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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到德国后第一次去理发店剪头发，女理
发员居然特地在我脑后留下一撮头发不剪，还说

“你们中国人不是都要留一条辫子的吗？我看电影
里的中国人都是那样的”。

这已经是上世纪 80 年代，可在很多普通德国
人的印象里，中国，仍然是一个从前的、贫穷落
后的中国。

我多想向他们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但当时我
的德语不够好，我要找机会多练习。于是我决定到
柏林工大食堂的信息墙上贴条子找语伴，用汉语
交换德语。可是我一连贴了 5 张寻找交换语言的
条子竟然都毫无反应。为什么？我问我的中国朋

友，她直接回答我：“谁要学汉语呀！你还不如写

‘愿意用擦窗户交换学德语’呢！”我又去问我的

德国同学，对方很婉转地说：“中国离我们太远
了，我们学汉语有什么用呢？”不光德国人，那时
我还见到一个华人母亲训斥她刚带到德国的女儿：

“汉语好有什么用，以后还不是照样找不到工作，
赶快给我把德语、英语学好！”

几年以后，这样的情况开始改观。1990年上海

浦东新区开发，1992年我就有了愿意学汉语的德国

语伴——一位要去上海浦东实习的大学生。“如果

我去青岛旅游，中国人会不会打我？”这是他问我

的第一个问题。可见当时中德两国人民之间多么缺

乏了解。

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学汉语的德国人渐渐多

了起来。1995年，一位原东德地区的学生家长对我

说：“我要让两个儿子的汉语水平达到能当记者的

程度！”原来，两德统一以后这个家庭曾陷入夫妻
双双失业的经济困境，后来因妻子找到了和中国有
关的工作才得以缓解。“希望在中国！”这是我第一
次从一个德国人口中听到的说法。又过几年，这个
地区的一所小学请我去教孩子们汉语。据说这个地

区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家长中律师、医
生、教师比较多。我去上汉语课的时候，德国电视
台、德国之声电台纷纷前来采访报道。

与此同时，我在柏林的成年大学汉语班的学
员背景也逐渐有了变化，最早的学员多是短期去
中国的游客或记者，后来有了很多企业经理。更
多的时候，我是直接到德国大中企业给他们即将
派往中国的驻外代表上汉语课和中国文化课。连
波斯坦工商局也请我去为小企业的老板们教课，包
括汉语知识和基本礼仪等。有一次，我还和德国同
事一起受邀乘飞机去慕尼黑讲课，介绍中国的企业
文化。“这对我们太重要了！”这些德国企业的负责
人表示。

华人家庭对子女学习汉语的态度也发生了变

化。在中国驻德大使馆的帮助下，1992年成立的汉

语小组，后来逐渐发展成有近200名学生的柏林华

德中文学校。

2001 年起我担任该校教务长，曾带着校董会

和全校师生的嘱托回国参加海外华文教育工作大

会。在大会发言中，我讲述了海外华校急需汉语

教材的情况，立即获得国侨办、国家汉办领导的

关注。

不久，大批合适海外教学的华校教材通过中

国驻德大使馆送到了我校学生们手中。为了表彰

孩子们学习汉语的热情，国侨办还为他们送来一

批 《新华字典》。华德中文学校的学生由此猛增到

500多人。

2004年7月，我带领15名华德中文学校的学生

到北京参加国侨办举办的“寻根之旅”夏令营，和

他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漫步，在人民大会堂参观，

在万里长城远眺。这些9到13岁的华裔少年，亲眼
看到了祖 （籍） 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中国改革开
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内心充满了作为一名华夏儿女

的自豪！
2004年12月， 我作为汉语教师接受德国《时

代报》（Die Zeit） 的采访，我终于有机会在该报
“2004年回眸” 栏目中，向德国人介绍我的祖国，
介绍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中国。中国，早已不是
那个人人脑后拖着辫子的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
正在以崭新的面貌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如今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继
续我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我教的学生来自世界
各个国家，他们在中国学习汉语，也学习建筑、
医学、法律、国际关系等专业，其中有不少是硕
士生和博士生。

如今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中国不再遥远，学习
汉语越来越有用。我曾问意大利青年马克为什么要
学汉语？他说“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
信 10 年后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学好汉语，
就有更多的创业机会。”

中国强，汉语热。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
我亲眼目睹了汉语在海外从被冷落到受欢迎的
过程，由此，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与祖国的对
外汉语事业一同成长，并为之贡献了自己的一份
力量。

