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读者桥
责编：张燕萍 邮箱：hwbdzyd@yeah.net

2017年2月18日 星期六2017年2月18日 星期六

“舍不得离开云南，回到德国反而
不适应了，儿子不喜欢吃面包，爱吃米
线……”德国医生埃克哈特·沙夫施韦
特日前在德国法兰克福讲述了他的中国
故事。

当地时间2月13日，中国驻法兰克
福总领馆举办第一期“对话总领事”活
动，沙夫施韦特是作为嘉宾参与对话的
首位德国友人，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夏
爱克”，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夏医生”。

2001年，夏爱克携妻儿第一次踏上
中国土地，在云南偏远地区行医、扶
贫，一待就是 15 年，并且深深爱上了
这片与德国相隔万水千山的东方热土。

“我的中年留在了中国，”夏爱克深
情地对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王顺卿和
现场观众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

一切都是缘分。”
初到云南，夏爱克还没心思饱览秀

美的自然风光，就已为难懂的语言犯了
愁。他坦言，适应语言文化环境和风俗
习惯是十分严峻的挑战，“我当时觉得
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中文。”

然而，当地人民的真心、热心和耐
心给了夏爱克莫大的信心和支持。在最
早安家的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夏爱
克和家人感受到来自同事和朋友亲人般
的温暖。

“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有亲人结
婚、盖房子等，当地的朋友都会邀请我
一起去。”夏爱克说，当他中文表达有
困难时，身边的朋友都会耐心地鼓励他

“慢慢说”。
在夏爱克看来，云南人民真诚的欢

迎和包容是支撑他在那里扎根 15 年的
重要原因。

15 年间，夏爱克的足迹遍及鹤庆
县、红河县、建水县等诸多偏远地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作为医生的他
不仅亲自接急诊，给当地居民看病，还
办起了培训班，帮助培训当地的医务人
员。

不仅如此，夏爱克还利用有限的时
间参与了云南当地多个扶贫项目，其中
一些与医疗并无关联，例如修水井、修
沼气池，还有他津津乐道的“借羊还
羊”项目。

谈及扶贫，夏爱克尤感欣慰。15年
间，他目睹了云南当地教育、医疗的巨
大变化。

“来中国 4 年后，我第一次返回德
国度假，感觉我的家乡和过去一样，丝
毫未变。”夏爱克说。不过，在结束 3
个月假期回到云南时，他惊讶地发现新
房子多了、红绿灯多了、医院的各个科

室都配上了电脑……
中国的日新月异让夏爱克一家总

想回去看看。今年夏天，夏爱克的儿
子计划去武汉实习，女儿则打算去中
国的孤儿院做志愿者。在云南的成长
经 历 让 兄 妹 俩 对 中 国 的 生 活 充 满 向
往，他们身上也寄托着夏爱克回中国
的愿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夏爱克的故事恰是中德民心相通
的真实写照。他说：“离开德国时，我
舍弃了亲人和朋友、饮食与爱好，还有
专业的工作环境。但我在中国收获了更
多友谊。”

2017 年适逢中德建交 45 周年，中
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将面临新的发展
契机。王顺卿说，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
馆希望通过“对话总领事”系列活动，
分享领区内德国友人的在华经历，进一
步促进中德民间交往。

（据新华社电 记者沈忠浩 胡小兵）

我的表弟在英国伦敦的莫尔斯养老院工作，他告
诉我，这家养老院在市民满意度调查中，获得了很高
的分数。“想知道原因吗？我可以带你去参观一下。”
表弟笑着说。我刚好要做有关社会养老方面的调查，
当然很想去探个究竟。

在表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莫尔斯养老院。从外
观上看，这里和其他养老院没有多大的区别，各项生活
设施也没见先进到哪里去。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也
就是护理人员脸上的笑容了——这里的每一位护理人员
都笑容满面，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让人感到很舒服。

当我们走进一间屋子时，老人们和工作人员正在
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表弟告诉我，他们是在制作“记
忆盒子”。“什么记忆盒子？”我问。表弟解释说：“为
了让老人们过得更开心、更幸福，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根据老人们的喜好，帮他们搜集以前最喜爱的东西，
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喜欢回忆的老人们一打开盒
子，便可唤起他们的记忆，往日的甜蜜与快乐仿佛浮
现在眼前。”

这一招确实奏效：贝蒂太太最喜欢拍照，在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她搜集到了自己从小到大的很多照
片，也包括丈夫、孩子、姐妹等各个时期的照片。贝
蒂说：“很多照片的拍摄日期我都不记得了，但每次

看到，都会想起美好的过往。
吉尔是个旅游经历十分丰富的老人，他和太太几

乎去过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他在沙特阿拉伯住过很
长时间，也在印度、肯尼亚、南非小住过。每到一个
地方，吉尔都会搜集一些别具特色的牌匾、明信片、
小饰物等。他最喜欢的是印度，所以在他的盒子里，
一下便可找到泰姬陵的照片。

