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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日前在其
官方网站发布公告说，近来发生多起
中国公民因违反斯里兰卡当地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案件，提醒旅斯中国公民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关于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使馆
提示，斯里兰卡社会普遍重视环境和
动物保护，政府鼓励民众举报侵害野
生动植物的行为。在野生动物保护区
捕捉动物将被拘捕并处以高额罚款。

公告说，斯里兰卡对香烟入境控
制非常严格，没有免税携带香烟入境
的待遇，旅客个人禁止携带外国香烟

入境。斯里兰卡当地对酒类亦有限
制，来斯旅客最多只能携带 2 瓶红
酒、1.5升的烈酒入境。

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根据斯里兰
卡有关规定，来斯务工人员应事先得
到斯里兰卡移民局的工作许可批准，
并赴斯里兰卡驻华使领馆申请入境签
证。外国人持ETA （电子旅行许可）
在斯务工违反斯里兰卡移民签证政策，
一旦被发现将面临被拘押、罚款、遣
返甚至判刑的处罚。

（据新华社科伦坡电 记者朱瑞
卿 唐璐）

（一）中国馆
总体规模：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
展示内容：分为4大展区，包括中

国生态文化展区、中国省区市园艺产
业成就展区、中国园艺类高校及科研
单位科研成果展区、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插花艺术展区。

1.中国生态文化展区 展览面积
3500 平方米，以园艺为载体，围绕

“天地人和”“惠风和畅”“山水和鸣”
“祥和逸居”“和而共生”依次布局。

“天地人和”展项以甲骨文、《诗
经》 中的植物等为素材，结合现代科
技手段，展示天然质朴的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惠风和畅”展
项以精美的押花、插花等工艺，结合
现代多媒体互动技术，再现秀丽多姿
的绿水青山；“山水和鸣”展项以生态
山水动态的艺术装臵和丘陵梯田的意
象，表达山水林田湖草万物共生；“祥
和逸居”展项通过纱幔、光影、数字
影像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营造“风
拂花开，崇尚自然”的动态互动效
果；“和而共生”展项以影像与图文交
织辉映效果，传达中国“和谐共存”
的生态责任感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共赢全球观。

2.中国省区市园艺产业成就展区
展览面积8590平方米。前厅以大幅画卷
为基底，综合运用实物展陈与场景再现
相结合、传统展陈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
形式，综合园艺感官体验、立体装饰、
多媒体影像、花艺装臵等表现手法，全
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成就、地域特色和世界影响。

在各省区市展区内，展示各地园
艺历史文化、园艺产业发展、园艺科
技创新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特色
内容。通过室内切花、盆栽、盆景、
插花花艺、干花等参展展品轮换展
示，定期组织评比竞赛，促进各省区
市在园艺品种、技术、设备等方面的
学习、交流、合作与发展。

3.中国园艺类高校及科研单位科研
成果展区 展览面积 1130 平方米，主
要面向与园艺相关的国内高校、科研
院所，汇集代表国际领先水平的、中
国原创的园艺产业科技成果，展示与
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绿色发展技术成
果，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造机会与
条件。

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插花艺术展
区 展览面积 1780 平方米，分为“识

花”“赏花”“品花”3部分。通过花材

花器、古籍书画，配合品花观花的定

制装置，向公众展现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统插花艺术的魅力。

（二）国际馆
总体规模：展览面积12770平方米。

展示内容：分为4大展区，包括下
沉广场、序厅、国家 （地区） 与国际
组织展区、室内花卉专项国际竞赛展
示区。

1.下沉广场 展览面积 860 平方
米，作为参观者进入国际馆的入口，
位于地下一层，结合下沉广场的功能
和结构特点，通过世园台阶、主题生
态绿墙、可移动花园等共同演绎万紫
千红“百花园”，以园艺为媒，盛邀四
方宾客。

2.序厅 展览面积 1260 平方米，
在保障开敞和良好通过性的基础上，
采用“实物+多媒体+互动+氛围”多
维体验方式，在立面与地面展示“植
物起源中心”“一带一路物种传播交
流”及“世界名花名树”等园艺文化
内容，多维度体验欣赏多样繁荣的全
球园艺文化，凝聚各国友谊。

