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2月22日 星期六读者桥
期数：254 责编：张燕萍 电话：8610—65369316 邮箱：hwbdzyd@yeah.net

杜老师：

“模样”中的“模”，常有人

读成 mó，这种读法是否正确？

谢谢。

黑龙江读者 张江东

张江东读者：

“模”字有两个读音，一个
是 !! "一个是 !" 。

读 !!的时候，多表示“规
范”、“标准”、“仿效”等意
思。例如：我们常说的“模式”、
“模范”、“楷模”、“劳模”、
“英模”都有某种“规范”或
“标准”的意味。

与此相关，读 !!时，也有
“仿效”的意思。例如：“模
仿”、“模拟”都有“仿效”的
意思。
“模 （!!） 特儿”是从法语

来的音译词，现在较多用来指服
装表演中展示各种服装的人。由
“模特儿”还衍生出了新潮的
“车模”、“手模”等。

读 !"的时候，多表示“模
子”和“样子”等意思。例如：

“模具”、“铜模”、“木模”等，
都有“模子”的意思；“模样”
则有“样子”的意思。

从读音来说，“模”读 !!

的词语，人们不易读错，例如
“模（!!）型”的“模”一般不
会错读为 !"。
“模”读 !" 的词语，则往

往容易将“模”误读为 !!。例
如“模 （!"） 样”、“大模
（!"） 大样”、“像模 （!"） 像
样”、“一模（!"）一样”、“装模
（!"）作样”中的“模”，常有人误
读成 !!。

歌曲《我的祖国》里说“让
那河流改变了模样”。应该把其
中的“模样”唱成 !"##$%。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礼仪漫谈!"#$

说 说 拱 手 礼
马保奉

传统

辛亥革命后，西式握手礼进入我国，使我们
的传统礼节、流传了数千年的拱手礼，在废除旧
礼法的环境下被摒弃。然而，近 &'(年来，握手
礼虽然在官方，在很多正式场合几乎成了我们唯
一的正式礼节，可是在民间，特别是在广大农
村，却并未被普遍接受，很多人仍固守着传统礼
节。今天我们回头看看拱手礼，并把它与握手礼
比较，觉得拱手礼确有不少优越之处，所以，如
今拱手礼在我国有复苏之势。邓小平等我国一些
领导人在会议上，在与众人见面时，常常舍弃握
手的习惯，而采用挥手、拱手等礼节形式。

姿势

拱手礼是我国古代人作揖礼的简化形式。拱
手礼基本姿势是：并步站立，上身挺直或微前
倾，两臂成合抱举起，双手相握，左手四指并拢
伸直、握空拳，拇指屈拢；右手四指成拳或半成
拳，拇指在上；左掌心掩贴右拳面，两拇指指尖
交叠，左上右下；拳掌与胸相距 )( 至 *( 厘米，
自上而下或自内而外，向对方有节奏地晃动两三
次。向对方表示敬意越高，双手上举越高，至高
可达额前。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古人习惯，男士
行拱手礼，必用左手扶抱右手，而女士则正好相
反；若为丧事行拱手礼，男士则为左手握拳在
内，右手在外，女士则正好相反。现今，武术界
中的抱拳礼与拱手礼相似，只是左手四指与拇指
并不握住右拳，而是伸直贴在右拳上。

含义

拱手与握手应用意义大体相似，但也有不同
之处。

相似处有：
&、打招呼。初次见面，行拱手礼，并说声

“您好”，以示招呼。
)、问候。见到好友时，行拱手礼，寒暄问

好。
*、致歉。当说错了话或做错了事，行拱手

礼，并说声“对不起”，以示歉意。
+、感谢。别人帮忙，行拱手礼，以示谢意。
,、祝贺。逢年过节，邻里相见，拱手行礼，

并伴随“新年好”、“节日好”、“恭喜发财”等
吉言。

-、道别。分别时，行拱手礼，伴以“后会
有期”等，以示留恋之情。

但有些场合，拱手不可代替握手，如慰问病
人，安慰逝者亲属等，不可拱手，以握手为常
见，或按我国传统执其臂、抚其背进行慰问或安
慰。另外，颁奖台上，祝贺、鼓励获奖人，也以
握手为宜。再者，男士穿西装向人拜年时，以鞠
躬为潇洒，若行拱手礼，可能会感到别扭。

