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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这段舞蹈是在我们歌舞团几位同

志编导的女子群舞 《塞上花》 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
改才成型的。”请问其中“成型”的用法是否妥当？

四川读者 武成巨

武成巨读者：
表示事物具有了某种基本的形态，宜用“成形”。

例如：
（1） 这项计划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修改，现在已经

基本成形，下周就可以拿出来供大家讨论。
（2） 老王的这部书稿已经成形，他正在补充有关

材料，估计下半年就可以完稿。
（3） 编剧对这个电视连续剧的构思已经基本成

形，将很快动笔。
（4） 他们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案已经成形，目前正

在征求各方面意见，不久就会形成书面材料请各单位
提出意见和建议。

（5） 经过筹划，我们这支老年舞蹈队已经大体成
形，目前还缺少一个现代舞的教练。

“成形”还用来指动植物生长成应有的形状。
例如：

（6） 现在我们果园里的苹果已经开始成形了。
此外，“成形”也用来指修复受损伤的组织或器

官。例如：
（7） 随后小丽被送往医院诊治，医生马上为小丽

实施了耳廓成形手术。
“成型”则主要用于工业生产中，零件等经过加工

后具有了某种形状。例如：
（8） 借助 3D 打印技术在计算机辅助设计、自由

制造加工和器件成型方面的优势，这个课题组研发出
了新的产品。

（9） 模具零件成型广泛应用于机械、电子、汽
车、信息、航空、航天、轻工、交通等制造领域。

“这段舞蹈是在我们歌舞团几位同志编导的女子
群舞 《塞上花》 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才成型
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这
段舞蹈是在 《塞上花》 的基
础上经过不断改进，才具有
了初步的形态。表达这个意
思时，其中的“成型”宜写
成“成形”。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千堡之国

卢森堡大公国是欧洲西北部

的一个内陆国。国名中的“堡”

属音译，实际上在该国境内也确

曾留下许多著名的要塞城堡，因

而有“千堡之国”的称谓。这些

城堡一般都建在险要之处，大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如首
都卢森堡市曾经有过三道护城
墙、数十座坚固城堡，地下有 23
公里长的地道和暗堡，进可攻、
退可守。

卢森堡的森林、植被覆盖率
高，环境优美。家家户户临街的
阳台上、窗口处，都摆放着鲜艳
的盆花，美观温馨。

居 民

主体民族是卢森堡族，血缘
上与法国、比利时、德国人相
近。居民说卢森堡语，而在当地
用德语、法语及英语交流也畅行
无阻。卢森堡人勤勉、质朴、谨
慎、温和，讲究传统，谈吐优
雅，热衷于社会活动。

与人交往，重视平等，不讲
究头衔。空暇时间，朋友们可以
找市长喝酒，无拘无束。周日，
卢森堡大公 （国家元首） 可能会
放下手头工作，与家人一同外出
度假，与平民无异。

在卢森堡街头，当地人走路
总是那么不紧不慢，悠闲自得。

即使遇到不相识的人，他们也是
面带微笑，谦让有礼。闲暇时
光，他们喜欢约三五好友泡酒
吧、咖啡馆，也有人喜欢在广
场、街头，身穿民族服装演奏乐
曲、唱歌、跳舞。

交 往

交际场合，一般称呼先生、
女士，少用头衔。常见礼节是握
手，不论是陌生客人还是熟人，
不分男女，凡相见、告别，一般
都是握手。吻面礼只见于至亲、
挚友之间。互吻面颊，一般是
右、左各一次。

去当地人家做客，要给女主
人送鲜花、巧克力等礼物，但不
可送菊花。菊花只用在丧葬礼仪
活动上。约会要准时，提前赴宴
属失礼行为。就餐时应保持安
静，忌讳大声喧哗。

服 饰

卢森堡人参加公务活动一般

是西装革履。礼仪场合着西式礼

服，男士打领结。周末或节假

日，人们爱穿民族服装，参加各

种娱乐活动。男子的民族服装
一 般 是 宽 边 黑 礼 帽 、 白 衬 衫 、
黑或红色马甲、黑长裤、黑皮
鞋。女子则穿白上衣，外罩红
色或彩色连衣裙，腰束华丽的
宽布腰带。上面是红色长头巾披
于肩后，脚上是白袜、白鞋。他们

忌讳穿不入流的奇装异服。

饮 食

卢森堡人饮食习惯与德、法
两国相近。日常食材是土豆、猪
肉和牛肉。餐桌上经常出现的熏
猪肉配土豆、蚕豆奶油沙拉，是
当地的传统民族菜式，而烤排
骨、肝肉团配德式泡酸菜、黑布
丁、煮肚以及熟奶酪，在卢森堡
是最受欢迎的美食。

