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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故乡 徐可心

如果你离开家，在异国他乡参加一个项目，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非常
思念家乡，朋友，家人和佳肴。
但是参加金华家＋项目，你根本不会思念这
些，因为在这你会有一个新家，新叔叔阿姨和一段体验美味的中国美食的
全新人生经历。

如名所指，每位金华家＋项目参与者都会住进一户中国家庭里，与他们同
吃同住，融入到其生活方式中，让这成为人生中的一段共同经历，你可以与
你自己的家人分享。
该项目也是一个极好的平台，在这里你会遇到来自全
球各地的朋友，与他们一起工作，共同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而且你会得到
一个绝佳的机会，那便是了解不同国家以及其文化。
像这类项目致力于推
动和平，促进和谐，增进友谊。
这些都在美丽的锁园村得到了体现，锁园村
有很古老的建筑，清澈的池水，友善的村民，这一切都让你觉得你仿佛回到
了更淳朴的年代。

第五季金华家＋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球共36名参与者，参与者们要在锁园
村一起呆3个星期。
参与者们受到村民热烈欢迎，也会体验当地文化，生活
方式，美食和民俗风情，如制茶，编草鞋，剪纸，磨豆腐，插花，打年糕等。
金
华家＋项目所给予我们的这些都将会成为难忘的经历，没有人想要错过。
中国的文化活动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
对于健身达人来说，那便
是年过六十的五经拳大师王师傅，每天早上教他们五经拳。
对于戏剧迷来
说，一场迷人的中国戏剧表演将会让他们不想起身离开。
住家会为你准备三餐，让你品尝真正的当地美食。
如果你对其他美食感兴
趣，那么磨豆腐和做中国甜点，可以让你大展身手。

离开锁园村的几天旅行也让你欣赏到浙江省的美景。
如在金华山顶的黄大
仙祖宫过夜，游览迷人的双龙洞，以及在浙江省省会，最宜居城市杭州享受
尊贵的待遇。
该项目满足了每个人想要去探险发掘的要求。
这只是对于金华家＋项目的一点小感悟，如果你有所兴趣，请往下读。■

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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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体验 严小慧

了解一种文化最好的方式是体验他们的民俗。
对于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来说，了解并体验他
们的文化可以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但是这个项
目通过卓越的安排和计划给一个人提供了所有
他们想要了解的中国民俗的机会。
这个项目安
排了各色各样的民俗活动，比如制茶、剪纸、编
鞋、插花、磨豆腐、书法、婺剧等等。
如果你热衷于品茶，中国将是你的天堂。
茶道大
师将会提供关于茶的品种详实的信息，以及展
示品茶者必学的茶道。
插花看起来简单，一旦当你坐下来开始插花时
你就会明白如何运用细致的想象力和观察力使
美丽的花艺作品诞生。
用传统方式磨豆腐需要强健的力量，但是了解
每天在住家吃的美味的豆腐的制作过程依旧充
满乐趣。
所有的这些活动都让我难忘。
所有这些
活动都是经大师以最传统的方式完成，如果你
想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这对你来说是个好去
处。■

绿道骑行 孙碧琪

像在锁园这样的村子里，如果你想保持身材而想找一个健身房，那是很不
可思议的。
在这里最好的选择就是骑车——在绿道上。
绿道是一条用于娱
乐活动的发展良好，保存完好的小道。
为了提高绿道的利用率，倡导健康生
活，锁园村游客中心后的e-bike租赁服务是不错的简易之选。
绿道的路线
总体平滑，几乎毫不费力，除了一些上坡段需要加速点儿。
除此之外，你只
需要放松但也别忘了注意你周围的环境，因为沿途的风景是旅途最棒的一
部分！如果你感到累了，你可以在小溪边稍作休息，同时抓拍到华丽的浮
莲。
此外，考虑到天气，我建议最好在下午太阳最烈之前在早上提早出发。
然而，如果你想逃离那些下午的强烈射线，那么在附近的村庄小路上闲逛
就是首选。■

