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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交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与客人见面时，一般是握手问好。
有些岛民相互见面时习惯先伸开手掌，再用自己右手中指
与对方中指互相钩一下，以表示礼貌。在公共场所，他们
不习惯与陌生人对视，同性之间常牵手以示友谊，而异性

（包括夫妻） 之间，应避免牵手。
沿海地区、在城市生活的人、同族同乡或讲同一种语

言者，彼此之间有互相帮助的制度，如有人失业、生活无
着需救助时，提出申请，就会有人接纳他及其家人，其食
宿等生活上一应开支均由户主负责，时间可达数周至数
月。

服 饰

巴布亚新几内亚气候炎热，除城镇一些居民外，平时
人们的穿着比较暴露。

他们的传统服饰既简单又复杂。简单者，用草制成草
裙，用树叶、树皮、布条和鸟的羽毛等装饰自己。有些部
落的男子把猪牙、鸟爪等做的装饰品挂在鼻子上。有些部
族的人把木炭和猪油制作的化妆墨抹在脸上，以表现不辱
祖先的勇武。还有些部族喜欢用动物的牙齿、骨头或贝壳
等做成手饰和脚饰。复杂者，用兽皮或天堂鸟、鹦鹉鸟羽
毛制作的服饰很讲究，如华丽的帽子，插的羽毛越多、头
饰越大，表示级别越高。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另一特点是纹身、彩面。塞皮克
河畔的 Chambri 部落为男孩子举行成人仪式，一般是以
鳄鱼图腾为其纹身。

面部彩绘，因族群不同，颜色和画法也各异，有
红脸、黄脸，还有红配黄、黄配黑、黑配红等，不尽
一致。婚丧、节假日或其他隆重场合，村民们通常穿
戴传统服饰，项圈上竹片代表拥有猪的数量，代表财
富。在鼻子上插兽牙，是权威和力量的象征，是酋长
的特权。有的部族酋长，在自己鼻子上打洞，将野猪
爪尖嵌进去。

饮 食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主要食品是番薯、木薯、玉米、

芋头、椰子和香蕉。副食除猪肉外，最多的是鱼等海鲜以

及禽、蛋类等。常吃的蔬菜有山药、西红柿、瓜类等。

他们的烹调习惯是煮、焖、炸。进餐时，多以手直接

抓取饭食。用猪肉做的菜肴宴请贵宾是隆重的表示，其中

“坑焖肉”颇具特色，制作时先在室外地下挖一坑，坑内

填满烧红的石头，石上铺满干净的树叶，然后把切成块的

猪肉放在树叶上面，再用树叶将肉盖起来，最后用土把坑

封住，大约两小时后，肉就焖好了。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味偏重，喜油大。男子大都喜欢
喝酒，醉酒现象常见。百姓普遍吸烟，女烟民众多。

习 俗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些家族和部族间，为了联络感

情、消弭隔阂，每隔几年都会举行一次送礼节，一般在 7

月举行，届时会互相赠送礼品、食物等。

特罗布里恩群岛有个奇特习俗，情侣热恋后会把对方

的眼睫毛咬掉，以显示挚爱心意。

欣赏夫妻吵架，是当地人传统娱乐方式之一，各地都

设有专供夫妻吵架的场地。夫妻开始叫阵，众人前来不加

劝阻，而是站在一旁欣赏。吵架夫妇唇枪舌剑，互相揭

发、攻击对方之短，吵得面红耳赤。谁的用语激烈、凶

狠，谁就会赢得喝彩。吵得越热闹，旁观者会越开心。直

到双方口干舌燥，无力继续再争吵下去，才会罢休。吵完
后，夫妻仍然会亲亲蜜蜜一起回家。

男女之间相亲相爱，需要互相倾诉时，不允许用口头
或书面语言直接说出，而应当各自吹起一种竹制乐器，以
乐曲的优美、动听和时缓时急、时高时低等韵味，表达他
们炙热的情感。

禁 忌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人 大 多 信 奉 基 督 教 ， 忌 讳 数 字
“13”。

内陆高地人的习惯是男子不能提举重物。与女人同行
时，若发现男人肩负重物，其妻可能会因此遭受惩罚。

吉米族人忌讳飞狐、猫头鹰和其他长着短嘴的鸟
儿。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与中文结缘

