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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地处赤道附近的西非几内
亚湾，有两个首都，一是政治中心马拉博，在比
奥科岛上，二是经济中心巴塔，位于大陆。城市
建筑多为西班牙殖民时期留下来的3层楼房，形式
及外观雷同，一律是土黄或墨绿色的外墙、木格
窗户。

交 往

赤道几内亚人纯朴、好客，讲礼貌、重礼
节。见面行握手礼，问候时会拉住对方的手。称
客人为先生、夫人、女士、小姐。朋友来访，主
人会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热情款待客人。

赤道几内亚人强调个人信誉，谈判时不轻易
动感情，做决策较慢，并不是为了回去商量、请
示，而是不愿仓促表态。

服 饰

赤道几内亚的上层社交场合，注重服装服
饰，男人一般穿西装，女子穿长裙，头上缠着各
种花样的头巾。

赤道几内亚的传统民族服装称作“袍袍”，是
宽大连体的大摆裙子，颜色鲜艳，在节庆期间时
常可见。

巴布亚布族的服饰比较原始，男人唯一的衣
着是一种晒干的植物秆做成的围兜。妇女穿的则
是植物纤维织的短裙，背部背着一个编织袋。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公共场合，不可穿短
裤、背心，更不可裸露上身。

饮 食

当地人的主食是木薯、芋头、玉米等，传统
的加工方法是用木棒将粮食捣碎，煮熟或发酵后
食用。用玉米制作的“乌嘎里”是当地的“大
餐”。先将玉米面加水煮至干稠，然后倒扣出来，
再在锅中继续烤制，直到散发出香味，即可就着
调料吃。

当地人的副食除了寻常的猪肉、牛肉、鱼肉
等，还有海龟肉及海龟蛋等。他们的特色传统美
食叫“白色小安娜”，是用香蕉叶包裹南瓜或花
生，加上鱼类、肉类及蔬菜等蒸制而成。

当地人不习惯喝开水，爱喝生水，住在海边
的人喝椰汁。当地生产的酒叫“布萨”，人们喝酒
的方法比较特殊，即多人同饮一坛酒，各自用吸
管插进酒坛子，边吸酒、边聊天。不一会儿，便

会有人醉意朦胧，乃至失态。
赤道几内亚城市居民吃饭多用刀叉，而乡下

人则用手抓取。抓饭时，需不停蘸水，以防粘
手。按规矩，抓饭必用右手，除非残疾，不可用
左手替代。

比奥科岛上的居民习惯过“芋头节”，届时，
若有客人从家门口经过，主人会热情地把客人迎
进来，并用芋头款待他。

婚 恋

赤道几内亚农村青年谈情说爱，常常在舞
蹈中进行。每逢周末或节日夜晚，人们便会燃
起篝火跳舞，有时可通宵达旦。女性舞者头插
羽毛，腰系兽皮衣裙，小腿上绑着成串的贝壳、
龟甲片和小铃铛。男子上身赤裸，胸部、腿上画
着黑白相间的条纹。每当木鼓等打击乐器响起，
众多男女青年便会活泼、欢快地翩翩起舞，羽
毛和兽皮闪闪发光，贝壳和铃铛叮叮作响，真是
好不热闹。

舞会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场所，通过共
舞、聊天，会碰撞出爱情火花，常常在共舞后变
成了恋人。

由于男少女多，赤道几内亚的富人可以娶多
位妻子。此外，这里还流行试婚的习俗，往往等
到生了孩子后才结婚。

木 鼓

木鼓用硬木挖空制成，长约一米。木鼓不仅
用于舞蹈伴奏，还是一种通讯工具。

由于赤道几内亚乡村多不通电，通信落后，
所以需要用击鼓的方法来传递消息。鼓声可以穿
越深山老林，可以一村传一村、一县传一县。人
们把木鼓发出的“嘟”“啦”之声编成各县、各
村、各家的代号，约定敲击方法和鼓点含义，以
此来传递各种消息。

从通告个人的大事小情、生老病死到通知集
会、举办娱乐活动等公众事务，都离不开击鼓之
声。例如，正在森林里采水果的母亲，听到特定
的击鼓声，便知是在呼唤她，她会立即赶回家中
给孩子喂奶。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杜老师：
我是一名文秘工作者，在起草公文时常用到

“关于”一词，但我常拿不准用得是否正确。请您说
说“关于”常见的规范用法。谢谢！

天津读者 王向文

王向文读者：
“关于”是介词，一般须跟后面的词语组成介词

结构。这个介词结构经常做定语或者状语。
1.“关于”构成的介词结构常做定语。做定语

时，要在“关于……”跟中心语之间用“的”。例
如：

（1） 在记者会结束后，宁吉喆回答了 《北京青
年报》记者关于中美贸易的提问。

（2） 请大家仔细读一下 《人民日报》 近期刊发
的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评论员文章。

