都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想不到这么一

个平常的例会也这么认真，体现了胡老师的一丝不苟精神。 
四、组织能力过人 
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８日在中山举行的《世界语文化旅游网络研讨会》、１９９

７年１２月１１日的《９７全国世界语文化交流会》以及《庆祝广东广州世协成

立二十周年暨第二界世界语文化交流会》，都是广州世协请胡老师来组织。他是

唯一被广州世协三次专门请来组织会议的。会议的成功，证明了他有过人的组织

能力。 
五、写作能力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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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师的作品经常有一些文言文和现代文结合的特点，本来我就很喜欢阅读。

但当我看了他 2006年 1月 5日的文章《楚才唯君健 奇才鄂马耳》，使我更加为
他的写作能力惊叹：为什么他和一个交往不深的人，却写得像亲密战友一样的熟

悉？我的水平是无法理解的。 
六、荣誉过人 
有了过人的聪明、过人的勤奋、过人的认真，就有过人的荣誉：荷兰/ 巴西

的《Fonto源泉》2003年 2月号，总第 23卷，（特 266期）为他出了一期名为中
国心的专刊。第 294期(2005年 6月号)刊登了胡老师《世界语与我的生活》。 
七、口语过人 

2003 年元旦，胡老师和彭争鸣为了接见日本的 Harada 夫妇，特意来到广州。
有一次，我和他们小聚，彭一见到我就赞不绝口地对我说：“想不到胡老师在最

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世界语说得这么流利，实在令人惊叹！” 
2005年的 7月份我感冒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问一位经常用世界语聊天的世界
语者：‘流鼻涕’用世界语如何表达？他想了一会说：用 nazmalsano。这时，正
巧有机会可以问胡老师，他脱口而出地说道：“elfluas nazmuko”。我完全没有想
到，胡老师在听、译、说的回答竟是如此的快而准。 
八、德高过人 
从《执著译聊斋》一文中，不仅看到了老师二十多年来坚韧不拔地进行翻译工

作；而且老师还把翻译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告戒读者：如古文，这些现代人不知所

云的现象。还有专有名词、科举词汇等等，提供自己的经验并毫无保留地献给读

者，这就使人产生了双重的敬佩。 
 
胡老师和世界语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情缘，而世界语因为有胡国柱老师的名

字更精彩。他不仅有听、说、读、写、译的全面能力； 还会搞“学术”，又能搞
“运动”，而且都有拿得出来的成绩、成果。在中国，单一的人才有，二者都能

的人才少见，这样多方面的人才无人可以代替。 
（2006-3-16） 
* Harpina (1957-)吴汉平，广州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 
-------------------------------------- 
§22.Hoikso 
☆浪淘沙·和国柱先生 
 ---贺国柱六六之寿  
Hoiks （2004-02-03）  
仁者耕绿园， 六六瞬间， 两袖清风荡直言。 对灯双影叹旧事， 似云似烟。  
何惧征途远， 锵锵向前， 夕阳唱晚志未减。 万丈豪情冲天穹， 如雷如电。 
 
附：国柱原诗 
 ★ 浪淘沙·甲申生日述怀 
（2004-02-03） 
花甲又六年，仁者寿添。从容潇洒人世间。生日抒怀忆往事，非梦非烟。 
岂畏远征难，万水千山。豪情未减志登攀。壮心不已赋晚晴，再谱新篇。 
--- 
☆作者 [ Hoiks ] - 2004年 05月 17日 下午 10时 55分  
★ Re: 自有公道在人心 浏览次数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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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上论坛有感，作七律一首，赠国柱老师： 
 
征途崎岖路难平， 
历尽坎坷仍前行。 
寒雨阴风何所惧， 
披肝沥胆为世运。 
 
豪情坦然破华盖， 
光明磊落立汗青。 
敢说敢为真丈夫， 
自有公道在人心。 
 
* Hoikso(1956-）胡 旭, 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秘书长（2006-）。《世界语 30课》作
者。  

---------------- 
§23. Honfan(张闳凡) 
☆ 《奉答国柱同志》 
小序：“十载阻隔，同罹罗网。一读华章，倍感知音。谨步原韵，藉答盛情。格

律之谐否，文辞之妍訾，非所计也。  闳凡 一九七九年六月”  
    空肆虐， 
    松竹未忘傲风雪。 
    傲风雪， 
    冰封万里， 
    春机转切。 
   
    阴霾顿消宇宙洁， 
    四化角声更激越。 
    更激越， 
    与君携手， 
    高歌三叠。 
 
附：国柱原诗 
☆ 《忆秦娥·赠闳凡老师》 
      （1979-06） 
争施虐，无端风雨冰霜雪。冰霜雪，信音中断，思念倍切。   
雪后更知松高洁，雄关喜见从头越。从头越，壮心不已，豪气千叠。 
 
* Honfan(1910-1989)张闳凡，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北京世协副理事长。
是指引国柱走上世界语者道路的恩师。 

 
§24. 黄卫立： 
☆热诚庆贺国柱大师献身世运五十年轮 
（2006-04-03） 
师习柴语，历五十年。笔耕身传，孜孜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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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篇篇，著书万言，读讲译写，侃侃畅谈。 
花开朵朵，心血浇灌。E 界奇葩，绽放满园。 
架友谊桥，筑和平道。通达万邦，胡老率先。 
国际教习，东亚首任。甘作人梯，无私奉献。 
祝国柱师，绿色常注。再创辉煌，又五十年。 

          二十六年前 E班学员 黄卫立敬贺 
 

Huang Weili: 黄卫立，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会员 
---- 
§25. 作者 [ huonlo ] - 2005年 05月 24日 下午 2时 38分  
 
☆ E者务实精神－赞 E话通之世界语网络教学 浏览次数 [ 7 ]     
  
在部分世界语者崇尚空谈和世界语运动处于低潮期时，一位为世界语教学默

默奉献的 E 者－艾文先生，在 E 话通聊天室创办了世界语网络实验教学，他开
创了我国世界语教学在网络上真人实况授课新的教学模式。在网络、信息技术发

展的今天，此举为世界语教学、世界语传播、推广、应用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途径，填补了我国世界语教学网络授课的空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就是为了世界

语这一绿色的种子在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的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

是一种无私奉献的、干实事的精神，大家都来做，世界语普及大业就会有希望！ 
那些崇尚空谈的人们，不要再空谈了，学学胡国柱先生“奋斗为吾语”之精神，

用您的知识为国人学习世界语尽一份力量。 
Ĉion ni faras por Esperanto! 
--- 
§26.Ikso 
☆ Rimportreto 
(1974-04) 
Guozhu--- simbol' de verda koro, 
la verdan veron serĉas pene, 
kaj dian fajron avid-prene 
ekŝtelis de la knaba horo. 
 
Inter insidoj, glav', teroro, 
li staras firme kaj solene. 
Guozhu--- simbol' de verda koro, 
la verdan veron serĉas pene. 
 
Sed per sangsputo kaj fervoro 
ĝardenon akvas li zorgeme, 
por ke ekbrilu sun-serene 
ĉarma umeo--- ĉina floro. 
 
Guozhu--- simbol' de verda koro. 
--- 



 24

noto: 
varianto por la 5-a kaj 6-a versoj: 
Inter plej indaj kun mondgloro 
briladis lia pentro geme 
(1983-12-15) 
 
* Ikso(1940-）徐道荣，曾任湖北世协第一届理事，湖北省科技世协副理事长。 
------------------- 
§27.Ilin 
☆ 李奈西 1998年 1月 9日致国柱信件摘抄： 
国柱同志： 

1997年 12月 5日来示及相片两张都已收到。诸事都劳同志们费神办理，十分
感谢！ 
（双语插图版）《勇敢的约翰》一书的出版发行，使我感到万分满意，觉得不

知怎样来感谢你们才好！ 
 
附有关背景资料信件 
★ 石成太 1998年 1月 5日致国柱信件摘抄： 
广东会议我虽没去参加，那种热情的场面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关于李奈西译

作《勇敢的约翰》一书的首发式，其轰动效应，可以说是一种中国世运潜在力的

反映！我虽未亲临，却又在意料中。安排的妥贴，足见足下之胆识也！可喜可贺！

此书之发行，不在求畅销，而在引起人们对世运及前途之关注。 
 

* Ilin(1908-2003) 李奈西。中国世界语运动前辈。上世纪五十年代任中华全国
世界语协会秘书长。为中国世运奋斗了一生，九十高龄时，愿自费出版裴多菲长

诗《勇敢的约翰》一书的汉译。找北京世界语出版部门，被索要一万五千元现金，

且不允许分期付款。后由石成泰建议，改由湖北世协义务出版，李老只付印刷和

发行费五千元（后尚有结余，转捐赠给《Penseo》出版基金）。此书由国柱 1997
年 12 月在广东的从化会议上作首发式介绍。引起轰动。照片发表在国际世协会
刊 1998年 3月号。 
-------------------- 
§28.Jaricx 
 
☆宗琨 1986-06-18来信摘抄： 
Kara Guozhu: 
经过再三考虑，假如您又十分方便，我想印名片，尽管这可能引起一些误会

与非议，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两相权衡，我还是决定印。请您帮我设计。若干

年前，您曾帮我设计过信封，记得吗？ 
要求也很简单，世汉两种文字，自不待言。请您一定要在 Yang Chung-kun （此

系美国通用之拼法，勿用 zong[宗]之汉语拼音）下注 =Jaricx之类，您可设计。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 Jaricx 的名字。这还是若干年前，六月一日被命名的，曾记
否？……没有名片，在 UK会上交友及应酬，诸多不便也。 
  
☆宗琨 1988-03-11来信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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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Monato写稿，声明感谢我，是您的精细处，足见阁下之为人诚挚。感甚、
亦愧甚！ 
 
☆宗琨 1996-08-06来信摘抄： 

 收到您写的《答问》一文，读了数遍，颇受感动与鼓舞，学到不少东西。根
据弘一法师之三层境界，您是在第三层者（并非奉承，我家及我家的一些熟人、

朋友均作如是想）。  
 
☆附有关背景资料 
★ 国柱旧稿 《答 问》 
(1996-07-26) 
缘起：1996年 7月 20日，是 81届 UK开幕的日子。应 Jariĉ之约，Danko，

Guozhu 和 Jariĉ三人小聚。适逢奥运百年大庆，电视里正现埸直播第 26届奥运
会在亚特兰大的开 幕式。百年奥运，197 个成员百分之百地参加，齐集五环旗
下。其盛况和影响，似乎超过了联合国大会。我们边看边谈，回忆起世运的百年

大庆，Jaricx只身万里赴会；回忆起十年之前围绕北京 UK的风风雨雨；回忆起
十八年前，也是与国外大 UK 同日，在 Jaricx 家中开的 Uhana Kolokvo(俗称小
UK)及其不可磨灭的影响：被 UEA 会刊在封面以“Ĉinoj (re)venas (中国人(回)
来了)!”为题予以报导，揭开了新时期中国世运史上波澜壮阔的光辉一页。时光
恁苒，我们三人学 E ，已经同满四十年语龄，今年又同被 EPCx 各在一期予以
报导。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有许多话想讲，而平日不得机会讲。不得机会，更

深层的原因，其实是不愿在讲不通的情况下枉费口舌。 例如：学 E以来，历尽
苦难，但迄今仍然痴心不改，无怨无悔，这是为什么? 当商潮澎湃，识时务者纷
纷离 E 而去，而我们对 E 仍然保持着虔诚的信仰。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这样
执着，究竟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令今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尽管没有人当面发问。但这又是一个无法

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需要有一个说法。即使不对今人，也应对许多许多年以后的

后人说个清楚(说清我们的活法)。到了那时，也许人们才能够或更容易听懂我们
的热爱。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金钱并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不可能必

然是幸福的载体。  
反思我为什么这样热爱 E的原因? 答案有三：其一，见贤思齐；其二，别有

天地；其三，宗教情怀。说到底，还是人生观所定。人们选择或从事的专业可以

不同，但只要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路，在所难免。古今中外

的例子，屡见不鲜。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赞成 E 的理由，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
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同样，这也是我之所以走上 E 者之路的原因。学 E 之
初，我身边并无 E 者，只能从书本或书信中去感受。所接触到的几位 E 者，其
人品学问，均令人仰慕。Zamenhof博士, 只是一个凡人，但他以“布衣”之身，
具悲天悯人高尚的情怀，位卑未敢忘忧世，最终成为世界级的伟人。中国老一辈

的 E 者，多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支持 E 的，也都是如蔡元培、陈独
秀、鲁 迅这样的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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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热爱 E的第二个原因，是发现 E中别有天地。这里又有两层意思。 
    一是世界语界是一个广阔的 Esperantujo ，一个 verda mondo，遍及全球。里
面有许多奇妙的人和事，但一般人是看不到这个天地的，因为它无处存在而又无

处不在(kvankam nenie，tamen ĉie )。 
    第二层意思就更重要了：只有在 Esperantujo 这个世界里才真实地体现出我
的价值。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也只是一个“布衣”，和同辈一切正直的中国

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并不公正甚至是很不公正的待遇：前半辈子 “臭”，后半辈
子穷。我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才华，贡献，成就…一切优点，只有在 Esperantujo
里才受到了承认、理解和尊重。 
   

   李白写过一首诗：“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宛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这首诗在不同的版本里有两种不同的标题。一种标题为“山

中答客”，比较客气。另一种标题则为“山中答俗人”，是回答那些只知追求功名

利禄的俗物的。此种俗物，用诸葛亮的话嗤之曰：“何得与高人共语!”。这种口
气，也许更能反映出李白式的自傲与自尊 。 够不客气的了，但言出有因。  
 
     我之热爱 E的第三个原因，是一种宗教情怀。 

   我是无神论者，并不信教。但我认为，求善之心，在不同的宗教、主义和
运动(例如共运、奥运、世运)间却是相通的，本意都在追求 人类友爱、世界大
同。我把对信仰和理想的忠诚和执着归结为宗教式的虔诚。并认为，唯有这种情

怀才能使人具有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党性这一类的美德。缺少这种虔诚，正是

产生许多名不符实、冒牌货的原因。事物都有两重性，宗教亦然。 
坏而言之，宗教是精神鸦片， 给人麻醉和欺骗。它许诺给人以虚幻的希望(如

来世、净土、极乐什么的)，信之则有，不信则无。于是有人信，用以自欺，慰
藉受伤的心灵。好而言之，一如弘一法师所言，宗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法师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衣食)，二是精神生活 (学
术)，三是灵魂生活(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 
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
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  
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在此久居。这就是

专心学术文艺 的人。他们以全力作学问。 
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他们做人很认真，认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

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

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就是宗教徒。丰子恺认为李叔同先生

的出家当法师，并非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而是有感于众生疾苦行大丈夫事。

宗教的影子或精神 ，其实也存在于许多非宗教的(无神论的)主义、运动之中。
奥运如此，世运也如此。它们的旗帜、会歌、仪式，满足了信徒们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我爱 E。 
 
* Jaricx(1937-1999) 扬宗琨，中国世界语者，其姓名被镌刻在维也纳国际世界语
博物馆。湖北世协副理事长。  

---------- 
§29. Kando 
☆读国柱同志《拟 Ikso壮游即事》诗，步韵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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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01） 
彩笔豪吟记胜游，江南风景不胜收。老成新秀留佳话，世界文同大治秋。 
抵掌清谈旦复宵，漫将文字订深交。辩才无碍如簧舌，逸韵潺缓似水滔。 
千里逢迎笑语频，石头歇浦一江横，神州处处有知己，踵武前修赖后生。 
沪江有幸集名贤，衣钵相传道力坚。顾我形容已衰朽，绿心犹自忆当年。 
世语流行定有期，春风桃李万千枝，五洲往来如兄弟，端赖葵花向日姿。 
                              （—摘自国柱手抄本《绿游诗话》） 
 
* Kando(1906-1995）康泰璋，又名 Kontaco。湖北老世界语者（1928）。曾任全
国世协理事，湖北世协理事（1979），武汉世协副理事长（1980）。 

------- 
§30.Katalin 
☆ 2004-11-10 05:21 Katalin al GZ 

Kara Kolego, dankon pro via longa kaj interesa mesaĝo.  
Pro multaj taskoj mi nun nur mallonge respondas.  
Ankaŭ por mi estis tre granda honoro ekkoni vin, admiri vian agadon (mi 

neniam forgesos viajn mane kopiitajn librojn).  
Mi petas vin signali al mi, se ene de certa tempo vi ne rericevos vian KoDon. Mi 

sendos al vi alian, por helpi vin.  
Amikajn salutojn kaj pluan energion por via kvalita laboro deziras:  
Katalin  
与君相识，得以赞赏您的工作，备感荣幸（我永远也忘不了您的手抄本）。 
 

* Dr. Katalin KOVATS, lingvoinstruisto, redaktoro 卡塔琳博士，匈牙利人，国
际世界语教师协会副主席。第 89届 UK世界语国际水平考试考官委员会主席。 
----------- 
§31.Kong Lei “E国之柱,令人佩服”  
                   
☆ 胡国柱同志与河南世界语运动 
 
孔 雷 (2004-06-08) 
 
胡国柱同志是我国著名的世界语者，现任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他曾在郑州从事世界语运动，并和郑州的世界语者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虽然他离开河南多年，但他对河南仍一往情深，十分关心河南世运的发展。 
 

我第一次知道胡国柱的大名是在 1981年。那年 7月，我平生第一次和

郑州世界语者在铁路工人文化宫相聚，从卢成之等四五十年代的老世界语者那儿

得知：胡国柱是 1956年在郑州学习世界语的。1957年，世界语小刊 Verda Folieto
（《绿叶》）在郑州出版，第二期起该刊均由胡国柱编刻印。1959 年中国报道杂
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译稿《金凤凰》（Ora  Fenikso）。1962年，胡国柱同志第一
次正式在郑州过柴门霍夫节，当时和他在一起学习、研究世界语的同志还有卢成

之、鄢明伦、许国华、沙铎等。从 1964年底到 1966年 5月，胡国柱同志还和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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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其他几位世界语者努力完成了从 A到 H八个字母的《汉世词典》的编写工
作。这时他因工作调动离开河南到湖北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郑州世界语

运动也陷入低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郑州世界语运动并没有彻底消逝。据我

所知，那时郑州不止一人收到过方善镜同志的油印信。1979 年末，新乡韩道翥
同志还发起筹备出版《中国世界语者》小刊。当八十年代全国各地吹来世界语之

春风，胡国柱得知郑州世界语运动情况后，热情鼓励郑州同志大胆地干。他在给

郑州 1982年 8月出版的 Flava Rivero（《黄河》）的创刊致贺中写道：“这是一个
盼望已久的消息，它预告着一个新局面的开始。”他对河南饱含深情地说：“仅据

我孤陋寡闻的所知，至少 40年代在河南就已有了绿色的 E种子；50年代在河南
出版过 E小刊《绿叶》；60年代的《中国报道》不止一次报道了在河南省会郑州
举行的柴门霍夫节庆祝活动；70 年代的严峻考验并没有动摇河南 E 者对我们的
语言的忠诚信念；然而在 80年代，当我国的 EM在党的关怀下以史无前例的速
度迅速发展，许多省市纷纷成立 E 协会，（油印）出版的 E 刊达 60 种之多，以
及去年夏天，来自全国 26个省份的中国 E者在黄石和庐山聚会的时候，都没有
见到河南 E 者的代表，令人不免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遗憾。但是，今天河
南的 E同志来了，而且是带着新的热情、干劲和力量！，他们用绿色在祖国地图
上一个重要省份内填补了空白，这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又是近一年光景，老