「 在苏州的家，我是一个骑行爱好
者，因此我很乐意把我的自行车带到
琐园来探索这附近更多的骑行车道！
琐园周围的绿道是一个非常适合骑
行令人愉快的地方。绿道连接了琐园
和这区域的其他村庄，能参观到这些
地方真的很美妙。在我们骑车路过的
一条大河那，有许多品种的鸟，真的
是一道很美的风景线。」
– Tess, 英国

解锁新闻组（TNT）

锁园, 美食

舞龙灯 徐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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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们会给人
带来好运，也是权力、尊严、智慧的象征。
因此，
中国人民喜欢在春节假期舞龙灯。
全球各地游
客来中国欣赏这一特殊的舞蹈。
锁园村的村民
对这一舞蹈做了特别的改编，所以第五季金华
家＋项目活动参与者可以体验锁园版的舞龙
灯。

这条巨龙是由木板制成的，龙身下面等距固定
了几个木杆，用来充当龙关节，同时也用做舞龙
的把手。
龙身上装了50多盏纸灯，并用花儿点
缀，因为中国人民相信龙灯越长，人们交到的好
运就越多。
这条龙是由村里最好的舞龙师指挥
的，他转动织伞，指引巨龙。

「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夜晚。关于灯笼如何
在夜晚穿行真的有很迷人的地方。看到村民，包括
小孩都参与其中也是非常令人愉悦。我喜欢栋梁吱
嘎作响的声音和当龙绕着同心圆穿梭来穿梭去的
时候整个队伍异常兴奋地跑动的情形。」
– Reade, 澳大利亚

美食

私房菜大赛 吕何丽

如果你喜爱食物，并且尤其喜爱中国食物的话，你可以在7月6
号前往锁园村。
一场壮观的私房菜大赛在锁园举行。
来自不同地
域的专业厨师展示着他们高超的烹饪技艺，并且在大赛中一决
雌雄。
我有幸成为本次私房菜大赛的一名评委。
这些大厨做出的菜肴
相当惊艳！盛着菜肴的盘子一盘接着一盘地送过来，我一直兴奋
地接过一盘又一盘。
美味到不可思议的肉类菜肴、蔬菜和甜点让
我赏心悦目，赞不绝口。

烹饪是一门艺术，菜肴的摆盘在决胜时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大厨对自己的作品相当有自信，比赛结果也证实了他们的
自信。
刚开始我有点儿担心吃不同的食物，但是最后我想要吃更
多食物。
这真是一个令人享受的经历，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有关烹
饪和摆盘的知识！■

中国传统糕点制作 徐可心

如果不探索和品尝各色当地美食和甜点，这趟旅行都不算完
整。
尝试各色美食和甜点可能是真实体验一个国家文化的一
种方式。
但是如果有一个绝妙的机会在当地有名的糕点师傅
指导下制作这些传统的美食，这种机会是不是听起来非常令
人激动？

“海外名校学子走进金华古村落”项目为海外参与者组织了
中华传统糕点制作活动，这是众多有趣的活动之一。
每一个人
都可以亲手制作简单又美味的“双喜糕”的机会。
原材料的准备非常的简单，只需要三种主要材料：葡萄糖粉、
三洋粉、白糖粉以及一点点水和葡萄干。

从可爱的叮当猫造型到小爱心造型，参与者们塑造出各种各
样的形状去吸引眼球。
戴上厨师帽制作传统中华糕点的兴奋经
历必将会被所有参与者珍惜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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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糕点制作是
我在金华家＋项目最
棒的体验之一。这项
活动乐趣无穷，体验
传统糕点制作的机会
给予了我很大的乐
趣，因为它做法简单，
又很美味 」
– Madhura, 印度

在舞龙灯活动中，与村里的孩子们一起举起龙
身，舞龙灯的经历，会真真切切地铭刻字我的脑
海中。

传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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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剧 吕何丽