（3） 大家都希望通过论坛，在亚洲青年之间凝

聚文明共识，形成关于亚洲文明对话的建议。

（4） 关于华为被中国政府控制的指控完全是恶

意的谎言。

“关于”构成的介词结构做定语，还常用于标

题。例如：

（5） 昨天，省委、省政府下发了 《关于加强作

风建设优化发展环境的意见》 一文，请你们尽快学

习贯彻。

（6） 代表们认真讨论《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有时“关于”构成的介词结构直接用来做标

题。例如：

（7） 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 《关于文

风问题》。

（8） 最近某文学刊物上刊登的《关于杂文》，引

起我很大兴趣。

2.“关于”构成的介词结构经常做状语。做状

语时，一般用于句子开头，其后有逗号，逗号后是

主语。例如：

（9） 关于这个战争的各方面问题，我们已经说

得很多。（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

位》）

（10） 关于牛郎星和织女星，民间有个美丽

的传说。

（11） 关于酒驾问题，其他国家是怎么处理的？

（12） 关于运输中的安全事项，我想再强调一下。

3.“关于”构成的介词结构可以用于“是……
的”的说法中。例如：

（13） 昨天街道办事处开了个会，是关于垃圾分

类的。

（14） 洞窟里的许多壁画是关于音乐的。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作为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

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我结识了

一位热衷于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意大利

小伙儿，初次见面，他就用汉语调侃

道：“我来自中国东北那旮沓。”他叫

裴昱，今年 20 岁，是圣心大学的在读

大学生，不久前代表学校参加了第 18

届世界大学生“汉语桥”意大利赛区

的比赛，荣获了最高人气奖。

对中国心向往之

裴昱出生在意大利米兰附近的一

个小镇。他第一次关注中国，源自于

美食。那是他上小学的时候，在家看

电视偶然看到一个节目正在介绍中国

美食：用多种调料调制肉馅，然后装

到面皮里蒸熟，热气腾腾，十分诱

人。后来他才知道，那个令他食欲大

开的美食是中国包子。渐渐地，他对

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对父

母 说 ：“ 我 想 学 习 汉 语 ， 我 要 去 中

国！”当时他的父母以为他是“一时兴

起”，只是说说罢了。

上高中时，父母为了锻炼他的独
立生活能力，把他送到离家两个小时
车程的一所寄宿高中。在那里，裴
昱逐渐养成了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
的 能 力 。 在裴昱读高中 4 年级的时
候，AFS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人员到他所
在的学校宣传。这是一个针对意大利
在读高中生的文化交流项目，意大利
高中生可以借此机会到世界各国去体
验生活和学习所在国的语言文化，从
而更好地了解世界。裴昱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他选择的国家是中国。

报考这一交流项目的学生有 6000
多名，而最终只录取 1300 多名。为了
去中国，裴昱付出了大量心血，经过
一系列笔试、心理测试、面试、家
访、英语笔试等相关考核程序，最终
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不仅获得了
前往中国生活学习 10 个月的文化交流
机会，而且获得了该项目的奖学金。

难忘的中国之旅

一场梦寐以求的中国体验之旅

终 于 实 现 了 。 2015 年 8 月 21 日 下
午，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

后，裴昱乘坐的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看到眼前的景象，他

难掩激动与兴奋。在同一天，来自世

界不同国家的 50 多名 AFS 国际文化交

流项目的参与者相继抵达北京，他们

在 北 京 停 留 3 天 ， 进 行 一 个 简 短 培

训。3 天后，裴昱和其他 9 名小伙伴

（其中 3 名是意大利人，6 名是泰国

人） 踏上了开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

原县的列车，而那里正是他们体验之

旅的目的地。

当列车抵达佳木斯时，不少人前

来迎接，其中包括汤原高级中学师生

和为他们安排的寄宿家庭代表。裴昱

凭照片中的印象，在人群中努力寻找

将要接纳他的中国家庭成员，结果还

是中国妈妈先找到了他，兴奋地和他

打招呼。裴昱没有想到，中国姥姥也

来接他，全程都拉着他的手，满脸笑

容地望着他，这让裴昱深深地感受到

了中国家庭的温暖。

在中国学校的体验生活开始了。

周一到周五，裴昱他们住在学校安排

的宿舍，和中国学生们一起学习和生

活；周末和假期，他们回到寄宿的中

国家庭，和中国家人一起生活。

10 个月的中国体验之旅，让裴昱

学到了很多汉语知识和中国文化，同

时也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他们一起

上课学习，一起参加学校的各种活

动。中国同学通过裴昱了解了很多关

于意大利的历史文化，他成为整个学

校闻名的中意小使者，师生们都对他

赞不绝口。

令裴昱自豪的是，他深深地融入

了中国家庭的生活，其中最难忘的就
是和中国寄宿家庭一起过新年了。农
历大年三十，他和家人一起贴春联、
挂灯笼，晚上一起包饺子、看春晚，
一直守到除夕的钟声敲响，全家一起
放鞭炮，迎接新的一年。裴昱还收到
了中国爸妈和姥姥的压岁钱，如今说
起来，还感到美滋滋的。