3.国家（地区）与国际组织展区
展览面积 7100 平方米，规划布局国家

（地区）、国际组织展区。其中，以洲

际为组团，按照亚洲、欧洲、美洲、

大洋洲来划分国家 （地区） 展位，共
计划分 13 个展位。参展者展示独特的
园艺产品、园艺景观、园艺成就，推
广特色园艺产品，体现地域园艺文
化，突出地域园艺品牌价值、文化特
色和亮点。

4.室内花卉专项国际竞赛展示区
展览面积 3550 平方米，根据国际园艺
生产者协会规则，充分考虑不同花卉

的花期、产业发展引领等因素，采取
换展闭馆模式，举办牡丹芍药、兰
花、月季、组合盆栽、盆景、菊花6类
专项国际竞赛及2019世界花艺大赛。

（三）生活体验馆
总体规模：展览面积9400平方米。
展示内容：分为4大展区，包括序

厅、科普园艺展区、生活园艺展区、
专题园艺展区。

1.序厅 展览面积 680平方米，巧
妙运用场馆入口及序厅空间，利用

“之”字形道路打造一条园艺景观坡
道，形成参观者进入生活体验馆之后
具有震撼力的第一印象。参观者自一

楼沿坡道徐徐漫步至二楼，欣赏沿途

不同主题植物，增强对园艺的深刻

印象。
2.科普园艺展区 展览面积 1910

平方米，位于生活体验馆二层，引导
观众崇尚自然、热爱植物。展区以中
华本草数千年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为
主线，结合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全景
体验百草景观、虚实对照了解道地药
材、场景再现本草炮制等本草文化与
药用植物应用展示示范。

3.生活园艺展区 展览面积 3120

平方米，按照招展与自建相结合模

式，组织相关企业采取轮展形式，通

过生活空间意境的营造、企业展品的

景观式表现，展示全球新优的园艺品

种与产品、最前沿的园艺技术与理

念，展示举办地延庆的地域特色和产
业成果，交互体验气象、航空航天与
园艺、生活与园艺的相互联系。

4.专题园艺展区 展览面积 3690
平方米，设置“工艺美术”“茗茶四海”

“咖啡生活”“绿意未来”4个专题展。
“工艺美术”专题展以社会众筹征

集的方式，采取实物展示、现场表
演、体验互动形式，集众多国家级工
美大师作品以及与园林园艺相关的瓷
器、雕刻、漆器等传统及现代工艺
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知传统工艺传
承的文化价值。

“茗茶四海”专题展创新组展模
式，设置茗茶历史文化和茶企展示推
介两大展区。以图文、影像等方式展
示茗茶历史文化，以互动体验的方式
向参观者展示饮茶的习惯及礼仪，让
参观者感受茶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
组织知名茶品牌企业以轮展的形式进
行产品推介和体验活动。

“咖啡生活”专题展通过实物、图
文、互动等方式，展示咖啡科普知识
和文化，让参观者了解咖啡发展历史
和种植知识，体验国内外不同品种咖
啡的加工过程和特色文化，体验咖啡
冲泡的乐趣。同时组织咖啡相关品牌
企业以轮展的形式进行产品推介和体
验活动。

“绿意未来”专题展通过仿生机器
人、3D 打印、智能装备、虚拟现实等
前沿技术与园艺相结合，超越物理空
间的局限，创造无限互动体验，感受
最新奇的园艺跨界产品，亲自动手设
计属于自己的园艺生活空间，感受智
能化带来的更多惊喜。