浙江婺剧团给金华家家项目参与者带来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演出。
表演总共包含七个节目，场面壮观。
来中
国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婺剧。
但在这儿短短几周里，我
对这门伟大的艺术有了很多了解。
婺剧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它起源于婺州（现金
华）
，位于中国东部的浙江省。
它流行于金华地区，所
以当地人称之为金华戏。
婺剧融合了六种不同的声
腔：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和时调。

每场婺剧表演都经过精心设计，布景精美，演员妆容
精致，服装华丽，充满魅力。
此外，他们动作灵活，表情
丰富，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

「我被艺术家的表演迷到了，还有他们的歌声也令我
惊叹。我学过印度古典乐所以我正好能够把自己和艺
术家及他们的表演多多少少联系起来。以后我十分乐
意学习这种艺术」– Gauri, 印度

木板年画印刷 严小慧

当谈到磨豆腐或制作茶叶时，中国人总有他们
自己独特的方法。
同样的，他们也有专门的方法
创造艺术品。
制作这种细致的画的过程是相当
精细的。

为了制作出精美的画，你将会需要一块质地柔
软并且雕刻出不同花纹的木板。
之后，每块木板
都会印上不同的颜色，并且最多只有5种颜色。
颜色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师傅的颜色偏好和设计
师想展示的图景愿望。
最后一步即是将木板印
在一张白纸上并且等待颜料风干。

在师傅展示木板年画的制作过程后，我们终于
有机会自己尝试了。
然而我们的做法有一些不
同。
我们只需要将木板上的雕刻刷上黑色颜料
并将它印在纸张上。
为了看起来更加栩栩如生，
我们用水彩填色。
尽管这个像是一个儿童活动，
我们的参与者依旧很享受整个过程！我们使用
同样的制作手法带回了一件印有中国汉字的T
恤作为纪念品。
对大多数的参与者来说都是第
一次接触此类艺术，这是真正独特的体验！■

解锁新闻组（TNT）

我最喜欢的两个节目是《九节龙》和《抬花轿》。
《九节
龙》的演员真是太了不起了。
他们动作配合默契，让我
兴奋地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
《抬花轿》将娱乐与艺术
完美结合，讲述了一个美丽的故事。
我很喜欢这些节
目，建议到金华来的人都能去看看。■

「和其他人一样，我收到了一张由中
国木材制成的纸，我用水彩画了一幅
中国武士图。通过这次经历，我发现
自己非常有画画的天赋。我把固定颜
色混合起来设法完成一幅精美的作
品，作为最后的惊喜，所有参与者都
有机会把他们的画装框。每个人尤其
是我非常高兴能把在中国的家家项
目中取得的成果——如此令人惊奇的
纪念品带回家展示给朋友和家人！
」
– Yona Shay, 以色列

「我被艺术家的表演迷到了，还有他
们的歌声也令我惊叹。我学过印度古
典乐所以我正好能够把自己和艺术
家及他们的表演多多少少联系起来。
以后我十分乐意学习这种艺术」
– Aman, 印度

书法 孙碧琪

在中国，没有人会错过任何一堂书法课。
这次我
们很荣幸有机会向吴战堡教授学习汉字的历史
和演变过程。
书法在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且占
据重要位置。
书法之美在于其每一笔都很准确，
又能传递书写者的意思。
讲座时，吴教授强调，
对艺术作品的激情与热情有助于参与者学习书
法。
全面了解之后，我们开始自己动手写了。
尽
管对很多参与者来说，书法很难——毕竟是第
一次写，他们还是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通过这次书法讲座我学会了
如何写字并且也懂了它们的含
义。这是我第一天学中文，我必
须承认这是次极好的体验。」–
Gauri, 印度