世界语者胡国柱一直关注河南，关注着郑州，他发现《黄河》虽然断流，但郑州

的《绿塔》之光继《黄河》之后一直闪烁着；1983年 7月，他给《绿塔》（Verda 
Pagodo）编辑人员寄赠了《绿叶》第 3期，并介绍了五六十年代郑州世运概况。 
 

我第一次和胡国柱同志相见是 1984年 7月。7月初的一天，胡国柱同

志路过郑州，拜会了昔日的老朋友，跟他一道来的还有著名世界语者徐道荣同志。

在郑州短暂逗留期间，胡国柱同志还到省民盟翻译公司专科学校世界语班作世界

语讲演。他那优美的世界语演讲，令世界语班上的学员赞不绝口，也使我对他刮

目相看。他讲世界语十分流利，言谈举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就象是久别家乡

的亲人。事实上也是这样，一听到河南消息，胡国柱同志就特别高兴，在他看来

河南就是他的第二故乡。1985年，当得知河南省世界语协会于 9月 28日成立的
消息，他立即写来贺诗志庆：“河南世运启新篇，喜讯争传俱欣然，团结奋斗勤

播种，绿遍中州是大观。”两年后，也就是 1987年，正当世界语百周年之际，我
和郑州的世界语同志发起组织了中国青年世界语运动研讨会，举行联欢共庆活

动。为了纪念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胡国柱特意写了一首《金缕曲》： 
 

壮哉世界语！汇几多，仁人志士，美好希冀：大同世界充满爱，

四海皆为兄弟，并五洲共操一语。心有灵犀无障碍，更情感交流如水

乳，通天塔，需建起。 

百年奋斗可歌泣。各民族，优秀儿女，前赴后继，争献身崇高理

想：和平、进步、友谊，任征程坎坷崎岖。最喜东风今浩荡，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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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运正崛起。从头始，新世纪！_ 

 
那年，我第一次为世界语流了泪。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胡国柱同志又给了

我莫大的精神支持。来自 9 省市的 95名世界语者共聚郑州欢庆世界语百年的消
息传出后，黑龙江世界语诗人石成太为此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胡国柱同志译为汉

语： 
 

郑州飞来公告, 青年 E者联欢 

领导班子精干, 青春焕发笑颜 

林荫小道漫步, 参加亦有忘年 

热烈谈论世运, 黄河之滨沙滩 

老少齐声歌唱, 少林古刹游览 

频频随喜礼佛, 纵论世运中坚 

国人无需争辩, 实在一目了然_ 

 
尽管我与胡国柱同志直接交往不多，但我们世界语者的心是相通的。理解、

支持，是世界语运动的良好传统，也是我感受至深的切身体会。通过拜读《秉笔

忆征程》油印本，我第一次详细了解了胡国柱同志的世界语经历。这个油印本和

黄石世协出版的《世界语者们》一样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也使我进一步懂得了老

世界语者们那博大的胸襟。 
-- 
☆ 作者 [ verdsun  ] - 2005年 09月 27日 下午 6时 45分   
 
★ E国之柱,令人佩服                   浏览次数 [ 16 ]    
           
国柱老师的文章,内涵总是很丰富.每次阅览,都有收获,拜读一篇之后,总是还想
再看,令人回味无穷. 
 

* 孔 雷（1960-）世界语名 Verdsun，河南省世协常务理事（1985），河南省
青年世协会长（1988）。 
---------- 
§32.Laŭlum 
☆la 21-an de julio,1962,Pekino 
Kara kamarado, 

Via diligenta lernado, viaj bone faritaj tradukaj ekzercoj, viaj artisme 
aranĝitaj esperantaj eldonaĵoj kaj viaj entuziasmaj leteroj forte impresis min k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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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ajn kamaradojn en la Ligo. Vi memorigis al mi la iamajn laborantojn en la 
Koresponda Esperanto-Lernejo en Chongking dum la Kontraŭjapana 
Rezistmilito vi donis al mi kaj ĝojon kaj kuraĝon. Mi tre deziris komuniki al vi 
miajn sentojn kaj almenaŭ per miaj "kuraĝigaj vortoj" (ĉu tion vi bezobas?) 
montri al vi la helpemon de la laborantoj de la Ligo al ĉiuj serioza Esp-studanto. 
Transpreninte la TE-laboron sub mian zorgon en la pasinta jaro, mi foje kaj 
refoje intencis skribi al vi. Sed ĉiam denove prokrastis. La kaŭzo? Estas 
malfacile klarigi en kelkaj vortoj, do mi lasu. 

Mi ĵus tralegis vian novan tradukon kun ĝojo. En versoj vi ĝin faris, jen 
denova manifestiĝo de via kreemo. kaj vi verkis sufiĉe bone--- vere gratulinde! 
Mi kredas, ke vi ankaŭ bone progresos en versfarado kaj tradukado de versaĵoj, 
se vi daŭre klopodos.[...] 
1962年 7月 21日北京 
亲爱的同志： 
你勤恳的学习，你每次做得很好的集体翻译练习，经过你艺术地处理了的世

界语出版物，以及你每次热情的信件，给予我和协会其他许多同志极为深刻的印

象。你使我想起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的那些工作同志。你给了我

高兴和勇气。我很想对你说说我的感想，并且起码用我的“鼓励话”（难道你还

需要鼓励吗？）向你表明协会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个严肃认真的世界语学习者的帮

助。自从去年我接手了集体翻译这项工作以来，我一再想给你写信，可是总耽搁

了下来。原因何在？一言难尽。我也就不说了。 
我刚才很高兴地读到了你的新译稿。你将它译成了诗！这再一次地表明了你的

创造性。而且你的诗写得相当好——真正值得祝贺！我相信，如果你继续努力下

去，你在作诗和译诗方面也一定会进步很大的。 
（—摘自 1962-07-21来信） 
 

* Lauxlum(1923-)李世俊，《中国报道》副总编，全国世协副理事长，世界语
学院院士(1983)。 

  Traduka Ekzerco(TE)，是 EPC组织的集体翻译练习活动，旨在培养新人。第
18 次选题为中国古代“晏子使楚”的故事。国柱将它改写为世界语诗歌，不合
原文字面了。李世俊读到诗稿后，写了这封信，予以鼓励。 
---- 
§33. Li Jun 
☆ 李军 1986-06-18 信件摘抄 

 在你编初级班课本 154 页上，在你写的一篇文章《秉笔忆征程》（见《世界
语者们》110和 111页）也记上了我们的过去的苦难岁月。想不我这么个普普通
通的人也能受到你的表扬。我和我爱的人陈秀林总是喜读您富于情感所写的文

章，富于情感所编的书，并且感到今生有幸认识了您这位富于情感的世界语者。 
☆ 
    草芳色绿添新翠，原是已焦一堆灰。 
感谢先生回生力，春风精神真可贵。  
（1986-04-23 赠<La Eapero>题诗) 

 
* 李 军(1930-)，湖北省世界语协会首任秘书长（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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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Li Sen 
☆Li Sen al Guozhu 李森致国柱的两封信 
 
一、1993年 7月 30日 
国柱：衷心感谢你对我的祝愿。我们大概有几年没有见面，我一直思念你。

我对你对 E的赤诚之心，艰辛的耕耘，默默无闻的一心一意的工作，实感钦佩。 
“天路非遥”对我们是一个激励，而对我年迈古稀，更感时间紧迫。与你相

比，我对 E 运的工作就感到逊色了，而自己也感到自惭。合君调寄“长命女”
以表心意： 
长相念， 
绿星南北连一线。 
扬粹正本原。 
国柱进取有度， 
《聊斋志异》重现。 
四海五洲共祝愿， 
胡君奇功建。 
国柱赠诗，顿觉温馨备至，试同韵祝君《聊斋》早日竣工。付印我当助一臂之力。 
Via李森 
1993-07-30 
----------- 
二、1994年 8月 8日 
Kara 国柱: 
出差回来见到你的信，非常动情。你为了完成任务提前退休，实在外人不可

理解。我所编的字典仅是一万条，而我已离休，但拖拖拉拉，一直没有完成。你

的勇气不仅使我佩服，而且真的是"ĵeti miajn kapon kaj manojn kaj krurojn sur la 
teron"。 
我相信《聊斋》一定能完成。据说《聊斋》有英文本，我找找看。 
我心一动，诌了一个顺口溜： 
谢君飞鸿祝寿，深情涌上心田。 
不仅你我情重，实因道合志坚。 
高举绿星携手，心怀希望并肩。 
共奋世运大业，通天宝塔添砖。 
夏天，内蒙可避暑。来呼定能款待。如你真的批下退休，我将正式聘请你任内

蒙古、中国铁道两个世协的顾问，多少可以为你补差聊尽心意。出书的事，我们

大家共同想办法，不应有后顾之忧。 
Sincere via 李森 1994-08-08 
------- 
说明： 
1.“天路非遥”是指国柱年《东岳归来》诗歌中颈联的用语，是泰山摩崖石刻上
的题辞： 

“天路非遥”励壮志， 
“暂远红尘”表素心。 
2.1993年 7月 11日国柱写有《贺李总寿诞》 
常思念，绿星万里铁道线，内蒙大草原。李总七旬初度，春华秋实沉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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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爱友同心愿：祝君永康健。 
 
☆ 

Mi konis s-anon Guozhu jam pli ol 20 jarojn. Mi ĉiam estis imponita  de lia 
fidela persistema penado por ĉina Esp-movado, kaj kore aprobas pri multe da 
liaj vidpunktoj, ekz-e "la tri-dimensia Esp-movado (reprezentata de granda 
saĝulo, granda malsaĝulo kaj granda erudito)", aŭ "Esperanto por ni estas tiel 
granda kiel Ĉielo (la emfazo de fidelo kaj seriozo en Esperantisteco). Mi ankaŭ 
tre admiras pri lia silentema plugado, semado kaj kultivado por nia ĉina 
Esp-movado dum multaj jardekoj.  
我认识国柱同志已有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对他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执着精神

和不懈的毅力心悦诚服。对于他的许多观点，比如“三维世运（伟大智者、愚者、

学者）”，“E 比天大”（的敬业精神），深表赞同。对他多年来为中国世运默默耕
耘的作风，表示钦佩。 
 
☆李森 
读国柱词 和韵 表态 
（2006-02-03 11:25）   
君诞辰曾记，未铭刻心中，今日喜读歌头，感触非轻松。生日悄然度过，功

绩满目常存，绿星照长空。感君志坚决，吾辈岂非同。 
世语心，世语恋，世语情。为我栋梁，支持世运舞东风。祝君壮志豪情，挺

胸战胜一切，高塔共攀登。世运终全盛，希望满苍穹。 
 
附：国柱原诗 
★水调歌头  
——丙戊生日抒怀 
Guozhu（2006-02-03） 
生日人人有，过法各不同。多数人吃蛋糕，热闹逐火红。我惯悄然度过，默

默检点往事，雪泥忆飞鸿。平生快意事，年华不虚空。 
中国心，中国情，中国风，中国文化，爱世不难五洲通。依然壮心不已，仍

然锲而不舍，流年惜匆匆。登攀不停步，小词诉曲衷。 
 
* 李 森(1923-)，世界语名 Liseno。呼和浩特铁路局总工程师，内蒙古自治区世
界语协会理事长，中国铁路员工世界语协会会长。全国世协常务理事。《汉、

世、英语铁路词汇》大字典编者。因为长期致力于中国世界语运动，2005 年
在全国第六次世界语大会上荣获特别贡献奖。 

------------ 
§35.Li Yuping  
☆非常感谢你的所有的来信。每封我都认真读了，尽管常常不及时。年终的几

首诗我都打印下来了，很喜欢。你每年的“盘存”我都很感动。羡慕你的聪慧，

钦佩你的执着。应该说，2004 年是你丰收的一年，被理解的一年。得到 UK 主
席大会表扬，这不是一般的荣誉。 
☆ 

Lastatempe mi ekmemoris mian specialan intervjuon al vi. La raporto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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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ranto havis titolon MIA VOJO，sed ĉine VADADI SUR EBENA VOJO. 
Sama temo, malsamaj enhavoj. La ĉina titolo subite emerĝis post kiam mi finis 

mian skribon. 
Siatempe mi pensis ke la plej malfacilaj tagoj jam estis for, kaj sekvontas 

navigado en favora fluo sub facila vento.  
Tamen, mi ankaŭ supozis, ke, laŭ via personeco, vi certe ne volas halti tie. Plej 

eble vi difinos al vi novan celon, vi daŭrigos vian vadadon eĉ sur ebena vojo. Ho 
bedaŭrinde trafis mia supozo. Ĝis nun vi ankoraŭ rivalas kun vi mem. Sed, 
miaopinie, nur tiel la socio progresas, nur tiel progresas nia Esp-movado. 

Ni ĉiuj legis la verkon  Translokigo de Montoj far la malsaĝa Avo sed kiom da 
homoj tion faris? Ke vi enkondukis tian spiriton de la malsaĝa Avo en nian 
Esp-movadon, tio estas vere laŭdinda. 

Kaj mi opinias, ke tio ĝuste estas via "Ĉina Koro". Vi bezonas nenies sankcion. 
这几天我忽然想起过去为你作的一个专访，外文题目是MIA VOJO，中文题目
是《跋涉在坦途》，主题一个，内容不同。中文的这个题目是我在写完之后忽然

冒出来的。我当时觉得，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该顺风顺水了。但依你的个性，你

不会甘心止步于此。你还会给自己设一些目标，即使坦途，你也仍然会跋涉。不

幸被我言中，你至今仍然在同自己较劲。我想，惟其如此，社会才会前进，世界

语运动才会前进。《愚公移山》我们都读过，但有几个人做到了？你将这种精神

用到 E中，难能可贵。 我以为， 这就是你的“中国心”，无需任何人认可 
（—摘自 2005-01-10 10:22 来电） 
 
☆  
2006-02-08 17:29  
Kara Bonkonato, 

Leginte vian poemon pri la naskiĝtago mi ege kortuŝas. Via kora amo al 
Esperanto, diligenta laboro por Esperanto kaj tutviva persistado en Esperanto ja 
starigis al mi kaj ĉiujn esperantistojn brilan ekzemplon.  
Bonvole akceptu mian saluton kaj malfruan gratulon! 
                                          sincere via  
                                            Li Yuping 
 

* Li Yuping (1940-)李玉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RI世界语部译审。全国世
协副会长（1992）。湖北世协名誉会员。1986 年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期间，
最早采访国柱。 
1987年3月29/30日，中国国际广电台以La Vojo de ĉina esperantisto Hu Guozhu(中
国世界语者胡国柱的道路）为题进行过报道。 

--------- 
§36.Lin Liyuan 林力源， 
☆有这样一位 E者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如果这位知己又是自己的老师，更是难能可贵

了。幸运的是，我便遇到了这样一位老师和挚友。今年（1988）是他五十岁生日。
我想写一点，以表我的敬贺之意。由于种种原因，文中没有写他的名字，但是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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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一看准知道是谁。因为“姓名不出门，美德传千里。” 
我和他的结识是在十年前的秋天。我们真是一见如故，情投意合。很快在这

个长江中游的工业城市——黄石市我们打开局面：成立市世协，召开全国性 E
会议，开办 E 函授……演出了中国世运史上一幕又一幕值得纪念的话剧来。我
从中受益非浅，永世难忘。 
最使人敬佩的是他的 E德。他对世运，几十年如一日的追求和献身。为了世

界语，他献出了他的才华、健康、家庭幸福和金钱。可是他毫无怨言。他诲人不

倦，对初学者热心辅导。他秉直为人， 刚正不阿，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那
怕对方是权威学者也毫不畏惧。他的学术，在世界语界，为国人所公认。不仅在

于他在 E 方面的造诣，还在于他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治学的严谨态度。对每一
篇文章，每一个学术问题，甚至小段文字，从不马虎。真如鲁迅所说：“把别人

喝咖啡的工夫”，他完全用于学习上了。对待工作也如此。几十年来，没有节日、

星期天的，睡眠从不超过八小时。 
我们在一起工作是十分默契和高效率的。这主要是以他为首的班子，发扬了

民主作风。大家能肝胆相照，赤诚相见。遇到有不同看法时，大家能从大局出发，

求得统一。凡事能通力合作，提前或超额完成。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在一起近十年，从不搞吃吃喝喝。有时因工作上饭

店，也都是“劈硬柴”来个均摊。到他府上，顶多白开水一杯。有时连白开水都

没有，坐下就开门见山谈工作。抓紧时间，不闲扯。讲求实效，解决问题。回忆

起来，总叫人感到亲切和甜蜜的。 
应该说，他是真正配得上称作为鲁迅所指出的超乎于利己主义者之上的 E者。 
因为种种原因，我与他又分开在两个城市，“天各一方”，我十分珍惜这十年

建立的友谊。希望今后能不断得到他的教诲。心理学认为人有两个阶段。前五十

年为一个阶段。五十岁后会出现“第二个青春”。我殷切希望他在这“第二个青

春”中为 E作出更多贡献！ 
力源 
1988-02-03于广州沙园 
《绿萤》第 202期（1988-03） 
 

* Lin Liyuan (1944-), 林力源，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2005-)，广东
省世界语协会理事长(1999-)。 
---------------- 
§37.Liu Weizhuang 
☆谢谢您，国柱老师！ 

1997年春，在筹备世界语文化旅游研讨会的理事会议上，通过邀请姜祖岳、张
丹忱、胡国柱三位老师中的一位前来协助这次会议的动议。没想到，因各种原因

最后实际来帮忙的，却是国柱老师。 
·诲人不倦显师长风范· 
在短短的二十天的相处中，我不仅对国柱老师处理文字工作三思而后下笔的

做法印象颇深，且对他在文字工作方面凡事都打腹稿、在脑子里先酝酿才下笔的

好习惯十分钦佩，更对他对工作的严细、负责作风和善于总结世界语运动经验的

敏捷思路所折服。仅以研讨会名称世汉对译来说，国柱老师就设计了七种可行的

写法，供大家作参考对比，并详细解释了各种写法所表达的侧重意思，以及各种

译法词义上的差异之处。有时我在文字上遇到有疑难的问题请教于他，他必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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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汉词典或汉世词典，从中选出一些相应的近似词作词义上的分析、比较，掂量

该词的词义和用法，细心选出所要表达的正确的词。国柱老师强调要经常查阅

PIV这部经典原文词典，以明确词的确切含义和细微区别，避免用词不准或自行
造新词的错误。国柱老师不论是八十年代在《LA MONDO》杂志上主持翻译竞
赛，还是为世界语函授学员批改作业，或是他撰写的文章、诗歌，为宣传世界语