在卢森堡，德式、法式、意
式餐厅以及土耳其、中国餐馆都
可看到。他们常举办工作餐，边
吃边聊工作。这里美食多多，但
价格昂贵也是出了名的。

卢森堡境内的多瑙河支流莫
塞尔河谷，盛产优质葡萄酒、啤
酒，是当地人最喜爱的佐餐饮
料。卢森堡人喝酒时，若不碰
杯，喝多、喝少随意，而一旦向
别人敬酒、碰杯，“干杯”说出
口，犹如“君子一言，驷马难
追”，不可赖账，必须喝掉。对别
人的敬酒，一般不应拒绝，若确
实不胜酒力，特别是女士，可婉

言谢绝，但必须将酒杯举起，略
作饮状。酒宴结束，有酒量者必
须干杯，才能离席。

丧 葬

卢森堡人去世，亲属不嚎哭，
家中不停灵柩，不设灵堂，也不开
追悼会。按照天主教的说法，人死
是魂归天堂，一旦升天，就永远脱
离了人间疾苦，因此不必为此伤
心，只需为死者准备一副金属棺
材，葬于公墓中即可。

参加葬礼者素颜、素服，手
捧菊花，唱着圣歌与逝者告别。
棺材下葬后，立十字架于其上。
逢逝者忌日，亲属、至亲好友常
来墓地祭奠、拜谒。

禁 忌

相互交谈，忌讳涉及个人收
入、钱财等隐私事项。禁止邮寄
未署名及未标明出版者的书籍
等；邮寄旧服装，如收件人拒
收，不能退回原处，因而必须注
明替代收件人及其地址。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我的家位于美国波士顿西郊的 Boxbor-
ough小镇，这里的华人昵称为“盒子堡”。中
国春节到了，盒子堡和毗邻的艾克顿镇华人
以多种形式庆祝传统佳节。

艾克顿华人协会、艾克顿和“盒子堡”两
镇文化委员会为住在老年公寓的华人举办了别
开生面的迎春活动，老人们欢聚一堂，晚餐后

即兴表演节目、做剪纸，其乐融融。华人协会
还送来了大家捐赠的中文图书和影像。

农历正月初五，艾克顿中文学校举办了
一年一度的迎春晚会。今年“春晚”的主角
是为中文学校默默奉献的老师们，他们演出
的歌舞、舞台剧、民乐演奏和时装表演等精
彩纷呈，约五六百人观看了演出。

春节对我家而言，更有特别的意义，因
为我女儿是在春节出生的。虽然在美国出生
长大，但女儿总要我们在春节时用中国元素
装饰家里，增添一番喜庆气氛。今年春节我
家门上张贴了一个剪纸制作的福字，上有

“全家四季平安”的字样和双鱼、花卉等吉祥
图案，门旁贴上对联。在家里，我们挂起了
中国结和宫灯——新年的装饰中，红色是永
恒不变的主题。

每当这时，我总是格外思念在北京、上
海和四川的亲人们。我在这里给家乡的亲朋
好友和老师拜个晚年，祝大家新春快乐、身
体健康、猪年万事如意！

礼仪漫谈礼仪漫谈

卢 森 堡 礼 俗
马保奉

这 个 春 节 ，我 的 所 见 与 所 思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其
中，中国春节文化已在世界多个国家生根发芽。春节，已成为中外
共享的国际性节日。

这里，5位海外读者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如何过春节，华侨华人、孔
子学院师生如何举办庆新春活动以及当地民众如何参与等，表达了他
们对祖国的情怀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与祝福。 ——编 者

1 月 28 日，一股强劲的极地寒流突袭美
国，我所在的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城瞬间被
卷入了百年未遇的极寒之中，一连几天暴风
雪肆虐，地上的积雪达到一英尺多厚。

还有几天就要过中国春节了，年货还未
备齐。然而，大门和车库门都被大雪封住，
怎敢出门？幸好 2 月 1 日 （农历腊月二十七）
雪停了，迎来灿烂阳光。我就像被困在笼
子里的鸟急于要蹦跶出去，可又不免担忧：
地上这么厚的雪，车子开得出去吗？此时，

突然听见有“嚓嚓”的铲雪声，我打开窗帘一
看，是 3 位全副武装、只看得见眼睛的男
士，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中为我房前的道路铲
着积雪。

我刚搬到这里，不知这是哪里来的活神
仙？我打开门，见从车库通向大路的厚雪已经
被铲到了两边，门口台阶上、临窗人行道上的
积雪也被清除了。我感动极了，回屋抓了一把
巧克力朝铲雪的“英雄”们跑去。一打听才知
道，他们3位都已退休，自行组织了这个铲雪

小组，在大雪之后赶来帮助一户户人家扫清路
障，他们很享受铲雪的乐趣，既帮助了别人又
锻炼了身体。我把巧克力分发给他们，向他们
说着真诚的感谢，并留下了他们的姓名和电话
号码。

正月初一那天，我备了红酒，包了韭菜猪
肉馅、白菜猪肉馅、芹菜牛肉馅的饺子，邀请
这3位善良的铲雪人来我家做客，同我们一起
过中国大年。

这几位六七十岁的美国人平生第一次吃中
国饺子，第一次听到“中国除了元旦还有一个
迎接春天到来的中国大年”，第一次听到中国
的十二生肖，每一年有一个不同的吉祥动物，
今年则是十二生肖中的猪年。

