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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我拿到美国杨百翰
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到异国他乡
求学。同学、室友、朋友全是外
国人，让我时时意识到我的身
份：我是一个中国人。每次想到
故乡，想到亲朋好友，心里总是
酸酸的，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乡
愁。家乡村后的小山包、村头的
柏树、村前的小鱼塘和阡陌交错
的农田常常在心头展现，而最让
我怀念的是过年时贴对子、挂灯
笼、舞龙、舞狮子的习俗。

小时候过年，最让我兴奋的
不是穿上崭新的衣服，也不是用
压岁钱买气球、鞭炮、小玩具什
么的，而是可以看见舞龙、舞狮
表演。追寻着“咚咚”的锣鼓
声，我喜欢跟着舞龙的队伍走好
几个村，幻想着自己是舞龙队伍
中的一员，巨龙随我而飞舞。没
有想到，长大后我还有机会舞龙
头，而且把中国龙舞在了美国的
天空，为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
解、加深友谊架起了桥梁。

我到美国后发现，许多普通
百姓对中国的认知有很大误差。
当我被选为杨百翰大学中国学生
学者协会主席时，除了例行的为
中国学生学者服务外，还想为宣
扬中国文化、促进当地美国人了解飞速发展的中国做点
事情，希望以此为祖国、为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偶然的情况下，我得知杨百翰大学珍藏着一条中
国某机构捐赠的火红长龙。此龙威武的龙头有20多公斤
重，制作得非常华丽，但因未遇到舞龙能手，它一直没
有真正飞舞起来。当时学校国际中心正要举办“国际教
育文化周”，向在校学生和当地市民介绍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文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宣扬中华文化的大好机会，
当即找到国际中心主任，向他说了“把中国龙舞起来”
的想法。他非常支持，很快给出了舞龙的时间、行走路
线以及和学校警察等部门协调沟通的建议。

为了能把 20多公斤重的龙头舞起来，我专门上了举
重课，进行了体能训练。舞龙团的队友们都是从中国大
陆来读博士的留学生，大家的积极性都非常高，我们一
起观看舞龙的录像、练习舞龙动作。舞龙表演当天，风
和日丽、晴空万里。在热闹的场面下，我们听到锣鼓一
声响，长龙便随着龙珠舞动起来。我们上上下下、起伏
转身，不断让长龙做出仰、跳、摇等各种姿势，金色的
龙鳞在阳光下变得格外耀眼。

舞龙队伍由警察开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队伍的最
前面迎风招展，带领着欢快的人群涌向学校的中心地
带，最后又回到“国际教育文化周”的展示大厅。我们
的舞龙表演让同学和当地市民们激动不已，大呼“精彩
绝伦、大开眼界”。表演结束后，我们把龙身摆成“长龙
出海”的姿态放在特定的展台旁边，吸引来一拨又一拨的
参观者，他们争相拍照并合影留念。我们的展台成了最具
人气的展台，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事后，我的美国室友告诉我：他们看过中国功夫电
影，但亲眼看见中国的舞龙表演还是第一次，太令人难忘
了。他们表示，要把这次舞龙的见闻分享给自己的家人。

我们的舞龙表演成了和当地民众进行文化交流的极
好话题，由此我们交上了更多的外国朋友，增进了相互
间的了解、信任和友谊。尽管舞龙后我的双臂很酸痛，
但是我的心却比蜜还甜。这次海外舞龙的经历，不仅圆
了我儿时的梦想，而且让我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作为龙
的传人的荣耀！

（作者为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教授）

交 往

玻利维亚人性情内敛，谦虚和
气，感情不过于外露。正式场合，
习惯称呼职称、学衔。平日里，称
呼先生、小姐、太太加姓氏，熟人
之间可称小名。陌生人见面，一般
是握手，而熟人和朋友相见，只需
致意、问候就行了。大多数男人不
喜欢紧紧拥抱或握住对方双肩等动
作。女子之间握手较少，而是亲吻
对方的面颊。

见面、拜访，最好事先预约，
而径直前去拜访，也不为失礼。赴
宴或参加舞会等活动，要给男主人
送鲜花和小礼品，但不可当场开拆
礼品盒。赴宴时应把自己食盘里的
食物吃光，告别时要与在场的人一
一握手。

服 饰

玻利维亚人平常以便装为主，
牛仔装颇为流行。出席重要或正式
活动，男子多穿西服、打领带，礼
仪活动打黑色领结。妇女一年里大
部分时间都穿裙子，出席社交活动
时套上西装上衣。

当地的印第安人喜欢佩戴装饰
品，特别是帽子不可少，尤其喜欢

戴绒帽。未婚男子戴羊驼皮做的绒
帽，由红白两色组成，而已婚男子
戴的则是全红色的绒帽。

女人戴帽子表示已婚，除了睡
觉之外不能脱帽，而未婚女子通常
不戴帽子。印第安妇女常常留粗大
辫子，喜欢披颜色艳丽的披肩，穿
肥厚、多层次的袍裙。她们那鲜
绿、火红、天蓝色的裙子，就像安
第斯山落日霞光那样美丽。此外，
她们还习惯穿凉鞋和线袜，不管天
多冷，都是这般打扮。

