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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礼仪

蒙古人无姓氏，称呼使用全名。他们开朗、
豪爽、真诚、好客，即使对陌生人，见面也必致
问候。平辈、熟人相见，一般说“你好”，对初次
见面的人则说“您好”。亲友相遇，常先问牲畜是
否平安，再问对方身体。见到长辈、老师，要点
头、鞠躬，再请安。请安时，男人要曲右膝，右
臂下垂，女子要曲双膝。

未经允许，不可与老人并排而坐，骑马或坐
车问安者，应下马、下车。日常交往，多行鞠躬
礼或握手礼。蒙古人行鞠躬礼，是把双手高高举
过头，然后再把右手放在胸前，身体前倾约30度。

贵客来访，传统礼仪是敬献哈达，有的还会
同时献上一碗鲜奶。献哈达者躬身，双手将哈达
挂到客人脖颈上，或递到客人手上，有时还吟唱
吉祥如意的赞词。客人应低头致意或双手合掌于
胸前，再将接过来的哈达挂在自己脖子上，并向
献哈达者表示谢意。蒙古国的哈达由天蓝色丝绸
做成，不同于我国蒙古族的白色哈达。进入蒙古
包，可不脱帽，应主人请，可盘腿坐在地毯适当
位置，若不会盘腿，也可将双腿伸向门口坐下。
主人喜欢拿出自己珍爱的鼻烟壶让客人嗅闻，女
主人招待客人，会献上奶茶、奶豆腐和奶皮子等
食品。客人应愉快品尝这些食品，饮用奶茶，应
一饮而尽，忌讳小口品尝、砸吧滋味。品尝食品
时，应表示欣赏、热情赞美。

肉、奶、茶

蒙古人的食物以牛、羊肉和奶为主，手扒
肉、烤全羊、石烤肉等，都是其民族传统食品。
招待客人时，通常由主人先切肉或先吃，然后客
人应主人请，才可进食。习惯左手拿肉，右手用
刀切食，不用筷子。他们不喝汤，忌吃鱼虾、海

味、肥猪肉，不吃糖醋、太辣和带汁液的食品；
不吃鸡、鸭、鹅的内脏，也不太爱吃蔬菜。一般
不喝水，每天必喝的是奶茶 （由茶砖和奶以及食
盐制成）。马奶酒是他们常喝的饮料，有酒的醇香
及奶酸味，度数不高，一般不致喝醉。

蒙古人待客的传统方式，是宴饮时唱敬酒
歌，有时一人唱，有时合唱，气氛热烈。主人通
常将美酒斟在银碗、金杯或牛角杯中，宾客接过
酒杯，应用无名指蘸酒，向天、地、火炉方向轻
弹一下，以示敬奉天、地、火神，然后再喝。客
人推让，不想喝酒，会被认为不愿以诚相待、对
主人不恭。若真的不会喝，也可将酒杯轻碰嘴唇
示意。

蒙古袍

如今，在乌兰巴托等城市，穿新潮时装者不
乏其人，西装革履或牛仔服、夹克衫等都很常
见，而最具特色的，还是蒙古传统服饰——蒙古
袍。男女老幼，一年四季，都喜欢穿长袍，因而
有单袍、夹袍、棉袍和皮袍。蒙古袍的特点是宽
大、袖长、高领、右衽，下摆多不开衩，边沿、
袖口、领口多饰以绸缎花边，做工精巧、美观大
方。

冬天的袍子一般用毛皮制作，配圆顶雁尾帽
和护耳套，脚上穿长筒厚底皮靴。夏天穿单袍，
春秋穿稍厚一些的夹袍，颜色浅淡。男装多为
蓝、棕色，而女装则用红、粉、绿、天蓝色。妇
女穿的袍子，绣花、纹饰更为丰富。节日里，蒙
古袍愈加鲜艳夺目，特别是妇女们更加讲究，有
的甚至配戴用玛瑙、珍珠、珊瑚、宝石、金银玉
器等编织的头饰。

礼俗禁忌

忌讳骑马快跑到毡房门前，不仅会惊动人
畜，也意味着有坏消息传来。马鞭、棍杖应立在
毡房门口，不可带入主人的毡房。蒙古人把锅
灶、火盆和篝火堆等，当作火神加以崇拜，逢年
过节、迁居或举办婚礼，都要进行祭拜。

敖包是蒙古人的保护神，行人路过敖包，要
下马献上钱财，供上酒肉，或剪下马鬃、马尾缀
系在上面。蒙古人喜爱红、黄、白、绿、蓝色，
认为这些颜色是幸福美满的象征；认为黑色象征
罪恶、不幸、背叛、妒忌、贫穷。当着主人的
面，称赞孩子和牲畜，是失礼行为，也不可用手
或其他东西指着清点人数。主人递过来的东西，
特别是食品，客人不可用右手，应该用双手或左
手接受。用烟袋或手指，点别人的头部，是极不
礼貌的举止。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风劲弓鸣的反腐倡廉力度、涤浊扬清

的从严治党成果，不断在昭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请
问，其中“涤浊扬清”的写法是否妥当？谢谢。