（四）植物馆
总体规模：展览面积1万平方米。
展示主题：植物，不可思议的智慧
展示内容：分为 4 大展区，包括

热带植物温室展区、分类主题展览及
互动活动区、企业品牌展示区、屋顶
花园。

1.热带植物温室展区 位于一层，

通过高科技数字影像装置和实物生境

营造相结合的形式，让参观者在植物

温室中零距离感知真实红树林植物群

落以及其他 1001 种热带植物风貌，充

分体验植物多样性之美。

2.分类主题展览及互动活动区 位

于二层，将陆续举行红树林和植物科

学画等分主题展览，以及商务论坛、

产品发布、时尚展示、艺术展览等一

系列主题活动。

3.企业品牌展示区 位于三层，会
期将针对所有合作伙伴企业进行品牌
展示。

4.屋顶花园 位于顶层，参观者在
驻足远观、拍照赏景的同时，可以游
览植物基因实验室，观看温室植物基
因测序成果展示。 （待续）

杜老师：
我在读稿时遇到

“哄”字，常分辨不清
应该读一声还是读四
声，例如“哄抢”和

“ 一 哄 而 散 ” 中 的
“哄”应该怎样读。请
您解答一下，谢谢！

吉林读者 汪娅洁

汪娅洁读者：

表示许多人同时进

行某个行为动作，或者

许多人同时发出声音

时 ，“ 哄 ” 读 一 声

hōng。例如：

（1） 村 子 里 哄
（hōng） 传的一个谣
言，被老张三言两语
就给破解了。

（2） 看 到 有 些 人
哄 （hōng） 抢卡车掉
落 在 马 路 上 的 货 物 ，
他 们 立 即 进 行 制 止 ，

将货物集中起来，等待失主领取。
（3） 市场管理人员深入几个农

贸市场，严查哄 （hōng） 抬物价的
行为。

（4） 这时，看台的一角有些人
哄 （hōng） 闹起来，吴明赶紧过去
了解情况。

（5） 听见附近有人哄 （hōng）
嚷起来，警车便徐徐开了过去。

（6） 老刘讲的这几句话，引得

听众一阵哄 （hōng） 笑。
上面例 （1） 至例 （3）“哄传”

“哄抢”“哄抬”中的“哄”表示许
多人同时进行某种行为；例 （4） 至
例 （6）“哄闹”“哄嚷”“哄笑”中
的“哄”表示许多人同时发出声音。

表示“吵闹”时，“哄”读四声
hòng。例如：

（7） 正在这时候，突然下起雨
来，打牌的人一哄 （hòng） 而散。

（8） 要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发展
道路，不能看到别人这样做取得成
效，各地就一哄 （hòng） 而上，都
这么做。

（9） 虽然今年这种农作物价格

高、销路好，但是明年千万不要一哄

（hòng）而起，都去经营这种作物。

另外，“起哄”表示“许多人一

起喧闹捣乱”，其中的“哄”也读四
声hòng。

“哄”还有三声 hǒng 的读法。

“哄”读三声 hǒng 的时候，表示用

语言欺骗、逗人高兴或照顾孩子。

例如：

（10） 你 可 不 能 哄 （hǒng）
我，得跟我说真话。

（11） 她生气
了，你快去哄哄

（hǒnghǒng）。
（12） 一 位 老

奶 奶 在 门 口 哄
（hǒng）着孙子。

《语 言 文 字
报》原主编 杜永道

交 往

约旦人举止文雅，从容不迫。他们与人交谈
时喜欢距离近些，且习惯注视着对方，若目光旁
视或东张西望是不尊重人的行为。

社交场合相见，多以握手为礼。女士一般可
同男士一起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男士与女士也可
握手寒暄，只是需待女士主动伸手时，才能与之
轻轻相握。与亲朋好友相见，男性之间习惯拥抱
和亲吻，女性之间多行握手或贴面礼。

应邀到约旦人家中做客，多由男主人出面接
待，服务工作也由男性承担。客人谈话，不提及
对方的妻子、儿女等。客人可送礼物给男主人，
不必为 女 主 人 准 备 礼 品 。 当 地 日 常 馈 赠 的 礼
物，多为香片、香枝、香水等，忌讳赠送酒类或
女人照片。

约旦人上午工作到午后 1时，下午 3至 6时为
工作时间。他们赴约、赴宴常常迟到，认为这是
风度的体现，不为失礼。

服 饰

在约旦的社交场合，既能看到穿阿拉伯袍
装、系头巾者，也能看到着西式服装者，一般来
说，城里人穿西装更多些。在首都安曼街头，游
牧民族贝都因人的装束颇为引人注目，他们喜欢
穿黑色阿拉伯长袍，头裹红方格头巾。

夏季平常日子，当地人是轻装便服。年轻人
的牛仔装、女孩子的短裙装，与欧洲城市无异。
城镇老年人和农村人仍喜欢传统服饰，即色彩、
图案、形状各不相同的长袍和斗篷，并缠头巾。
女性不蒙面，穿黑色、茶色或黑蓝相间的宽松斗
篷，内穿下摆很长的衣服。