美国人史蒂芬·阿莱的名片，一面印英文，一
面印中文。中文名朗朗上口：安明远。

谙熟中国历史文化的安明远是这么组合中文
名的：唐朝有很多人姓安；他喜欢的南朝文学大
家鲍照，字“明远”。

68岁的安明远告诉记者，他天生是“文人”。
“文人”两字，他用中文说出。

确实，安明远出生在华盛顿一个书香世家。
父亲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语言学教授，“家里到处
都是书”，诗集尤多。15 岁时，他邂逅 《李白诗
选》英译本，系一名日本汉学家转译自中文。

少年安明远爱上了李白的《长干行》。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青梅竹马的妻子思念丈夫，为了早一分钟见

面，想去更远的地方迎接他。少年安明远深受感
动，他找到中文原诗，一个字、一个字与译文对
应上，再仔细揣摩每个汉字的含义。就这样，“完
全靠自学”，他开始与中文结缘。

上大学时，安明远选择双修中文和俄文。不
久，他父亲前往冰岛大学任教，安明远也转入冰
岛大学。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同一年，中冰建交，冰岛大学开始寻觅中文
教师。翌年，安明远回到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哥
伦比亚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学业，打算修
完中文课程拿到学位后再回冰岛教书。

“但是，当我拿到本科学位，我发现我的中文
水平远远不够，我想继续学下去。”安明远没回冰
岛，转入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专
攻文言文。

到中国留学

1979 年，安明远的人生轨迹再次转折。这一
年元旦，中美建交。在两国政府安排下，首批 8
名美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安明远就在其中。

他先是被安排到北京语言学院。但很快他意
识到，自己更想学习唐诗宋词，而不是现代汉
语。怎么办？他和另一名美国留学生结伴，经过
大同、太原、西安、成都、昆明、长沙，一路游
历。整整两个半月，看见唐诗宋词里的中国，心
满意足。

不久，安明远转入南京大学，命运带来新惊
喜。这一年，6名荷兰留学生来华，其中一个女孩
原定分到南开大学，却被误送到南京大学，与安
明远成了同学，又成了情侣。总把西湖比西子。
安明远选择了在他心目中“最浪漫的”西湖，向
心上人表白。

结束留学后，安明远重返华盛顿大学，师从

《昭明文选》英译者、著名汉赋及六朝文学研究者
康达维，攻读硕士学位。

他和恋人在西雅图结婚生子。他父亲去世
后，在华盛顿特区的家宅空了，安明远夫妇想
搬回住，于是计划在首都求职。1988 年，安明
远进入史密森学会弗里尔－赛克勒美术馆，担
任中国艺术部主任傅申的助理，从此一待就是
30 年。

为书画代言

如今，安明远是美术馆的中国书画收藏部主
任、中国书画策展人，先后参与策划约 30 个展
览，包括广受关注的 《家族叙述：清代宫廷肖
像》《谜：八大山人的艺术特展》 等。他还发表
过多篇译介和研究中国书画的文章，长期主持该
美术馆与浙江大学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项目的
合作。

安明远建议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美国学生应

当学学文言文，最好每晚睡前读一首唐诗。迄

今，他自己睡前都会读中国古诗或书画题跋。在

中国诗书画“三绝”中，他最钟情诗歌，动手翻

译过李白的《蜀道难》。在翻译之道上，安明远信

奉当年老师的说法：不着急，反复念诵并在脑海

中不断重复，它的意思自然会慢慢出现。他说，
译诗，最重要的不是把字词译出来，而是把感觉
译出来。

中国文人画家中，他尤其推崇明末清初的八

大山人朱耷，认为其画作中的“主题与模式、笔

墨的变化运用、形式与空间的互动”等特质，与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家的视觉语言

遥相呼应。

做中外桥梁

2018 年，安明远的计划还是满满的：继续与

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浙江大学等合作；刊

行弗里尔－赛克勒美术馆的中国藏画；写一本关

于八大山人的中英文专著，等等。

近日在华盛顿与记者见面之前，安明远刚去

过中国，在西子湖畔住了几晚，因为时差原因，

他每天早早就醒了。

“我干脆6点就起床，到西湖边走，看太阳升

起，听鸟儿啼叫。日出的景象，就和一千年前南

宋的西湖小景一模一样。7点钟，早点摊子就全出

来了，馄饨，生煎包，好吃极了。早晨六七点钟

是属于‘老杭州人’的，有遛弯的，下棋的，练

武的，打太极拳的，唱歌的。人们的生活，跟一

千年前的画里一般祥和。”

