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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纪闻

交 往

利比里亚位于西非。社交场合，称呼先生、夫
人、女士、小姐。两人相见先握手，然后双方会各
自将拇指、食指和中指捏紧、轻弹，发出响声，表
示愉快、高兴。见面落座后，会互相热情问候，然
后才谈正事。

亲朋好友相见，习惯互相拥抱；女士见面，常
常互施贴面礼。贵客来访，当地部落酋长会出面迎
接，安排舞蹈表演，向客人赠送公鸡和大米，表示
祈福。贵客告辞时，部落酋长常赠其传统大袍并授
予荣誉酋长称号，以示感激和祝愿。

利比里亚妇女有用头部顶物的习惯。她们头顶
的重物有时能超过 20公斤，但步履轻盈，穿梭于大
街小巷之间，有的高声叫卖，有的双手轻摆，与人
谈笑风生。

利比里亚宪法规定，基督教为国教。周日被视
为上帝的时间，基督教徒们纷纷到教堂礼拜。

服 饰

利比里亚天气炎热，常年25-30℃左右，人们的
衣着比较简单。隆重场合着西装，特别是美国黑人
移民后裔，大多身穿笔挺的西服，头戴大礼帽，持
手杖，嘴含雪茄，绅士派头十足。

当地的土著居民仍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穿
本民族服装。妇女一般穿各种花色的裙装，手臂裸
露，缠头巾，显示出原始的质朴和单纯。年轻人爱
穿牛仔裤、夹克衫等。

饮 食

利比里亚的官方宴请一般是西餐。传统主食是
木薯粉糊、小米粥和烤玉米。现在，大米也是当地
人的主食之一。肉类有鸡肉、牛羊肉和鱼类，如风

干的鳕鱼、熏制过的海鱼等。此外，当地有养猴和
吃猴的习惯。

利比里亚人口味偏辣，烹调时喜欢放入辣椒。
他们吃饭时，常拌着棕榈油。特色菜是辣味牛肉鱼
杂汤，内有牛肉、鳕鱼干、熏海鱼、动物杂碎等，
味道独特。当地居民钟爱一种传统酱palava，用黄秋
葵叶、鱼干或肉以及棕榈油做成。

沿海地带盛产水果，居民常以水果果腹。

居 住

利比里亚乡下多低矮茅草屋，较为体面的房子
是土木结构的。房屋形状各异，能看到圆形、椭圆
形、八角形、长方形等。屋内仅栖身而已，陈设很
简单。农村保留着大家庭聚居的习惯。

在城市及行政、商业区域，居民住房一般是砖
房，室内为水泥地，房顶用铁皮覆盖，多为长方
形。放眼望去，二层楼房居多，也有三四层楼房和
平房。因多年战乱，城市基础设施毁坏严重，一排
排低矮狭小的铁皮棚屋构成了成千上万人的居所。
首都蒙罗维亚的高层建筑物也不多，总统府是一幢6
层建筑物。

家 庭

利比里亚的一个大家庭，通常是曾祖父母或祖
父母衍生下来的子孙，一般都居住在一起。在农
村，问到家里有多少人时，回答常常是一百人以
上。大家庭的利益，高于下属各户的利益。下属各
户的收入并不属于他们自己独有。家庭内部发生困
难需要解决时，各户都必须做出贡献。每个大家庭
的家长一般由年长的男性担任。家长除了控制着大
家庭的财产、账务，对于大家庭中的日常事务，如
婚姻嫁娶、生老病死等，都得一一过问，亲自处
理。他还代表家庭与外界打交道。不过，随着社会
的发展，这种大家庭制度日渐衰微，愈来愈多的小
家庭逐渐独立，各家自行其是。

婚 俗

利比里亚内地流行一夫多妻制，社会地位显
赫、富有者可娶多名妻子，部族酋长的妻妾可达百
人。彩礼一般是现金或牛、羊、土布、衣服等实
物。如果婚后双方发生纠纷致使离婚，女方回到娘
家，女方父母应将女儿结婚时收下的彩礼一一退还。

女子婚前与人私通，不会受到社会谴责，所生
子女归属女方父亲。结婚时，父亲可让女儿把孩子
带走，而如果所生的是女孩，女方父亲对该女孩拥
有一半的权力，即当该女孩长大出嫁时，外公要收
受彩礼的一半，另一半则归其生母所有。婚后所生
的子女属丈夫，而不论丈夫是否是孩子的生父。目
前，这种婚俗正日益受到冲击。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今年以来，不少中国男青年经国内非法婚介机

构介绍赴巴基斯坦娶妻，却因不了解国内相关涉外

婚姻法律和巴基斯坦当地法律法规及传统习俗，发

生“娶不了新娘，却进了牢房”的悲剧。

为避免无妄之灾，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提醒中

国公民，本着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的态度，远离

非法婚介，谨慎赴巴基斯坦娶妻。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有关规定，国内任何婚介均不得从

