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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运又开始了，想回家的人想尽办法买
票。于是，我想把这两年在英国买票坐火车的经历写出来。

我所在的纽卡斯尔位于英格兰东北部，坐火车往北一个
半小时到爱丁堡，两个小时大概到格拉斯哥，从爱丁堡往北阿
伯丁，大概三五个小时。南下伦敦，经过约克，利兹，约三小时
到伦敦国王十字车站。伦敦火车站大大小小十几个。

从纽卡斯尔坐火车，一般是 !"#$%&"#$（东海岸线）的火
车，偶尔是 '(&##%&)*$(+（全国线）。火车票分几种，
",-"*%.是提前购票，现在，东海岸线火车网站上显示已经
可以买 /月 01日的票。23345."6指非高峰期的火车票，购
买的时候会显示。7*+$89.，随时购买一段时间内可以随时
出行，我有一次买过 "*+$89.4(.$)(*（任何时间往返） 的火
车票，一般比限定时间的火车票贵不少。

在英国买火车票，一般不外乎售票处、售票机、网络、
电话几种方法。我常在网站上买，找到想买的那趟车，单程
或往返，订好后用信用卡直接付款。火车站的自动售票机也
可购买。网上购买后，或者家里打印，或者从自动售票机里
取，必须拿着付款的银行卡验证。

火车票价是浮动的，提前计划和提前购买可以少花很多
钱，一等座和普通座票价相差很多。从纽卡斯尔到伦敦，单
程车票在几镑到几百镑之间浮动。有一次在伦敦办签证，因
为无法确定回程时间，而且去程是坐汽车去的，所以只好当
天买票。光返程就花了 0:;英镑，这是买到过的最贵的火车
票。网上买票时可以同时预订座位，也就是有座票。预订座
位后，车厢里的座位上方会有小标签或电子显示“某座位，
从 7 到 <”圣诞节和新年的节假日，车厢很满，没买带座
位的车票，乘客只能站一程。

英国的火车车次很多，两地之间每天都有每隔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一趟的火车。纽卡斯尔到伦敦，工作日从早上
/ 时半开始到晚上 => 时左右，每隔一小时一班；伦敦到巴
斯，每隔半小时一班。周末的火车班次会少一些，而到节假
日班次也会增多。

英国铁路公司是私营的，连铁轨也是私营。票价相比中
国并不便宜，纽卡斯尔到伦敦的票价单程一般在 ?:至 @:英
镑间。票价随通货膨胀还在年年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
1:=?年 =月英国的火车票价平均涨 /A>B。有英国人抱怨高
峰期的火车要不然上不去，要不然上去了就要站着，也有点
“春运”的意思。 （摘自《英中时报》）

旅居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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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宴会，大到国宴，中到婚宴、寿宴，小到普通宴
会，在形式上其实中日都差不多。春节时刻，想说说日本
一些特色的诸如忘年会、新年会或消夏去暑会之类的友
人、亲朋、同僚聚会时的宴会套餐。

在日本，一般的酒会套餐大致分类为汤类、烤物类、
炸物类、煮物类、生食类以及甜点类等。看日本酒会料理
摆上的菜真是一种享受，所有的菜肴，一般都盛在古朴的
各式诸如木制船形器皿或柳条编的器物以及其他各式造型
的陶瓷盘碗内，在搭配上还要主次分明高低有别错落有
致。日餐的季节感极强，按不同季节点缀在菜肴上的树
叶、鲜花等既丰富了色彩又赋予了食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
还能感受到亲近大自然的感觉。可以说，一道菜端上来，
无论大盘小碟，都像是一个艺术品，色泽自然、柔和，悦
目清心，让人不忍下箸，即使动筷，也会轻拿轻放，怕弄
脏了一幅精美的画作一般。说日本料理是“眼睛的料理”，
此言确是诚然不虚。

日本宴会料理的上菜顺序也很有讲究，一般是先上先
付，是为免客人久等而由店家做主而上的一道小下酒菜，
然后才是前菜、先碗、刺身、煮物、烧物、炸物、止碗
（即味噌汤）、御饭（米饭）、甜点等。日本是世界上第一
长寿国，这与他们的饮食习惯亦有直接关系，就比如说宴
会的上菜顺序，其实就颇有讲究，先付上了后，才是开胃
前菜，接着才是刺身、煮物、烧物等口味稍重正菜，这些
完后，再来一道菜爽口，再后有天妇罗等轻口菜肴呈上，
最后以御饭或乌冬面荞麦面以及甜点结束。总体来说，日
餐重视浓淡相宜营养搭配，菜肴突出季节性。一餐宴会，
海鲜类、蔬菜类、菌类、贝类等面面俱到。

