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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学生身处其间，如

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
矣。”请问其中“兰芷”的写法是否正
确？谢谢！

河南读者 林琼洁

林琼洁读者：
“如入芝兰之室，久闻而不知其香”

出自 《孔子家语·六本》，原文是：“与善
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闻而不知其香，
即与之化矣。”其中的“芝兰”指“芷”
和“兰”两种香草。这一说法常被后人采
用。例如：

（1） 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刘向《说苑·杂言》）

（2）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
自芳也。（颜之推 《颜氏家训·慕贤》）

（3） 忝游芝兰室，还对桃李阴。（高
适 《同 房 侍 御 山 园 新 亭 与 邢 判 官 同
游》）

“兰芷”指“兰草”和“白芷”两种
香草。例如：

（4）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
茅。（《楚辞·离骚》）

（5） 兰芷芎藭弃于广野，蒿萧成林，
使君子退而不显众，公等是也。（《史
记·日者列传》）

（6） 乍雨过，兰芷汀洲，望中依约潇
湘。（柳永《如鱼水》词之一）

但是，在“如入芝兰之室，久闻而
不知其香”这句话里，则宜根据出处的
写法，采用“芝兰”而不宜采用“兰
芷”。在人民网上观察，这也是绝大多
数人引用这句话时采取的写法。因此，
提问中的句子宜
改 为 ：“ 学 生 身
处其间，如入芝
兰之室，久而不
闻其香，与之化
矣。”

《语言文字报》
原主编 杜永道

10 年前，墨西哥“李同学”懵懂地走进汉语课堂，却未
曾想过，10年后自己会成为孔子学院讲台上的“李老师”。

他叫何塞，中文名字叫李默。10 年前偶遇汉语，教他的
李老师耐心、专业、有涵养，为师之道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让
他从此不仅迷上中文，更爱上了教中文。

李默站在讲台上，望着学生，忘不了当年走过的坎坷路。
为实现梦想，李默曾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语言中心苦学

中文3年，达到课程最高级别。他觉得这还不够，又远赴北京
语言大学继续深造3年，但仍觉得不够格。

他通过孔子学院的本土化教师培养项目，再次来到北京语
言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汉语
教师。

外国本土化汉语教师培养项目为李默这样的本土化汉语教
师提供了来华进修的机会。此外，墨西哥孔子学院每年集中培
训当地汉语教师，并邀请中方专家就专门课题举办讲座，也给
本土化汉语教师提供了就地提高的机会。

李默说，当年上首堂课时，他和同学们都觉得中文难学。
于是他鼓励自己的学生：“中文和西班牙文虽然不同，但并非
学不了，所有人都能行，只是需要时间和付出。”

做学生时，他曾对一些中文词汇的意思和用法一知半解。
现在，他看到学生露出不解的神情便多了份耐心。“我原来就
坐在下面，了解他们的问题在哪儿，他们的疑问也是我原来的

疑问，因此我备课时有所侧重，不让学生带着疑问离开课
堂。”他说。

课后，一些学生向他诉苦，表示对学汉语的意义感到茫
然，打算放弃。李默称自己也曾犹豫徘徊过。于是，他以自己
的亲身经历鼓励学生坚持下去，告诉他们“中文会为你开启更
多扇门”。

目前，培养本土化汉语教师是孔子学院的重要任务之一。
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孔子学院为例，目前11名教师中有6名
外方教师。

中方院长李程表示，本土教师自身曾作为学习者，了解当
地学生需求，能更好地解释语法词汇、分享学习经验，中方教
师则可侧重于纠正语音、开展对话和文化教学等内容，双方有
极强的互补性。

李默坦言当老师责任之重，中文教学不仅需要技巧、投
入、资源等，还需要激发学生兴趣，而且一旦决定成为老师，
课堂内外都应该做好榜样，这也让他变得成熟。

“中方教师来一段时间就回国，而本土教师能推动汉语在
墨西哥长远发展。”李程说。他表示，未来几年，随着“汉语
热”持续升温，孔子学院需要更多汉语老师，尤其是外方教
师。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更加开放，交流更加多

样，因而我们 （本土汉语教师） 也会有更多机会。”李默说。

未来他想去中国继续攻读汉语国际教育博士学位，跟随汉语事

业一同成长，培养更多墨西哥的“李老师”。

（据新华社电 记者吴 昊）

交 往

阿尔巴尼亚人刚直爽快，自尊
心强，办事认真，彬彬有礼，善于
言辞，喜交朋友。熟人相见，会互
相拉住对方的手，问候身体、工
作、家庭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与客
人相见，则是客气地握手问好。握
手前必脱帽、摘手套，而拥抱、亲
吻、贴面礼节，则常见于亲朋好友
之间迎接、告别等场合。家庭成员
之间是亲脸、亲额头，平辈亲友是
贴面颊。