传统艺术

陶瓷 严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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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其他各种各样激动人心的活动中，行程
期间包括了陶瓷艺术。
是的！你可能听说过但是
你有亲身体验过吗？如果没有，那么这个活动就
是为你准备的很好的平台。
参与者们参观了古婺窑火最大最著名的陶瓷工
坊，那里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现他的才能。
这个活
动被分成两部分，包括用制陶轮或双手和擀面
杖的配合体验陶器制作。
此外，还向参与者展示了诸如富有特色的中国
茶具，陶器托物，雕刻的杯子等精美陶器。
只要
想了解陶瓷艺术背后的历史，就有一个导游为
你解答。
听起来可能并不奇怪，但是我保证一旦
你在那创造了一个杰作你就不会想要离开那个
地方。
无论那个人是否是个艺术家，他们都会专
注制作自己的陶器。
他们可能甚至想要把制陶
当做他们的新爱好。■

「我来中国上学已有一年半了，我只见过售卖这些物件却
从未曾有幸见到它们是如何制成的。之前，我一直认为这
些物件是由北京、上海的大工厂用高科技制作而成，但是
事实并不是这样，金华也可以做到。

借这次活动的机会，我和同伴参观了古婺窑火陶器厂，了
解了这些物品是如何制成的，同时亲身体验了这一过程。
对我而言，这真的是一次好机会，因为我有幸体验了人生
中的新事物，而在之前，我从未奢望过。」

- 仲至臻, 坦桑尼亚

得很难，但后来，我们便掌握了要领，甚至准备
在闭幕式上表演。

中国武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武术，早在十二世
纪之前就已存在。
它风格迥异，功能多样。
确切
地说，我们向大师学的是五经拳。
五经拳有着
200多年历史，是内外家拳
法的结合。
一招一式刚毅矫 「我喜欢每天早起锻炼，
健，灵活多变，以守为主。
而 这也是我最喜欢五经拳的
且，即使由守转攻，也可以
原因。五经拳虽然不能活
优雅地完成。

五经拳 吕何丽

金华家家项目的时间安排表中，每天早上7:00
都有五经拳。
对某些人来说，7:00可能太早了，
但对其他人来说，包括我自己，这是一个开启一
天的绝佳方式。
早起打五经拳，出点汗，整个人
都会活力满满。
虽然这种方式不同寻常，但我觉
得它让我很平静、放松。
我们的师傅经验丰富，
每天都耐心地一遍遍教我们动作。
起初，我们觉
The Suoyuan 2017 Report

王深江是我们的师傅，他打
五经拳已有57年了，也教了
很多年五经拳。
这段时间，
他用他对五经拳的热爱、尊
重，加上多年的教学经验，
提高了我们的打拳技能。
我
很荣幸能成为他的学生。■

动全身，但还是能活动到
某些部位。我很喜欢打五
经拳，每天早起练习，有助
于我活络筋骨，促进身心
健康。五经拳有很多招式，
有些招式像水一样柔和，
一些强硬有力。五经拳注
重呼吸与动作的配合，更
强调身体与脑子的协调统
一。」
- 何亚龙, 美国

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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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洞 徐可心

“你害怕进去的山洞也许就藏着你梦寐以求的
宝藏。
”

这句Joseph Campbell的著名引言很好的描述
了坐落于浙江省金华市大约8千米的双龙洞。
这
些拥有超过一亿年历史的巍峨山洞跨越总面积
达1200平方米，高66米，长33米。

抬头因为天花板就在你脸上几英尺的地方。

双龙洞保存着它的自然本质和美丽，一次去保
持完好的双龙洞旅程是每个人终身难忘的经
历。
■

按照一个有趣的故事，明朝的村民外出寻找迷
失的羊群时发现了这些山洞。
明朝的探险家兼
冒险家徐霞客巧妙地描述道：
“一席石帘悬挂于
山洞；通过水路和步行，人们能领略到山洞的奇
观。
同时，山洞里的光和阴影形成了独一无二的
风景。
”

双龙洞的名字由洞口两座形似龙头的巨大岩石
而得其名。
山洞周围的悬崖用美丽的中国书法
写着它的名字双龙洞。
据说这些字是由唐朝一
个书法家写的。
此外，还有两条碑文在山洞的墙
壁上——一条由吴琳所写，一个宋朝的书法家，
另一条由20世纪的书法家于右任所写。
只要一
进入双龙洞，就会被葱翠的环境和吸引人的小
瀑布所惊叹。
向前走几步你就会惊叹于面前五
颜六色彩虹光线汇集而成的巨大山洞。

