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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漢者

地(好 !作力本事的作者 ,能 以逮祥的方式与中国的演者、

11別 足-5~窓“オロ逢",井 以此作力我イ|]的初沢 ,我感到由哀的高

)｀(`,

在位予茫茫宇宙一隅的銀河系的一全角落里 ,有 一今小

小的人体 ,一顆藍色的星球 ,速便是人癸萄其官生物同栖共姓

的JUll的地球。在地球上忙禄地述着毎一夭的、一神微小而脆

弱的功物 ,便是我イ11人癸。与宇宙吋同的元限性相比 ,我個人

的 ・ノ|:是那祥地短哲 ,筒宜就象支J道天空的一穎流星 ,特 瞬即

!14 Ⅲ lni作 力人癸一員的我 ,又是多久地秒小 !但是 ,即便是分

バll津
,′ il lir之 碧落 ,也絶対再我不到第二今“我 "。 “我 "是 唯一

的、Jl特 的存在。

我在元意同注意到逮祥一今事実 ,那就是我佃毎一企人

部辮始在逮今世界上掘有述 自己的童年、生気勃勃的几童吋

代中炊那以后 ,我↑1又径万了多少夢月呵 !此吋此刻 ,不祝身

i勺 νЧ川 .我又看到一張弘充満生気的童稚面孔 ,正象我↑]在 童

イ
|||ヽl代那祥。我的核子 ,我的外子 ,込有ぐβ居的核子 ,我 的学生

…… ・JK張不同的面孔 ,或笑 ,或哭 ,或怒 ,或 喜 ,或 悲……此
¨

lt"、 彼“我",毎一今“我 "、 毎一今人都是一今独特的“自我 "。

111′ う〔ll.在 我イ|]的 視野之外 ,在 我個生活的速今地球上 ,述 有



西代人的洵通

元数的核子、元数的“我",就象我個面前的遠些核子 ,就象曽

径天真煙漫的我個 ,此吋此刻 .正生活在他↑]的 童年吋代 。

在我佃毎一介人的一生中 ,都会遇到彼多核子 ,我佃将会

以不同的方式萄他佃“オ日逢 "。 本事特就逮 同́題 ,就我佃在与

核子“オロ逢 "之后如何実現萄他イ|]的“本目知" ―萄悠一起逆行

一次“旅行 "。 旅途中 ,我佃将一同肌察 ,一 同想象 ,一 同思考 ,

井享受由此而帯給我佃的次示 .急 ム祥 ,辻我佃一起旅行好

喝 ?

我有一介應望 ,那就是希望恋通道園浅本事逮祥一神“旅

行"方式 ,就与核子的“相逢有相知 "速 一同題作更加深人、更

加網致的思考 ,炊而使窓与生活在恣周目的核子佃之目的感

情遊一歩升隼 ,使悠成力他佃信頼的朋友。同吋 ,我也祝思那

些核子↑1更加幸福。原在逮顆美雨的星球一― 我イ|]生 活的地

球上 ,不再有因力身遭不幸而晴哭的核子的身影。

我希望通述悠向恣身辺的所有核子祝福。

同時 ,也希望核子11的 幸福能修力恣帯来 由衷的喜悦与

幸福。

承蒙本書的翻澤者、内蒙古教育学院徐悪先生与内蒙古

衣牧学院刈秀梅女士的真減努力 ,本 率的中文澤本即杵 出版

友行。在逮里違 向徐先生、刈女士的辛勤工作表示城摯的灘

意。

中国是一今具有悠久畑燈的文化万史的国家。我哀心希

望本事能修対中国的声大滅者有所神益。

吉田章宏

1998年秋

致中国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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