讲话时，他们的目光会注视对
方，表情丰富，善用手势，如耸
肩、摆手等，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或
表达自己的情绪。为了向对方表示
客气、感谢，他们还常常会将一只
手抚住胸口，上身微微前倾。

阿尔巴尼亚人礼节的一个突出
特点是，“摇头 yes，点头 no”，即
摇头表示肯定、赞同，而点头则表
示否定、不同意。到阿尔巴尼亚朋
友家里做客，主人会拿出最好的食
物款待客人。家里大多铺有地毯，
进门需脱鞋，进屋后多是席地而
坐。另外，他们晚饭后有散步社交
习惯。走出家门，与认识、不认识
的人打招呼聊天，在一条街上来回
走，有的可能会有十几趟，一般持
续两小时左右。

服 饰

阿尔巴尼亚人很注意个人形
象，认为这不仅关乎个人，也代表
国家尊严。特别是首都地拉那等城
市，人们在公务场所，都是西装革
履，衣冠楚楚。如办公室里的老
板，会扎上领结，而女职员则会穿
漂亮裙子、高跟鞋。

节日期间，偶尔也能看到民间
传统服饰，如衣裙上装饰着太阳、
月亮、星星、鹰、蛇等图案。他们
崇尚白色，认为白色象征吉祥如
意。男子爱穿白色裤子、衬衫，头
戴白色圆筒帽，腰间缠彩色宽布腰
带，衬衫外是黑色或深咖啡色马
甲，脚蹬船形尖头软皮鞋。有的男
子也穿白色百褶裙装，百褶裙的层
次越多，表示其社会地位越高、财
产越多。女子的裙装也是以白色调
为主，不过更为复杂，其款式、图
案，全国各地不尽相同，但多数都
在裙边、袖口、领口饰有丰富的花
纹，坎肩多为深色，刺绣美观醒
目，头巾则素雅端庄。

饮 食

阿尔巴尼亚菜肴多用香料，口
感丰富。大体说来，以酸辣口味为
主。他们的穆斯林饮食习惯，深受

土耳其影响，多数人不吃猪肉。现
今，阿尔巴尼亚人以面包为主食，
最常见的副食是羊肉，城里人也吃
牛肉。他们普遍爱吃蔬菜、水果。

烹 调 爱 用 黄 油 ， 通 常 是 炖 、
烤、炸，不爱吃红焖和带汁的莱
肴。由于靠近海边，海产丰富，鱼
虾贝类螃蟹等俱全，或炸或烤，配
合各种酱汁吃。也可做成海鲜面、
海鲜饭，风味颇为独特。他们佐餐
喜用橘子酒、冰水、啤酒等。

阿尔巴尼亚人爱喝咖啡。咖啡
是意大利式的，谈公事之前，不消
说必先喝咖啡。朋友聊天，也常泡
在咖啡馆里，一喝就是几个小时。
甜食多是用巧克力调制的蛋糕及冰
淇淋等，一种意大利冰淇淋 Gelato
口味相当不错。

他们的午饭时间一般较晚，通
常在下午三四点钟，而晚饭时间则

为晚上九十点钟。他们招待贵客，
一般是烤全羊，再制作一些作料蘸
着吃。在农村，人们通常是宰一只
羔羊，款待最尊贵的客人，其中羊
头肉，一定会让贵宾先品尝。

习 俗

阿尔巴尼亚人多数为穆斯林。
他们对山鹰感情深厚，尊其为国
鸟，认为山鹰刚毅勇敢，是民族的
象征、人民的骄傲。民间百姓崇拜
太阳，他们把每年开春后的第一次
农牧活动，选在阳光灿烂的晴天进
行，认为明媚的太阳会带来大丰
收。山区姑娘的订婚仪式，必须选
在太阳升起后举行，早晨的阳光预
示着未来的希望，象征姑娘未来美
满、好运，夫妻白头偕老。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扩大免签国范围；延长免签
停留时间；放宽免签人数限制。”4
月 18日，公安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发布会上通
报：经国务院批准，自2018年5月1
日起，在海南省实施 59国人员入境
旅游免签政策，进一步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