作演讲的发言稿，甚至是一封短短的复信，他都养成斟酌再三的好习惯。如果国

柱老师没有长期以苦行僧的精神钻研汉、世文字我中国历史的功力，没有长达四

十年以布道者的虔诚坚持学习、钻研、宣传、推广世界语的顽强毅力作精神支柱，

很难想像他在此经济大潮之际能静下心来，以黑夜和寂寞为伴，潜心译出《聊斋》

这样的名篇巨著来。 
 
·倾心世运示前辈本色· 
在组织会议的过程中，当我们研究问题或工作中遇到实际卡壳时，他总把他

在数十年中参加世运的体会、经验教训说出来，以使我们在讨论或工作中有所借

鉴和得益。国柱老师除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外，还一直在为会议作一些别人注意

不到的拾遗补缺的工作，默默地为会议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在工作中谈论

的话题除会议工作外，他总会情不自禁地谈到协调好世协内部的关系，充分发挥

每位会员、学员，尤其是积极分子的作用，通过应用世界语的具体活动，如会话、

郊游、唱歌、聚讲座等形式，激发会员、学员学习和应用世界语的兴趣。 
 
·留下友情盼世运发展· 
在研讨会前后，国柱老师不仅忙于份内之事，而且还有意识地在接触会员中

了解他们对协会工作的意见。如有些会员认为，协会资料工作不够完善，活动内

容尚待丰富。国柱老师就此向我们建议，今后花力气抓好这些工作，使世协的工

作更有活力。国柱老师对我们说：这次会议的文字资料应妥为保存，这可能对下

次组织会议有所帮助。 
二十天左右的相处，我们就切身体会到这位知名的 Veterano的目光是如此深

远，胸襟又是这么宽广。不难看出这位世运前辈对世运发展期盼的苦心。国柱老

师给我们的友情和帮助不仅是在会议期间，对我们今后的世运工作也有许多有益

的指导作用。行笔至此，我要再道一声：谢谢您，国柱老师！ 
（广东省世界语协会会刊《Verda Spiko 绿穗》1997年第二期.p.18） 
 

* Liu Weizhuang (1955-) 刘伟壮，广东省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1985年起在
广东广州世协从事专职世界语工作。 
-------------- 
§38.Liu Xuan  
☆一段交往 
刘煊 
我的思绪不由得飞到了两年前，我和胡国柱先生的一段交往。 
二 OO 一年十一月，我在网上读到胡先生的一篇文章，在没有经过认真考虑

的情况下，便不知深浅地想在网上跟胡先生探讨一些世界语的重要问题。胡先生

看到我的文章后马上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胡先生在来信中并没有批评的反驳我

的观点，而是从世界语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对世界语的展望出发，阐述了自己的观

点，这使我十分吃惊。胡先生言之有理，文之有据，思路清晰，逻辑缜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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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其博学多才的大家气度。很快我便被胡先生的学识和观点折服，成为他的观

点的拥护者。其实，以胡先生在世界语方面的成就和地位，他完全可以不和我讨

论这样低级的问题，但他却不厌其烦地回信给我。这是为什么？仍然是对世界语

的一片痴心和对后学者的爱护。 
---摘自《绿星》2003年第四期第 3面刘煊的文章“总让我感动” 
 
Liu Xuan 刘 煊,《绿星》读者。 
 
§39. Liu Chao 
☆标题： 胡国柱的奋斗为吾语 
作者:刘  超 [2002-10月 11日,16:19] 
 
胡老师的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令我非常感动.我也是 Esperantisto,也学了好

多年了,但是因为不够用功,水平只够看看一般读物,自己提笔写就困难得很,看了
胡老师的文章,感到很惭愧,没有他那种精神,没学好世界语,因此对世界语也无任
何贡献.向胡老师学习,达不到他的水平,主要学习他的精神.  
也欢迎世界语朋友给我来信交流 nia lingvo Esperanto.   
----- 
§40.Lu Min 
☆虎年贺 
（1998-01-01） 
胡学世界精翻译 
国际交往建友谊 
柱石奠基举盛典 
好译合同成交易 
    藏名诗祝胡国柱好 
    卢 敏 
    1998戊寅岁首[钤印] 
* Lu Min 卢 敏，广西世界语者。 
------------------------- 
§41.Madeleine de Zilah （您为我们打开了中国文化之窗） 
☆  
Redaktoro de La Gazeto Madeleine de Zilah skribis al mi ke 
"dankon pro la fenestro al ĉina kulturo kiun vi malfermas al ni." 
法国出版的世界语文化刊物《杂志》 
季拉赫夫人（Madeleine de Zilah）来信称我为法国出版的世界语文化刊物《杂
志 La Gazeto》 打开了中国文化之窗。 

 
☆Kara Guozhu, 

Gratulon pro via naskiĝtago, kvankam vi ne tre multe respondecas pri tio. 
Mi jam malfruas, ĉe ni estas ankoraŭ la 3a de februaro, 22a kaj 40 minutoj; pli 

frue ne eblis, tro da urĝa farendo antaŭ forveturo. 
Mi deziras al Vi jaron tiom fruktodonan kiom vi meritas. 
Ĵus alvenis mesaĝo de Nicolino Rossi, ITALO: **Atutis por mi la mir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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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o de Hu Guozhu pri nia Purgatorio tra Dondi... S-ro Guozhu denove pruvis 
la universalecon de nia ĉefpoeto kaj la samvalorajn atingon de orientaj 
literaturaĵoj. Gratulegon al li kaj al vi! Vere ĝuinda kontribuo.** 
Do jen miaj kaj liaj gratuloj. 
Nicolino Rossi estas ankaŭ poeto. 
Mi esperas respondon, al gazetobis. Restas sur grundo kelkan tempon plian 
Amike 
lena  
（—摘自 2006-02-04 05:51来电） 
-------------------------- 
§42.Mao Zifu 
☆ reajn sesdek jarojn 再干六十年 
— al guozhu sesdek  jara 致六十岁的国柱 
 
de Pu Songlin 从蒲松龄 
Lusin 鲁迅 
al Eroŝenko, Li Bai... 到爱罗先珂和李白…… 
la plumo ne nur kovras en privata kaj'. 那支笔不只铺在个人的小码头。 
 
la vulpo floro la kokid' kaj vin' 狐狸  鲜花，还有小鸡和酒。 
flosatas ekster en 在长河里外漂游…… 
riveroj...per pagaj' 用那只桨。 
penseo sur la bordo re 三色堇在长江岸从打盹中 
 
vekiĝis el somnolo. le' ! 醒来。顺风！ 
laŭ la fingrego montra -- hej, hura ! 沿着那食指所向——嘿，加油！ 
la verdo gravediĝas je era' 翠绿在新时代中 
nova. g-kle'. 孕育。G大调高奏。 
 
metron post metro la piedoj, miaj 脚步一尺一尺地移动。而我 
stumblas al via sino. la polikromiaj 蹒跚地跌进你的怀中。 
predikoj tra la mondo min konvertis. 我皈依那满世界多彩的布道。 
unu plus unu estas tri -- jam ne ofertis 一加一等于三——我们不再兜售 
ni vaksan rokon. ho, agoj deviaj ? 那蜡样的石头。哎，你，另谋高就？ 
 
oroj rulas sin en la fluido. 金子在流体中滚动。 
vi la kampon fosas kiel dido.你像收翅的巨鸟去犁地。 
ol per la flugiloj bati la aeron 你和我们宁愿 
vi kaj ni preferu per piedoj 舍弃搏击长空， 
forĝi spurojn sur la teron. 在大地上用脚凿下踪迹。 
 
jes, bukedoj 喏，花束 
necesigas rezervan suferon. 必须留得苦难。 
reajn sesdek jarojn ni jam en nektaron 六十年后我们将在美酒中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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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ifu, 1997-12-09 
 
这是毛自赋一首用世界语原创的诗歌。由石成太译为汉语。 
发表在《世界》杂志 1998年 1-2合刊第 8面。 
 
* Mao Zifu(1963-)毛自赋, 笔名 Anteo，国际世界语作家协会 EVA执委（2004-）。 
-------------------------- 
§43.Mauro Nervi （谢谢合作） 
☆ 2005-01-23 19:03 
Kara samideano Guozhu, mi aperigis en nia retejo http://www.everk.org/ du  
el la sekvaj poemoj, kiujn vi sendis al mi siatempe. La paĝadreso de la  
poemoj estas http://www.everk.org/index.php?id=19,77,0,0,1,0 . Plibonigoj  
ĉiam eblas, bonvolu tiakaze sciigi min. 
Dankon pro via kunlaboro,谢谢合作 
Mauro Nervi 
 
Esperantlingva Verkista Asocio: 
http://www.everk.org/  
 

* Mauro Nervi，国际世界语作家协会 EVA主席。他将国柱世译的杜甫诗歌
和聊斋故事发表在 EVA的网页上。 
--------------------- 
§44.Mine Yositaka （祝贺中国古典名篇的成功世译和出版） 
☆ dankn pro via libreto 
Kara amiko, s-ro Hu Guozhu, 

Antaŭ longe mi ricevis vian libreton "La senfina bedaŭro kaj la bivistino, 
sed siatempe mi ne povis danki vin.收到《长恨歌》和《琵琶行》的世译很久了，
迟复为歉。 

Nun mi elkore dankas vin pro via afableco, kaj gratulas vin sukcesan tradukon 
de la konataj ĉinaj klasikaĵoj kaj ĝian eldonon.祝贺中国古典名篇的成功世译和
出版 
 
☆ Mi estas tre ĉarmita de lia traduko kaj ankaŭ de la libreto kun la bildoj.非
常喜欢这个世译以及图文并茂的小书。 

Kaj mi, kiel respondeculo de Japana Esperanta Librokooperativo, la libroservo 
de KLEG, volas aĉeti almenaŭ 10 ekz. por liveri al japanaj legemuloj. 

La du versaĵoj de Bai Juyi estas bone konataj kaj amataj ankaŭ de japanoj 
ekde la antikvaj tempoj. 
白居易的这两首诗自古在日本就受到人们的喜爱。 
（—摘自 2001-06-14 23:23:38 来电） 
 
* Mine Yositaka (1941-)峰芳隆。日本世界语学者。 
 

http://www.everk.org/
http://www.everk.org/index.php?id=19,77,0,0,1,0
http://www.eve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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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Mo Yangsheng(发人深思梦魂牵) 
 
☆尊敬的国柱老师： 
您好！福州会议相聚后，一别又有一年之多。在这段时间里非常想念自己的老

师和同志。我想， 二 OO四年我们为世运再聚在北京！ 
谢谢老师赠送的《“胡”说集》一书。我原想当即回信表示致谢，后来认为还

不如当即读完后再回信，谈点感想。读完此书，感受极深。“胡”说并非胡说。

它是一部散文集，是一部小说集，更象是一部史诗。它还是一部学术专著，让学

习者可以掌握更多的知识，让不了解世运的人们可以了解历史，让了解历史的人

们回眸当年的情景。故事多么感人，多么真实，多么催人泪下，多么发人深省，

有悲有喜。 
此外，此书在审稿上还不够专心细致，个别地方有出现印误。另一方面，在世

语加“帽”的字母处理不规范，这主要很多文章是在网上下载的，编印时没有及

时处理过来。这样，对初学者来说，在阅读过程中有一定困难。 
书中第 76 则《七月例会》一文中提到《Penseo》创刊于 1990年 7 月。我记

得该刊创办于 1983年 2月，不过她的刊名只加了个冠词“la”为《La Penseo》，
此刊算是她的前身吧！ 
书中第 5则《网上求教》一文中，提到《La Espero》于哪一年写成的？此歌

于 1905年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正式定为世界语圣歌，但早在 1891年 11月
值此罗马第三届和平大会上就奏响了柴门霍夫创作《La Espero》这首歌。 
书中第34则《查找卡贝》一文中，提到由 ĉuisto介绍Kabe其人的文章，把 kabeiĝi
译成“变节”的含义。老师提出疑义，此文是由学生我翻译的。关于卡贝的生平，

学生曾经翻译过，刊在《La Mondo》上的是经过删节的。这里学生我理解为“变
节”，原因是卡贝脱离世运是由于与柴门霍夫、格拉波夫斯基等人不和，加上当

时在世界语初级时期，大部分世界语者都处于初级水平，尤其是在会话中更为突

出。卡贝对于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认为世界语发展的前途不大，于是中途就完全

脱离了世界语者群体。所以，卡贝与李军老师有本质上的区别。当然，形容李军

老师 “kabeiĝi”恰如其分！ 
书中第 62则《并列第一》关于《Mia Penso》和《Ho, Mia Koro》两首诗不知
先后。虽然两首诗同时都发表在《第一书》上，但创作总是有个先后。学生我在

阅读世界语史料上读过，应该是《Mia Penso》为第一首。因为此诗的前身是
《Penso》，创作于 1882年，它的原作诗部分现抄给老师您参考。 
Belan vesperon ekster la urbeto 
malproksime nenio bruas 
kaj en la rondo unu knabineto 
dolĉe deklamas 
kaj pri vivo detruita 
sente ŝi paroladis 
kaj mian vundon nekovritan 
senscie incitadis. 
以上几点仅供老师参考，不对之处敬请老师赐教！ 
总之，读完此书，我感慨万分，心中总有说不完的话语。于是，为老师的此书

赋诗一首： 
百篇“胡”说讵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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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运史料昱眼前； 
笑语声中呈隽永， 
发人深思梦魂牵。 
Sincere via Ĉuisto 
莫养圣 
2001年 12月 27日 
 
* Mo Yangsheng(1956-）莫养圣，笔名 Cxuisto，福建省上杭世界语者。 
-------------- 
§46.Neĝeta （羊城相聚，难以忘怀） 
☆ Neniam mi forgesos nian renkontiĝon en Guangzhou, kie mi lernis de vi 

Esperanton kaj la vivon! 
   Mi atendas nian baldaŭan revidiĝon! 
  （—摘自 1997-12-20来信） 
 
* Neĝeta（1963-）史雪芹，江苏省镇江世界语者。 
------------------- 
§47.Ouyang(欧阳湘衡) 
☆ 因为崇敬而祝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我刚步入世界语国度时就知道胡国柱老师的大名，尤其

是胡老师对世界语诗词格律的研究更是众人传颂，令人崇敬。 
尽管当时我并不认识胡国柱老师，但我对他的朦胧印象好极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有幸被推选进入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会，这样面对

面地与胡老师的接触、交流多了起来，使我进一步地了解了胡老师，尤其是在上

一届理事会届满的五年里，我看到了胡老师年近古稀仍对世界语事业孜孜不倦地

追求、执着；我看到了胡老师担任协会理事长而对协会工作的全方位记录是那样

的一丝不苟，有条有理；尤其是在上一届理事会届满时，胡老师做的工作报告中

最后提到的：感谢欧阳在协会工作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甚至不同观点的意

见……。 
是的，在过去的五年里的每一次常务理事会上，我对协会工作提出了一些与大

家不尽相同，甚至异议的观点与建议。尽管这些不同意见与观点在实践中已被采

纳，但这次由理事长胡老师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认可，并向我表示感谢，确实令

我感动。 
胡老师从事世界语事业已经 50 年了，本人写些真实的故事与感受，一则因为
崇敬胡老师，二则衷心地祝贺胡老师，让我们共同的世界语事业万古长青！。 
 
* Ouyang(欧阳湘衡)：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武汉市世界语协会秘书长。 
 
--------------------- 
§48.Peng Zhengming（夸他不如学他---尽管十分难学） 
☆ 对联说胡：Guozhu kaj mi 
 
国柱老师的《胡说集》已“说”至 163 篇，而湖北世协网站新辟《说胡集》

收录与国柱有交往之 E友凡 81人之文字，恰至《胡说集》篇数之半。其中 P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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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下列了我的名字，大有“虚位以待”的意思，使我感到荣幸。 
 
细一想，与有五十年“世龄”的、德高望重的胡老师因世界语而交往也倏然廿

年有余了，又在协会共事多年，不敢说是离他最“近”的、但至少算得上是与他

接触比较频繁的人之一，居然在他的累累硕果之后，还从来没有过什么诸如祝贺

道喜之类酬答的言辞给他！而刊在《说胡集》里的这些友人关于国柱的言论，其

中的大多数，我应当是零零星星地读到过的，且从来也不觉得有溢美之嫌。从这

些“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评价反观，大概我的不“识相”，是因为“身在此山中”

或见奇不奇的缘故吧。 
 
临到需要说点什么，还真不知说什么好。说他的勤奋？有数十年前的世界语

手抄本为证；说他的执着？有世译的聊斋 495个故事、数百篇的唐诗宋词和世运
杂谈为证；说他的严谨？有他参加每一次世界语活动时亲手做的笔录为证；说他

的宽厚善良？有他以文缘广结的人缘、桃李满中华的学生为证。所谓“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我可以再列举出百样事例，无非是重复证明国柱老师的这些个优秀

品质而已。 
 
夸他不如学他---尽管十分难学---做一副对联表述对他的敬佩之意和我与他的
关系： 
 
半世纪以来，习爱语研华章耕世运考蒲穷柴，胡言细说圈内事 
二十年其间，办书馆出小刊游欧陆赴会过节，彭某幸识道中人 
 
Duonan centjaron 

Studi esperanton,esplori ĉineskon,kultivi en movado,traduki Pu-an verkon kaj 
sekvi Zamenhofismon 
Guozhu trafe komentas esperantujan aferon 
 
Duoblan dekjaron 

Lanĉi bibliotekon,eldoni Penseon,vagadi en Eŭropo,partopreni E-an kunvenon 
kaj okazigi Seminarion 
Trigo feliĉe konas esperantistan eliton 
 
附：Trigo 与 Guozhu 交往大要：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自习世界语，常有世界语语言及历史问题就教于 Guozhu；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参加世界语活动，除在一些世界语聚会遇胡，偶往黄石公
园路访胡； 

 
上世纪 90年代（92年）起开始担任湖北世协秘书长，遂开始与胡过从更多；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东湖世界语馆开馆，随后每月有例会，上半年有五一
研讨会，下半年有年会柴诞，有时还有常委会议。其间，PENSEO来鄂三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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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期，由胡执行主编，我负责通联发行，与胡交往经常化、程序化。而且，协

会陆续出版包括《勇敢的约翰》《唐人三大传奇》《长恨歌 琵琶行》《胡说集》等
书籍，大都由胡编、著，由我协同其他人处理出版事务。 
 

2000 年，张丹忱老师担任协会理事长届满之后，Guozhu 当选。随后又因伴
孙读书移居武汉，遂有更多机会当面交流，且辅以因特网，工作往来也更便畅了。

更有各地地方世界语活动复苏，纷纷举会。我与胡老师赴会同行就更多了（上世

纪除北京 UK，还有重庆三大和广州中山会议，本世纪有广州、福州、延吉，泉
州，也有新一次的北京 UK）。记得那次广州归汉，与胡老师侃谈世运，竟将新
买的碟机落在火车车厢，后由车站联系乘警追回。 
 
三件文物： 
1，我女彭念十岁生日，Guozhu作一肖像画并题诗，是为对小世界语者最珍贵之
礼物也； 

2，我自 1999 年起，连年游历欧洲 Esperantujo。胡老师命题《彭踪寄语》，使我
每行一地，即以速记方式记述与欧洲世界语者交游趣事（Sauxkio 汉译并上传
网页），幸成习惯，集腋成裘，定格往事，必受益于无穷。 