遵照当地习俗，中老年妇女穿着比较保守，
一般不穿暴露和紧身的服装。不论男女，都不佩
戴有宗教意义的珠宝首饰。

约旦冬天不太冷，加件外套和毛衣即可。

饮 食

约旦人的主食是发面饼、玉米饼、米饭等，
副食是牛、羊、鸡肉制品，饮料是咖啡、茶、
酸奶等。他们习惯饭前饭后洗手，吃米饭时一
般用右手将米饭捏成团，再送入口中。遵照伊
斯兰教习惯，穆斯林不饮酒，因此正式宴请不

上酒，而私人场合餐饮并不禁酒，饭店、餐厅
也有酒供应。

约旦人男女分开进餐。早餐常见焖蚕豆、干
酪、酸乳酪等，中、晚餐除了牛羊肉，蔬菜、水
果不可少。进餐的顺序是，开胃菜、主菜、甜
食、咖啡或茶。手抓饭 Mansaf是约旦国菜，即将
米饭、松仁、羊肉、奶酪酱用薄面饼包起来吃。
炭烤肉 Kebabs 是常见主菜，烤的是无骨鸡肉或
牛、羊肉，通常和面包、沙拉一起吃。

斋月期间，白天不吃不喝，不抽烟。晚宴于
21 时以后开始，直至清晨。主人热情招待客人，
客人不要矜持，更不可拒绝，最好是接杯即饮。
饮毕若不想再喝，递还杯子时，可将杯子在手中
晃两下，侍者便不会再添加。

婚 俗

在约旦，西式婚礼很常见，而传统婚礼在乡
间也很流行。约旦人的求婚方式比较特别，通常
是男方家长请德高望重的人士做中间人，向女方
家长求婚。中间人对女孩父亲说：“我们想喝你家
的咖啡。”如果对方不接话茬，表明不同意，若对
方说：“好啊，我们一起喝吧！”表示求婚成功。

婚礼上，富裕者会向客人抛撒金币，不富裕
的常以铜币代之。客人捡拾金币，带走留念。约
旦人的婚礼仪式大多在晚上进行，音乐、舞蹈、
饮宴通宵达旦。

新郎穿西式礼服或民族服装，而新娘身着带
有刺绣的白婚纱，佩戴金银首饰，头上罩着绿色
盖头。贝都因人的婚礼除了跳舞、唱歌，还会朝
天鸣枪庆贺。

约旦有些地区保留着奇葩习俗：妻子婚后不

和丈夫说话，直到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才可互相对

话。在这期间，妻子只能用点头、摇头来回答丈

夫的问话。

禁 忌

约旦人认为左手不洁，只用右手与人握手、

传递物品和食物。忌讳他人的脚掌朝向自己。不

得摸孩子的头部，理发时，理发师须先念两句经

文才能触及人的头部。

约旦人认为黄色象征死亡，故忌讳黄色。交

规明令，禁止车辆鸣笛，但婚礼彩车除外。在约

旦，绝对不可对着妇女摄影、拍照。忌谈中东政

治、宗教以及妇女权力等话题。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为您服务

想看世园会？带您提前逛

礼仪漫谈礼仪漫谈

约旦习俗

约旦佩特拉古城一景。 橡树摄影网

本报记者 叶 子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将于 4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在

北京举行。这是继 1999 年昆明世

园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和 2018

年首届进博会之后，中国举办的

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博

览会，可谓万众瞩目、备受期待。

世园会开幕在即，为了方便中

外读者参观、游览，本文从场馆设

置、参观线路、购票、交通、食宿

等几个方面予以详细介绍，助您提

前领略本届世园会的风采。

﹃
哄
﹄
有
三
个
读
音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日前发布
公告，提醒在新的中国公民谨防电
信诈骗。

公告说，近年来，不法分子不
断在中国境外设立新的诈骗话务窝
点，利用电信网络新技术，变换手
法对海内外中国公民实施诈骗。除
目前较为常见的“冒充公检法”“冒
充驻外使领馆官员”“虚拟绑架”等
套路外，不法分子还会根据社会热

点、焦点问题等不断更改诈骗手段
和网络通信手段。

中国驻新使馆近日接到当地中
国公民求助，称遭遇电信诈骗并遭
受重大经济损失。使馆提醒中国公
民，仔细阅读使馆发布的防范电信
诈骗的相关提醒，切实提高防范意
识，避免上当受骗。

（据新华社新加坡电 记 者李
晓渝）

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中国驻新加坡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谨防境外电信诈骗

永宁阁夜景 本报记者 贺 勇摄永宁阁夜景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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