2016 年 6 月 18 日，对裴昱来说是
一个无比“悲伤”的日子，因为这一
天他就要离开中国，离开早已视他如
亲人的中国爸妈了。临行前，机场大
厅里弥漫着离别的悲凉，中国爸妈叮
嘱他一定要常回家看看，裴昱含泪点
头答应，并提醒中国爸妈保重身体。

帮助更多人了解中国

回到意大利以后，裴昱继续自己
的高中学业，在此期间，他申请成为
了 AFS 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的一名志愿
者，他向学员们分享自己在中国的生
活和学习经历，帮助更多意大利学生
了解中国。

高中毕业后，裴昱希望再次去中
国，因为他太想念中国了。2017 年 10
月 26 日，他来到北京，在一个汉语
机构学习汉语，同时利用闲暇时间教
中国小朋友学习意大利语和英语。这
一年的春节，裴昱回到了汤原，回
到了在中国的家，和中国家人一起
欢度春节。

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两段经历，

让裴昱对中国的感情得到升华。在与

他的接触中我明显感到，他对中国文

化的热爱，已深深植根于内心深处。

2018年6月，裴昱选择到米兰天主

教圣心大学学习经济和语言专业，同

时在大学里继续学习汉语。

在第 18 届世界大学生“汉语桥”

意大利赛区的演讲比赛中，裴昱说：

“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故事激励我继

续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我相信越来

越多的意大利人想了解中国，所以我

会努力成为中意交流的使者，成为新

时代的‘马可·波罗’。”他的语言能力

和出色表现得到了评委和专家的肯定。

根据印尼救灾署发布的消息，当地
时间6月9日下午，位于北苏门答腊省加
罗县的锡纳朋火山再次喷发，火山灰柱
高 7000 米并伴有热云。目前锡纳朋火山
警戒级别为第 3级，航空预警为橙色第 3
级，火山口半径3公里、正南—正东方向
半径5公里、正东—正北方向半径4公里
范围内禁止一切活动。救灾署还提醒当
地民众，出行注意佩戴口罩、保证水源

清洁、及时清理屋顶积灰等，临近河流
地区的居民还需防范火山泥流灾害。

中国驻棉兰总领馆提醒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印尼有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
息、火山喷发情况和航班动态，加强安
全防范，谨慎规划行程，切勿前往火山
周围地带，注意防范滞留风险。如遇紧
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棉
兰总领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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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印尼棉兰总领馆提醒

印尼火山喷发 关注预警信息

礼仪漫谈

赤道几内亚习俗

意大利小伙儿的中国“情结”意大利小伙儿的中国“情结”

赤道几内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们。中新网

马保奉马保奉

杨 波

裴昱 （左三） 和中国寄宿家庭的家人一起包饺子

因非洲猪瘟席卷亚洲多国，为防止疫
情流入，韩国从 6月 1日起对非法携带畜
产品入境人员予以重罚，最高罚款额度可
达 1000 万韩元 （约合 6万元人民币），同
时还将采取禁止入境、限制居留等处罚措
施。

根据规定，如携带猪肉及猪肉制品
（包括火腿，香肠，肉干等） 入境韩国，
第一次可被罚 500万韩元 （约合 3万元人
民币），第二次可被罚 750 万韩元 （约合

4.5 万元人民币），第三次可被罚 1000 万
韩元 （约合6万元人民币）。

近期已有中国公民因违规携带肉制品
入境韩国而受罚，在此，中国驻韩国大使
馆特别提醒：请切实遵守韩国入境物品携
带规定，勿携带牛羊猪肉、香肠、血肠、
饺子、肉脯、板筋、鸭脖、鸡蛋、牛奶等
肉类、肉制品、蛋类及乳制品，以免影响
入境和在韩停居留。

（据外交部领事直通车）

今年5月以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发
生多起中国游客安全事件：一名老人突
发心脏病死亡；3位老人拍照时意外跌落
护栏摔伤；一名自由行游客无照驾驶摩
托车时发生交通意外，致同伴头部受伤。

中国驻印尼登巴萨总领馆提请游客
注意：

1. 谨慎评估自己的身心状况和出行
风险。巴厘岛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
文化魅力让人心驰神往，但良好的旅游
体验需要有良好的身体状态，特别是巴
厘岛旅游涉及诸多水上项目，需要一定
的体能储备做支撑。如果忽视自身疾病

隐患冒然前往，加之旅途遥远，休息欠
佳与海外饮食、气候的不适应等因素，
致使旅途中出现意外的几率大增。

2. 拍照时需谨慎。在海边照相时要
确保自身安全，远离风浪巨大的海边和
陡峭的山崖，勿倚靠护栏。

3．严格遵守当地交通法规。巴厘岛
车辆右舵行驶，道路狭窄，路况复杂，
摩托车数量众多，行车速度较快。持中
国驾照不能在巴厘岛自驾。租骑 （驾）
机动车辆 （摩托车、汽车） 须持有当地
合法驾驶证件，否则有可能面临罚款，
发生事故后亦给维权造成困难。

中国驻印尼登巴萨总领馆提醒

赴巴厘岛旅游要注意安全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提醒

勿违规携带肉类制品入境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