3，我藏有国人 1913 年寄往欧洲世界语者之明信片 4 枚，Guozhu一一考据，使
其价值凸现，功莫大焉。其考据功夫，可与专家比肩。 

 
胡者，狐也，精研聊斋之美狐，媲美网上之搜狐。以狐说胡，一言难尽。 
 
* Peng Zhengming(1958-) 彭争鸣，世界语名 Trigo。全国世协常务理事（2005），
湖北省世协常务副理事长（2006），东湖世界语馆馆长（1996-）。 

------------------ 
§49.Qingyue(平和、谦逊，学者风范） 
☆2005-10-23 
国柱老师： 
知道吗？正当自己不知又该如何打发这个双休日时（其实是有事而不想做。

来广州生活工作学习虽已两月有余，但总还是有“找不到感觉”或者说是“找不

到北”的感觉，呵呵），我却意外地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而忙碌的双休日： 
当然，双休日首先是少不了要上网的：看看帖、发发帖，再给亲朋好友写写信

什么的。 
这不，正给您写着回信，但当信写到一半时，我突然也是“突发奇想”：在网

上对您进行了一番“搜索”，结果，惊喜地发现、大有收获！ 
于是，我化了很长的时间，将搜索到的你的文章一一读了起来！ 
《奋斗为吾语》、《执著译聊斋》、《自赋其人》等等，以及您的“绿友”写的“《中

国绿心》――为《说项集》的作者说项”等文章。 
其中的： 
“有心藏拙，无意露脸”；（“藏拙藏善“）…； 
“没有掌声，/也没有鲜花，/只有母亲的一声叹息…” 
等句，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 
我不懂世界语，但我却真切地深深地被您的执著所感动，被您的精神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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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文章和您所钟爱的“世运”！让我认识了一个完整、立体、“质”的您；

让我了解了“世运”。 
感谢您，让我不用辛苦“拼图”，就看到了您的全貌！ 
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普通中国人－－您在走向世界！ 
作家、诗人、翻译家，对您来说是受之无愧的，因为您有实际的过程和成果（一

时出版不了是另一回事。古往今来，许多的惊世之作或有价值的杰作，也不都是

一举成名的，有的也是默默无闻了几十年甚至几代的例子也是很多的)。请记住
一句话：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那怕它在煤层里埋多久！ 
－－清月敬上 
               2005年 10月 23日 
 

[按] 国柱与老年网友交往时，只以诗文会友，从来不提世界语，但后来还是渐
渐为人所知。这是清月从网上搜索出了有关资料后的来电。 
--------- 
☆ 国柱与网友清月的几次诗歌唱和 
 
★ 国柱答清月： 
2005-07-03 
一、 
眼拙未解辨妍媸，不才岂敢为人师？ 
盛情难却且答卷，切题、步韵、藏头诗。 
二、 
写诗最好贵天然，清词丽句众口传。（也可用“清月丽句众口传”，呵呵 :-)) 
轻篙碧波桃花水，鸟鸣更幽是南山。 
-- 
☆ 清月  
2005-07-04   
清月的确出难题了！但国柱老师却做了认真的解答，使清月从中受益匪浅。 
不愧为大师，用词、造句游刃有余――佩服！ 
“写诗贵天然”“读来上口为首先”――经典！ 
平和、谦逊，学者风范――敬仰！ 
感谢老师的赐教！ 
 
呵呵，清月斗胆、也将国柱老师的末尾诗（之一）一改： 
  眼灼善解辨妍媸，博才当该为人师！ 
  恳请难却且赐教，切题、步韵、藏头诗。 
 
－－改动了几个字，没有超过 50%，故“借花献佛”、回赠国柱老师。 
 
末尾诗（之二）写得很美，清月收藏了！ 
--- 
★国柱再答清月： 
2005-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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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 
 
  清月的确出难题，知难而上共努力。 
  诗艺进步靠切磋，网上交流同受益。 
 
喜读 
 
  喜读清月题画诗，新词丽句显才思， 
  倩女兰舟歌一曲，流水高山有相知。 
 
敬谢 
 
 眼“拙”怎敢夸眼“灼”，不才居然称博才， 
  盛情殷殷作恳请，借花献佛送回来。 
  
* Qingyue(清 月)，是国柱从未见过面的网友、文友、诗友。现任“白云黄鹤夕
阳红网站·文艺园地”版主。 

http://www.wh-ren.com/bbs/cgi-bin/leoboard.cgi 
------------------ 
§50.Renato Corsetti （表现了亚洲世界语者的勤奋） 
☆ La 31-an de julio 2004, kiam Renato Corsetti donis paroladon al la solena 

fermo de la 89-a UK, li montris al la ĉeestantoj mankopiaĵojn de du famaj 
Esp-aj libroj faritajn de Guozhu, i.a. li diris emocie: 

"Kaj en la mondaj mirindaj aferoj, kiujn mi spertis ĉe la ĉinaj kongresanoj, mi 
tamen devas montri al vi unu aferon. Estas ĉina esperantisto, kiu ne povante 
acĉti Esperant-librojn, en difinita periodo por difinitaj cirkonstancoj, simple 
mane prenis ekzempleron de la biblioteko, kaj mane kopiis la tutan libron, mane. 
La dua eĉ pli granda kaj miriga, estas Esperanta Antologio, simple dum jaroj li 
mane kopiis. Tio montras la diligentecon de la ĉinaj esperantistoj, ĝenerale de la 
aziaj."  

2004年 7月 31日，国际世协主席雷纳多·科尔塞蒂在第 89届 UK闭幕式上致
词时，向全场展示了国柱的两个手抄本世界语名著。他说： 
“在我所经历过的关于中国世界语者的让世界吃惊的事情中，我应当向你们

指出一件。有一个中国世界语者，在那个特定条件的特定时期，因没钱买世界

语书籍，就从图书馆借来一本书，并用手抄写了全书（展示手抄本 La Floroj de 
Malbono)，用手！第二本比这更大，更让人吃惊，就是这本《世界语文选》，他
完全用手抄了几年。这表现了中国世界语者，也是亚洲世界语者的勤奋。” 
（2004-07-31.Ferma Parolo de Renato Corsetti al la 89-a UK. Informilo de ĈEL. n-ro 

8-10/2004.p.35.见全国世协通讯 2004年 8-10合刊第 35页） 
 
☆ 2006-01-28 23:15  Renato al GZ 
kara huguozhu,亲爱的国柱， 

dankon pro via mesaĝo. mi estas vere mirigitaj pro viaj konoj pri Dante.谢谢您的电
子邮件。我为您对但丁的知识真是感到惊叹。 

http://www.wh-ren.com/bbs/cgi-bin/leoboard.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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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 certe ne aŭdacas doni al vi iun ajn konsilon. mi nur povas peti, ke vi instuu min 
(cetere vi verkas tre bone poemojn kun rimoj laŭ la stilo de Dante).我不敢给您的文
章提什么意见，只能请求赐教（您所写的那首诗歌，完全用了与但丁一样相同的

格律）。 
amike 
renato 
-- 
* Renato Corsetti 雷纳多·科尔塞蒂。意大利人。国际世界语协会主席（2001-）。 
 
--------------------- 
§51.Sanio （努力和智慧的成果） 
☆1957-08-26 
楚吟同志： 
译稿已看过。一个完全自学的人，在短短的时间内能有这样的成绩，一方面

是学者本人的努力和智慧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证明世界语确是很容易。 
对于译文，我只从语法方面提出了些应改正的地方，其他关于修辞用语等方

面，虽然有些地方值得研究，但因为没有原文参考，就难提出意见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在上海解决，请打电话约定时间面谈。电话是 30070
（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总机）转我。敬礼！ 
先锡嘉。八、廿六晨。 
 

[说明]上面这封信是 Sanio(先锡嘉)前辈于 1957年 8月 26日写给受国柱之托登
门求教的楚吟同志的。其中他谈了读国柱世译的一篇中国民间传说“黄鹤的故事”

的印象。这时国柱自学世界语仅八个月。  
 
附有关背景资料 
★ 国柱回忆录《秉笔忆征程》第七节写道 
☆学习发音 Lerni Prononcon per Homo-diktafono 
从 1956 年 12月起，用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竟读完了这册课文，做完了全

部习题，末了，甚至还用世界语给 ĈEL写了一封感谢信！ 
尽管书面上已经达到了写信的程度，可是口头上却连一个字母的发音都还不

会，这未免太美中不足。 
但我并不泄气，而是积极另想别的法子来学习发音。恰好这时有位朋友 A要到
上海去探亲，这是一位性格非常开朗而又极其热心的女同志。她问我有没有什么

要在上海代办的事情。因为彼此很熟悉，我也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请求：

请她从上海将世界语的发音口头带回来教给我。她在上海找到先锡嘉（Sanio）
同志，学习了世界语的发音。然后，当了一个忠实的传声筒，把发音教给了我。

从此，我可以自己朗读课本，不再当哑巴了。 
 

* Sanio(1915-1991）先锡嘉, 中国世运前辈。全国世协理事（1979）。上海世协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982）。 
-------- 
§52.Saŭkio(为人善良，性格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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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版《“胡”说集》序 言 
Antaŭparolo de Saŭkio por la libro Hu Parolas Maldelire 
 
值此世纪之交，世界语界的朋友惊喜地看到，胡国柱的许多短文陆续在《绿网》

上发表。确实，有了网络，我们的许多经验和感受就有可能公诸同好。我们就不

再孤立、寂寞，我们的知音就会遍天下。 
Kiam ĉe la sojlo de la nova jarcento samideanoj mire trovas ke eseoj skribitaj 

de HU Guozhu aperas de tempo al tempo en la forumo de la Verda Reto. Jes, 
kun helpo de la interreto niaj spertoj kaj pensoj povas esti publikigataj libere kaj 
atingi la interesitojn, ni estos neniam solaj kaj izolaj, niaj amikoj troviĝas tra la 
mondo. 
 
但是，殊不知论坛发言的多了，发言也有被淹没的时候。所以，我作为“好

世”之徒，打算编辑一个“胡”说集，将他的发言集中起来，方便大家阅读。 
Sed oni baldaŭ trovas ke la diroj de HU Guozhu estas dronitaj de la aliaj kaj 

malfacile troveblaj. Do, kiel persono kiu emas prizorgi esperantaĵojn mi decidas 
kolekti la eseojn kaj alŝuti ilin al la retejo kun la titolo HU Parolas MalDelire 
akirinte la konsenton de la aŭtoro. 
 
胡国柱老师是我国自学成材的、资深的、有成就的世界语者之一。他做学问一

丝不苟，爱好中国诗歌，对世界语诗歌有深刻的研究。在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名著

方面做了许多宝贵的尝试，取得可喜的成果。 
Nia respektinda Instruisto HU, kiel ĉinaj samideanoj ofte vokas lin intime kaj 

respekte, estas unu el la famaj esperantistoj en Ĉinio, kiuj perfekte posedas nian 
lingvon per memlernado kaj kun multaj atingoj. En sia studado li estas tute 
rigore serioza, li amas ĉinan poezion kaj havas profundan pristudadon por 
Esperanta metriko. Li faras valorajn provojn en la esperantigo de ĉinaj klasikaj 
verkoj kun pluraj g`ojidaj fruktoj. 
 
胡国柱老师为人善良，性格梗直。对世界语爱好者是倍加爱护，甘为孺子牛。

对社会丑恶是深恶痛绝，且耻与权贵为伍。确实是那种“超乎口是心非之上”的

人。 
Instruisto HU kondutas ĉiam afabla tamen kun iom krude honesta karaktero. 

Li donas senliman prizorgadon al interesitoj de Esperanto kaj volonte servas al 
ili kvazaŭ bovo al infanoj. Li malŝategas la malbonaĵojn en la socio kaj hontas 
samviciĝi kun ac`aj oficistoj kaj malvirtaj riĉuloj. Li apartenas vere al tiu kiu 
neniam diras ion kontaŭ sia konscienco. 
 
胡国柱老师喜爱历史，往往谈古论今、旁证博引，使听者和读者为之动容。

他或抚今追昔，或嬉笑怒骂，或赞许有加，或语重心长。我希望读者可以从他的

杂谈中感受到一位中国世界语者的高尚情怀。 
Instruisto HU emas pristudi historion. Li ofte diskutas kurantaĵojn 

referencante historiaĵojn kun klerigaj informpecoj forme de komparo inter la 
nunaj kaj la pasintaj aferoj, aŭ forme de satiro primoka aŭ prilaŭdo senŝ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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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ŭ forme de sincera konsilo au` admono, tiel multe emociigas la au`skultantojn. 
Mi esperas ke la legantoj pripalpos la subliman senton de ĉina esperantisto 
leginte liajn eseojn. 
 
我提醒大家的是，胡国柱老师有一个世界语名字Miĉino，这是他的正直的中国
心的明证。 
Ĉiukaze mi atentigu la legantojn ke Instruisto HU havas esperantigitan nomon 

Miĉino kaj tio atestas la fakton ke li havas honestan koron de ĉinoj. 
 
“胡”说集并不胡说，只是智者的自谑。我的序言却是斗胆“胡”评。大家

姑妄听之！ 
Diroj en Hushuoji (en ĉinaj ideogramoj ili signifas HU parolas aŭ Delire 

parolas) ne estas deliroj, la titolo de la kolekto nur prezentas la memsatirigon de 
la saĝulo. Tamen mia antaŭparolo estas komento trude malprudenta. Vi ĉiuj legu 
la mian leĝere!  
 
广东 张绍基 
Saŭkio ZHANG 
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27an de februaro, 2000 <http://www.chinaouc.cn/agadu/guozhu/hushuoji.html> 
 

* Saŭkio ZHANG（1942-）张绍基。全国世协理事（1999）。广东省世协副理
事长，广州市世界语协会理事长（1999-） 
--------------------- 
§53.Seimin （译者学识渊博） 
 
嵌名诗两首（国柱意译为汉语） 
☆1980-12-24 al GZ 
Ho Ŝtatkolon' 
el Flava Ŝton' 
sub Verda tron' 
por homa bon'. 
 

啊国柱/ 在黄石/ 为人类/ 绿心炽 

 
☆1988-08-18 al GZ 
La Hunoj herois pratempe; 
la Lando smeralde rebrilas. 
Kolonoj solidas kontemple, 
kaj jado ĉe l' soklo humilas. 
 
胡人自古即称雄 
国度辉映碧玲珑 

http://www.chinaouc.cn/agadu/guozhu/hushuoj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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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列坚挺深沉思 
玉为基座逊无穷 
 
☆评国柱世译《唐人三大传奇》 
Bril Jadov (1941- ) 
 
FLUA, KLARA KAJ SUBTILA 
---rencenzo pri la Triptiko trad. de Guozhu 
 

Kial vi turmentas min, se vi scias, ke mi neniam skribis recenzon? Foje mi 
obeeme legis la verkon Hetajro Dancas kaj donis kelkajn vortojn pri ĝi. Tio 
tamen ne estas recenzo. Sed ho ve ! Oni publikigis ĝin ie, tute ekster mia atendo, 
ĉar oni diris nenion pri la aperigo anticipe. 
...... Sed mi revenu al Triptiko ! 

Mi provu ĝin recenzi ? Pro tio mi devas havi la originalon. Tamen tiaj noveloj 
ne vidiĝas en mia hejmo. 

Mi iru al biblioteko ! Unu horon mi pasigis en ĝi. Mi vidis etaĝeron kaj 
etaĝeron da libroj, tamen neniu el noveloj de la dinastio Tang. Mi estas 
malespere elironta. Lastamomente miajn okulojn trafis la titolo "Cent Putinoj". 
Bonege ! Legiĝas Li Wa kaj Xiaoyu. Kaj mi kaptis ĝin kiel trezoron. 

Uf ! Rakontoj en la nuna lingvaĵo!Tiom pli, kun aldonitaj akcesoraĵoj! 
Diablo!Kion fari? Mi simple legu la Esperantan tradukon de la kara 
Landkolono! 
 

La enkonduko, kiun mi ne kapablas plenumi, sufiĉe longa, manifestas la 
doktecon kaj profundecon de la tradukinto.Ĝi fakte estas resumo de la kuriozaj 
rakontoj de la dinastio Tang. 此书的导言相当长，非我所能写出，显示出译者学
识之渊博。它实际上是唐人传奇的一篇综述。 

Sekvas Rimportreto. Originale, superbe, mirakle !Eĉ tri, kiuj servas kiel oraj 
ŝlosiloj, per kiuj oni facile paŝas en la tri internajn mondojn,tute malsamajn, por 
ĝui respektivan belon. Rondelo— rondbelo.接下来有回旋曲。原创，高雅，神奇！
甚至于连写了三首！借此为金钥匙，读者则可深入到三个完全不同内部世界，以

欣赏其各自之美。回旋曲— 圆满之美。 
Ne gravas, ke mi ne havas la originalon, ĉar mi povas tute kompreni la enhavon 

dank' al tio, ke la traduko estas flua, klara kaj subtila.即使没有汉语原文也无碍
了解故事内容，因译文流畅、明快而且细腻。 
 
见(Penseo.n-ro 86.1998/12.)《三色堇》第 86期 
 

 Seimin(1941- )谢玉明，笔名 Bril Jadov。世界语版《红楼梦》译者。世界语
学院院士。 
--------- 
§54.Shi Chengtai(平凡中的伟大) 
☆Depost la 80-aj jaroj de la lasta jc., heredinte la spiriton de Tikos, Guo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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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 tenis la torĉon de la Espero, sin ĵetis en la Esp-movadon de la ĉina lando. Li 
pene elhakis novan vojon spite al ĉiaj malfacilegoj, kaj liaj meritoj estas vere 
neforigeblaj. Dum tiu tempo, liaj verkoj kaj versoj aperis de tempo al tempo en 
diversaj Esp-revuoj, ĉu grandaj aŭ negrandaj, precipe ofte en paĝoj de tiuj 
(mimeografitaj) eldonaĵoj de lokaj Esp-grupoj aŭ individuaj esp-istoj. Ĉiufoje, 
kiam mi legas lian verkaĵon, mi ofte sentis varmiĝon ĝis miaj oreloj kortuŝite; 
ĉar liaj verkoj ofte parolis pri la vera esenco de Esp-ismo. Kun senbrida libera 
penso li malkaŝeme diras pri tio kion aliaj homoj ordinare ne povis aŭ ne volis aŭ 
ne kuraĝis paroli.  
 
八十年代以降，国柱承续方善境的衣钵，高举希望火炬，投身新时期中土世运，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功不可没。自此其诗文之作，屡见世运中大小报刊，尤

以在各地世界语团体或个人自办的（油印）小刊为多。每读一篇，心动耳热，盖

其能发微世界语主义之真髓，解放思想，道常人所不能道、不（肯）敢道者。 
 
☆ 
Shi Chengtai(1939-) 
GAJAN NASKIĜTAGON 
—al Guozhu(1998-02-03) 
dum lia 60-a datreveno de naskiĝtago 
  
Ĉu vi ankoraŭ aliloke nestas, 
amiko mia, fore de l' libraro ? 
Jen, alvenas via sesdeka jaro, 
mia gratulo nur rondele gestas.  
 
Ho vi, jubileul' en februaro,  
talenton vian por Pense' investas. 
Ĉu vi ankoraŭ aliloke nestas, 
amiko mia, fore de l' libraro ?  
 
Valoron de Esperant' vi atestas, 
naĝante en kultura vasta maro; 
en la movado la repertuaro 
viaj tradukoj kaj poemoj restas !  
 