但是在双龙洞之行中最令人难忘和激动人心的
部分还是山洞的入口，人们需要躺在一艘船里，
在山洞水位之上约30厘米的空隙间被拉到山洞
的另一边主要入口处。
你躺下来后，想都别想着

杭州之行 吕何丽

杭州是一座辉煌的历史文化名城。
杭州有着许
多别称：中国茶都、水韵之城、丝绸之城，最后还
有爱情之城的美誉等等。
在7月4号，海外名校走
进金华古村落项目的参与者有幸参观杭州，并
且游览了杭州许多的著名景点。

胡雪岩故居

胡雪岩故居建于1875年，占地10.8英亩。
住宅
风格结合了传统中国建筑风格和西方建筑风
格。
同时，胡雪岩故居被认为是中国清朝末年最
奢华的商人府邸。
这是杭州游客的必去景点。

西湖

西湖是三面环山的淡水湖。
在湖中有许多寺庙、
宝塔、花园以及人造的岛屿。
西湖的景色美得让
人窒息。
你可以看到山景、城市风景以及游人在
游船上享受美好一天的场景。
坐船巡游西湖并且从知识渊博的导游那里了解
西湖历史是让人轻松愉悦的一件事。
当你在湖
中时，一定要全身心的去享受，因为许多美景呈
现在你的面前。

河坊街

参观河坊街是非常独特的体验。
这条街有许多
的零售商店，拥有许多当地的艺术家以及场面
宏大的本地特色烹饪场景。
这条街博采众长并
且令人着迷。
这条街看起非常的长。
这个地方充
满着灵气。
商店想要售卖他们的自制产品以及
纪念品，当地的食品店想要让你尝尝他们的食
品，地方虽小五脏俱全。
解锁新闻组（TNT）

杭州灯光秀

当导游告诉我们即将去看灯光秀的时候，我想
象的场景远远比不上真实发生的场景。
我从来
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
在数码灯光秀中，所有的
建筑同时亮起了灯。
我被众多灯光以及神奇的
数码效果震惊了。
那是7月4号。
在我的国家，美国，我们庆祝时会
用烟花点亮夜空。
我感到非常惊喜并且不再想
念我国家的烟花表演。
中国用他们先进的技术
和前卫的想法再一次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甚至
为美国的的建筑灯光表演提供了新思路。

悠闲生活与舒适的现代感结合之下，你将会明
白为什么杭州被称为“爱情之城”。■

「我的祖籍在香港—因人口密集而
闻名全球的一座城市。在参观杭州
时，我被文化的转换所震惊。尽管杭
州是个大城市，人们的生活节奏却
非常缓慢。玻璃大厦和绿植交织着。
我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导游描述杭
州时称它为中国最宜居的城市」
— 孔詠琪，加拿大

旅游胜地

黄大仙祖宫 孙碧琪

黄大仙祖宫位于金华山，它以中国道教神仙黄大仙命名。
道教是中国三大
宗教之一，所以黄大仙祖宫成为了金华的最受欢迎景点之一。
黄大仙法力
高强，在民间影响力大，且祖宫环境清幽，设施丰富，因此吸引了众多游客
和道教追随者。
第一次到道教寺庙的人，可能会因周围陌生的环境而怯步。
事实上，在这
样的宗教圣地，你只要表示尊重，举止妥当便可。
以下是一些基本的道教
礼仪：
1.指任何事物都应该手掌自然伸直，掌心向上。
2.穿着得体，上衣过肩，下装过膝。
3.不喧哗，不大声叫喊。