适用政策国家扩大至 59
国 形成更加开放格局

“实施海南省59国人员入境旅游
免签政策体现了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
开放的决心和态度，展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自信与包容。”国家移民
管理局副局长曲云海说。

一直以来，公安部积极支持海
南省经济建设发展，出台了一系列
出入境便利政策：

1988 年海南建省伊始，经国务
院批准，即为到海南洽谈贸易、探
亲、旅游的外国人，提供在口岸办
理入境签证的便利。

2000 年，为促进旅游发展，实
施21个国家人员到海南旅游15天免
办签证政策。

2010 年，为支持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将免签入境政策适用国家
增加至26个。

曲云海说，此次适用入境免签

政策的国家由26国扩大到59国，有
利于鼓励更多的外国人赴海南旅
游，形成更加开放的格局。下一
步，国家移民管理局积极支持海南
用足用好开放政策，为海南打造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提供助力。同时，将立足
国家引智引才等重大战略，进一步
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入境、停居留提
供更多便利，为服务国家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延长至30天 促进入境旅
游市场更加活跃

过去 3 年内，26 国免签团游客
在外国游客中的占比大幅上升，免
签入境外国游客在入境外国人的占
比由33%提高到去年的78%。

国家移民管理局闵海云说，免
签政策将提升国际游客进入海南的
便利性，降低进入海南的经济成
本，将给海南入境旅游市场带来更
为庞大的客流量，增加海南旅游产
业的就业和税收，促进旅游产业的
发展和当地居民收入的增长。

这一新政的出台，让海南省旅
游业为之振奋。海南省旅游委主任
孙颖表示，59 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
政策的实施，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将为海南旅游

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和活力。
“接下来海南将扩大对外宣传促

销，加大对 59国免签政策的宣传力
度，提高海南‘世界能见度’。”孙
颖说，同时加强航线支撑，尤其是
海南直达免签国家的国际航线，增
强国际游客的可进入性，不断推动
海南旅游产品创新升级，形成对国
际游客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特色旅游
产品体系。此外，营造更加国际化
的语言环境，提升旅游接待和服务
水平，优化旅游消费环境。

海口市旅行社协会秘书长麦伟
文表示，针对这一新政，海口市旅
行社协会近期将组织海口 200 多家
旅行社展开文明礼仪培训、旅游英
语培训、人才培训、入境政策解读
培训等，提升旅行社从业人员的职
业素质，为接待境外游客提供重要
基础保障，为海南旅游免签政策的
实施注入新鲜血液。

放宽免签人数 满足外国
游客个人出行需要

“在保留旅行社邀请接待模式的
前提下，将团队免签放宽为个人免
签，满足外国游客个人出行的需
要。”曲云海说。

目前，为使免签入境政策顺利
实施，海南省有关部门，以及旅行
社、旅游饭店、旅游企业等相关部
门均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

平，升级管理系统，规范服务流
程，完善规章制度，打造与国际接
轨的社会公共服务。

对于外国人免签入境海南后，
是否还能前往境内其他省市，免签
入境后无法在 30天离境等问题，海
南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江伟给出了
答案：“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主要是为前往海南旅游的外国人提
供便利，更加方便他们前往海南旅
游，停留时间更加充足。享受此政
策的外国人，入境后停留范围仅限
于海南省行政区域。”江伟说，根据
规定，对入境海南后有正当理由需
要前往其他省份的，或者需要超过
免签期限在海南继续停留的，可以
向当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
请办理停留证件。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机构将依法提供便利。

特别提示▶▶▶
外国人希望免签入境海南的，

可以通过国外的旅行社向海南旅行
社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和行程安
排，由海南旅行社向公安机关和边
防检查机关申报。外国人免签入境
后需要延长在海南停留期限、前往
中国境内其他地区或者提前离境
的，旅行社应当指派专人协助其办
理签证证件或者出境手续。

（据新华社电 记者刘奕湛 周慧敏）

海外纪闻

礼仪漫谈

阿尔巴尼亚礼俗
马保奉

从“李同学”

到“李老师”
——墨西哥汉语教师本土化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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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民族服装的阿尔巴尼亚女子跳起当地民间舞蹈。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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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国人员赴海南旅游免签
5月1日起，海南省实施入境免签新政5月1日起，海南省实施入境免签新政

“五一”小长假临近，海南省的各景点旅游大幅升温。图为游人在海
南博鳌玉带滩旅游。 新华社发 蒙钟德摄

“五一”小长假临近，海南省的各景点旅游大幅升温。图为游人在海
南博鳌玉带滩旅游。 新华社发 蒙钟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