场合

拱手礼是在华夏大地上产生的，所以常见于
华人之间的社交场合、重大节日等。邻居、朋
友、同事见面时，常拱手为礼。婚礼、生日、庆
功等喜庆活动，来宾常以拱手礼向当事人表示祝

贺。告别时，双方互
道珍重，也常用拱手礼。行
拱手礼时，一般不可缺少必要寒
暄，如“恭喜、”、“久仰”、
“请多多关照”、“节日快乐”、“后
会有期”等。

拱手礼在对外交往场合有时也能看
到。如 )((- 年陈冯富珍竞选世卫组织总干
事成功，为了感谢支持，一改常见的女士摇
手礼节，她向全场行拱手礼，让人眼前一亮。

对象

拱手礼适用于平辈之间，如同事、朋友、兄
弟、姐妹，不可施于父母、长辈。按照传统礼
仪，给长辈行礼，如拜年，应该行鞠躬或跪拜
礼。同时，拱手礼也适用于长辈、尊者对晚辈行
礼时的答礼，如晚辈向长辈或尊者鞠躬、跪拜，
长辈不应无动于衷，应行拱手礼作答。上级领导
向在场的人行拱手礼，被施礼者也可拱手做答。
这种场面既热闹，又文明，既体现了上级领导的
平易近人，又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平等相待。现代
社会，官方正式场合握手礼为多，而在民
间，握手礼和拱手礼都有。不过，拱手礼毕
竟是古人创造的，袍衫装束行拱手礼比较潇
洒，而穿西式服装，行中式拱手礼就不很协
调。

优点

我国传统礼节讲究距离美，不像西
礼那样强调肌肤之亲。拱手礼保持一定
距离，文雅、庄重、大方，可避免男女
差异以及关系比较疏离者之间不必要的
尴尬，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卫生要
求，免除了传染疾病之虞。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模样”的“模”怎么读
杜永道

西班牙拥有丰富多元
的文化遗产，众多古代建
筑群与现代化建筑形成古
今汇集之美；奔放的弗拉
门戈舞蹈与斗牛并称为西
班牙两大国粹。

景点景区
位于西班牙中心地带

的马德里大区、卡斯蒂利
亚.莱昂大区和卡斯蒂利
亚.拉曼恰大区，分布着
众多古罗马时期的建筑
群；而保存完整且美轮美
奂的马德里王宫、代表了
西班牙摩尔艺术顶峰的阿
尔罕布拉宫、世界三大教

堂之一的塞维利亚大教堂以及建筑奇特的古
根海姆博物馆等，都是赴西班牙旅游不可错
过的景点。

没有什么比斗牛更能代表西班牙精神。每
年的 * 月到 &( 月是西班牙的斗牛季，各地纷
纷举办斗牛节，游客花上不多的钱买张门票就
能进场一睹斗牛勇士的风采。表演结束后，场
外还会有香喷喷的烤牛肉出售。著名的斗牛博
物馆包括马德里斗牛博物馆、科尔多瓦斗牛博
物馆、塞维利亚斗牛博物馆、瓦伦西亚斗牛博
物馆等。

西班牙人以能歌善舞著称。弗拉门戈舞是
西班牙目前最为流行的舞蹈形式，体现了西班
牙的民族文化与特色。

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之路”，也成
为拉曼恰大区最诱人的旅游路线，每年有无数
人追寻唐吉诃德的足迹。

风味美食
西班牙的地中海风味美食最有特色。加泰

罗尼亚菜以美味、精致而闻名，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健康的饮食之一。这些菜肴巧妙地将当地
各种天然食品，如鱼类、海鲜、肉类、蔬果等
融合在一起，辅以独创的灌汤、食用菌菇、甜
点和面包等，营养均衡而丰富。