Ĉu vi ankoraŭ aliloke vi nestas ? 
 
1998-02-03. Tailai  
 
☆作者 [ 石成泰 ] - 2006年 03月 20日 中午 12时 22分 
★ Re: 导读：湖北世协网站专栏《说胡集》（Guozhu kaj mi） 浏览次数 [ 22 ]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已是老之将至了，能给我留下来的岁月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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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湖北同志（samideanoj）要在今年的世界语者的例会上来为我的老朋友国柱
搞一个“世界语者生涯五十年”庆祝会，不禁心头一热，感到无比的欣慰！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读Waringhien博士的文章《卡洛柴和我》的时候，就想

到，有一天，我也要写一篇《国柱和我》的文章。但那时我想，还不忙，等到老

了的时候再动笔也不迟。而现在，我们人也真地进入老年了。 
这里我首先祝贺国柱的世界语活动五十周年！也希望今年“五一节”的例会

能开成一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大会——我相信湖北的同志一定能办到！ 
我从与国柱的“绿色友谊”里，获益匪浅，这里不及细说，我会另行命笔成文。

我现在要说的是，他是我的榜样，是挚友，也是良师！纵观他（并不）平凡的一

生，他真地做到了如他自己所说的，“做一个无论从学问上还是思想品德上，都

无愧于世界语者称号的世界语者”！他“奋斗为吾语”的一生，在不懈的追求中，

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传说”（legendo），那是怎样的一种平凡中的伟大呀！ 
祝国柱永远地享受生活的快乐！  
 
☆ 
Kara GZ: 
前天我在“论坛”上看见湖北为您的世界语者生涯五十周年搞庆祝活动的消

息，极其赞成，立刻呼应，就发了一个帖子，认为这应该是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

极为有意义的一件事，那篇短文，您已收入《说‘胡’集》中。我认为这也应算

作是我们五十年代学世界语的人的一次“怀旧”纪念活动吧。今天打开邮件箱，

读到转来的几个文件，非常高兴！您很细心，这样的工作要经年坚持不懈才行。

我就干不来，就连自己过去写的东西，也找不全。 
 
说来汗颜，我唱和文晋的那组诗，自己都忘记了，今日重读，心潮难平呵！而

我此时此刻的心境，正应了那两句诗： 
 
鸿雁惹来相思苦，清泪一掬奉君前。 
 
于是擦掉泪水，给您写这封回信，兼问候老孙及崇芳兄嫂 
好！ 
成泰  2006-03-22 12:22 
  
* Shi Chengtai(1939-)石成泰,黑龙江省世协副会长。全国世协理事。《Penseo 三
色堇》首任主编（1990-2000）。国际世界语作家协会 EVA成员。 

---------------- 
 
§55.Sirio Silva （在我的心中为他树立起一座丰碑） 
☆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在“世界主者之声”专栏里，

发表了来自巴西的一篇稿件“Kvin-pinta stelo de Esperanto”作者是国际世界语协
会的一位专业代表 Sirio Silva 西尔瓦。这篇文章的头两段是这样写的： 

    La 8-a numero ''El popola Ĉinio'', 1994,publikiĝis raporton de Hu (Guozhu) 
sub la titolo NI IRU LA VOJON CELITAN. Mi eĉ ploris pro envio pri tiel granda 
heroismo.En mia koro mi starigis monumenton al li. 一九九四年八月号的《中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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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以“奋斗为吾语”为题，发表了关于胡国柱的报道 。读完这篇文章后，
令我对这种伟大的英雄主义深感敬佩，甚至嫉妒。我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并且在

我的心中为他树立起一座丰碑。 Admirinda ekzemplo de persistemo, amo kaj 
fideleco al evouluo de la homaro . ''Ne ĉesu ,ne ĉesu!" en koro al ni sonas. Obstine 
antaŭen ! mi tre dezirus esti li. 
这真是一个楷模！他的执着，对人类进步的热爱与忠诚，令人为之赞叹！“要

干，要干”我心呼唤。坚持不懈，永远向前！见贤思齐，我真愿意像他一样。  
 
Sirio Silva 西尔瓦，巴西世界语者。 
--- 
§56.Sun Aijun （高尚而又坚强的勇士） 
☆ 
孙爱军 1997-10-14 来信摘抄： 

 收到您的两封来信和诗文，并对您的生日祝福，我心中半是感激半是温暖。
虽只有两面之交，但胡老师在我心目中是高尚而又坚强的勇士，您信中的话，对

我是鞭策是鼓励。 
 
l Sun Aijun(1970-)孙爱军，笔名 Sunjo，曾任中国青年世协秘书长，《EPĈ中
国报道》社记者。 

1995年对国柱作专访后撰写了 Hu Guozhu en Esperantujo。现在可从中国网
上读到： http://www.china.org.cn/world/shi-window/kiu_e_k/03.htm  
--- 
§57.Sun Mingxiao(胡老师就是播种者) 
☆我读“胡”说集 
孙明孝 2000-12-04 
看到，胡国柱老师的世运杂文“胡”说集写满了 100篇，很是高兴! 
知道《“胡”说集》已经有写日子了，但真正读到它还是近两个月的事。国庆

节我与妻子，孩子去济南看望 95 年由我市迁居济南的世界语者张荣莹院长，顺
便到省世协刘晓俊教授家小坐，刘教授鼓励并借款与我买了台电脑。尽管两三年

前，协会就购置了电脑，但还是不如在家方便。 
回枣后，业余时间都被这台电脑占去了，当然它给我带来的收获是没有电脑无

法获得的。我认为最大的收获莫过于阅读胡老师的“胡”说集了。 
每次跟踪阅读一篇总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以致离不开它。 
前几天，我的几个学生到网吧专门去读“胡”说集，回来后，对我说；“‘胡’

说集文字精炼，感情至深，知识丰富，有气派，有力量！”。我对他们说；“在中

国世界语界，敢胡说的不多，胡国柱就是其中的一位。试想？没有非凡的世界语

阅历，没有艰难的世界语运动的经历，没有对世界语的深厚感情，没有对中国世

界语运动的忧虑，是“胡”说不出来的。”同学们一阵激动，一阵议论。 
我是当年黄石世界语函授班的学员，就是这个函授班在我心里种下了世界语的

种子。可以说胡老师就是播种者。 
这几年，我们的世界语运动步入了低谷，原因之一不与我们的世界语德育教育

有关。我曾说过黄石的《世界语者们》是一本良好的德育教材，那么，“胡”说

集就是一本世界语文化大观的一个缩影，是一本世界语的文化教材。 
我想如果能将陈原，胡国柱，石成泰等世界语文化“大家”的文章编印一本《中

http://www.china.org.cn/world/shi-window/kiu_e_k/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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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世界语文集》该有多好啊！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 
 
*Sun Mingxiao(1964-)孙明孝，山东省枣庄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山东
省世协理事（1989），全国世协理事（1998）。 

-------- 
§58. Ŝecencz (更喜新秀气纵横) 
☆读国柱同志《拟 Ikso壮游即事》及唱和诗篇 
 赠 K-doj Guozhu,Ikso,Danko 
（1977-05） 
回肠荡气诗意新，爱世奇树葆绿青。 
绿葩丹心红艳艳，红紫交错满园春。 
春苑花香千万里，羡煞白头花中人。 
绿园人士多壮志，更喜新秀气纵横。 
 

* Ŝecencz(1907-1988）薛诚之教授，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湖北省世协首
任理事长（1979)。全国世协理事（1979） 
--------- 
§59.Tan Xiuzhu 
☆ 2005-04-20 Tanxz al GZ 

Vi dediĉis vin en multjara soleco al esp-igo kaj studo de verkoj de la ĉina 
antikva literaturo, tute sen celo de fam- aux profit-ĉaso, kun nenia rekompenco. 
Tia konduto de obstina persistemo estas vere malfacile komprenela por ordinara 
publiko, tamen ankaŭ plej admirinda por ni. 

Kvankam portempe viaj tradukado kaj studado ankoraŭ ne eble estas 
akceptataj de plejparto de ĉina esp-istaro, tamen, via laboro estas vere utila por 
levi la kulturan rangon de ĉinoj, kaj ankaŭ nemankigebla por plialtigi la 
kulturan klerecon de ĉinaj esp-istoj. 

Dankon ke vi konservis elegantan sukavaton por la ĉina Esp-movado, kie vi 
ĉantas kaj kantas al vi mem, kiel soleca kaj orgojla ermito. 
 
你在寂寞中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不计名利，毫无报酬，这份坚

持和执着是常人很难理解的，也是最令人敬佩的。虽然你的翻译和研究暂不可能

被大多数中国世界语者所接受，但它对提高中国人的文化的档次，提高中国世界

语者的文化素质又是不可缺少的。你为中国世界语运动保持了一块高雅的净土，

你自吟自唱，像一个孤傲的隐士。。 
 
☆ 2005-01-18 14:59 Tanxz al GZ 
胡老师，你好！ 

  你转来的王浩的稿子和他自己发来的稿子我都收到了。稿子我已转给陈吉。
你的 "Li Bai kaj Du Fu en Esperanto" 中世文稿整理后，分别发给了陈吉和于涛，
以备 Informilo kaj reta EPĈ用。 

  读了你写的 2003 年和 2004 年的湖北世协的工作总结和对自己的年终“盘
存”，我不仅了解了你和你们所做的工作，更了解了你这个人。你做事是那么认

真、那么明白、那么理性。也许正因为如此，你才能多年来不为困难所动，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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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分一秒的光阴，为着你的既定目标，在崎岖的小路上不停地跋涉，也正因为

如此，你才能成绩斐然，赢得大家的敬重。“盘存”不仅对你是激励和安慰，而

且对我们大家也是鞭策和促进。 
 时间不饶人，你毕竟已不年轻。我希望你不要过于苛刻地要求自己，给自己

一点放松，让你能为 E事业工作得更健康、更长久。  
Samideane via  Tan Xiuzhu 
 
☆ Vi ja multege faris por nia movado kaj riĉajn fruktojn vi akiris pro via 
 diligenteco. Vi meritas dankon,gratulon kaj estimon.  
                             （—el retmesaĝo.2005-12-31 13:11)  
您为我们的世界语运动作了许多的工作，并且靠您的勤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您理当受到感谢、祝贺和尊敬。（—摘自 2005-12-31来电）  
 
l Tan Xiuzhu (1942-)谭秀珠 ：译审。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1995-2005）。 
 
 
§60.Tao Sang 
☆ 
作者 [ 陶桑  ] - 2004年 03月 19日 下午 2时 08分  
★ “品味””品位“之乱弹---致国柱老师 浏览次数 [ 52 ]  
在拜读文章和请教老师之后，深感文章”很有品味“再三之必要；老师”很有品

位“拥戴之无愧。 
 
呜乎，品味 el ghuo , 品位 al ghuo 。 
 
品味品位位几品， 
品位品味味咋品； 
位要尊时唯人品， 
味若美时为人品。 
 
人无三味屋， 
心有五味瓶。 
位至最卑处， 
未忘忧 E 命。 
 
l Tao Sang 陶 桑, Verda Reto 网友。  
 
 
§61.Teng Xuexun(膝学训)，  
 
☆ 《和国柱老师〈东岳归来〉》：  
 
诗坛执旗久慕名，“太平”盛会喜光临。 
意出青岛总觉小，韵来黄石常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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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载《聊斋》励壮志，一朝问世表素心， 
时不我待不忍坐，希望田里勤耕耘。  
 
☆ 贺国柱老师六十华诞 
（1998-02-03） 
 
庆寿何以寄国柱， 
学嵌诗字来祝福。 
情思绵绵捺不住， 
二字难了我心曲。 
 
☆  
非诗非词非元曲， 
无平无仄无格律。 
心有灵犀额手时， 
神会不嫌笔顺误。 
 
 
☆（这一首诗按“国”字笔顺写成） 
 
世 语 格 律 植 中 华 
 
柴  诗圣朝邀饮， 章 
门     花        篇 
   蒲翁夕聊坐    篇 
英     拾 
才     几  国    留 
       多 
勤 君荐血为何    史 
劳              册 
作 诗 填词 孰 能 越 
 
解读作： 
柴门英才勤劳作， 
世语格律植中华。 
华章篇篇留史册。 
诗圣朝邀饮， 
蒲翁夕聊坐， 
朝花夕拾几多血。 
君荐血，为何国？ 
作诗填词孰能越。 
 
☆（这一首诗按“柱”字笔顺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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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柱 
    十 
十八学世语 黄石执帅旗 
    成        着 
 扬 声 传  绿园耕新圃 
神  名 环     不 
州  著 宇 齐云绝胜处。 
 
解读作： 
十八学世语，六十学成声名著。 
声名扬神州，名著传环宇。 
柱，黄石执帅旗，绿原耕新圃。 
执着耕不绝，齐云绝胜处。 
 
[说明] 以上两首诗的排列形式非常奇特，前无古人。乍见不知如何读。秘诀是
要按汉字的笔顺，而且读法可以有不止一种。如（作者的读法）： 

 
柴门英才勤劳作，作诗填词孰能越。 
世语格律植中华, 华章篇篇留史册。 
诗圣朝邀饮，蒲翁夕聊坐， 
朝花夕拾几多血。 
君荐血，为何 
国 
 
十八学世语，六十学成声名著。 
扬神州，传环宇。 
黄石执帅旗，绿原耕新圃。 
执着耕不绝，齐云绝胜处, 
柱 
 
* Teng Xuexun(1943-）膝学训，青岛世界语者。  
------------------------ 
§62.Ulrich Lins 
☆Kara samideano. 

Unue, kore mi dankas pro la libro! Mi informos ankaŭ al JEI. 
Bonŝance mi havas kopiojn de la Unua Adresaro. Nun mi fine trarigardis 
ĝin. Mi ne trovis ĉinon, sed eksterlandanon kun la jena enskribiĝo: 
 
O'Brien Butler, Pierce Essex. H.B.M. Consular Service, China. 
 
La loko ne estas indikita, sed ĉar evidente temas pri brita diplomato, 
povus esti Hongkongo. 
 
Mi tre interesiĝas pri la ĉina movado. Do, bv. fojfoje sendi al mi via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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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kstojn. Ĉu vi ricevas la japanan Revuon Orientan? En ĝi mi aperigis 
recenzon pri germana libro, kiu traktas la rilaton inter anarkiismo kaj 
Esperanto en Ĉinio. 
 
Mi ne komprenas, kial mia gmx.net ne bonvenigas vin. Bv. provi unuavice 
u.lins@web.de.  
 
Kun koraj salutoj 
Ulrich Lins 
2004-01-05 17:47 
----------------------------- 
§63.Vadanto 
☆ ELKORA RIDO  
de Lu Jixin  
（1997-12-15） 
Estis iam ploreme sed aspekti ride, 
Estis iam rideme sed larm-guti glite. 
 
Jen vintre, en landa sudo verdo-svarma, 
Jarfine, ĉe bela loko fonto-varma. 
 
Elkora rido brilas kvazaŭ suno luno, 
Tra sesdek-jaraj printempo-aŭtunoj. 
 
Alvokas montan venton kaj koloran nubon, 
Kunportas el la lago pure ondan grupon. 
 
El verŝas hele humoran poroladon,  
El verŝas bele Hu-moran poroladon. 
 
Vadanto（1953-）卢纪新,桂林人，毛南族世界语诗人。 
§64. 作者 [ ZT转贴 ] - 2006年 04月 11日 下午 4时 08分  
★ Guozhu kaj Ni 黄明忠稿 
距离感与亲和力  
 
本人虽然混迹在武汉世界语活动圈子里面也有几年了，由于自己的世界语水

平一直处于“初学者”的程度，除有选择地参加一些世界语讲习班学习外，羞于

参加圈子里的各种活动，虽然也从心底里十分敬重武汉和湖北几位知名度颇高的

世界语学者，但只能从初学者的位子来仰视这几位学者的灿烂星光。国柱先生以

其高深的世界语修养和渊博的知识，在我心目中也正是一个这样星光灿烂的世界

语学者。对于他，我只能高山仰止，从远距离来仰慕他。这种距离感是一种低语

言水平者与高级专家之间因水平的差异，而形成的心理上的隔膜与障碍。因此在

一般的场所，我都对其敬而远之。 
 

mailto:u.lins@we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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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识水平，国柱先生是盛名远播，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把黄石的世界语运动

搞的红红火火，当年黄石办小 UK，胡旭、沈兵诸君发起了一个“HUSARO”自
行车队从武汉星夜骑车去黄石助兴，本人也一时兴起，受邀入队骑车一同前往。

这种举动，除了当年对世界语一种热情外，也不乏有一种年轻人“追星族”的狂

热，因为国柱先生当年已是年轻世界语者们的明星级偶像，其所举办的活动，自

然而然地在年轻世界语者的心目中有不同凡响的影响力。但当时因其它原因，本

人在临近黄石的铁山，陪同一位腿部受伤发炎的年轻女世界者折返武汉，没能同

胡旭君的车队至始自终地骑完全程，到黄石参加国柱先生举办的活动，而今思之

也算是一段憾事。 
 
近年来，国柱先生主持湖北世协工作，便有了不多的几次近距离地接触，当然

这种距离仍然是物理上尺度的距离，而非心理上的距离。2004 年初，有一对法
国世界语朋友来访，我邀请法国朋友到家中作客，国柱先生与彭争鸣、胡旭诸君

同行作陪。应法国朋友的要求，我向大家出示自己多年收藏的书画藏品共赏，国

柱先生凭他渊博的学识，用娴熟的世界语给法国朋友作了详尽地讲解，温文尔雅，

娓娓道来，使我尘封多年的字画藏品，平添了几分中国文化古色古香的艺术魅力。

尤其在讲解我家悬挂的一幅“赤壁赋”的书法作品时，更是旁征博引，绘声绘色，

如清风徐来，满室氤氲，让法国朋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浓厚的兴趣。显然，

这与其说是家中藏品被法国朋友称道，倒不如说是国柱先生儒雅睿智，学贯中西

的学者风度令外国朋友所折服。当然，我对国柱先生在心理上的距离也因此而被

拉近了许多。 
 

  甲申十月，本人附庸风雅，也如约应邀参加金秋首义文化之游。在各位朋友
赏花品茗，谈诗论文时，听国柱先生津津乐道地谈及世界语版《李白诗选》的故

事新编，知道国柱先生对李白的研究颇有心得，于是便想到家中有一唐诗书法作

品疑是李白所作诗词，国柱先生在此，机会难得，便将此诗呤出，求教于他： 
 

蜗牛角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生， 

随富随贫且欢乐， 

不开口笑是痴人。 

 
国柱先生听后很谦虚地说，就其所了解的范围，李白似无此诗，但事关慎重，

他还需要再翻阅相关资料，等弄清楚后会告诉我的。其实这也就是小事一桩，我

也不太在意，便把国柱先生的的回答当成了一种客套话，置诸脑后，也没有作指

望会有什么结果出来。可没曾想不久后的一天，国柱先生却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说他为此查遍了李白全集，果真不见此诗，翻遍典籍，后来在白居易诗集中查到

出处，并专门告诉了此诗集的版本，和所在诗集中的页码，其严谨认真的治学态

度着实让人佩服。而更令人感动的则是国柱先生言而有信，一诺千金的处事为人

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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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该诗中所表达出来的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得到了国柱先生的认同，他

将其译为世界语诗文： 
 
 Kion vi konkuras ĉe anteno de heliko?  
 Homa vivo daŭras nur fajrere efemera.  
 Ĝoju, ĉu en riĉo aŭ malriĉ ', kun paca psiko.  
 Kiu ne ĝoj-ridas, estas malsaĝulo vera. 
 