不过，日餐的宴会套餐也不是尽善尽美，在商言商，食
客却是永远也算计不过店家的。一般的宴会套餐按价格分
为上中下几等，以松竹梅等名称区别之。但无论是哪一种，
都是不可更换菜肴的，如果一定要更换，那对不起，请另付
钱。这就避免不了店家在不影响总体的前提下，菜由我做
主，从而搭配上一些不大受欢迎的菜品了。而且，按日本规
矩，只有宴会套餐才可以“喝放题（指付一定的钱然后可以
在时间内无限量地喝套餐里限定的酒水）”的，这就套牢了
冲着喝酒去的客人，必须要吃那么一两道不想吃的菜肴。
想“喝放题”，你就得忍着，否则，如果菜要单点，那么，酒水
也要单点。单点菜再配上“喝放题”的美事儿，这个一般还
真没有。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网）

日本的宴会餐
万景路

在英国乘火车
黄思源

《欧洲时报》英国版

离蛇年春节还有十余天时，伦敦唐人街地

区年货市场已货备充足，市民采购年货热情日

益高涨，多家中餐馆也在春节期间推出年夜特

色菜谱，年夜饭的预订开始日渐火热。在伦敦

唐人街的年货市场上，各类年货商品早已提前

一个月摆上了货架，东方美味超市店员表示，传

统年货食品如年糕、绿茶瓜子、各式糖果的现阶

段销售情况基本与去年相当，而贺年货品，如印

有“金玉满堂”等字眼的贺年红信封，带有“春”

或“福”字的红耀灯、春联、中国结尤为走俏。一

对前来采购年货年长外国夫妇说，近年他们也

开始买一些中国特色年货，或收集，或作为小装

饰点缀房间，装饰之余，也很有意义。

加拿大《明报》

农历蛇年春节前最后一个周末，加拿大不

少华裔市民赶办年货，随着中国移民人数日

多，年货销量逐年增加，今年预料升近一成。

列治文市华人商场备有大量年货，既有大型超

级市场售卖过年食品、糖果及糕点，也有专卖

新年用品如装饰、利市封等的店铺，更有贩卖

过年花卉盆栽的小摊。有市民表示，他们可以

在买菜之余顺道办年货，非常便利，令商场外

的停车场当日非常挤塞。一对本来买菜的雷姓

夫妇在经过年货店铺的时候也顺道买了一个财

神图案，雷先生称购买新年用品的用意在于求

得平安，家人的身体健康最为重要，这也是他

今年蛇年的新年愿望。

西班牙欧浪网

再过几天，中国传统的春节就要来到了。

华人停办了前几年一直坚持的一系列庆祝活

动，春节气氛显得有些冷清。不过与华人的冷

清相比，西班牙人对今年中国春节的热情反倒

显得非常高涨。许多大的商业中心和宾馆等都

挂上了具有浓郁中国气息的红灯，并且把门

厅、大堂等地方，也按照中国的传统进行了装

饰，让华人一看，颇显得年味十足。以往春节的

时候，旅西华人侨团都会组织一系列的彩妆游

行和庙会等大型活动，来庆祝中国传统的春节。

在与西班牙人同乐的同时，也向当地展示中国

的文化和华人的风采。但是由于受“皇帝行动”

的影响，华人侨团目前也没有了以往的兴致。

上图：英国伦敦华人超市备足年货。

【记者手记】

随着中国春节在海外
声名鹊起，世界各国对中
国春节也有了更多了解。
中国春节是华人最重要的节日，要隆重庆祝，沉浸在欢乐祥和气氛
中的海外华人警惕性会降低，一些不法分子产生了趁机“捞一把”
的犯罪心理。给海外同胞提个醒，请小心盯着你的贼眼。