4.遵守规则/标志，尤其是“禁止拍照”标志。

参观寺庙的时候，要是你敬而远之，或是匆匆走过，便会错过天音祭坛。
这
是个阴阳祭坛，上面刻着一圈精美的十二生肖。
若两人分别站在阴阳鱼眼
处对说，注意：
你会听到强烈的回声。
是的，回声。
很有趣，对吧？
其背后的原
因是风水。
风水相当复杂，我们暂且先放置一边。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道教，可以听听寺庙的文化讲座，了解道教的历史和思
想。
听完大师满怀激情的讲座，你会想进一步了解道教。
值得庆幸的是，寺
庙会为爱好者提供住宿！
房间设备齐全，环境舒适，你可以考虑在这儿呆几

智者佛寺 严小慧

金华家家项目给参与者展示了在中国开展的两大主要宗教的概貌：
佛教和
道教。
智者佛寺坐落于尖峰山上，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安详宁静的环境来游
览真正的佛教。
虽然在印度佛教只崇拜一个神，在中国主要的佛教门徒也崇拜其他神为了
获得教化。
在智者寺，和尚给我们讲了这些人如何获得教化的故事。
在寺庙里我们被供应了素食午餐。
如和尚们一样，饭菜也很谦逊。
厨师们
在餐厅里排队行进，从水桶里把菜舀到我们面前的金属碗里。
因为要安静
地吃完所以就只专注于自己的进度，同时，餐具必须之后用手洗过。
对于那些信奉灵性概念的人，你必须参观这个地方，因为它会给你提供这
方面的知识让你和精神上的自我的联系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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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远离城市生活。

道士们会在这个神圣肃穆的地方练太极剑（武术的一种）或气功。
时间赶巧
的话，你可以在三清殿看到甚至参加道教仪式——别担心，不强制参加！声
明：仪式需要跪很长一段时间，会有些艰难。
倘若你更喜欢体验式学习，可以尝试冥想，大师会指导你该怎么做。
冥想
是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一种通过适当的呼吸技巧将注意力、正
念、沉思和想象结合起来的练习。
最终实现平静身心，找到内心的平静，身
心合一。
当然这绝不是简单的任务，因为我们做的时候有些痛苦，但值得
一试！■

商业

世界优秀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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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小慧

金华家＋项目不仅为参与者举办了众多丰富多
彩的活动，让参与者体验了真正的中国文化，而
且也给大家提供了国际化交流的平台，大家就
国内外如何保护古村落，保存古村落，改良古村
落的话题展开了讨论。

澧浦苗木城参观 孙碧琪

一提到苗木产业，金东区就会涌入我们的脑海。
金东区有许多苗木种植区，大约占金东区耕地面
积的三分之一，澧浦苗木市场就拥有大量的苗木
种植区。
在参观过程中，你会理解和认识到农业
在中国的重要性，同时，他们集中精力将其打造
成中国苗木的国际分销和转运中心。
在这里，你
可以看到精致的盆栽和当地的特色苗木。
此外，
许多友好的叔叔阿姨会免费送黄瓜给你品尝—
这简直就是一种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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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优秀青年论坛是项目组组织的为期一天的
论坛，金华市领导，金东区领导，清华大学博士
生，以及国际代表（即参与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围绕古村落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旅游业话题
展开谈论。
论坛共有三项议程：首先介绍出席论
坛的市、区领导，其次国内和国际代最后自由讨
论。五位参与者有幸选中上台发言，讲述其祖
国的文化保护，这五位代表分别来自新加坡，南
非，印度，加拿大和俄罗斯 。
此次议程是敏锐思维与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不
仅仅是关于中国，同时也关于参与者的祖国。
虽
然保护古村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是论坛讨
论环节大家分享的观点让我们都受益匪浅，也
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新焦点。■

更多关于金华家家项目的故事、视频

解锁新闻组（TNT）的工作宗旨是报道锁园村发生的新闻。
新闻组的成员
思维新奇，富有创造力。
我们会运用这种能力发掘和报道锁园村新闻，向
当地人民和网友展示。
同时我们也会拍摄照片和视频展现给大家看。
除了
强有力的创造性能力，我们在视频中会用每个成员各自母语来介绍，以吸
引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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