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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礼节丰富

刚果人性格豪爽，感情外向，
待人热情，讲究礼貌。礼节称呼有
先生、夫人、女士、小姐等。称呼
老人用尊称，问候老人常行半跪
礼。初见客人，问候时将两手举
起，来回翻动手掌，或将右手举至
与肩齐平，前后轻轻摇动。久别重
逢的亲朋好友，除了握手，还会用
右手掌轻轻拍打对方的胸脯，并行
拥吻礼。

见到身份高的人或尊贵客人，
会立正、举起右手、手心向外、左
手垂放，大喊一声“玛斯特”（意为
主人），这是最高问候礼仪。被问候
者，则举拳晃晃，以示回礼致意。
妇女见到男性客人，微微屈膝、目
视地面、轻声问候。女性之间相
见，大多是握手、拥抱。男士不主
动同女性握手。交谈时，人们爱用
拇指、食指和中指有节奏地弹出

“达、达”的响声，表示对所谈内容
感兴趣、满意。

男裤装女裙装

在刚果，平时穿西装者并不多
见。男子大多穿长裤、衬衫和带领
扣的上衣。妇女不穿长裤，只穿裙
子，或者用一块色彩鲜艳的布，从
腹部向下缠绕数圈以代替衣裙。女
子裙装多印有小花等图案，若蜡染
者，则喜大花图案。母亲会经常将
女儿头发梳成一个个小圆圈，并用
线固定。

居住在热带森林的巴库图族妇

女，腿上常佩戴铜护腿。北方森林
中的居民，一般只在腰间围一块兽
皮或几片树叶，而妇女则喜欢把手
掌、脚掌涂成红色，在胸脯上画上
红白相间的条纹。西北部布温达地
区的巴图人，不论男女，都喜欢把
牙齿挫得很齐，脸上涂一层鲜红的
颜色。他们用棕榈纤维编织成又薄
又软的席子，甚至可以用来做衣
服，而用粗而厚实的席子铺地，或

做房屋中的隔墙、门扉、栅栏等。

焖猴炸昆虫

刚果人习惯每天只吃晚餐，男
女分席而坐，大多保留着用手抓食
的习俗，而上层人士则习惯于西式
就餐方式。

主食有大米、玉米、木薯、香
蕉等。将香蕉泥、花生粉、木薯
面、棕桐油、辣椒糊、食盐等，加

水煮成浓糊状的食品，当地人称作
“尤乌马”，既是主食，又是菜肴，
是招待客人的常见食品。此外，将
米粉、豆粉加水拌匀后放入香蕉
泥，再用香蕉叶包成面团，放入蒸
笼蒸成粉包；将香蕉泥中加入牛
奶，冰冻后制成蕉冻，清凉爽口，
既是主食，又是凉食。

刚果人的副食主要是牛羊肉、
鸡、鱼、蔬菜等，特色菜肴有红焖

猴子肉、油炸昆虫等。刚果的咖啡
产量很高，成为当地居民不可缺少
的饮料。而特色美酒，当属他们自
制的香蕉酒，芳香扑鼻、口感特殊。

重视婚丧礼俗

当地女子自由恋爱结婚，少有
违背自己意愿的婚姻，但某些部落
仍存在一夫多妻现象。他们强调婚
前女性贞洁，否则会受到鄙视，甚

至终生受辱。婚嫁重视彩礼，一般
是货币、物品或牲畜。如果付不起
彩礼，经女方家庭同意，可到女方
家进行无偿劳动，以补偿彩礼。

婚礼上，新郎向岳父母行跪拜
大礼。婚礼庆贺活动会持续10天乃
至半个月，民族乐曲、激情击鼓，
宾客们在欢乐气氛中翩翩起舞、纵
情高歌。婚宴颇为铺张，河马肉、
大象肉等野味也会端上席面，花费
不菲。

刚果人重视丧仪，政府将11月
1日定为“逝者节”，全国放假。人
去世后，不保留尸体，而是放在白
蚁巢内，让白蚁去分食，认为这样
可使亡者早日升入天国。有的地方
盛行树葬，即当人去世后，家属会
选择一棵大樱杉树，先将部分树皮
刮下，在树干上挖洞，将包好的尸
体置于洞内，再把树皮贴上，并刻
上死者的姓名。樱杉树生长迅速，
数年之后，就会成为树棺材。