饮 食

玻利维亚人的主食是大米、玉
米、小麦、木薯、甘薯等。肉类有
猪、牛、羊肉和鸡、鱼等。蔬菜有
西红柿、洋葱、卷心菜和豆类等。
餐桌上素以丰盛和量大而著称。

饮品有牛奶、啤酒、咖啡等。
玻利维亚人爱喝酒，不管男女，习
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城里人以吃英式西餐为主，口
味清淡，不喜油腻。宴请客人也多
为西餐，使用刀叉进食。他们晚宴
时间较晚，一般在 21-22 时才开
始。印第安人主副食原材料与城里
人没什么不同，但做法具有民族特
色，习惯把香蕉入菜入汤，如鸡蛋

牛肉炸香蕉、大米鸡肉香蕉汤等。

狂欢节

奥鲁罗狂欢节是玻利维亚最壮

观、最热闹的节日，每年 3 月在玻

利维亚奥鲁罗市举行，已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传，人们在奥鲁罗开采银矿

时，在矿井中发现了圣母玛利亚壁

画，引起教民轰动。随之以纪念矿

井圣母为名，并结合天主教每年 2

月 2 日的圣烛节，在每年 3 月初的

周六开始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

如今的狂欢节主题是当地原住
民宗教与天主教之融合，象征宗教
大团结。届时，人们身穿五彩缤纷
的服装，头戴面具从四面八方赶
来，载歌载舞，开始游行。在长达
4 公里的游行区域内，活跃着近 50

个舞蹈团的约2.8万名舞者和150个

乐队的 1 万余名乐手。人们涌向矿
井神庙，向圣母朝拜，达到庆祝高
潮。每年的狂欢节都有数十万人前
来，其中包括各国的游客。

祈 福

玻利维亚人祈福的形式颇为特

殊，认为已故亲人的头骨是家人的

护身符，故将头骨供奉在客厅最显

要的位置。11月 8日是“头骨祈福

节”，人们手捧头骨到教堂祈福。

牧师举办仪式，为头骨喷洒圣水。

万圣节之后的一个星期内，人

们热衷于装饰头骨，如给头骨戴上

羊绒帽或戴上时尚的太阳镜与棒球

帽、给头骨戴上色彩鲜艳的花环、

扎上马尾辫等。他们还将装饰一新

的头骨放在墓地前陈列，让人们观

赏。当地人认为，家中供奉亲人头

骨，小偷都不敢进屋。尊重、爱护

头骨会保佑家人平安、健康、幸
福，会让家人事业兴旺发达。

禁 忌

在玻利维亚，闲谈不可涉及政

治和宗教话题。未获同意，不可对

着土著居民拍照、摄像等。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转眼间新
中国迎来了 70 周年华诞。作为上世
纪 60 年代出生的我，一路走来，见
证了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强大的过
程，充分享受到祖国的发展带给我的
幸福生活和自豪感。在我心中，祖国
的份量无与伦比，在国庆节即将到来
的日子里，我坐在电脑前总觉得有许
多话要说，遂成此文由衷为祖国 70
周年华诞庆生。

生长在新中国的我，从小就学会
了做人的坚强。随着高考的结束，我
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走出大山看
看外面的世界。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
步，祖国处处日新月异，充满活力和
生机。1981 年 10 月，我如愿参军入
伍，当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铁道兵顾名思义就是修铁路，我
们赶上了当时著名的“引滦入津”工
程。当时 700多万天津市民没有甘甜
的水喝，每天的饮用水掺和着又苦又
涩的海水味道。党中央、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一声令下，几十万引水大军一
字排开，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把甘

甜的河北滦河水引进天津。

我们部队承担的是最艰苦、最难

干的长达 10余公里的引水隧道工程。

当时，没有如今的现代化作业条件，

我们就用最原始的风镐、风枪、铁

锹、铁锤、铁钻等一点点开挖。为了

让天津人民早日喝上甘甜的饮用水，

我们加班加点，在寒冬的阴冷潮湿的

隧道里，干劲冲天。我们脱下衣服，

仅剩下一条内裤，照样挥汗如雨。那种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在每一个参建

的官兵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团结就

是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振兴中华的信念迸发出巨大的正能

量，创造了人类引水史上的一个奇迹。

1984年，铁道兵集体转业，我选
择了留在中国铁建施工队伍中，转战
南北搞建设。这期间，随着祖国的日
益强大，随着建设理念的革新和技术

水平的提高，中国铁路事业突飞猛

进，在建、提速工程日新月异。从每

小时 60 公里、100 公里、120 公里的

速度，提高到如今的高铁速度——每

小时 400 公里。青藏铁路、京津城

际、京沪高铁等一大批在世界上颇具

影响力的工程相继建成，中国的高速

铁路里程位居全世界第一。中国铁路

短短几十年飞跃发展，我和工友们一

起参与见证，铁路让祖国腾飞有坚强

的后盾基础，我们也感到十分的欣

慰！我也从一名战士、铁路员工成长

为一名企业管理者，担任宣传部长、

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务。

在发展过程中，我所在的原单位

中铁十八局集团四公司没有满足国内

施工，而是选择走出国门干工程。上
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们积极参与国
际竞标工程，开始时在一家中介机构
介绍下承揽到巴基斯坦一项水利水电