今年78岁的奥德丽特别喜欢猫头鹰，她的家里有
各种各样的猫头鹰饰品，小到猫头鹰领针，大到猫头
鹰的实物标本，一共有几百件。每次奥德丽过生日，
她的家人和朋友都会送来各式各样的猫头鹰礼物。当
然，她的记忆盒子里也都是这些东西。

“盒子里的每一件小东西背后，都有一个难忘的
故事、一段珍贵的时光。捧起这个盒子，就是捧起年
轻时的岁月呀。回忆着这些美好的过去，会觉得每天
都很幸福。”一个叫阿黛拉的老人动情地说。

表弟告诉我，除了记忆盒子，养老院还想出了
很多办法丰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让他们快乐起
来。我感悟到，怪不得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幸福
指数最高。在记忆盒子背后，折射出的是养老院
对老人们最深切的人文关怀，而这种精神上的关
怀比物质上的富足，更能让老人们感到幸福。

重礼守约

斯里兰卡人注重礼节，初次见
面或告别时，普遍互施合十礼。最
规范的合十礼节，是把双手合掌，
举到脸部，同时说“阿尤宝温”（你
好）。外国人向当地人行双手合十
时，常伴随点头致意，这会让他们
感到奇怪，认为没必要。

跪拜礼也是斯里兰卡传统礼
节，一般是在礼仪场合，信徒、晚
辈对高僧长老或父母行的礼节。行
跪拜礼时，需双膝、双手和前额触
地，同时要用右手抚摸一下受礼者
的脚背，以示尊敬。受礼者则以右
手抚摸施礼者的头顶，表示祝福。

斯里兰卡人多信奉佛教，佛教
文化盛行，僧侣备受尊敬。乘公交
车，普通人从后门上车，而僧人则
从前门上车，车厢内前部设有僧人
专座。居民与僧侣说话，不论是站
着，还是坐着，都会设法将自己的
头略低于僧侣的头部。佛教徒不骑
车、不快跑、不戴手表、不乘母畜
拉的车、不进娱乐场所，在庙宇内
行走需赤足。

斯里兰卡人平日对外接触或接
待外宾时，多行握手礼，而对来访
贵宾，常常敬献以兰花扎成的花
环，并将其套在宾客的脖颈上。在
当地做客，入室要先脱鞋，而后席
地而坐。

他们重视守时守约，认为这是
有礼貌的表现。相互交往中，他们
习惯以头衔称呼对方。斯里兰卡人
的肢体语言有些特殊，如“点头”
表示“不同意”，“摇头”表示“赞
同你的观点”。

纱笼纱丽

斯里兰卡地处热带，男女喜穿
纱笼、纱丽。典型的民族服装是：

男人穿长袖紧口短褂，下身着纱
笼。妇女上身穿短袖紧身短褂，下
身裹以彩色纱丽。男女一般均穿拖
鞋，不穿袜子。“纱笼”是由两块布
拼成的筒裙，从上腰一直拖到脚
面，干活时将之撩起掖在腰间，好
像一条短裤，舒适而方便。而大多
数妇女喜欢穿的“纱丽”，是一整块
料子，将其一端在腰间缠绕、折
叠，另一端则搭在肩上。人们对纱
丽的评价是“在把全身裹起来的同
时，又能把身体的整个线条突显出
来”。纱丽端庄大方，是斯里兰卡女
士们参加社交活动的不二选择。

口味辛辣

斯里兰卡人以大米、椰肉、玉
米、木薯等为主要食物，做菜多放
咖哩、辣椒、椰子油等，口味偏辛
辣，有时吃水果，也要加盐和辣
椒。具有民族风味的食品有椰汁
饭、香蕉、烤面包果或蒸熟的菠萝
蜜等。老百姓用手抓食进餐，但上
层和外交场合使用刀叉。用手抓食
进餐时，是用右手的拇指、食指、
中指拿起食物食用，忌讳用左手。
每人面前摆放两碗水，一碗清水供
净手用，另一碗凉开水供饮用。

斯里兰卡人有喝上午茶和下午
茶的习惯。他们喜喝红茶，加糖和
牛奶。在家招待客人，常献奶茶。
乡下人喜欢饮用椰花酿造的淡酒。

在斯里兰卡，吃、喝出声，被

列为禁戒之一。僧侣禁止饮酒，也
不吃蘑菇类食品。

习俗禁忌

在斯里兰卡，参观寺庙等佛教
名胜古迹，不可穿短衣、短裤，也
不可带帽子。进入寺院，必须脱掉
鞋子和袜子，要赤脚步行。他们不
能容忍任何对佛无礼的行为，如
踩、跨、骑佛像或亲吻佛像、在佛
像前跳舞等。这些都是违反该国法
律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严厉惩罚。