习俗与禁忌

亲族通奸属于最严重罪行。禁
止女婿同岳母接触。公开场合禁止
男女亲吻。

西方人所喜爱的ok手势，在这
里则表示“肛门”，是恶毒的骂人语
言。用食指敲打自己的脑门，是

“靠边站”“不受欢迎”的意思。抚
摸小孩的头，表示“这个孩子像个
傻瓜”。伸出大拇指，表示阻止他人
继续讲话。忌讳打听当地人习俗、
禁忌的由来。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如需了解更多内容，请登录中国领事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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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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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检制度严苛 禁带物品繁多

入境新西兰：如何携物不挨罚
宿 亮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记者来到上海虹桥，这里是长三角城市

群‘Y’字结构的交汇点。”请问其中的“交汇”用得是否
妥当？谢谢！

上海读者 晓晨

晓晨读者：
表示水流、气流的会合时，用“交汇”。例如：

（1）这两条河在村东交汇。
（2）两股气流在长江流域交汇。
（3）泾河和渭河的水在这里交汇，在交汇处能很清晰地

看到两条河的河水很不相同。
（4）在这条河入海口，河水跟海水交汇的地方，鱼群经常

往来。
（5）寒流跟暖湿气流在春天常常在这一带交汇，因此这

里春天雨水很多。
而表示水流、气流之外的具体事物会合，尤其是道

路、交通等，多用“交会”。例如：
（6）京广线和陇海线两条铁路在郑州交会。
（7）两条高速公路在山脚下交会，这里的立交桥比较多。
（8）时速达到420公里的高速列车已经在我国完成了交

会实验，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
（9）在公路和铁路的交会点，有一座高大的桥梁，铁路从

桥下穿过。
（10）这条地铁跟环城高速路的交汇点，有个地铁站，出

入的旅客很多。
比较起来，“交会”只是说会合，而“交汇”则往往有

“融合”的意思。因此，当人们提到会合并融合的抽象事物
时，也多用“交汇”。例如：

（11） 不同的艺术流派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交汇，产生了
许多新颖别致的艺术作品。

因此，您提到的“长三角城市群‘Y’字结构的交汇
点”，宜写成“长三角城市群‘Y’字结构的交会点”。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8 月 18 日，中国和厄瓜多尔政府之间 《关
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 正式生
效。协定生效后，中国公民赴厄瓜多尔旅游或
从事非营利活动，只要自首次入境厄瓜多尔之
日起到最终离境之日止，在一年内累计停留不
超过90天，不再需要事先申办签证。

免签协定的生效给南美洲西北部这个有
“最美赤道国家”美誉的地方又增加了一份吸引
力。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因为穿越了赤道而被
称作“世界中线之城”。那里不仅有热带雨林等
自然美景，还有丰富的人文风情。如果您去了
厄瓜多尔，有机会一定要去加拉帕戈斯群岛看
看。据说，达尔文当年正是在考察这个群岛
时，受当地丰富自然物种的启发才写出了闻名
于世的 《物种起源》，提出了“进化论”的观
点。

需要注意的是，免签是有限定条件的。如
果您是去厄瓜多尔旅游或从事非营利活动，是
可以免签入境的。但如果您是去进行新闻报
道、学习、工作或其他任何营利性的活动，则
必须事先申办签证。另外，如果您一年之内去
了很多次厄瓜多尔，则需要记下自己每次的停
留天数，注意不要让累计停留时间超过 90 天，
以免受到厄瓜多尔方面的处罚。

虽然早在今年3月1日，厄瓜多尔已经单方
面给予中国公民赴厄旅游免签待遇，但是此次
免签协定的签署以及生效仍具有重要意义。因
为，它将两国之间的互免签证安排制度化，让
有意赴厄的中国公民心里更踏实了。

出行前，您最好上网看一下厄瓜多尔的有
关信息和出国旅行常识，像厄瓜多尔的社会治
安、风俗习惯等，为旅行做好充分准备。

近日，一对中国夫妇因试图携带燕窝入境，
被新西兰移民局遣返的遭遇在微信朋友圈被频繁
转发。据了解，这一事件发生在 2014年底，重被
提起缘于新西兰媒体最近播出的一个电视纪录短
片《边检》。这也使中国人再次聚焦新西兰严格的
动植物检疫制度。到底哪些物品严禁带入新西
兰？怎样的行为会遭到罚款甚至拒绝入境？新西
兰边检为何如此严苛？