（作者为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对外
汉语教师、德语教师）

近日，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中国
旅游文化周”活动中，舞龙舞狮、太极
拳、民乐演奏、书法、剪纸、京剧等中
国传统文化表演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
不少人产生了到中国旅游的愿望，在领
略中国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中国的飞
速发展。

法布里佐·卡瓦伊艾里从事旅游业20
多年。他告诉记者，如今越来越多意大
利人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感兴趣，
越来越多的意大利游客到中国旅行。“很
多人到了中国以后感叹，中国是如此的
漂亮、干净、安全”，卡瓦伊艾里说，

他所在的旅行社设计了一条“丝绸之

路”旅游线路，下个月他将带领意大利

游客赴中国新疆、甘肃等地，沿古丝绸

之路欣赏中国风光。

意大利龙狮运动协会负责人莫纳可·张

保罗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小时

候因为喜欢中国功夫而逐渐迷上了中国

文化，2004 年曾专程到中国拜师，学习

舞龙舞狮，“我们希望把中国文化发扬光

大，不仅在意大利演出，还去其他国家

表演，让更多人爱上中国文化。”

文化周期间，中意文化旅游对话暨

“美丽中国”旅游推介会在米兰达芬奇
国家科技博物馆举行，推介会聚焦中意
旅游企业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旅游市场
40 年的发展与变化、金融服务与旅游业
的发展等议题，200 余名中意两国业界
代表参加。

意大利农业和旅游部国际事务和礼
宾负责人亚里桑德拉·普里安特表示，
意中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文化是构成
两国友谊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有更
多中国游客来到意大利，体验意大利
的历史、文化、设计和美食。”

意大利文化活动和遗产部外事负责

人罗萨娜·碧娜琪说，意中两国都拥有

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近

年来，两国政府在文化、旅游等领域开

展了很多合作，比如在文化保护和打击

文物走私方面。

中国文化旅游推广团团长封立涛说，

中意两国虽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

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大文明古国丰

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是中意发展文化和旅

游合作的坚实基础。2020 年中意两国将

互办文化旅游年，这必将为两国文化旅

游领域交流合作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山风裹着树，轻轻摇

摆，花朵在枝桠上颤抖——开花的梨树像

一个穿白纱裙的少女，扭动着柔软的腰

姿。这是一棵老梨树，粉团的花朵把树桠

全盖住了。”请问其中“枝桠”“树桠”的

写法是否妥当？谢谢！

河北读者 林风合

林风合读者：
1955年 12月颁布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

表》 时，汉字尚未简化。该整理表规定，
繁体字“椏”是“丫”的异体字，予以淘
汰。从那时起，表示树木上分杈的“枝
椏”，应当写成“枝丫”。但在实际应用
中，有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规定，仍采用

“枝椏”的写法。汉字简化后，“椏”类推
简化为“桠”。

其实，“枝椏”跟“枝桠”的写法都是
不妥当的。

2001 年颁布的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
表》中的“附录”指出，宜写“枝丫”，不
宜写“枝椏”；《现代汉语词典》 等工具书
将“枝丫”标示为推荐词形，将“枝桠”
标示为淘汰的异形词。

2013 年颁布的 《通用规范汉字表》 规
定，在姓氏人名、地名及科技术语中，可
以用“桠”。该汉字表举出的“桠”用于科
技术语的例子是“五桠果科”。但是，表示
树木分杈的意思时，不宜采用“椏”或

“桠”，仍应采用“丫”的写法。因此，提
问中的“枝桠”“树桠”宜写成“枝丫”

“树丫”。
下面举几个正确使用“枝丫”“树丫”

的用例：
（1） 北京世园会终于揭开面纱，分布

在各个展园的 2000 多种植物向参观者伸出

枝丫、一展风姿。（《世园会展园这样诞

生》，《光明日报》2019年5月3日）

（2） 一座座农家小院，总有如房高的

樱桃树枝繁叶茂，枝丫上如珠如串地结挂

着红彤彤的果实…… （《樱桃甜美》，《人

民日报》2019年4月15日）

（3） 门前林带里的白杨树披琼挂玉，

等着孩子们去嬉闹。偶尔有人走过，孩子

们会使劲用脚一蹬，那树丫上立着的雪便

簌簌坠落。（《白雪芳草湖》，《人民日报》

2016年12月12日）

（4） 其中有一棵老榕树，树冠覆盖面

积达1933平方米，树丫长达30多米，树干

底端要 10 多个成年人才能合抱。（《云水

谣 有歌有景有古韵》，《人民日报》2016年

11月13日）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居 所

厄立特里亚国地处红海之滨，地貌多样，多沙漠，
乡下人放牧山羊、骆驼和牛，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居所
多为圆锥形砖瓦房或茅草屋，以毛驴为交通工具。绿洲
阿骚 （Assau） 的阿法尔人务农，而沿海地区的人们则以
捕鱼、开采食盐为业。