    我原本只想从国柱先生处求教诗词的出处，没想到还额外得到了一首世界语
的译文，“Celis paseron,trafis anseron.”意料之外，收获颇丰。“与君一夕话，
胜读十年书”这是一句过于客套的溢美之词，但用在这件事上，倒真是洽如其

份，十分贴切。  
    经过这几件日常小事，国柱先生平易近人，博学儒雅的人格魅力益发在我脑
海中鲜活明亮起来，而我心理上与他这种专家学者所存在的隔膜与障碍也随之

被击得粉碎，代之而来的则是一种亲和力与凝聚力正在逐渐地增强。        
                                                                            
（Vagi）写于胡国柱从事世界语活动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之际 

* Vagi: 黄明忠，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会员，武汉市世界语协协会会常务理事。 
------------------ 
§65.Venlo Fon(冯文洛) 
☆ 在国柱 1958-11-12世译稿上的批语。用绿色墨水写成。五十年后已经褪色，
很难辨认了。 

 
   从这篇翻译看来，你很努力、细心，而且有了一定的基础，好像还有其他
外语的基础。不知道你世界语已学了多久？还学过多少其他的外语？希望你努力

多给我们的书刊译稿。 
   这篇译文我只匆忙中看过。改得也很粗，也不见得正确。这种文章不大好
译，你译得还好。我在考虑是否把 1958年 9月 8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
东风压倒西风的一段译出。一面登载在 EPĈ 上，一面用作《E 初级讲座》最后
一篇课的课文。不管怎样，如果你愿意作为练习，互相帮助，我想是很有益的。

你说呢？ 
 
注 1：国柱 1958-11-12世译了人民日报编辑部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
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写的按语。寄往北京 CEL 求教。冯文洛老师写了这个批
语。 
注 2：国柱后来真的世译了“东风压倒西风”那一段讲话。 
 
* Venlo Fon(1901-1979）冯文洛。中国世界语运动前辈。曾任《中国报道》主编。
全国世协常务理事（1951）。《世界语中文大辞典》编者。 

----------------- 
§66.Wang Chongfang （是一个学者加实干家） 
☆ 为国柱《世界语诗词格律》所写的诗序 
INVITO 
al Esperanta Metriko de Guo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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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 libro eta--- verk' valora, 
frukto de l' fera diligento. 
Kun persisteco, en silento, 
al ĝi sin donis jun' aŭtora. 
 
Ĝin ŝatu do kun amo kora 
kaj legu vi, metrik-studento. 
Jen libro eta--- verk' valora, 
frukto de l' fera diligento. 
 
Klarigo kaj regul' rigora 
kondukos vin al vers-talento; 
lerninte ilin kun atento, 
vi eble iĝos bardo glora. 
 
Jen libro eta--- verk' valora 
(1982-07-16) 
 
☆2002-09 

Li estas tia esperantisto, kiel diris Prof. Cart, kiu scias nur fosadi sulkojn tute 
ne pensante pri la ricevo de premio. Verkante aŭ tradukante Esperante, li dronas 
en ĝojego kaj trovas nur plezurojn en sia laboro tute senprofita. Por li Esperanto 
estas tiel kara, ke ĝi jam fariĝis la sola konsolo dum lia vivo.  

Per sia absoluta sindonemo al Esperanto kaj per la tenaca persistemo en la 
tradukado de la majstra verkego li ja konstruas al si monumenton kaj faras sin 
tute inda je niaj elstaraj antaŭuloj kaj por ĉiam respektinda de niaj posteuloj.  
 
他正是卡尔特教授说过的那种世界语者, 只知道勤奋耕耘, 而丝毫没有想到

获奖. 当他用世界语写作和翻译的时候, 他沉浸在在巨大的欢乐之中, 从自己毫
无功利可言的工作中他只会感到快乐无比. 对他而言, 世界语是如此之珍爱, 世
界语已经成为他一生中唯一的安慰. 用自己对世界语绝对的奉献精神, 用在进行
这一宏篇巨著世译过程中所表现的坚韧和执著, 国柱给他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
碑, 使得他成为既无愧于先贤又值得后人永远尊敬的人。 
 
☆ 痛快淋漓，文如其人  
――读《“胡”说百集大全》有感  
王崇芳 2000.12.11 
  
在网上获悉，国柱兄的“胡”说已写满百篇；又悉，广州的绍基同志已把这

一百篇做成压缩文件，可供下载。“胡”说集的大部分篇章我虽已读过，但也漏

读了一些。为了全面细品这百篇“胡”说，也为了永久保存，我立即就去下载，

但不知什么缘固一连几天均未下载成功。情急之下，只好求助于绍基同志。感谢

绍基同志把百集大全用电子信函的附件形式及时发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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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国柱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神交，约二十后才得以相见，后来我们书信往

来，成为挚友。国柱是一位勤奋好学、富有献身精神的世界语者，他一生虽有不

少坎坷，但对世界语矢志不渝。他为人耿直，对朋友一片忠诚，对不良现象敢于

仗义执言。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对世界语和汉语都有很高的造诣，尤其擅长

诗歌创作和翻译，著作甚丰。他治学严谨，勤于思考，又注重资料的收集，是一

个学者加实干家。自我与国柱相识以来，我一直把他作为难得的知己。  
这两天我端坐在电脑前，再次拜读他的“胡”说集，读到精彩处便情不自禁

地赞叹不已，把我的老伴儿也吸引过来，和我一起坐在电脑前共读。当读到“保

尔名言”一文中的“即使碌碌无为，也决不虚度年华！”这句话时，她对我们学

习世界语和为世界语事业奋斗的执著，有了更深的理解。她还要我把她喜欢的几

篇打印出来，供她品读、收藏。  
国柱在百篇“胡”说中或谈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或谈自学世界语的刻苦过程

和为世界语事业奋斗的艰辛，或探讨世界语词语的用法和译法，或谈人生和做人

之道，或悼念亡友，或赋诗抒怀，以诗言志；题材多种多样，内容极为丰富。在

文章中他对朋友情真意切，对时弊和不良现象敢于直抒己见，对世运前途既忧虑，

又作充满信心的理性的思考。他文笔犀利，却又不乏幽默机智。他“胡”说得痛

快淋漓，我们读得也极为痛快。“胡”说集和它的作者的人品一样可贵，正所谓

文如其人。 
☆ "zjwcf"  2006-03-22 12:06 Re: gz:pri GZ noto67  
Kara Guozhu, 
你是一个极细心的人，过去的资料，世界语运动方面的，也包括私人之间的

信件和唱和的诗篇，你都珍藏着。你给我发来的我曾写过的短文和小诗，也勾起

了我对往昔的美好回忆。我接触世界语是在 1953 年，虽然比你早几年，但真正
认真学习，是在 1957 年，比你晚了一年。我也和你一样，从事世界语也已将近
了 50 年了。回顾过去，总觉得此生做成的事情还是太少了，与我的宏愿还有很
大的距离。正因为如此，我始终不敢懈怠，不敢让每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白白地

流失掉。我看重的只是今天需要做的和明天将要做的事。 
你五十年来所做的事，硕果累累，非我所能相比。我始终把追赶你作为我为

世界语工作的动力。虽然我们所做的事，范畴并不相同，但你的精神始终激励着

我。愿上天都能把健康赐予我们，你，我，成泰和其他和我们同龄的世界语同道

们，好让我们此生为世界语做尽可能多的事。 
王崇芳 
 
* Wang Chongfang（1936-）王崇芳，江苏省世协副理事长。全国世协理事。《汉
语世界语大词典》编者。 

----------------------- 
§67.Wawedino(坚定了我对世界语的信仰) 
☆ 2003-05-03 
胡国柱老师：  
您好，首先祝贺湖北世协第 8 届 HES 的成功举行。Hoikso《世界语 30 课》

的成功出版发行。  
多年来许多世界语者企盼的就是有一本全新的与当今时代相适应的课本，诚如

您所言，一本好的课本，就是一颗充满生命活力的绿色种子，她是世界语者的精

神动力和群体价值的体现。是宣传推广世界语的有离工具。当年，就是您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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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国际语的理想本质与前途》坚定了我对世界语的信仰，义无反顾地走上宣

传推广世界语的道路，成为一个虔诚的世界语者。就此而言，您及您的同事们为

中国世运所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许许多多新老世界语者会永远地记住你们、

感激你们! 
 
* Wawedino(1956-)王维东，世界语名 Vejduno,山西省世协副秘书长（1992）。 
--------------------- 
§68.Wei Guangliang(我尊重您的追求、您的作风！) 
☆ Estimata Sinjoro Hu, 
您的珍贵的信，我已收悉。 
这是黄石世界语协会首席创始人给我来的第一封信。黄石世运十八年来，由

高潮进入平静期。这里面纷纭变幻，错综复杂。作为您尝尽甜酸苦辣辛。哭笑都

不成，只得睥睨。 
我想人生有自己的追求。热情于事业，冷静看世界。倚权仗势，徒有虚名，

岂不腐败，遭人唾沫。但我们就要在这种世界里学会生存……我有个理念：国柱

老师创立的黄石世界语运动，不能在我们手上消失。 
我还写一句：我尊重您，您的追求、您的作风！ 
（—摘自 1997-12-02来信） 
 
* Wei Guangliang（1954-）魏光亮 。全国世协理事（1999），湖北世协常务理事
（2001-2005），黄石世协秘书长（1996-2003） 

-------------------- 
§69.Wei Shan （我赞赏国柱老师的为人，光明磊落，一身正气。） 
☆作者 [ weishan ] - 2004年 05月 17日 下午 3时 52分  
 
★ 支持国柱老师 浏览次数 [ 30 ]     
这两天很忙没有来上网。今天打开论坛真是大吃一惊。竟然有那么卑鄙无耻

的小人又在攻击国柱老师。我个人认为历史就是历史，是任何人也不能抹煞掉的。

古人亦云以史为鉴，只有敢于正视历史的人才是真勇士。不管对错，历史都是真

实的记录。国家档案尚有解密的时候，何况我们这点问题。关键是有些人不敢面

对历史，又不敢光明正大地站出来，所以只能象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见不得阳光。

偷偷地在暗地里嗷嗷叫上几声，多么委琐，多么可怜。他们自己对自己也没有信

心呀！可怜的鼠辈，为你们哀叹。 
我赞赏国柱老师的为人，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我和国柱老师相交已经 20 多
年了，对于湖北的事情我也了解一些。当年我们就曾经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共

同经过了世运的风风雨雨。现在我们的事业有了成绩，难道还不允许我们回顾一

下所走过的艰难里程么？我不同意有些人的观点，掩饰历史不是什么好事情。不

能把人们不学世界语归罪于世界语内部有争论，有斗争。共产党内也有斗争，可

是那并不影响许多人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终生。共产党也不讳言党内

的矛盾和斗争。矛盾和斗争是事实存在，不以你愿不愿意为转移。如果是因为怕

世界语内部有矛盾而不学习世界语，那样的人也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不批露

那些真实的事情，让人们进入世界语圈子后再知道这些事情，人家又会怎么看

呢？真正愿意成为世界语者的人是会正确看待这些事情的。我们不必为此过多担

忧。难道那些历史你能回避得了么？你不说它就不存在了么？有些事情在人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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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健在的时候搞清楚有好处。大家可以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为将来更好地工

作提供宝贵的经验。 
也许我的这番话又会得罪某些人使之不快，但是这些话我也是不吐不快。所以

还是要说。国柱老师不要生气也不要苦恼，人间自有公道在。只要我们光明正大，

就不怕那些魑魅魍魉。我相信历史是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结论的。 
 
* Wei Shan(1951-）韦 山，长春世协首任秘书长。国际世协 UEA会员（1982）。 
----------- 
§70.Wen Jingen 温晋根 (同为四海知音客) 
☆ 
昨日错蒙各位厚爱，赐宴庆贺生辰。席间有感而文思不敏未能成篇。归来凑成一

首，抄录如下，请指正。 
今日生辰气扬扬，欣逢高朋来四方。 
反宾为主殷勤甚，邀我名楼到利康。 
华筵初开争执手，心已陶然未进酒。 
同为四海知音客，虽是新识神交久。 
王公独修少出门，谢公辞讷论道深。 
后生每有立雪志，敢望一朝席间闻。 
座上更见神仙侣，与君多年同风雨。 
肝胆见识真超绝，能依大道身相许。 
壶杯未尽兴犹浓，国柱敏捷佳句成。 
一咏天惊秋雨骤，明日登程待好风。 
我无七步成诗才，欲寻章句待归来。 
咏罢急书托鸿雁，随君千里越江淮。 
见笑见笑！ 
晋根 
1988-08-16 
 
[注]1988年 8月，第 2届国际世界语科技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崇芳、国柱、成
泰、力源四家夫妇相约赴京欢聚。1988-08-15是温晋根四十岁生日，08-20 又
是成泰（四十九岁）生日。于是合起来庆祝。出席者除前面提到的外，还邀请

了曾禾尧，李玉萍，谢玉明，周流溪，侯志平，邹国相，祝学礼。温晋根这首

诗，大有唐人七言古风或乐府韵味。“王公”指王崇芳，“谢公”指谢玉明，此

二人是极少出门难得一见的。“神仙侣”指有四家的夫人参加。后来国柱和成

泰都写了答诗。 
 
★ 附：国柱诗歌《答晋根》 
（1988-09-09) 
Ne diru, ke mankas al vi verstalento. 
Alflugis jen via poem' per la vento 
facila. Mil dankojn! Intima amiko, 
kaj ankaŭ mi skribu pri l' kara momento. 
莫道君无七步才，鸿雁传书越江淮。 
华章拜读感厚谊，也寻章句凑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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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成泰诗歌《京华杂忆》 
（1988-09-10） 
小序：读国柱、文普等诗，效颦以解相思之苦，兼寄京师之友。 
 
相见时难别亦难，岂为京畿百花妍。恩师府上祝长寿，挚友家中道缠绵。 
红楼译稿惊绝世，渭北江东竞新篇。耕耘何计喜收获，淡泊只因憎趋炎。 
即兴吟咏云追月，七步成诗雨惊天。风骚统领仗主笔，世运振兴待红颜。 
游园访胜天将曙，述志论文夜更阑。利康就座难一聚，聊慰云树思经年。 
良辰堪忆寄彩照，灵犀尽点托竹笺。鸿雁惹来相思苦，清泪一掬奉君前。 
成泰 
1988年 9月 10日午后 
草成于中国第四个教师节 
 
* Wen Jingen (1948-) 温晋根。副译审。曾在中国报道社从事翻译工作（1987）。
编过《La Mondo世界》。后调《中国文学》社从事英语翻译。 

----- 
§71.Wu Changsheng(一生磊落，业绩突显。) 
☆读《国柱诗页》有感 
国柱诗页，本人获赠，永作留念，万分谢谢。 
国柱诗页，别开生面，形式新颖，独树一格。 
国柱诗页，花甲纪念，一生执着，志在绿野。 
国柱诗页，短小精炼。一生磊落，业绩突显。 
国柱诗页，美好情节，花甲述怀，似水流年。 
国柱诗页，体现绿缘。献身世运，绿星增艳。 
国柱诗页，感慨万千。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国柱诗页，贵在志坚。向您学习，多作奉献！ 
  吴长盛 1999年 1月 10日 于长沙 
 
* Wu Changsheng(1937-）吴长盛,高级工程师，长沙世界语者。湖南省世协副理
事长。全国世协理事（1999）。《老世界语者》主编（1985-）。  

----- 
§72.Wu Guosui （译著笔耕儒子牛） 
☆七律·贺国柱花甲 
（1998-02-03） 
坎坷岁月砥中流，四海名扬志未酬。浓墨饱含世界语，淡泊名利国事忧。 
诗词书画皆里手，译著笔耕儒子牛。且喜雄心仍未减，经史流传炳千秋。 
 
* Wu Guosui（1937-）吴国穗，广东人，国柱的同学、纺织业同行。 
--- 
§73.Xu Anhui(徐安惠,Ansa)， 
☆ 国柱和安沙 
（2006-04-08） 
入世至今廿六载，启蒙教诲欲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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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恐惶恐享天恩，柴神圣辰小女在。 
赤壁古城群英会，大师挥毫赐 Ansa； 
寄喻贤德多聪慧，励我后辈攀高台。 
注： 
1.初学世界语时我读的第一本教课书，是胡国柱老师著的《ABC de Esperanto》
入门。 

2.黄冈会议中，设有一生日茶会小会场。21 岁的我和柴门霍夫同生日。正是 12
月 15 日晚，国柱老师亲临并将我中文名“安惠”的“安”—An的音，“惠”
—Sagxa的意赐予世界语名 Ansa。 

-- 
★ 附：国柱的诗歌 
一九八八年柴诞为 Ansa（徐安惠）贺生日，在咖啡厅笑语喧哗。顾客惊奇，竟
不知 E者为初相识也。 

谁信今宵始面谋？ 
情真意美不胜收。 
爱友生辰传佳话， 
共度柴诞在黄州。 
 
* Xu Anhui(1967-)徐安惠,Ansa，湖北省世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2001-） 
--- 
§74.Xu Chengfu（不愧是世界语之国的顶梁柱（国柱）！） 
☆ Saluton! 
您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但我第一次见到您还是在 2000 年 8 月的常德会议，
有幸听了您所的有关报告，使我精神为之振奋，觉得很过瘾！由此可以看出您不

仅是位文化功底颇深、“超乎口是心非之上”的世界语学者，而且还是位世界语

运动的领导者和有真才实学的演说家。 
在这次广州会议期间，我又听了您多次的发言，并得到了您写的《“胡”说集》。

读罢该书，更使我对您肃然起敬！在当今物欲横流、虚假泛滥的现实中，您却能

固守这块绿地，不改初衷，敢干直面人生，说真话，永不疲倦地为 E 事业献身
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您真不愧是世界语之国的顶梁柱（国柱）！可惜，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像您这样正直而又执着的人实在太少了！ 
（—摘自 2003-02-16来信） 
* Xu Chengfu(徐承富)，湖南长沙世界语者。 
--- 
§75.Xu Jin(黄鹤楼头遇良师) 
☆感事呈胡国柱先生 
（2004-08-08） 
孤航学海何欲之？黄鹤楼头遇良师。 
尺素二篇终生益，汲水长思掘井时。 
徐晋沐手书（下钤章二枚） 
甲申年季夏 
--- 
★ 附：国柱答谢的诗歌 
复温州爱友徐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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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8-16）  
迷茫心海欲何之？柴门先贤是我师。 
绿星高照终生益，奋斗未有穷己时。 
国柱敬谢（钤章一枚） 
甲申季夏 黄鹤楼头 
 
* Xu Jin(1947-)徐 晋，温州世协副会长（1986）。浙江省世协理事。 
------------------------ 
§76.Xu Jinlin(中西合璧的) 
☆Estimata k-do Hu, 
Koran dankon pro via afabla letero kun tre belaj poemoj! 
拜读您的大作《水调歌头·“三大”归来》，使我无限欣慰。中国“EM”有了您
这样中西合璧的巨将，确实幸甚矣！ 