美国邻居表示度过了快乐的一天，而我也
收获了一个有意思的春节。

邀美国邻居过中国新年
黎 焱（美籍华人作家）

阿伯丁是英国苏格兰地区的第三大城市。每年中国春节期
间，由阿伯丁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春晚”是阿伯丁华侨华人和
当地民众的一大盛事。农历正月初四 18 时许，阿大 Elphinstone
大厅外就排起了长队，他们等待的是阿伯丁“春晚”。排队的人
群中既有华侨华人，也有当地民众。

可容纳 500 余名观众的大厅座无虚席，演出在锣鼓喧天的
舞龙舞狮中拉开序幕。彝族舞蹈 《喊月亮》、蒙古族筷子舞

《我从草原来》、傣族舞蹈 《彩云之南》 带来浓郁的中国少数民
族韵味；时尚动感的街舞活力十足，嗨翻全场；吉他弹唱 《阿
楚姑娘》 倾诉了年轻人对爱情、梦想的憧憬；中国传统乐器二
胡、古筝、笛子悉数登场，其独特的音韵、变换的节奏，令听众
陶醉其中。

远道而来的格拉斯哥艺术家表演了音乐合奏《茉莉花》《恭
喜恭喜》《康定情歌》，孔子学院师生合唱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
久天长》，将晚会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晚会掌声不断。

一位当地市民兴奋地说，没想到中国传统音乐有如此震撼人
心的力量，在现场聆听中国民乐演奏让人印象深刻。阿大孔子学
院汉语教师志愿者王禹说，在异国的土地上参与并观看这样一台

“春晚”，心中充满了自豪。
由于工作原因，我在阿伯丁度过了第二个春节。这台“春

晚”对我来说，像一种符号，指引着家的方向；更像一种力量，
促我去追逐梦想。

英国阿伯丁的“春晚”
延 慧（英国阿伯丁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随着中国春节的到来，加拿大从高速公
路旁硕大的猪年庆祝广告，到品牌店橱窗里
的“新春快乐”、大型购物中心里的红色对
联，都充满了年味。漂亮的猪年纪念币和生
肖邮票的发行，更折射出加拿大对有着独特
魅力的中华文化的重视。一时间，红色的小

猪、熟悉的汉字在满眼的英文世界里显得那
么浓烈和喜庆。

加拿大各地学校、社区、机构举办的大大
小小“春晚”此起彼伏。特别是学校，从幼儿
园小朋友到高中生、大学生，不论种族、不论
肤色，在学校组织的春节晚会上踊跃报名，表

演舞龙、舞狮、扭秧歌、中国功夫等，各个神
采奕奕、有模有样。

除了庆祝活动，聚会必不可少。我们不能
回到祖国和家人团聚，就约上几家好友聚会，
共同包顿饺子，品品家乡菜，用中文聊聊天，
笑着看“春晚”，一起解乡愁。

我要特别感谢专业大厨级的北京朋友，
他花了几天时间为我们准备了一桌年夜饭。
品着地道的烤鸭、刻着福字的豌豆黄、香甜
的糖卷果，我的心里特别满足、特别亲切、
特别温暖，因为这就是家的味道。爱，就在
这一桌饭菜里。

爱，就在一桌饭菜里
王若冰（旅居加拿大自由撰稿人）

爱，就在一桌饭菜里
王若冰（旅居加拿大自由撰稿人）

大年三十，坐落在洛杉矶罗兰岗的上海滩餐厅年味十足：红
色“福”字墙上贴，大红灯笼高高挂。美国杭州总商会和浙江音
乐学院艺术团正在这里举行“家”的年夜联欢，我受邀参加，留
下难忘印象。

浙江音乐学院艺术团是专程来美进行“欢乐春节、魅力中
国”演出的，他们为 800多名华侨华人、美国朋友表演了民乐、
舞蹈、越剧等精彩节目。艺术团成员都是浙江音乐学院的年轻学
子，他们有朝气，有活力，不远万里送来“艺术大餐”，与海外
华侨华人共度春节。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官员、海外浙江人与艺术团成员围坐
在一起，过年氛围十分浓郁。地道的海派年菜，可口的家乡味
道，连菜名也别出心裁，什么“彩蝶迎新”“年年有余”“全家福
禄”等，真是好听又好吃。

与来自祖国的家乡人一起吃年夜饭，感觉就是不一样。席
间，大家畅谈家乡和人民生活的变化，憧憬祖国美好未来，句句
话语温暖人心。我由衷感叹：中国，我永远的家乡。

中国，我永远的家乡
卢 威（美国鹰龙传媒副总裁）

中国，我永远的家乡
卢 威（美国鹰龙传媒副总裁）

春节对我家有特别意义
鸿 冰（美国注册景观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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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街头一景。 新浪网卢森堡街头一景。 新浪网

——5 位海外读者的过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