这部纪录短片中提到，一对中国夫妇从中国上
海抵达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入境时，没有申报任
何有潜在生物安全风险的物品，但边检人员在检查
行李时发现其中有真空包装的燕窝。新西兰第一产
业部说，这一行为可能给新西兰带入禽类疾病，被
视为“故意走私”，因此拒绝这对夫妇入境。

节目播出后，不少人在制作方网站主页留言，
认为这对夫妇故意藏匿违禁品，被遣返无话可说。
据了解，2013年就曾发生过华人因携带燕窝入境被
罚案件。当时，一名华人女性明知燕窝不能入境，却
在申报时谎称“海草”，被法院处以数千新西兰元（1
新西兰元约合4.7元人民币）罚款。

近年来，前往新西兰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
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中国游客在海关被罚事件。今
年7月，一名中国游客佩戴的“好运牙”饰品被新
西兰南岛旅游城市昆斯敦机场边检人员认定是牛
的牙齿，因可能带入疾病危及本地生物安全被没
收，同时被处以400新西兰元的罚款。此外，还发
生过数起中国游客因携带航班提供的食物或水果
入境但忘记申报，被罚400新西兰元的事件。

类似的措施并非完全针对中国游客。此前，
一对来自乌克兰的游客未申报携带约3公斤蜂蜜和
1公斤花粉入境，也被遣返。第一产业部官员说，
这些物品可能含有外部病菌，给新西兰养蜂业带
来毁灭性打击。

新西兰经济立足农牧业发展，生物安全措施
十分严密，海关实行近乎苛刻的动植物检疫措
施。游客进入新西兰时被要求填写内容详尽的入
境卡，需要申报行李中是否存在食物、动植物及
其相关制品、动物药品、户外体育活动设备及鞋
袜、帐篷等可能附着土壤的物品。抵达新西兰国
际机场口岸时，第一产业部人员会根据申报情
况，对游客携带物品进行严格检查，除扫描设备
外，海关和警方人员还会使用嗅探犬配合调查。

新西兰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四周环绕海洋决

定了南北两岛缺少其他大陆的物种和病菌，如果
具有破坏性的物种进入新西兰，后果可能非常严
重。新西兰海关之所以严格检查入境的各种动植
物制品和食品，正是为了减少外来物种对新西兰
造成的生物安全威胁。

近日，新西兰第一产业部颁布禁令，禁止在首
都惠灵顿以东的怀拉拉帕地区种植豌豆。禁令为期
两年，原因是调查人员在这一地区多个地点发现豌
豆象鼻虫。为避免这种害虫扩散到新西兰其他地
区，给豌豆种植产业造成更大破坏，监管机构决定
以暂停种植豌豆的做法清除境内的豌豆象鼻虫。

类似的案例还有在奥克兰地区发现的果蝇。
去年，新西兰政府不惜投入高达 1360万新西兰元
的巨资“清剿”十几只外来果蝇，并暂时禁止在
相关地区运输新鲜蔬果，就是为了避免果蝇这样
的外来物种在新西兰“扎根”。

事实上，新西兰对于境内不同地区的物种传播
也十分谨慎。在连接南北两岛的渡口，第一产业部
人员会对那些即将登船的车辆进行检查，特别是曾
经涉溪的汽车。在一些流行登山徒步运动的地区，
环保人员会免费发放给户外设备消毒的喷雾。

新西兰规定，如果几天之内连续到两处以上
的不同河流流域活动，驾车者必须在前往另一水
系之前检查车身和轮胎是否有植物残留；徒步或
游泳者必须检查衣物和登山鞋；漂流的游客要检
查皮划艇，在清洗所有植物残留后，必须吹干并
放置48小时之后才能前往下一处流域。

此外，新西兰实行严格的边检制度也是对本
地相关产业的保护。例如，新西兰第一产业部担
心外来蜂蜜制品带来的疾病会危及国内蜂蜜产
业，因此严禁带蜂蜜进入新西兰。这一规定曾给
部分“澳新两国游”的中国游客带来困惑，有游
客从澳大利亚购买蜂蜜后前往新西兰游玩，但入
境时不得不扔掉无法带入境内的蜂蜜。

除动植物之外，新西兰海关及边检部门还有
一些特别的规定。如不得携带“新康泰克”等含
有伪麻黄碱的药品入境，因为这种物质可能被用
来提炼毒品。据了解，曾有中国留学生因携带大
量此类药物在新西兰获刑。