（—摘自 1995-08-10来信） 
 
★ 附：国柱的诗歌 
水调歌头·“三大”归来 
(1995-10-04) 
闭门译书久，何妨一壮游，千里良朋相约，‘三大’赴渝州。东西南北爱友，

远涉巴山蜀水，相逢在金秋。山城开幕罢，三峡再行舟。 
夔门雄，西陵险，巫峡幽。人生难得，几回同上岳阳楼。扑面洞庭风雨，千古

名言在耳：先天下之忧。哲人虽已远，见贤思悠悠。 
 
* Xu Jinlin(1939-）许金琳，湖南岳阳世界语协会理事长。 
--------------------- 
§77.Yang Haichun (有着深刻思辨的世界语思想家) 
☆“胡”说，胡说乎？* 
HU Parolas, cxu delire ? Mal ! * 
《“胡”说集》刚一上网，绍基兄便电话告知了我，并立即下载给我已经问世的

若干篇章。 
Kiam babiloj de s-ro HU Guozhu ekaperis februare sur interreto, s-ano Saŭkio tuj 

informis min telefone. Li eĉ donacis al mi kelkajn el tio elŝutigitajn desur la reto.首篇
名为“百发一中”。我读后便直感国柱先生日后必大有文章，轻松的文笔更不止

有百篇的文字了，如巴金《随想录》一样的文集将会出现。La unua babilo havis 
titolon "Cent fojoj pafis, jen unu trafis".Legante tion, mi instinkte sentis ke io grava 
okazas ĉe s-ro Guozhu, kaj ni povas atendi ke la nombro de la liberaj babiloj el lia 
sprita plumo certe superos 100 ! Se oni kolektos, libro simila al la Liberaj Penseroj de 
s-ro Bakin estas aperonta. 因为我十分了解国柱先生，只要给他一个可以发表关于
世界语无论哪一方面的论题的空间，他那颗对于世界语的一往情深的火热之心都

会跃然而出，更何况在有着高速公路连接的这广阔无垠的互联网上！Kial ? Ĉar mi 
konas s-ron Guozhu ja tro bone. Nur se oni liveros al li spacon por publike paroli pri 
Esperanto, je kies ĉia ajn flanko, lia verda koro kun arda amo al Esperanto certe 
elsaltos; do, por ne paroli pri la senlima interreto interligata per altrapidaj 
informo-ŝoseo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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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上的“胡”说增多，我发现这样的“胡”说真是不可多得。所涉及的内

容愈来愈广泛，Babiloj de s-ro Guozhu surrete kreskis pli kaj pli multaj kun tagoj. 
Kaj mi trovas ke tiaj maldeliraj babiloj estas vere malofte troveblaj. La enhavo de liaj 
babiloj etendis al pli kaj pli vastaj kampoj.从一般的仅仅是通常互通信息的生活记
录开始，逐渐“胡”说到关于世界语的翻译、研究、学术；世界语的历史、考证；

世界语界的历史或当代人物的评价；乃至奇闻轶事；Komence de ordinaraj 
informoj pri persona vivo, iom post iom pri la Esperanta traduk-arto, studo kaj 
esperantologio, esploroj pri historio de Esperanto, komentoj pri personoj forpasintaj 
aux vivantaj en esperantista rondo kaj kuriozaj anekdotoj en Esperanto-movado, 对于
世界语友人们的真挚的深厚的友情，对世界语界发生的种种现象的嬉笑怒骂般的

赞许或批评。legiĝas lia sincera kaj profunda amikeco al la esperantistaj amikoj, kaj 
ankaŭ aplaŭdoj, kritikoj pri diversaj fenomenoj en Esperanta rondo, kiujn li verŝis 
verŝajne ŝerce, moke, kolere aŭ skurĝe.他的这些“胡”说，其题材之广泛，随手拈
来，纵横裨阖，内容涉及世界语的方方面面，不一而足。Temoj de liaj babiloj estas 
vastaj, laŭŝajne kvazaŭ senpripense alprenataj kaj libere galopaj, tuŝantaj multajn 
flankojn de Esperanto. 文章大多都不长，文笔且轻松活跃，问题所谈准确有力，
内涵开掘相当深刻，不仅给读者许多关于世界语方面的知识，更引起读者对篇章

所谈及的所有事情的思考。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关于世界语的一部力作。Liaj 
babiloj verkiĝis plejofte mallongaj, en leĝera kaj vigla stilo. Trakto pri problemoj 
estas trafa kaj forta, dum la enhavo fosiĝis tre profunda. Do, tia verko ne nur donas al 
legantoj multajn sciojn pri Esperanto, sed ankaŭ vekis pripensojn de legantoj pri la 
diskutataj aferoj. Ĝi ja estas solida verko pri Esperanto, rara kaj kara dum lastaj jaroj. 
众所周知，国柱先生数十年来勤奋治学，有着极深的世界语学术造诣，著译甚

丰。他翻译了不少我国古代的诗词作品，散文，笔记小说等，尤其是《聊斋志异》

的翻译，更是世界语文学中的一块丰碑，他对于世界语文学作出了相当成功的贡

献，为我国不可多得的世界语学者。Kiel konate, s-ro Guozhu dum jardekoj diligente 
studis Esperanton kaj akiris tre altan kulturitecon de esperantologio. Li verkis kaj 
tradukis grandkvante. Li elĉinigis multajn verkojn de ĉinaj antikvaj poezio, prozo, 
notoj-rakontoj, precipe tiun de la fama novelaro Strangaĵoj de Liaozhai en kompleta 
teksto estas monumento por Esperanta literaturo. Li faris sufiĉe sukcesajn kontribuojn 
al Esperanta literaturo, kaj merite viciĝis inter eminentaj esperantistaj eruditoj de 
Ĉinio. 我还认为他同时是一位对我们事业有着深刻思辨的世界语思想家。他的
《“胡”说集》是一个有力最好的佐证。Sed samtempe mi volas aserti, ke, miaopinie, 
li ankaŭ estas Esperantista pensulo kun profunda konsidero pri nia afero, kaj la 
kolekto de liaj babiloj HU Parolas Maldelire ja estas plej aŭtentika forta pruvo.“胡”
说，“胡”说乎？HU parolas, cxu delire ? Mal ! 绝大多数读过《“胡”说集》的人
都十分明了他的“胡”说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他数十年来热心于世界语事业的最

可宝贵的厚积而薄发的心语。 Plejparto da legintoj de liaj babiloj ĉiuj bone konas 
ties valoron kaj signifon. Tio estas la plej karaj kor-vortoj kiujn li ŝprucigis post 
jardekoj da akumulado de fervora sinofero.他的“胡”说已经引发了许多对我们事
业怀有热情的人们的深思和共鸣，也必将引起将来每一位读他这本随笔的人们的

深思和共鸣。Liaj babiloj jam vekis profundan mediton kaj simpatian eĥon de multaj  
homoj entuziasmaj por nia afero, kaj certe  ankaŭ vekos profundan mediton kaj 
simpatian eĥon de ĉiuj legantoj de tiu ĉi lia ese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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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样的“胡”说值得赞许，应该有更多的这样的“胡”说，没有对世

界语事业的执著的热爱和追求，没有对于我国世界语运动高度的责任感，是不会

写出如此之多，一发而不可收，不断的涌如潮水般的文字的。Mi opinias ke tia 
(mal)delira babilado estas aprobinda. Necesas aperi pli multe da tiaj (mal)deliraj 
babiloj. Sen arda amo al kaj persistema strebado por la afero de Esperanto, sen alta 
devkonscienco pri ĉina Esperanto-movado, neniu povus verki tiel multe, tiel ne 
sindeteneble kaj tiel sencxese kiel impetaj tajdoj. 
大概是鲁迅先生说过水管里流出的是水，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所有熟

悉和认识他的世界语同仁们都十分了解并深知国柱先生一直执著地、永不回头

的、将自己所有精力都无私奉献给世界语事业，是一个绝对的非功利的世界语者。

Verŝajne s-ro Lusin diris ke el akvotubo fluis nur akvo dum el vejno elfluis sango. 
Ĉiuj s-anoj, kiuj bone konis kaj rilatis s-ron Guozhu, ĉiuj komprenas kaj profunde 
scias lian konduton ĉiam obstine, senegoisme, neniam regrese dediĉi ĉiom da siaj 
energioj al la afero de Esperanto. Li ja estas esperantisto absolute senutilisma. 
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愤世嫉俗是他的正直品性；他严谨的治学作风，以及可

敬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每一位和他相识相交的世界语者；Kun klara distingo inter 
amo kaj malamo, prenante malbonon kiel malamikon, li havas honestan karakteron 
indigni kontraŭ ĉia fimoro de la socio. Lia serioza stilo en lernado kaj studo, lia 
estiminda personeco alloge inspiras ĉiujn esperantistojn, kiuj amikiĝis aux konatiĝis 
kun li. 文如其人，他的文字功力力透纸背，感人至深，使他的一颗世界语的赤心
跃然于网上而历历在目，清晰明鉴，令人敬仰。Kia homo, tia verko. La forto de lia 
verko ja penetras tra la papero kaj ege emociigas, tiel ke montriĝas lia arda 
esperantista koro batanta sur la reto, klare videbla, vokanta respekton. 
“胡”说的真话在于明世，这样的“胡”说真是不可多得。“胡”说伴之以思

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真的希望，为了我们每人所钟爱的世界语事业，这

样的“胡”说应当多多，这样的“胡”说应当继续下去……La veraj vortoj de la 
(mal)deliraj babiloj potencas per bona kono pri la mondo. Tiaj  (mal)deliraj babiloj 
estas vere malofte videblaj. (Mal)deliraj babiloj akompanas meditadon. Nature, ĉiuj 
legantoj povas kompreni laŭ sia percepto. Tamen, mi sincere esperas, ke, por la afero 
de Esperanto amata de ni ĉiuj, tiaj (mal)deliraj babiloj aperu ankoraŭ pli multe, kaj tia 
(mal)delira babilado estu daŭrigota…… 
Haiĉjo 2000-11-01白云山下 ĉe la Blanknuba Monto. Kantono. 
*Noto: Jen estas postparolo verkita de Haiĉjo por la kolekto de (Mal)deliraj Babiloj 

n-ro 1-100. La titolo en la ĉina lingvo ja koloras vortlude: ĝi prononcas kiel "hu 
shuo, hu shuo hu ?" . Ĉar s-ro Guozhu havas familian nomon HU, sekve la 
ideogramoj “胡 hu说 shuo” signifas kaj "HU parolas" kaj "deliraĵo" . Nia poeto 
Lu Jixin inventis la vortduon " humora parolado / HU-mora parolado".  

 
* Yang Haichun(1945-)杨海春，笔名 Haiĉjo。安徽省世协副会长。淮南世协理事
长（1980）。广东省世协副理事长（2002-）。 

 
---------------- 
§78.Yu Jianchao（一位老世界语者的多年来的世语情结） 
☆ 国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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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打开信箱，都有您的新作，深为您的笔耕不辍感佩。在办公室没有更
多的时间阅读，好在打印方便，带回家，晚上睡觉以前细细品读，实在觉得自己

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世界语者。当年鲁迅时代曾经有过“主义”之类的辩论，我

觉得中国的世界语者们应该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也来一些辩论，大约会让自己

的认识丰富起来，而不应该总停留在一般的学习和使用的水平上，在这方面，我

的同事杭军做了一些工作。 
  感谢您寄来了《“胡”说集》， 使我的枕边又多了一本百读不厌的好书。 我
能从中触摸到一位老世界语者的多年来的世语情结，和对中国世运的关注，以及

“学究式”（请原谅我使用这个字眼， 因为我喜欢这种）的侃侃而谈，而且谈的
都是我熟悉的人或者人不熟悉而名却不陌生的事情。 更另我惊诧的是在书的后
半部分我读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只有那末几行字！ 

 在最近的一个件里您提到了戚建，他曾在这之前与我联系，说是要到北京来，
但是目前我仍然没有见到他的踪影， 我们也是十多年的老朋友。……得知〈“胡”
说集〉是他倾力相助，十分感动，中国世界语运动应该为他嘉奖！ 
年底工作很忙，其中与 UEA 主席 CORRSETTI 约了一个新年讲话，将在元

月二日摘播，作为新年特别节目奉献给我们的听众。为了做节目我把讲话汉译了， 
但是除了语言方面的问题之外，我发现一个问题，在您的书中提到过，那就是对

于世界语的了解， 我虽然曾读过〈世界语史〉（E. PRIVAT），但对于以后的世界
语史的方面的了解甚少，我号称中国世界语专业工作者，却对自己的专业并不太

了解，这是我的悲剧，大概也是一部分中国世界语者的悲剧。您的集子多少可以

为我补充这方面太多的缺憾。 
 不知国柱老师是否也计划象陈原老一样每年都出一本集子，那将会是我们晚

辈们的一大幸事。 
    SANON，FELIĈON，PROSPERON KAJ SUKCESON。 
    于建超 
2001-12-28 
 
* Yu Jianchao（1956-）于健超，副译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RI世界语部主任。
全国世协常务理事。 

--------------------- 
§79.Yu Zili(友朋多赞词) 
☆ 
十四行歌·赠国柱 Soneto 
 
国柱花甲子，Al Guozhu la jubileulo 
庆贺我来迟。venas mi kiel malfruanto. 
举笔未敢书，Antaŭ alies bona kanto, 
前头有佳诗。hezitas mi pri la gratulo. 
 
歌功无须我，Ne plu mia laŭr-akumulo, 
友朋多赞词。ĉar li laŭdatas jam en kvanto, 
纺织赤子心，kiel ekspert' de Esperanto, 
世语尊大师。tiel tekstila talent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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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画意在，Restas nun am' al poezio 
友谊长相思。kaj nia amikec' sublima. 
何以桃报李，Repagi devas mi, per kio? 
 
长歌念故知。nur ĉi soneto tie intima. 
携手至耄耋，Man-en-mane en harmonio 
共度晚秋时。ni vivu ĝis oldaĝ' senlima! 
[余自立贺]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 
 
* Yu Zili(1936-)余自立，国柱的同窗、文友、诗友。 
 
§80. Yuan Zegao 
国柱魂--感动世界语 Verdkoreco de Guozhu---Kortusxo al Esperanto 
                     （纪念胡国柱先生从事世界语学习、活动 50周年） 
--- Omaĝe al la Ora Jubileo de Esperantisteco de S-ro Hu Guozhu 
     

  50年前，当您一接触世界语那一刹那，您的思维本能就决定了您的命运注
定了您的绿色梦想将永远萦绕在您的心头；Antaŭ 50 jaroj, je la unua momento 
kiam vi ekkontaktis kun Esperanto, via mensa instinko jam difinis vian sorton ke la 
verda revo cxiam ardas en vi koro. 
从您开始播下第一粒绿色的种子起，您就预知千万颗硕果将在今天丰收； 

Ekde la momento kiam vi semis la unuan verdan semon, vi jam antauxsciis pri la 
abunda rikolto de miloj da fekundaj fruktoj venos hodiaux. 
您是播种者，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Vi estas semanto, kiu dissemis la semojn de Espero norden kaj suden trans la 
Riveroj tra la tuta Cxinio. 
您是耕耘者，孜孜不倦地在绿色的田野里拼搏着； 
Vi estas kultivisto, kiu sen lace kulturis en la verda kamparo. 
您聪明过人，自学成材。您的第一只《黄鹤》如今与《聊斋志异》的四百多人

仙一起飘洋过海去传播古老的中华文明； 
Vi havas elstaran inteligento, ke vi posedas Esperanton dank' al via propra 

memlernado. Nun, via unua Flava Gruo kune kun la pli-ol-400 feoj de la Strangajxoj 
de Liaozhai sxvebe flugas trans oceanoj por diskonigi la antikvan kulturon de Cxinio. 
您认真努力，从初级课本、诗词格律到文学诗歌样样精通； 

Vi penis diligente, lertas pri multo, de la Elementa Lernolibro, Esperanta Mtriko, 
gxis literaturo, poezio. 
您对每一次例会、每一次活动每一堂课程都一丝不苟； 

En cxiu kunsido, cxiu aktivado, cxiu leciono de Esp-istoj, vi impresas al ni cxiam 
per atentemo 
您治学严谨，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文笔犀利；对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轻易放过。

对每一句词语都反复推敲，惟恐误人。 
Vi studas kun diskreteco, talento, erudicio. Vi verkas per akra vido, zorgema pri cxiu 

detalo, forgxo pri cxiu vorto, frazo, por eviti cxiun eventualan damagxon al legantoj. 
您秉直为人、刚正不阿，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即使是权威学者也毫不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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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kondutas honesta, bonvirtema kaj severa kontraux cxia fia furoro, ecx frante al 
auxtoritatulo. 
而在对待求学者，您又谆谆教导、为人善良，平和谦逊 ； 
Dume vi estas afabla, bonkora, kompleza kaj helpema al cxiuj lernantoj de nia lingvo. 
您德高望重，几十年如一日的追求和献身，在半个世纪的世界语学习中，您为

世界语奉献出了您的青春才华、健康钱财和家庭幸福。 
Pro via nobla karaktero vi gxuas altan prestigxon. Dum duona jarcento vi laboris 

por Esperanto sindoneme, dedicxinte vian junecon, latenton, sanon, monon kaj 
familian felicxon. 
您是平凡之人，却机智过人在平凡中显露出智者的风范； 
Vi estas homo ordinara, sed kun sprito senkompara. Vi estas sagxulo sub cxapo de 

kampulo. 
《但丁》的神曲也在为您这位来自中国的、亚洲的、Unua评委、考官歌唱。 

Ankaux la Dia Komedio kantas por vi, la unua ekzamenanto en Internacia 
Ekzameno venanta el Azio. 
今天，我，您的弟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同所有的世界语者一道祝贺您，

赞美您、歌颂您。 
Hodiaux mi, kiel via lernato, en tiu cxi speciala jubilea tago, kune kun cxiuj 

samideanoj esprimas al vi korajn gratulon, lauxdon kaj admiron. 
哦，不！其实，这些美丽的词汇、真诚的感谢和对您尊重以及这些丰硕的成果，

是您，在 50年的岁月中，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Ah, ne! Fakte tiuj belaj vortoj, sinceraj dankoj kaj respektoj al viaj fekundaj fruktoj 

cxiuj devenis kiel la verdaj spuroj faritaj de viaj pasxoj dum 50 jaroj. 
在这 50 年的历史长河中，是您，用您的智慧、聪明才智和辛勤耕耘的汗水所
取得的成就，亲手为自己建立了一座伟大的绿色丰碑。 

En la longa fluo de historio, dum 50 jaroj vi ja konstruis propramane, per viaj sagxo, 
inteligento, senlaca laborado, grandan verdan monumenton. 
您是一个知名的世界语品牌！ 
Vi farigxis fama Esperanto-marko! 
如今，这些您当年亲自播下的第一批种子，正在茁壮成长。 
Nun forte kreskas la verdaj semoj kiujn vi persone dissemis siatempe antaux jardekoj. 
我们为有您这位良师益友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Ni sentas fieron ke ni felicxe havas vin nian mentoron! 
春播秋收，在这丰收之年，您播下的种子、您辛勤耕耘所结下的丰硕成果，当

然是由您来收获。 
Printempo semis, auxtuno rikoltis. En tiu cxi jaro, nature vi mem rikoltas la 

fekundajn fruktojn el la semoj kiujn vi diligente semis siatempe. 
50年后的今天，您用您的那份执着精神、您的胸怀和对我国世界语事业无私的
奉献的高度责任感，感动了我们！感动了世界语！ 

Hodiau, okaze de la 50-jarigxo de via esperantisteco, per via fidela persistemo, via 
granda animo, sindona dedicxo al kaj nobla respondeco pri la cxina 
Esperanto-movado, vi vere kortusxas nin, kortusxas Esperanton! 
谢谢您 Guozhu！谢谢您 Miĉino！您正直的中国心，注定了您是中国人民的儿
子、是世界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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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an dankon, Guozhu! Koran dankon al vi, Micxino. Kun pia kaj honesta Cxina 
Koro, vi destinite estas la filo de la cxina popolo, estas la Sinjoro Esperanto!  
 