天津读者 冯水边

冯水边读者：
“激浊扬清”的意思是冲去污水，让清水上来。常用

来比喻抨击坏人坏事，褒扬好人好事。例如：
（1） 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

之长。（《旧唐书·王珪传》）（《花月痕》第四十六回）
（2） 今日之事，必先激浊扬清，如医治疾，扶正气，

始可御外邪。（《花月痕》第四十六回）
（3） 平剧为旧时代产物，不少教忠劝孝，激浊扬清之

作。（洪深《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
（4） 我 们 必 须 激 浊 扬 清 ， 提 倡 社 会 主 义 新 风 尚 。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
（5） 该报是由政教处、团委联合主办的一份以弘扬正

气、激浊扬清为宗旨的报纸。（《汉语成语大全》）
“激浊扬清”中的“激”可以理解为“冲击”，“扬”

可以理解为“使浮起”。
过去曾有“扬清激浊”“激扬清浊”“扬清抑浊”等写

法。现在的工具书，例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新华
成语词典》《当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等，都
以“激浊扬清”作为推荐的规范写法，主流媒体也都采用
这一写法。可见，“激浊扬清”是当前社会语文生活中的规范
写法。

成语是凝固的，不宜随
意改动成语的词序或用其他
字代替成语中的某个字。在

“ 激 浊 扬 清 ” 中 用 表 示
“洗”的“涤”来代替表示
“ 冲 击 ” 的 “ 激 ” 是 不 妥
的。因此，原句中的“涤浊
扬清”宜写成“激浊扬清”。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几年前，一位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
中国学生，因为国内汇款未到，交不上
学费，面临被注销学籍的危险。他非常
着急，于是找到我们俄罗斯华侨华人联
合总会和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以下简称“两会”） 寻求帮助。我们
立即核实情况并与其家长沟通，及时为
他交上学费，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2009 年 6 月，在莫斯科集装箱大市
场关闭事件中，我以侨社代表身份被推
举为“华人华商大市场问题临时协调小
组”秘书长，配合中国政府和中国驻俄
使馆妥善解决大市场关闭事件——既要
为华商仗义执言，把大家的损失降到最
低，又要顾及中俄关系这个大局。我们
从经济纠纷的角度出发，较好地维护了
华商的合法诉求和权益。诸如此类的事
情，无不关乎侨社的声望，祖国的后
援。

我们的“两会”成立于2000年，两
块牌子、一套班子，以热爱祖 （籍）
国、遵纪守法、支持祖国和平统一为原
则，不分地域、不分行业、不分性别和
年龄，最广泛地把侨胞团结起来。因为
团结的面越广，就越有利于华侨华人在
当地生存发展，越有利于侨社整体事业
的扩大。十多年来，特别是2010年第三
届理事会产生以来，“两会”在虞安林
会长的带领和各成员社团的支持下，发
展迅猛，现在已有包括全俄主流侨社在
内的 60 多家集体成员、近 5 万名会员，

成为全俄最具凝聚力和影响力的联合侨
社。

我们做大做强的成功要诀之一，便
是做点滴小事、汇百川之水。

2015 年 4 月中旬，一位林姓女同胞
突然到莫斯科，声称俄罗斯某高官是她
的生父，她此行是来寻父的。结果在从
机场去市区的路上，被感到事态严重的
出租车司机直接送到了警察局。警察在
与林女士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联系
了中国驻俄大使馆领事部。领事部高度
重视，在外交官的带领下，我们“两
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将林女士从警察
局接了出来。嘘寒问暖、送衣送餐，同
胞的关爱温暖了林女士的心，却打不开
她“寻父”的心结。根据林女士不懂俄
语且有间歇性幻想症的情况，熟悉中医
理疗并粗通心理疏导的常务副会长李淑
兰女士主动请缨，将林女士带回自己家
中暂住。与此同时，几经周折联系上了
林女士在香港的母亲和香港警方。在得
知其亲属及香港警方不可能来俄接人，
而其情绪波动较大又不宜单独返港的情
况下，我们决定派人护送林女士回香
港，几天来一直待林女士如亲生女儿的
李副会长自然成了不二人选。“两会”
副秘书长王仁亮开车把林女士一行送往
机场，春寒料峭的莫斯科洋溢着浓浓的
同胞之情。

多年来，我们带领华侨华人通过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等活

动，扩大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文化、文明
和核心关切的认可度。比如，通过开设
免费汉语班、与俄方学校合办“汉语奥
林匹克竞赛”、与俄罗斯友谊大学东方
医学系合办论坛，不定期举办美食节和
中国文化节等活动，向俄罗斯民众展示
中文、中医、中餐等传统中华文化。
2016年10月，我们承办的中国侨联“亲
情中华”艺术团慰问演出首秀莫斯科，
除了侨胞之外，还邀请了包括俄政府官