瓦伦西亚菜将地中海式菜肴的特色与山地
烹调 （肉汤、炖肉以及什锦饭） 融合在一起，
种类繁多。

根据堂吉诃德的故事开发出来的菜肴也颇
受欢迎，如凉拌肉、烤肉等。

西班牙一流的餐厅备有英文及法文菜单，
服务生亦能讲英文。

购物优选
到西班牙旅游，购物是游客重要的目的之

一。西班牙的国际名牌虽然不多，但却有不少
以实用、个性为设计主题的衣饰、皮革、装饰
品等。

马德里有 ,大购物区：萨拉曼卡区、楚埃
卡区、中区、公主区和四大街。很多商店、购
物中心是 )+ 小时营业。这里的食品类特产有
利比亚火腿、葡萄酒、橄榄油等。

距离巴塞罗那市中心仅 +( 分钟车程的罗
卡购物村内，设有超过 &(( 间的名牌特卖店，
全年均以低于零售价四折出售。

塞维利亚传统手工业发达，精美的刺绣、
陶器都非常出名。因为是弗拉门戈的发源地，

这里也有很多出售弗拉门
戈服饰和吉他的商店。像
西尔皮斯街的陶瓷工艺品、
吉他、传统弗拉门戈服饰、
扇子及刺绣品商店，游客都
很喜欢光顾。

退税 居住地不在欧盟
的游客，同一天的购物额超
过 /(0&, 欧元，就可申请退
税。

退税步骤：
&、在购物商店申请退税发

票并出示居住地证明（护照）；
)、出关时出示所购之物，

由海关人员在退税发票上盖章
（自购物日后 *个月内都可以盖
章）；

*、在西班牙主要机场都有
退税服务台，可以退还现款，
也可以将税金打到信用卡上。

交通出行
飞机 从北京、上海、广州到

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都有直航或经
停巴黎、伦敦、赫尔辛基等地的航
班，直航飞行时间约 &)小时。

火车 在西班牙坐火车很方便，
不必预先定票，随到随坐，可以到
火车上补票。西班牙的小火车是一
大特色，几乎连接每个卫星城，每 &(

分钟或一刻钟就有一班，停靠车站也
多，来回十分便利。

地铁 城市中的地铁站口星罗棋
布。地铁站都设在公共汽车站附近，
换车十分方便。有的地铁站直接通到
大的商场和电影院里。

地铁站的入口处标有“1”标识。
地铁班次很多，间隔三四分钟一班，持
续到凌晨 &时。

公交 马德里共有 &(( 多条公交线
路，分市、郊两类，市内公交车为红色，
郊区公交车为黄色。车站设有金属长凳
和遮阳挡雨的顶盖，一般每隔 &(分钟就
有一趟车。

出租车 马德里的出租车价格，平日
和假日、白天和夜晚各有不同。坐出租车
一般不必付小费，但带行李要酌情增加费
用。

住宿提示
西班牙旅游业发达，不同档次的旅馆遍

及全国各地，可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西班
牙除拥有大量的旅馆、客栈外，不少家庭还
将多余的住宅、公寓和房间出租给游客居住，
收费较低。

由城堡、修道院、皇宫等改建的国营驿站，
是西班牙的“金字招牌”，这些地方本身就是景
点，入住在此，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近来年，一些旅居西班牙的华侨开始经营
旅行社业务，他们不但可以提供旅馆预订服务，
还提供交通、导游、翻译等服务。

在西班牙，绝大多数旅馆房费中含早餐；
一些高档旅馆设有免费的健身房、游泳池等，
建议入住时问清楚。

畅 游 欧 洲 小 招 术 !