另外，携带大量现金出入境也违反新西兰规
定，先前曾有华人携带 70万元人民币现金从新西
兰出境时被海关罚没。 （据新华社电）

相 关 阅 读

澳大利亚——

违规入境案例多
如实申报是关键

张小军

8 月 19 日，中国和汤加政府之间 《关于互免
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 正式生效。协定生
效后，中国和汤加两国公民如果是去对方国家旅
游、经商或探亲，只要自入境之日起停留不超过
30天，不再需要事先申办签证。

汤加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它位
于南太平洋西部，是由173个岛屿组成的岛国，西
距斐济 650 公里，西南距新西兰 1770 公里。因为
地处太平洋西南部赤道附近、国际日期变更线的
西侧，有幸迎接世界上第一缕阳光，是世界上最
先开始新一天的国家。除了南太岛国享有的碧
海、蓝天、白沙滩外，汤加还有原始的海岛风
光、茂密的热带雨林、海水涌入礁石时形成的独
特喷泉、成群的座头鲸……

8 月 19 日后，去汤加饱览这些美景对于中国
游客来说，真的成了一场“拿起护照，说走就走
的旅行”。

在这里提醒大家：免签证并不是说，无论您
去汤加做什么，都可以不用办签证。所谓的免
签，针对的是去汤加旅游、经商或探亲的人。如
果您在汤加逗留的时间超过 30天，或者是去汤加
学习、居留、工作、从事媒体报道等，必须经过
汤加有关主管部门事先批准的活动，则需提前办
好签证，以免在入境汤加时受阻，给自己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虽然去旅游、探亲、经商不用办签证了，但
还是建议您在出行之前多做功课，同时记牢中国
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的领事保护电话，给家人留下
行程和联系方式，让家人安心。

近期曝光的中国游客携带违禁品
入境新西兰案例引起广泛关注。而实
际上，在同样远离其他大陆的澳大利
亚，动植物检疫制度也同样严格，也
有中国游客在澳海关遭遇罚没物品、
罚款甚至被起诉。

曾有一对年轻夫妇赴澳大利亚度
蜜月，带了一些旅游小食品和茶叶。
虽然两人在入境申报单上写明有食
品，但检疫人员在他们的随身行李中
发现了带核的红枣，因此要进行处
罚。幸好这对年轻人会说英语，申明
自己是首次来澳，并已如实申报了食
品，只是对具体规定不太清楚，最终
才免遭罚款。

另一名带食品入境的中国教师则
没那么幸运。这名教师带学生到澳大
利亚游学，在布里斯班入境时被查出
带有一包饼干，因未作任何申报，这
名教师被罚250澳元 （约合1270元人
民币）。边检人员认为，这名教师之

前数次带学生团到过澳大利亚，理应
了解相关规定，因而坚持予以处罚。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边检人
员去年仅在悉尼机场就销毁了近 90
吨违禁物品，包括 15吨肉类制品、2
吨种子、6吨海产品等，没收了 3500
只爬行或两栖动物。查获的物品有些
是漏报的，有些是故意瞒报的，有 3
人因此被起诉。边检人员开出 1008
份罚单，罚款总计超过 33.2 万澳元

（约合170万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对很多食物、药品和动

植物类物品都禁止入境，如中国游客
常带的肉粽、蛋黄月饼、瓜子、牛肉
干、中成药保婴丹等。

不过，要想避免被罚其实并不
难，提前了解澳边检规定、入境时如
实申报、如实答复边检人员的询问并
配合检查就能免去很多麻烦。

登陆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网

站，能查到澳海关规定的禁止物品和
管制物品的详单。使馆建议，对确需
携带的物品，入境时一定要如实申
报，不能确定是否需申报时，也最好
选择申报，或咨询航空公司乘务人
员。

需要提醒的是，申报并不意味着
行李一定会被开箱检查，但未如实申
报，一旦查出则可能遭罚没物品、罚
款或起诉。

此外，自卫防身用的喷雾装置、
双节棍等武术用品在澳大利亚属违禁
武器，需得到许可才能持有或使用，
否则以违法处置，可判入狱。

携带 1万澳元以上或等值外币出
入境澳大利亚时，也必须申报。2015
年1月，一名中国公民携带20万元港
币自南澳州阿德莱德入境澳大利亚，
因未申报被处以警告和罚款，出境时
因 仍 未 申 报 而 被 拘 押 审 查 。

（据新华社电）

图为在新西兰奥克兰国际机场，边检人员带着警犬进行入境行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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