                                       袁泽高  2006.04.08日 写于黄石 
                                       Yuan Zegao. 2006-04-08. Huangshi.  
 
    附注：[笔者 1980年初在国柱先生在黄石市开办的第一期世界语讲习班学习
过。由于笨拙，在学习上没少让国拄先生操心。后来回到湖北师范大学开办了

世界语学习班，并创办了世界语油印小报《青山湖》。这期间得到国柱先生很

大的帮助和指导。后来在函授班、和《新花》小报工作了一段时间。81 年在
黄石召开的湖北省的年会，后来改为学术座谈会。还进行了庐山的旅游等活动，

会后，我亲自将会议的“文件汇编”、和“地址集”印刷完毕。这段时间我是

亲自见正了国柱先生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过人的组织能力、处理突发事件的能

力的。后来我随着经济大潮进入了经济领域，从事证券分析和股票操盘手的工

作。这一分手竟然有十数年之久。世界语也忘记了差不多了。大约是在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中期，黄石世界语协会改选，魏光亮同志出任理事长。他费了很多

周折找到我，要我回来协助他的工作。在他的诚意感召下，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随后在我的证券公司办公室、我的家里开始了世界语的学习和活动。（关于‘我

的家与世界语’我写有专门文章）。接后来制定了‘三地方针’和‘三力方针’，

以及开展的轰动世界的世纪之交的‘亚欧大陆桥’徒步活动，和每月 3.6.9 日
固定的例会。这个附注说明了黄石世界语协会成立 25 年来，黄石世界语者秉
承了国柱先生的敢于创新的精神，创造了许多创举。笔者由于琐事繁杂，学习

时间世界语太少，语言能力较差，今后准备找点资料，抽空从头学起。希望各

位老师和朋友给予我帮助。借此机会感谢所有的老师和朋友们。谢谢你们过去、

现在和将要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 
                                                                             
袁泽高 2006.04.08日又笔与黄石 

--------------------- 
§81.Zensto（你们的工作值得致敬） 
 
☆ 1981年 7月 29日在庐山为国柱纪念册题词 
Via laboro estas salutinda. 
Mi deziras al vi bonan sanon kaj brilan sukceson! 
Zensto 
julio 29 '81 
ĉe la Gaja Adiaŭa kunveno 
 
★ 附：历史背景说明 

1981年 7月 25/26日，湖北省世协在黄石举办第二届世界语学术讨论会。这次
会议的中文名称原为“湖北省世界语协会一九八一年年会”，世界语名称为 La 2-a 
Uko-eska Kunlogxado ，缩写为 la 2-a UK de HEA，俗称小 UK。会议时间选定在
7 月 25 日，一是与第 66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UK 重合，二是为了纪念十八年前
（1963-07-25）陈毅副总理首创在中国开一次UK的豪迈设想。目的是想促成早
日实现陈毅副总理的宏愿。由于这是中国世运有史以来全国世界语者第一次大聚



 72

会，因此受到各地世界语团体和世界语者的热烈欢迎。报名者非常踊跃，有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的 1054人之多。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政治气候乍暖还寒。这次会
议受到干扰，出现了事先没有料到的情况和曲折。直到今天，北京出版的中国世

运史仍然佯装看不见这次会议。陈世德前辈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大会闭幕时为

国柱题写了这一段话 Via laboro estas salutinda.充分肯定了这次空前纪录的会议。 
参看国柱所写的系列文章《湖北世运史简介之七·黄石盛会建奇勋》题诗： 
 
黄石盛会建奇勋， Ĉinaj esperantistoj ne forgesis 
世语国度留美名。 kiam la unuan fojon kongresis 
空前纪录任褒贬， en Esperantujo; en urbo Huangshi; 
自有绿心作定评。 la justa verda koro tiel pesis 
 
* Zensto（1905-1995）陈世德，中国世运前辈。全国世协理事和名誉理事。江苏
省世协理事长（1980）。 

------------------ 
§82.张 玲（提携后人，高风亮节） 
☆ 
胡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相助，您如此之快地给我回信，我有两点感受： 
一是您搁下手中的要事来助我，提携后人，高风亮节。 
二是您的世界语水平同中文水平一样高，提笔就可创作，令学生甚为钦佩。 
仅一个“谢”字，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我会邮一张光盘给您。 
 
您的学生：张玲 
<katalinaamiko@hotmail.com> 
（—摘自 2004.6.19 12:33来电） 
-------------------- 
§83.Zhang Linrui(的确一生热忱于 E事业) 
☆1999-05-24 
Kara s-ano Guozhu: 
非常谢谢寄来的“Pagxo de Guozhu”，我不会唱和，只能补祝您的华诞！健康
长寿，万事如意！ 
您除了在诗上有巨大的成就，全译《聊斋》也是功不可没的。当然在 E宣传、
教育、推广上也是成绩巨大的。的确一生热忱于 E 事业的！令人敬佩，向您学
习！ 
光阴实在流失得太快了！转瞬间我们也步入耄耋之年了！还是一句话：世界

语还得“细水长流”，永远永远地流水不断！ 
祝  全家幸福！ 
Sincere via 
L.R.Zhang 
 
* Zhang Linrui(1924-2001）张麟瑞，常熟老世界语者。全国世协名誉理事, 江苏
省世协理事（1983）。《Verda Lampiro 绿萤》编者。 

mailto:<katalinaamiko@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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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Zhang Ping 张平等 8人（支撑着中国世运的一方天地） 
☆胡国柱老师，您好！ 
你寄给伍登祥老师的信及你为祝福自己生日而编的《国柱诗页》，我们都曾一

一拜读。为你六十年如一日耕耘于世园的精神而钦佩。为你诸多愿望还未能实现

而感慨。也为中国世运的现状而无奈。 
在中国，像你们这一辈世界语者有着独特的人生经历。你们因世界语而有过坎

坷、受过磨难。但时至今日，你们仍以自己年迈的身躯、不老的精神，支撑着中

国世运的一方天地。这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受你及老一辈世界语者的影响，我们成都的世界语者一直在坚持活动。今天又

是我们的活动日。我们签下自己的名字，为你的生日道一声晚来的祝福，并祝愿

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成都世界语者：伍登祥，周长丽，程万宽，付先沛，蔡守植，李笃恭，孙仁黎，

张平。 
1998-12-12 
 
* Zhang Ping 张 平，成都世界语者。四川省世协秘书长。 
---------------------- 
§85.Zhang Xuesong(我在黄石打工时曾拜访了胡老师) 
☆ 
作者 [ 张雪松  ] - 2003年 09月 20日 下午 8时 15分  
  
★ Re: 再答柏泉 浏览次数 [ 9 ]        
  

 看了大家谈出书的贴子，我也想谈点个人看法。 
 
首先，我不赞同胡老师和王老师坚持要在国内出书的观点。大家用世界语来

翻译、写作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丰富世界语文化。文化是不应该受国度限制

的，尤其是世界语文化。我很敬重二老的民族自尊心，但面对现实，我们世界语

者更应该站在世界语的国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只要能丰富世界语文化，只要能以

世界语为载体传播我华夏文化，书，在哪里出都是一样。 
 

 1994年我在黄石打工，曾拜访了胡老师，当时胡老师正译《聊斋》，已尽尾声，
我有幸成为第一个目睹胡老《聊斋》手译稿的世界语者。从那厚厚一摞一笔笔工

整誊写、一卷卷精心装订的手稿中可以看出，胡老师治学是何等的严谨，为《聊

斋》的世译付出了多大的心血！而当时胡老师所在的黄石棉纺厂已十分的不景气，

老两口的退休金加在一起也不足 500元，生活尚难维持，又何谈出书？十年过去
了，《聊斋》仍未能完整的与读者见面，能不让人心酸？ 
 

 国内世界语发展的现状决定了世界语书籍在国内不可能成为畅销书，往国外
销售吧，渠道不畅，而且时间漫长。出版商自然是不会做这种亏本生意的。自费

出版吧，光是书号就要一、两万。人家出版社也有理呀，他们老老少少一大邦子

人，就只望着每年这有限的书号来养活呢。咱们世界语者，大多是无产阶级，贫

下中农，既使咬牙买下书号，又哪里筹钱去印呢？所以我们要正视现实，外国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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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愿帮忙，就让他们出，都是为了世界语事业嘛。如果让书稿躺在书斋里，就什

么作用也发挥不了啦。 
 

 我们幸运的是，胡老师近年来热衷于电子书的出版，王老师也热心于网上贴
稿，使大家能欣赏到二老的杰作。但电脑上的东西毕竟没有书本上的阅读和使用

方便，所以我们还是要多方努力，尽量出版。国外好象有些基金组织可以资助，

我们可以了解了解，加强勾通，争取资助。国内的社联、科协等部门也有一此项

目资金可以申请，我们应该关注。 
 
范柏泉先生介绍的出书方法很好。我就收到一些国外朋友寄来的以这种方式

出版的书刊，有的拥有国际刊号，却是复印出版。以王老师的词典来说，翻译爱

好者非常需要，但目前的需求量估计不会太大。他是用方正排版，实在联系不好

出版社的话，以这种方法印是能省下不少钱的。那位朋友能帮联系提供印刷，当

是功德无量。书号方面，香港的便宜些，也许李仁芝女士能提供方便？ 
 
    个人看法，敬请大家批评。冒犯二位老师之处，还请海涵。 
    ——张雪松 
2003-09-20 ptm 8:10 
 
* 张雪松。河南信阳世界语者。《Tefloro 茶花》网主编 
------------------------------ 
§86.Zhao Guangzhou （很喜欢您的文字风格） 
☆ 
胡老师：您好！ 
《老子》的世界语译本已经收到，谢谢您。 
 
据我的试验经验，幼儿背诵古代经典丝毫不费力，只要家长明确提出要求，告

诉他“一天背诵两章”即可。他自然尽心竭力去背，一点不偷懒，并且一旦上路

后，他也熟悉了古人用语的套路，很顺利的。现在好了，可以让孩子通过世界语

背诵《老子》，但愿他能用囫囵吞枣的办法，尽数吸收到肚子里，等长大以后会

发酵的。 
 
您的《胡说集》，几乎每篇必看。很喜欢您的文字风格，言之有物，有感而发，

总能捕捉到最细微的情感变化。与石成太的风格相映照，一个细腻与激情并在，

另一个辛辣与智慧交融，煞是两道靓丽的风景线。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您们

二位，以前只是在杂志上识得大名。记得八十年代初期，《la mondo》办的还有
些摸样时，我就经常能见到二位的文字。当时尚年幼，不知您两位英雄出自何处，

只记住了两个响亮的名字。至“五大”会场，方知两位一南一北，一个喜米，一

位吃面，自然风格迥异，前后登场演讲，语出四座皆惊。 
遵您嘱，我会细细思量，逐字品味您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然后将我心中的思绪

与感触“实话实说”一把，报告胡老师。 
祝：春节好！ 
国家行政学院 赵广周 
2004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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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o Guangzhou(赵广周)，北京世界语者。 
 
§87.Zhu Xingqi（平易的人品、正直的人格） 
☆ 虽于微小之处，使我受益终生 
 
---记与胡国柱先生难忘的第一次见面 
 
今年是胡国柱先生研究和运用世界语五十周年。五十年来胡国柱先生以他对世

界语的执著精神、卓越的建树蜚声于中外，而真正令我折服的却是他的平易的人

品、正直的人格。这就是我与他第一次见面就感受到而且终生难忘的。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个夏日，我到黄石探亲，就想拜访仰慕已久的胡国

柱先生，然而我又有所顾虑。那时我还是一个建筑工人，学历仅初中，家境贫寒， 
衣着自然十分寒酸。而胡先生已是知名的老世界语学者，又是颇有身份的工程

师。又听说他在单位不太多与人交往，似乎傲气得很。若冒昧造访，万一被轻视， 
岂不是进也不是出也不是。我虽年轻，也有三十多岁了，脸面多少还得顾惜点，

退堂鼓几乎敲了起来。可又一想，若胡先生是那种世俗之人，岂不是与世界语的 
宗旨不符？万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既然仰慕已久，不拜访确又心有不甘。 
 
为谨慎起见，我没让亲友陪同，只身前往，万一遇到尴尬，那也只自知。于是

鼓起勇气，一路询问到了公园路 50/34号。 
 
一切担心、顾虑都是多余的。胡先生正好一人在家。他像遇到老朋友一样，十

分热情地把我迎进门，使我一下子与他亲近了许多。他亲自为我倒水端茶，使我

拘束之感一扫而光。我为我的糊涂想法十分惭愧。两手空空地登门感到有点难为

情。胡先生因我空手登门竟十分高兴，连声称道：这样好，这样好，君子之交淡

于水，世界语者之间不要搞得那么俗气。接着取来一个硬抄本，打开翻过写过的

张页，仔细地记录了我的姓名、地址、来访日期时间。 
 
我正感到好奇，胡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这本子上记载着每一个来访者及其

访问的日期时间，要作为珍贵的资料保存起来。这着实使我激动不已。我乃一微

不足道的平民，一个小小的建筑工人，与对面平起平坐的胡先生相比，什么人物

都算不上，更不用说他本子上记载的那些知名人士，那些大人物。可他竟郑重其

事地认真将我也记录其中。这使我感到自己也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存在着。我们之

间没有人格的距离，只有水平的差异。世界语者之间是真正平等的。在胡先生的

眼中只有世界语者这一身份，而没有什么上等人和平民之分。我扪心自问：我所

打听到的关于胡先生的那些信息难道都是虚假的？突然，我脑中闪亮起来：“君

子之交淡于水”“不可俗气”等话语与眼前胡先生热情平易的接待以及他手中那

个抄本串联起来不正是表明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

胡先生不就是这么一个身有傲骨而无傲气的坦荡君子么？记录来访者看似微小

之事，但却能体现做学问的学者严谨的风范。学问和经验是积累起来的，小处着

手源自于大处着眼。若不是胡先生还要上班工作，我真想呆在那里不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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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虽然短暂，胡先生对我既未讲大道理，也没讲出什么惊人之语。然而就是

他的这些细微之处，使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也给予我一种学习的方法，不

仅使我在以后的道路上成为工作骨干，也使我成为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在“下

海”之后，也结识了真朋友，远离那些狡诈的小人。真诚地待人，挺着腰杆做人。 
 
我为能有胡国柱先生这样的良师益友而自豪！ 
(2006-03-12) 
 
Zhu Xingqi 朱兴启。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2001-） 
-------------------- 
§88. Zhuang Qixiong 
作者 [ 庄企雄 ] - 2006年 03月 29日 上午 10时 46分  
★ 热烈祝贺胡国柱老师从事世界语工作５０周年！ 浏览次数 [ 16 ]     
 
绿心芬芳贺国柱 
 
欣闻我国德高望重的胡国柱老师从事世界语工作５０周年，我不禁心潮澎湃，

感慨万千！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当年在刘鸿元老师家第一次见到黄石市世界语

协会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世界语诗词格律》的情景。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晚上，我刚自学完李威伦主编的《世界语读本》第二册，

就到刘老师家向他借几本世界语杂志或书作为课外阅。当时，在琳琅满目的书架

上，我一眼看到了夹在中间的《世界语诗词格律》那本书，刘老师随手把她递给

了我。我粗略浏览几页，不知道是什么神秘力量，我竟然对她爱不释手，高高兴

兴地借回家，破天荒地把整本书复印了下来，不仅放在案头随时查阅，而且一连

几个月通读了数遍。每当夜深人静，我就轻声地朗读书中的范文经句，刹那间内

心所有的理想困惑和生活烦恼，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二十多年来，这本书的复印本时刻伴随着我，给我的世界语生活带了无限的快

乐，更使我心中的世界语国度充满着灿烂的阳光。而我的脑海里也经常会萦绕着

这样一个愿望：要是哪一天能见到这本书的作者，那该有多么的幸福啊！ 
在漫长的岁月里，无论在世界语书籍、杂志里，还是在因特网上，只要我一见

到胡国柱老师的大名，我就会倍感亲切，一种深深的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 
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在 2004 年北京国际世界语大会的闭幕式那天，我奇迹
般地见到了朝思蓦想的胡国柱老师，而且他就坐在我的身边。我们俩一见如故，

开怀地交流着世界语的学习经验。他那亲切的教诲、爽朗的笑声和那平易近人的

英姿，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 2006年 1月 25日，我第一次按中国词牌《调笑令》填写的世界语习作发
表在《绿网》的论坛上，胡老师高兴地阅读了我的习作，发帖称赞这是“中国世

界语者值得祝贺的成果”，并热情指导和殷切鼓励我取得更大的成功。 
你会想象得到，我是多么的喜悦啊！今天，在庆祝胡国柱老师从事世界语工作

５０周年的大好日子里，我首先要向胡国柱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其次，我要以

一位忠诚的南京世界语者的名义，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最后，让我用一首《水调歌头＊绿心芬芳贺国柱》世界语诗词来再次表达我对

胡国柱老师的敬意，并真诚地祝愿这位世界语国度的中流砥柱——绿心不老，青

春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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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g Qixiong 
 
Gratulon al Estimata Sinjoro Guozhu 
por lia jubilea 50a esperantistiĝo 
----laŭ ĉinesko Shuidiaogetou 
 
Sema printempo,  
sezono flora. 
Kun rideto venas 
jubile' ora. 
Vi laboras pene 
por Esperantismo 
ankoraŭ glora. 
Mi salutas Vin! 
Simbol’ verd-kora! 
 
Metriko 
Sopira, 
Valora. 
Min instigas 
kopio kar-memora. 
Vi tenas cxineskon 
senlace kaj firme. 
Kiel honora! 
Ni lernu de Vi! 
Viv’ bon-odora!  
 
2006-3-27 
=========================================== 
 
作者 [ 同志 ] - 2006年 04月 11日 下午 5时 19分  
★ 中国的国柱太少 浏览次数 [ 6 ]  
我一直很佩服胡先生.20多年以前就开始知道胡先生的名字。尽管未曾谋面， 但
敬仰之情(仍）＂犹＂存。 

 
=================================================== 
 溢美之词        愧不敢当        知已情深        没齿难忘 
 
 
 
 
La unua eldono 2006-04 
ELibro farita en 2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