马祎娜

秀美的自然风光、悠久的文化遗产以
及丰富多样的美食，成为葡萄牙吸引世界
各地游客的“魅力名片”。赴葡萄牙旅游，
会是一次难忘的人生体验。

景点景区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到处可见罗马式、

哥德式、曼努埃尔式和巴洛克式的建筑
群。, 层的贝伦塔是里斯本最受闪光灯青
睐的地方，整个塔身全部用大理石打造，
顶部的塔楼如浮在河面上，漂浮不定，
美若仙境；里斯本的圣主斯塔，因与巴
黎埃菲尔铁塔同为一名设计师设计而闻
名，铁塔顶层的平台可让游人饱览全城
风貌。

马德拉岛是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
有“大西洋明珠”的美誉。

罗卡角是葡萄牙境内毗邻大西洋
的海岬，其 &+( 米高的山崖上建了一
座灯塔和一个面向大洋的十字架。
在罗卡角上，竖立着一座天主教
碑，上面刻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
斯的语句———“陆止于此，海始
于斯”。

特色美食
葡萄牙菜喜欢用橄榄油、

大蒜、香草、番茄及海盐来
调味，喜欢吃海鲜的人来
到葡萄牙就没错了，因为
海鲜料理非常丰富多样。
除海鲜外，大部分的
菜单上都可找到猪肉、
鸡肉及牛肉菜品。

首都里斯本的
餐馆主要集中在
罗西奥广场和百
夏步行街一带。
通常账单上会加

&(2 3&,2 的
小费，给服
务 生 ,2 —

&(2 的 小
费也是
当地的
习惯。

购物优选
葡萄牙旅游购物

的最佳地点当属里斯
本，每年 & 月商城内
各种旧款高档服装、
名牌鞋折扣很低。位
于市中心的鲁阿奥古
斯塔是里斯本最诱人
的购物区之一；著名
的拜萨商业步行街两
旁有各种时装店、首
饰店、纪念品商店、
高级餐馆和咖啡屋等；
哥伦布卖场的东西本
来也不算贵，遇到打
折更是超值。

欧洲很多著名品牌"尤其是西班牙牌子
大部分都是在葡萄牙做的，物美价廉，不
由得让人购买欲高涨。

在葡萄牙旅行当然也会扫荡一些纪念
品，如被葡萄牙人视为正义与善良化身的
葡国鸡，是不错的馈赠礼品；葡萄牙蓝花
瓷片、石膏门窗模型可以带给你美的享受。
还有葡萄牙的软木制品，像栎树树皮制品，
质地轻软、耐磨且富有弹性。

交通出行
飞机 从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

经中转可到达里斯本。
巴士 班次多且便宜，几乎到达葡萄

牙的任何地方，直达巴士 （4567899:9） 是
旅游的主要交通工具。

火车 里斯本至波尔多为旅游主要干
线。+岁以下儿童乘车免费，+岁.&&岁儿
童半价，学生票只适用于葡萄牙当地人。

租车 葡萄牙的行驶方向和中国一
样，都是靠右边行驶。在当地开车旅游是
很不错的选择，租车也十分方便，汽油有
/;、/) 和高汽三种，一公升 &+(.&;( 葡
币。

住宿信息
葡萄牙的旅馆品种与等级很多，主要

分两大类。一类是星级酒店，服务及收
费与国际标准相似；另一类为旅馆，分
五个等级。旅馆的价格比同等级的酒店
要便宜。

里斯本的高级酒店集中在自由大道上，
而中档的旅馆集中在罗西奥广场的老城区
一带。通常，三星级及以上酒店、四星级
及以上的旅馆免费提供早餐，游客在预订
或入住时最好询问清楚。

青年旅馆标间价格有淡季 <&( 月"+

月=、旺季之分，如果选择淡季出行，
价格会有较大的折扣，但需事先确认旅
馆是否仍有开放。旺季时需在 +至 >周
前，通过葡萄牙青年旅馆国际协会预订
床位。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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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出国

节庆里的西班牙女郎

西班牙斗牛季在几时？葡萄牙购物哪儿最爽？

葡萄牙百年老店内景

葡萄牙热罗尼莫斯修道院

西班牙马德里王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