安明远喜欢这样的景象。霞光里的西湖，充

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西湖，让他觉得时间是连续

的，文明是连续的，他钟爱的中国是连续的。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徐剑梅）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他的宏大抱负和饱含

民族主义的美丽梦想，在这段演说词中淋
漓尽致。”请问“在这段演说词中淋漓尽
致”的说法是否妥当？谢谢！

吉林读者 洪爱鸿

洪爱鸿读者：
“淋漓尽致”是个成语，用来形容文章

或讲话等表达得详尽细致、充分透彻。例
如：

（1） 这样的特点，就淋漓尽致地体现
在姚惠芬绣制的 《精卫填海系列》 与 《马
远水图系列》等作品中。

（2） 段凌薇外表严厉苛刻，内心实则
极其珍视自己艺人的性格特点，韩雪都将
其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

（3） 作品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呈现廖俊

波生前工作、生活事例，将新时期党的好

干部的光辉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4） 仅凭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场，就将

一个职业女性的风范诠释得淋漓尽致。

（5）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将这支被欧

美国家视为“鸡肋”的军用手枪的功能，

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6）“精诚”二字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淋漓尽致”

有时用于人的表达，有时用于其他方面，

但都体现出“很充分”“很详尽”“很彻

底”这类意思。也就是说，“很充分”“很

详尽”“很彻底”是其核心意涵。
因此，人们在使用“淋漓尽致”时，

总是将其跟某种表达、行为等联系起来，
用以指在哪方面“很充分”“很详尽”“很
彻底”：“淋漓尽致”在例 （1） 中跟“体
现”相联系，在例 （2） 中跟“演绎”相联
系，在例 （3） 中跟“表现”相联系，在例

（4） 中跟“诠释”相联系，在例 （5） 中跟
“发挥”相联系，在例 （6） 中跟“体现”
相联系。

虽然例 （1）、例 （2） 中的“淋漓尽
致”处于状语位置，例 （3）、例 （4） 中的

“淋漓尽致”处于补语位置，例 （5）、例
（6） 中的“淋漓尽致”处于定语位置，但
是它们都跟某个“体现”一类意思的动词
有语义上不可缺少的关联。

您提到的“在这段演说词中淋漓尽
致”恰恰缺少了这样一个动词，因此显得
语义不周全，成了病句。宜在其后加上

“地体现出来”，改成“在这段演说词中淋
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这样语义就自然妥帖
了。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亲爱的读者朋友：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改

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中国

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举世瞩目。很多人都

是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

即使身在海外，也能深刻感受

到中国的日益强大。

为了展现中国 40 年的辉煌

成就，本报“读者桥”版拟推

出“海内外读者看改革开放 40

年”栏目，欢迎广大读者踊跃

投稿。

具体要求如下：
1、用第一人称，以前后对

比的写法，以讲故事的形式，

反映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

发展变化、取得的成果等，可

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别

是反映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

的影响、中国的外交成就、“一

带一路”建设、中国技术在国

外的应用等，表现浓浓的爱国

情怀。

2、讲述海外华侨华人、留

学 生 在 国 外 的 工 作 、 生 活 变

化。以自身的认知和体验，反

映中国的日益强大对华侨华人的积极影响、中国人的

社会地位日益提高、走出国门工作学习的机会越来越

多、华侨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择

偶方面的变化，等等。

3、篇幅限1500字左右，附上本人简历及本人电子

版生活照一张。注明本人或亲友的国内地址邮编，以

便于寄送样报和稿费。

征稿从即日开始，于2018年11月30日结束。稿件

请传至hwbdzyd@yeah.net邮箱。

联系人：张燕萍

电话：8610-6536 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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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安明远“文人”安明远

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一景。
图片来源：武林网

安明远在八大山人画作前留影。 徐剑梅摄

"淋漓尽致"
的正确用法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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