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任何个人不得采

取欺骗手段或以盈利为目的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

姻介绍活动。若在国内遇到婚介介绍赴巴娶亲，请

保持警惕，捂紧钱包。

第二，巴基斯坦是信教国家，穆斯林和基督教
女性一般只能与同宗教男性结婚。请不要为了娶亲
在巴假装入教，甚至伪造入教文件。根据巴基斯坦
法律，以结婚登记为目的而伪造文件，最高可判7年
徒刑。

第三，准确核实女方身份信息。巴基斯坦女性法
定结婚年龄为18周岁。一定要核对其身份证，必须年
满18周岁。否则，婚姻无效且要被判入狱1个月。

第四，不要以为女方或其家庭接受金钱 （彩
礼） 可以作为认可交往的证据，金钱、彩礼通常是
当地法院判定拐卖人口的重要依据。根据巴基斯坦
习俗，新郎一般送给新娘家人不超过 5000卢比 （约
合230元人民币） 礼物。

第五，巴基斯坦司法程序冗长，若涉嫌贩卖人
口被巴警方逮捕，即使最终无罪获释，也将耗费数
月甚至数年时间，而且律师费用昂贵。

1957 年，我出生于天津。改革开

放初期赴美进修，又于 20多年前加入

美国SCI中国市场咨询公司，一直为中

美公司间的业务合作牵线搭桥和提供

专业咨询服务。因工作的关系，我每

年都要从美国回中国出差好几次，亲历

和目睹了中国从贫穷落后和污染的过

往，步入繁荣富强新时代的伟大历程。

从1G到5G 从落后到领先

虽然天津是中国直辖市之一，我父
亲又是主任医师，但直到 1986年我赴
美国进修时，家里都没能装上一部电话
机。我在美国与国内联系只能通过国际
空邮，周末都是在宿舍里写家信。

1987 年结束进修回到天津时，我
们单位刚添了电传机。所谓电传机是

“电传打字电报机”的简称，是用穿孔
打字的方式直接拍发和收录打印报文
的终端设备，用起来很麻烦。上世纪
90年代初，美国摩托罗拉公司1G技术
的“大哥大”进入中国。天津家家户

户都忙着申请安装固定电话时，摩托

罗拉公司在天津生产的BP机火遍了全

中国。那时，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说：

“有事儿您呼我！”

记得大约从2G时代开始，诺基亚
和爱立信等品牌开始进入中国手机市
场。那时，从《人民日报海外版》《中
国日报》 到美国 《华尔街日报》 都在
报道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手机大市场的
消息。

因为常从美国回中国出差，我需
要有中国的手机号。我的第一个中国
手机是体积小小只能打电话的爱立信
手机，2010 年更新成了可以读短信的
3G翻盖式诺基亚手机，2016年我又换
成了华为智能手机，好用又不贵。

当4G时代到来时，我高兴地看到
中国的华为和小米等智能手机不但在
本土手机市场赢得信誉和市场份额，
也迅速进入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手机市场占有了相当的份额。
4G 时代，中国的微信风靡世界。

自从有了微信，海外华侨华人与祖
（籍） 国一下子拉近了距离，用微信与
国内亲友视频通话，我感觉就像回到他
们身边一样。我们公司常去中国出差的

“老美”客户也喜欢使用微信，实时通

信和发照片、视频等比电子邮件快捷便

利多了，而且语音通话也方便。用手机

付款和网购，中国更是一马当先。回中

国出差旅游，不用带现金，手机支付全

能搞定。购买物品，没时间上街不打

紧，手机网购、打车和叫外卖都行。

如今，我又亲历了华为公司的5G

技术带来的震撼。华为的5G技术已被

公认世界一流水平，其实力和竞争力

不容小觑。前不久中国率先发放5G牌

照，开启了中国5G商用的新时代。在

我看来，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如同5G一

般，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快”！

从贫穷到富裕 从污染到美丽

记得我刚出国时，听到外国人描
绘中国的词汇常常是贫穷、落后和污染。

如今，中国人不仅甩掉了贫穷的帽子，
还从富起来逐步走向强起来、绿起来。

中国花大力气治理污染，绿色脱

贫，令世人瞩目。近年来，我回国出

差曾乘坐高铁从湖南到贵州、从北京

到上海、从天津到秦皇岛、从浙江到

福建，沿途看到的景色都是绿水青山

禾苗壮。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不但

5G 领先世界了、高铁遍布全国了、

港珠澳大桥赢得世界之最了，生态环

境也更加优化了。我看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中国发展

的绿色新理念，特色小镇、美丽乡

村、生态企业比比皆是，值得点赞和

期望。

去年，我带美国客户来到浙江安

吉的路得坦摩汽车部件公司谈项目，

安吉的生态产业厂区之美给“老美”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年 4 月，该

公司总裁陈必君先生邀请我再赴安

吉。我看到 4 月的路得坦摩汽车部件

公司厂区鲜花盛开，办公楼前绿地上

的木牌写着：种桃种李种春风，养花

养草养心灵。

在距离该公司不远的安吉横山坞
村，我见识到今天的中国美丽乡村有
多美、多富裕了：乡里的柏油路面非
常干净，村民的住房都是一个一个的
独立院落，大多是二三层的白色小洋
楼，房子建有车库，屋顶装有太阳能
光板，四周满目皆是竹林茶园。我
想，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农民也会
赞叹这里的居住和日常生活水平的。