接受当地人礼物或给当地人送
礼时，要注意用右手接送。

在奠基仪式、店铺开张或宗教
仪式上，必请贵宾燃灯，认为这是
事业繁荣和生活幸福的象征。

斯里兰卡人喜欢红色、白色、
咖啡色、黄色、天蓝色、草绿色和
黑色等。他们尊兰花为国花，并视
其为友谊的象征。

他们尊黑尾原鸡为国鸟，认为
它给人们带来了美好与幸福；乌鸦
在斯里兰卡被视为神鸟和吉祥物；
他们认为大象能为人们带来吉祥；
狮子象征着勇敢、威严和力量，在
其国旗中也有狮子的形象。

他们的婚俗很特别，如小舅子
为新郎洗脚、系“同心结”、砸破椰
子，新娘要把新郎送的花布围在腰
上，将鱼形发卡戴在头上，且结婚
费用由女方承担。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如今，中

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研产出国家，很
多科技领域实现了从‘望其项背’到‘弯道超车’的
跨越，带动华为、格力、中车等中国品牌方阵不断壮
大，有效提升了我国核心竞争力。”请问，其中“望
其项背”的用法是否妥当？谢谢！

陕西读者 杨兴师

杨兴师读者：
“望其项背”的意思是，能够看清对方的脖子和

后背，表示离得不远，或者说比较近，完全能追得
上。不过，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人们一般在否定的
形式中使用“望其项背”。例如：

（1） 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
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
杂谈》）

（2） 人的母性的内容丰富……决不是简单的别种
动物所能望其项背。（聂绀弩《母性与女权》）

（3） 他的技术在我们这里是最好的，无人能望其
项背。（《汉语成语大全》）

（4） 他是棋坛高手，我怎能望其项背。（《现代
汉语学习词典》）（这里的“怎能望其项背”是“不
能望其项背”的意思，表示差距很大。）

人们在使用“望其项背”时，一般采用“难以望
其项背”“无法望其项背”等说法。您提到的媒体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过去相差很大，但经过跨越式
发展，大大提升了我国的核心竞争力。表示“过去相
差很大”的意思时，不宜用“望其项背”，因为“望
其项背”实际上是说离得近，差距不大。“难以望其
项背”等，才表示离得远，差距大。

因此，“很多科技领域实现了从‘望其项背’到
‘弯道超车’的跨越”宜改成“很多科技领域实现了
从‘难以望其项背’到‘弯道超车’的跨越。”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日前，记者从公安部获
悉，近年来我国内地居民出入
境人数逐年递增，2016年达到
2.73 亿人次，其中出境 1.37 亿
人次。内地居民有效的因私普
通护照持有量已达 1.29 亿本，
旅游目的地国家达153个……

为了方便出入境往来，2015
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紧紧围绕
国家“走出去”战略，全面推进

“放管服”改革，努力为中国公民
出入境提供更多更好服务。其
中，中国与多国就持普通护照人
员往来互免签证或简化签证手
续达成制度化安排，各类互免签
证或简化签证手续协定数量大
幅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大幅
提高。截至目前，已与 127 个国
家缔结各类互免签证协定。

世界那么大，谁都想去看
看，人们对办证、通关的便捷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2015
年12月，公安部发布公告，明确
内地居民申办因私出入境证件
不再要求提交户口簿、申请材
料复印件，有关信息由公安机
关通过内部网络查询或由公安
机关自行采集。如今，全国绝大
多数内地居民申办出入境证件
仅只需提交身份证、照片等基本
材料，一次填表可同时申请3个
证件（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
证和往来台湾通行证），最快可
在5至7个工作日内拿到证件。

同时，2016年 4月，公安部推出居住证持有人在
居住地申办因私出入境证件的便利措施。居住证持有
人可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向居住地的县级以上
地方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普通护照、往
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以及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目
前，全国实施居住证制度的省份共为持居住证人员异
地签发因私出入境证件61万余本。

记者还了解到，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出
入境管理部门完善出入境网上办事大厅建设，研发集受
理、缴费、签注查询及打印发证于一体的自助办证机，
民众可以免费快捷打印照片及申请表，通过自助方式领
取证件，立等可取。

此外，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还主动延伸服务
触角，除了办证大厅外，还依托基层派出所、乡镇便
民服务中心设立出入境证件办理点，群众在办证点就
能完成照片采集、业务受理、缴费、领证或邮寄证件
等全流程，真正实现在“家门口”办证。目前，全国
已有 15个省区市在派出所设立了出入境证件受理点，

“即来即办”服务让申请人享受到了科技发展带来的
快捷和便利。

德国医生的中国故事——

夏爱克扎根云南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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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斯里兰卡
马保奉

老人制作的“记忆盒子”
张君燕

老人制作的“记忆盒子”
张君燕

“望其项背”的正确用法“望其项背”的正确用法

狮子岩 图片来源：昵图网狮子岩 图片来源：昵图网

热情纯朴的彝族村民邀请夏爱克医生 （左二） 到家中做客。
图片来源：医联APP

夏爱克医生正在为云南一位老人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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