员和国家杜马议员
在内的 400 多位俄
罗斯友好人士观看
演出，增加了俄罗
斯友人对中华文化
的了解和对中国人
民的感情。

2015 年 9 月 ，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之际，我们与俄
罗斯最著名的卫国
战争纪念馆联系，
共同举办了“血写
的历史——日本军
国主义在亚太地区
罪行图片展”。“图
片展”开幕之际，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
馆张霄公使、俄罗
斯老战士、俄中友
协和莫斯科主流侨
社负责人、留学生
代表及中俄友好人
士等 300 多位嘉宾
出席。在张霄公使

致辞和俄统促会虞安林会长讲话之后，
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馆长扎巴罗夫斯
基、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老
战士代表列别杰夫先后发言，感慨图片
展触人心弦、震撼人心，表示俄中两国
人民有责任有义务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
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为期3个月的“图片展”，增加了俄
罗斯民众对抗日战争残酷性与艰巨性和
中国人民捍卫和平决心的认识，引起了
广泛共鸣。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
来，我们“两会”踊跃投入到“一带一
路”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之
中，为中国与俄罗斯有关省市合作牵线
搭桥。

2016 年 7 月 13 日，2016-2017“中
俄媒体交流年”莫斯科·贵州媒体合作
活动，促成贵州广播电视台与俄罗斯人
民教育“启蒙”电视台、俄罗斯 O2TV
电视台、俄罗斯人民广播电台，贵州日
报社与 《俄罗斯龙报》，当代贵州杂志
社与 《北京莫斯科杂志社》，贵州人民
出版社与俄罗斯出版社Eye book，多彩
贵州网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新闻网等签
署框架合作协议，传递中俄媒体交流好
声音。这些活动的背后，都有我们“两
会”穿针引线之功。

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我们为
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国内民众及机
构解难题、办实事，如同搭建起了一座
又一座“爱心桥”。今后我们仍然会在
中俄民间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独特作
用，以不辜负祖国和侨胞的厚望。

（作者系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
会会长、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
书长）

蒙古的驯鹰人向观众展示猎鹰的矫健英姿。
图片来源：新华社

古玩市场是所有收藏爱好者的天
堂。这里有珍品也有赝品、可能捡漏
也可能受骗，可以说是一个机遇与风
险并存的地方。即便有风险，收藏者
们仍是趋之若鹜，足见古玩市场的魅
力。

我也是一个收藏发烧友，每到一
处都会去当地的古玩市场探索一番，
寻些宝贝，虽然也是有得有失，但我
却是乐此不疲。因此这次到非洲旅
行，自然也少不了到当地的古玩市场
去转转。

我向当地的朋友打听古玩市场的
所在，朋友却对我说：“这里哪有什么
专门的古玩市场啊，只有一个杂货市
场，有旧货、特产和工艺品，偶尔也
能碰上几件古董。”我一听，兴致顿时
少了一半，但我还是决定去一探究
竟，毕竟这也是难得的体验。

抵达这个杂玩市场后，我被眼前
的景象惊呆了：这里人声鼎沸，热闹
非凡。市场本身非常简陋，摊位是帆
布搭成的棚子，每个小贩使用一个隔
断，各自贩卖自己的货物。客人以外
地游客居多，本地人很少，听朋友说
这是因为当地太过贫困，本地人没有
多余的钱购买这些东西，而外地游客
却会花大价钱购买，因此才形成了这

个市场。
漫步其中，感受着异国市场的氛

围，倒也是乐在其中。我在一个售卖
黑木雕的摊位前驻足，我知道非洲的
黑木雕世界闻名，做工精美，造型也
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是别处寻不到的。

摊主上前比划着介绍他的雕件，
一尊用黑木雕成的小象引起了我的兴
趣。因为一般的黑木雕为了迎合外国
游客，大多设计成手杖、首饰、容器
等，而动物造型的极为难得，更何况
大象是非洲的象征，意义更是非凡。
细细端详这尊小象雕刻得栩栩如生，
做工也非常精致，我实在找不出不喜
欢的理由，便爽快地买下了。

接 下 来 ， 一 个 非 洲 商 贩 喊 住 了
我，用蹩脚的英文向我推销一些兽骨
制品，我看中了其中的一串骨制项链。
说实话这串项链制作粗糙，造型也并不
奇特，但其保留着原始的野性，给人以
一种别样的冲击，将非洲人粗犷豪爽的
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打听价格，觉
得合适，我便毫不犹豫地收了这串项
链，也算是一个收获吧。

在非洲古玩市场淘宝，淘的是一
种心境和感受，人果然要多出去走
走，见识见识，这样才能体会到别样
的收藏之乐。

外国礼俗面面观
——蒙古

马保奉

俄罗斯侨社

搭建起一座座“爱心桥”
吴 昊

﹃
涤
浊
扬
清
﹄
宜
写
成
﹃
激
浊
扬
清
﹄

在非洲体会收藏之乐
吴 昆

在非洲体会收藏之乐
吴 昆

本文作者 （中） 与俄罗斯友人一起庆祝俄独立日。
图片来源:俄罗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

礼仪漫谈233海外来鸿

海外纪闻

图为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与中国驻俄大使馆合办的“纪念孙中
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座谈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