华人在海外扮演“羔羊”形象已经有数年时间，被抢劫的是华
人、被诈骗的是华人，这其中有华人自身原因，喜欢存放携带现
金，喜欢买奢侈品，喜欢炫富，这些都与华人生活习惯相关。前些
日子，在美国出差回国那天，行李装上汽车后，去纽约唐人街法拉
盛中餐馆吃午饭。到了餐厅，司机师傅坚决不下车，说车上有行
李，如果下车，贼肯定会砸碎车窗玻璃，偷走行李。法拉盛一带经
常会发生这样的案件，因为，回国的中国游客都会买很多贵重物
品。司机就在车内凑合吃个盒饭，他既对客人的行李负责，也是对
自己的车负责。看来，华人一时很难改变“非贵即富”的形象，暂
时保护自己是明智之举。

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近年来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使很多
“良民”也有了非分之想，加入了盗窃、抢劫大军，受害者也不光
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很多欧美本地人也难幸免。街头盗抢一直是欧

美国家治安的一大恶疾，鉴于法律等多种社会因素，目前
并没有治理的良方。

翻看海外华文媒体，每每谈起华人治安事件时，都会
忠告华人“牢记生命第一”。在无法抵抗的情况下，哪怕
损失财物，也要确保自己人身不受伤害及侵犯。在纽约曾
发生这样一起趣事，纽约日落公园华人小区发生一起入室
盗窃案，华人屋主发现一名华裔窃贼后，勇敢追赶到街上
奋勇捉窃贼，最后顺利将窃贼交至警方。辖区警局局长表
示，警方感谢华人男子帮助逮捕窃贼，但同时指出，警方
不鼓励民众自己捉贼，遇到类似情况，正确的做法是立刻
报警。警方的观点很明确“感谢但不鼓励”。

中国俗话常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保护好自
己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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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回放】

英国日前公布了偷盗事件频发地区的分布
状况，其中包括那些最容易遭到盗窃的住宅所
在地区的邮编。而从各地的警局公布的信息和
收集到的信息来看，由于中国春节将至，很多
中国游客大批量地涌入英国，而英国的华人也
开始纷纷购置年货，准备过年。“口袋鼓鼓””
的华人，成了不法分子眼中的“香饽饽”。从
偷盗事件频发地区的分布状况来看，富裕和僻
静是被偷的主因。很多小偷都会把目标放在富
裕的居民住所或者比较僻静的地区。在那些没
有多少人路经的地区，被偷盗的可能性会更
大，而小偷被抓的可能性也更小。除了偷盗，
抢劫、诈骗都是发生率很高的犯罪形式，华人
也是主要的“受害者”。

（英国《新欧华报》报道）
家住巴黎市 1: 区的王先生日前独自在家

休息时，听到外边有敲门声。因为门上没有猫
眼，无法看清门外情况，他小心地将门打开一条
缝，门刚一动，就被人猛力踹开，接着 / 个皮肤
黝黑的人冲进来按着他就打，逼问家
里的现金、首饰放在哪里。搏斗声惊动
了邻居，邻居立刻报警。警察及时赶
到，当场逮捕两人，另外两人跳窗逃
走。王先生则被赶来的消防队员送往
医院抢救。这是今年以来华人持续遭
到歹徒入室盗抢的一个缩影。据统计，
今年 =月以来，法国已经发生了 ?万
多起入室盗抢案件，平均 =A@分钟就
发生一起。巴黎地区犯罪率也连续 ?

年持续上升，成为重灾区。而华人则在
这个受害群体占很大比例，损失巨大。
（法国《欧洲时报》周刊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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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拔一颗病牙要跑来跑去，耗时间折
腾，非常麻烦，如果在西班牙镶牙，那更是一项大
工程。

马德里北部郊区某中餐馆，;名员工，有C人患
有牙病。浙江籍徐小姐，1:多岁未婚。一颗最后长
出的智齿，疼痛难忍，到医院求诊。医生开出消炎
药和止痛药，徐小姐服用后效果不明显，决定将这
颗病牙拔除。再次挂号预约，排队候诊。大医院牙
科医生检查一番，这颗龋痛智齿长的位置不太好
拔，拒绝拔除，开出消炎药止痛，应付了事。徐小
姐无奈，只好找到了私人牙科诊所拔除了这颗令
人讨厌的痛牙。

周先生的口腔健康状况差，两颚牙齿多已脱
落，剩余的牙齿没有咬合咀嚼功能，多呈松动状
态。同事都建议周先生全口拔除，镶新牙。周先生
咨询私人医生：人工植牙一颗D::到=:::欧元，全
口人工植牙（含拔牙）收费1A@万欧元。如果周先生
愿意就医，可以给予最大优惠，1A=万欧元成交。整
个过程在=1个月完成，先付@:::欧元定金。周先生