首都阿斯马拉，意为“和平生活”，坐落在哈马森
高原上，气候宜人，类似中国昆明。这里树木常青，
四季鲜花开放，城市环境清洁，空气比较清新。阿斯马
拉没有什么新式高大建筑，只在一条主干道上排列着意
大利人当年留下的一些低层建筑物，由于历经战乱，显
得有些破旧。市区居民住房不足，相关配套设施也有待
完善。

民 风

厄立特里亚尽管发展滞后，但当地社会秩序良好。
独立之后，政府管控有力，犯罪率低，恶性案件甚少，
就连偷摸、乞讨现象也不多见，到此旅行相对安全。

厄立特里亚居民生活简朴，心灵纯真，安分守己，
政府官员也比较清廉。阿法尔人按父系传代，族群内按
年龄分成若干组，由组长负责管理以及协调相互之间的
关系和纠纷。他们平日不唱歌、不跳舞，喜欢安静，不
愿被外界人士打扰，愿保持自己封闭、执著甚至是清贫
的生存状态。

当地盛行伊斯兰教，清真寺往往是当地最好的建筑
物，一早就有广播喇叭提醒人们做祈祷。有的前往清真
寺，有的在家中祈祷。

交 往

厄立特里亚经过战争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至今
两国关系还不太和睦。该国边境把控甚严，不论是本国
公民还是外国人，出入境审批手续都很严格。

虽然厄立特里亚旅游业不太发达，居民与其他国家
人民来往较少，但去过厄立特里亚的人都感到这里的居
民善良淳朴，礼貌待人。握手是最常见的问候方式，另
外还有拥抱、吻面等礼节。接待客人时，主人常常会端
上红茶或咖啡。客人告别前，宜将饮料喝完。

厄立特里亚人时间观念不强，对约会迟到不以为意。

餐 饮

当地的饭店、餐馆以意大利风味为主，用刀叉进
食。当地市场上出售的面包、牛羊肉以及蔬菜物价昂
贵。招待贵宾，主人会端上生牛肉、油炸白蚂蚁以及具
有提格尼亚民族风味的英吉拉 （用豆粕做的酸饼），这些
食品都需蘸着用牛肉、西红柿浆、辣椒粉等熬成的辣椒
肉汁食用。

当地的酒吧不仅出售啤酒、咖啡、红茶、果汁等
饮料，也供应快餐食品，如披萨、汉堡包等。首都老
城区的小茶馆傍晚很热闹，许多人一边喝茶，一边抽
水烟。

服 饰

厄立特里亚人在正式场合一般着西装、打领带。他

们的民族服装基本是阿拉伯式的，即男女皆袍装。男袍

装为单色，如白色、蓝色等，用白布缠头；女袍装色彩

绚丽，戴头巾，城里人一般不蒙面，但乡下女人在穿戴

上比较传统，皮肤、头发不暴露在外边。

地区不同，服装颜色及装束也有些差异。西部库那

马族节日期间的袍装，以象征太阳的金黄色为主调，另

外，蓝色、绿色袍装也较常见。提格雷族妇女的发辫式

样相当复杂，梳起来很费时，只在节假日、婚礼等重要

场合才能看到。

不论男孩、女孩，到7岁时就要在脸上刻划象征会带

来好运的刀痕。在女孩子脸上刻刺痕迹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不让她们的美丽容貌引起男人的注意。有些地

方的居民会根据自己喜好，将头发、手脚染成黑色或橙
红色。

婚 俗

城里人多自主择偶，婚礼穿西式礼服并举行婚
宴。乡下人结婚，则多由父母做主、包办。阿法尔女
子从结婚那天起，就只能待在屋子里，待生孩子之后
才能到院子里干点活，等她生了第二个孩子后才能外
出活动。

拉沙伊达 （Rashaida） 部落的人举行婚礼时，新娘要
戴上面具，脸部只留网沙眼，供观察与呼吸。他们只与
本族人通婚，婚礼时举行骆驼赛跑比赛，扎着辫子的宾
客欢快地跳“甩头舞”，品尝小麦粥和甜茶。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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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漫谈

厄立特里亚习俗

中 国 强 汉 语 热
林 希

意大利游客向往中国
本报记者 孔 歌

当地学生在2019年意大利中国旅游文化周开幕式上绘制京剧脸谱。

由中国援建的厄立特里亚科技学院一期工程项目

外景。 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网站

马保奉

孔 歌摄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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