工程，当时因为不太熟悉国外工程建

设管理规则，又遇到外语沟通障碍、

施工技术人员培训不充分等问题，我

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但我们没

有退缩，又在沙特、尼日利亚等国家

承揽公路、铁路工程，成为中国铁建

最早走出去的单位，为中国铁建30万

员工走出国门闯出一条路。随后中国

铁建所属的局集团公司相继到国外施

工，足迹遍布全世界各地。我也曾出

国到俄罗斯、越南、缅甸等国家工作。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发扬光荣传

统，积极为当地做好事，弘扬中华文

化与文明。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中国铁建在非洲等地捐赠、援建公益

投入超过 8000 万美元，采购当地设

备及原材料超过 38 亿美元，为当地
提供就业岗位超过 45 万人次。我们
秉承真实亲诚、合作共赢的理念，真
诚为非洲人民作贡献，同时也受到了
非洲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随着建设之路越走越顺畅，企业
创效收入提高，我们中国铁建人的生
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等一应俱全，老有所
依、老有所养早已实现。人们的幸福
指数不断攀升，庆幸赶上了好时代。
我也过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楼上楼
下、电视电话、家庭轿车、出国旅行

“打卡”的美好生活。更重要的是，
随着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提升，随着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不
管走到哪里，都可以挺直腰杆说话，
这是作为中国人最值得欣慰和自豪的
地方。

作为中国铁建人，我相信今后走
出国门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不会忘
记中国铁建的前身是光荣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铁道兵，不能忘记和丢掉过去

“引滦入津”所创建的宝贵精神。伴
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会大踏
步地前进，更好地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建设精品工程，创造更
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中铁22局集团四公司机
关党委书记）

近年来，菲律宾当地网络博彩公司泛滥，大
量非法雇佣中国公民赴菲从事相关工作，由此引
发的劳务纠纷、护照被扣等情况频发。还有一些中
国公民在菲期间频繁出入赌场，因欠赌债导致被非
法拘禁、暴力催债等，给当事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
伤害。

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赌博。中国警方加强与
有关国家的禁赌执法合作，推动开展协同打击跨境

涉赌犯罪活动。菲律宾司法部、移民局、劳工部等
多个政府部门也将进一步规范外籍劳工在菲就业管
理，没有合法工作许可或未合法缴税的外籍劳工将
被驱逐出境。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郑重提醒中国公民：
一、赴菲律宾前，请务必关注使馆发布的领事

公告和提醒，避免受中介诱骗，切勿赴菲从事违反
中国法律的网络博彩工作。应详细了解拟从事工作

的性质、内容及公司背景，务必签署正式用工合

同，以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赴菲律宾后，应遵守菲移民法律法规，及

时办理工作许可和签证延期等手续，切勿从事与签

证种类不符的活动，避免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不必要

的麻烦。

三、组织中国公民出境赌博、利用互联网开设

赌场触犯中国法律，中国警方会严厉打击。奉劝相

关人员认清形势，改邪归正。

四、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应牢固树立法律意

识，远离赌场，洁身自好。对于实施绑架勒索、危

害同胞的犯罪分子，使馆将配合中菲相关执法机构

将其绳之以法。

（据外交部领事直通车）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员工在蒙华铁路项目上作业。 郑传海摄 （人民视觉）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陈奂生出了大价钱，不曾讨

得姑娘欢喜，心里也有点忿忿然。”请问其中“忿
忿然”的写法是否妥当？谢谢！

青海读者 白清逸

白清逸读者：

2001年颁布的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推荐

使用“愤愤”，并将“忿忿”作为淘汰的词形。此

后，各种工具书陆续采用“愤愤”的写法而扬弃

“忿忿”的写法。有的工具书还特别注明：“不要

写作‘忿忿’。”因此，提问中的“忿忿然”宜写
成“愤愤然”。

在社会的实际使用中，“愤愤”的写法占有绝

对优势。例如：

（1） 这件事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了，但他想起

来仍愤愤不平。
（2） 老李站起来，拿上帽子，愤愤离去。
另外，“愤然”是规范词形，不宜写成“忿

然”。例如：
（3） 他不满意这些做法，愤然辞职离去。
（4） 老张愤然斥责卖国贼的无耻行径。
“忿”的常见用法是出现在表示“不服气”的

“不忿”和“气不忿”中。例如：

（5） 便是那些小丫头们，亦多与宝钗顽笑，
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红楼梦》第5回）

（6） 他听了这些话，虽然心中有些不忿，嘴
上却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7） 他的这些话自然令很多人气不忿，人们
纷纷提出不同意见。

（8） 光气不忿没有用，自己今后多努力才是
正路。

“不忿”“气不忿”中的
“忿”不宜写成“愤”。这两个
词 在 口 语 中 常 读 成 儿 化 词

“不忿儿”“气不忿儿”。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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