盘算一下1A=万欧元，眼下以
人民币兑换计算，约合人
民币=C万元之多。

从上世纪E:年代来西班牙的老侨胞开始，华
人圈中就流行一句话：“回中国镶牙齿，赚了飞机
票，还能度假。”在西班牙镶牙齿，华人面临的并非
天价收费、巨额支出这一个难题。与医生之间的语
言沟通困难、完成镶牙过程有一段漫长的适应期，
自己的疼痛感和舒适感要经常与牙科医生交流，进
行必要的矫正，对于华人来说，都是问题。回中国镶
牙齿，所有难题都能解决，还能探访亲友度假，镶好
牙齿再回西班牙。全部开支费用，与在西班牙镶牙
齿的开支费用差不多，有时甚至能省出一大截。所
以，绝大多数的时间充裕的中老年侨胞，都选择回
中国镶牙。 （摘自西班牙《欧华报》）

看牙麻烦真多
韦 明

加拿大温哥华地区家庭医生“客满”不收新
病人、令市民找不到家庭医生的情况严重。有华
裔移民孕妇怀孕达?;周，虽然已有卑诗省医疗
卡，并获卑诗医疗保险计划保障，原本应为新生
命的即将来临感到期盼，但准妈妈目前却要为产
子后，没有家庭医生可看感到无助，即使腹大便
便仍尝试跨区叩门找愿收新孕妇的家庭医生，无
奈仍苦无着落。

移民温哥华市居住未满一年的准妈妈黄太
太，目前已怀孕?;周，她自从去年怀孕后，一直希
望找一位家庭医生。她表示，由于丈夫自1::;年移
民以来，身体十分健康，因此并没有特别找家庭医
生。没想到在这边找家庭医生是困难重重，没有亲
人或朋友介绍，医生都不容易接收新孕妇。黄太太
现时虽然仍由妇产科专科医生检查，但妇产科医
生已告诉她，婴儿出生后就无法向她继续提供服
务了。医生早前亦建议她通过医学会的网站，看
看哪些家庭医生接受新症。

黄太太与丈夫在网站上找到收新患者的医生
并逐一致电查询，但得到的答案却是“暂时不收”。
上星期黄太太联络到一名表示收新患者的医生，

并预约时间面见医生。黄太太于是又挺着D个多月
的大肚子到医务所。结果他们到医务所，医生进来
诊症间，就问她目前是由哪个专科医生看，聊一
聊，就说她现在不收新病患了。她还跟我们说对
面街的医务中心，三楼还有医生收新患者，叫他们
去问。最终夫妇二人折腾了一整天，依然无法找到
一位愿意接收的家庭医生。

黄太太说，即使自己的妇产科医生，都无法
帮助推荐医生。虽然没有家庭医生仍可以到“免
预约诊所”，她感叹：“找不到家庭医生，迟些
小孩出生了，想有家庭医生跟进也没有办法，真
的是很无助，也很无奈。”

卑诗内外科医学会发言人布拉克承认，温哥
华地区家庭医生难求的情况是近年出现的问题，
不仅新移民，即使是本地人亦会遇到类似困难，
唯现阶段无计可施，认同靠亲友介绍是最好的方
法，或选择到“免预约诊所”求诊。布拉克医生
解释，医生短缺主要是由于本省人口增加，以及
现时执业医生开始老化，随着年纪渐长，有些医
生亦会选择逐步转为以兼职性质工作。

温哥华家庭医生难求，是很多新移民共同面
对的困难，尤其刚到埠、认识本地人不多，更难
获介绍。在不少华裔网民讨论区上，不时都会看
到有人请求其他网友介绍家庭医生。一医难求的
问题，亦并非只困扰新到埠移民，即使想转换家
庭医生同样不容易。有网民上月中在论坛上发
文，并以“求个家庭医生”为标题，表示自己经
常生病，想约见家庭医生，却要轮候到很久才能
获见，直言等到那时或者已经病死。

（摘自加拿大《明报》）

孕妇吃闭门羹
郑绮霞

他乡故事

1月 / 日，在新加坡圣淘沙岛巴拉望海滩，圣淘沙春节花会向媒体开

放。图为工作人员在创作“灵蛇献瑞”沙雕。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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