除了横山坞村家家户户的小洋楼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外，蔓塘里村村民
们的精神面貌更是让我赞叹不已。在
这里，每户楼房的门牌都是统一的扇
面形状，门牌上除了门牌号码外还有
该户人家被村里评为几星级美丽家庭的
信息，大多都是五星级。门牌上面是精
心印制的“我们的家规家训”，眼前67
号院的家规家训是：“尊老敬贤，扶危
济困。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如果户
主是中共党员的，旁边还有一个红旗形
状标牌，上面印有党员户主的姓名和他
的“党员先锋微承诺”。

满眼竹海、满目茶园、遍山杜鹃
花开。这次重游安吉，我发自内心的
感慨是：别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已
经步入新时代的今日中国，在带给人
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同时，还注意环境
治理，在绿色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大步
向前！

（作者为美国 SCI 中国市场咨询
公司总裁）

谷世强

领事服务领事服务

回国后的见闻与感悟

“及其”的正确用法

礼仪漫谈

利比里亚习俗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投稿邮箱：whwdzg2019@126.com投稿邮箱：whwdzg201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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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保奉

浙江安吉蔓塘里村一景。 浙江新闻网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来自新疆、河

北、河南等地30多个艺术院团的中青

年演员们，在为时一个月的培训期

间，将聆听戏剧名家主讲的两场‘角

色创造表演课’，及其代表作的观摩

课。”请问其中的“及其”用得是否

妥当？谢谢！

河南读者 李长河

李长河读者：

“及其”是“和他（他们）的”或

“和它（它们）的”的意思。例如：

（1） 职工及其家属都来了。

（2） 我今天讲句子的主要成分及

其语法功能。

（3） 专家在长白山天池及其附近
进行地震检测。

（4） 谢淑华及其家人一行来到了
首尔艺术高中。

（5） 有关方面表示，将对该整形
医院及其负责人采取果断措施。

从 上 面 的 例 子 可 以 看 出 ，“ 及

其”中的“其”指“及其”前的人或
事物。需要注意的是，“及其”之前
一般不停顿，不加逗号。

您提到的“将聆听戏剧名家主讲
的两场‘角色创造表演课’，及其代
表作”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代
表作”前的人是指“戏剧名家”，显
然不是“角色创造表演课”。应改成

“将聆听戏剧名家主讲的两场‘角色
创造表演课’及他的代表作的观摩
课”等。

另外，把“及”误写成“及其”
的情况比较多见。例如：“讲解员详细
介绍了这位作家的作品及其生平事
迹。”其中的“及其”宜改写成“及”。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利用无人机完成的物流配送、精确显示的卫星
影像、高速运行的光量子计算机……一帧帧闪动的
画面，描摹出充满创新活力的中国形象。日前，由
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馆和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政府
共同主办的中国巴西电影电视展在里约热内卢开
幕。开幕式上播放的纪录片 《创新中国》 让现场观
众屏息凝神，不愿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纪录片展映后，记者遇到在媒体行业工作的加
布里埃尔。他表示，中国在通信、生物、能源等领域
的科技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巴中两国距离遥
远，不少巴西民众对此知之甚少，还有部分人认为中

国产品质量欠佳。“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偏见，因此，
在巴西播放此类纪录片非常必要，可以让巴西人认识
一个全新的、高科技的、不断发展中的中国。”

影视展期间，一批中巴近年来的优秀影视作品
与观众见面，包括中国的 《流浪地球》《中国合伙
人》《拆弹专家》以及巴西电视台摄制的与中国相关
的纪录片等。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杨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巴双方各自精选了影视作品，
这是两国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双边影视展。“定期举办
此类影视、艺术、文化交流活动可以促进两国民心
相通，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打牢民众基础。”

绰号“老马”的里约商会高级委员会副主席马

尔科·波洛长期致力于促进巴中文化交流。“巴中两

国拥有传统友谊，两国民众增加彼此了解的渴望日

渐浓厚。此次活动可以让巴西民众通过影视作品认

识今天的中国。”波洛说。

里约州文化和经济发展厅长鲁安·利拉不久前刚

访问过中国，今年10月他还将随一个规模更大的代

表团再次前往中国。他表示：“巴西的影视行业很庞

大，我们期待与中国深化影视交流合作。”

中国和巴西都有着广阔的文化市场，让自己优

秀的影视作品进入对方市场，对两国做大做强各自

的文化产业均具有重要意义。巴西微松数字公司负

责人卡洛斯·安德拉德也出现在本次影视展开幕式现

场，他告诉记者：“我从小很喜欢看功夫片，现在应

该让巴西人更多看到来自真正功夫发源地的影视作

品，让巴中两国民众‘看见’彼此非常重要。除了

内容互换，未来我们还计划共同拍摄影视作品。”

随着中巴互动交往增多，双方在影视领域的合

作必将结出丰硕成果。

（本报里约热内卢电）

让巴西人认识全新的中国
本报记者 朱东君 张远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