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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往

博茨瓦纳是地处南部非洲的内

陆国家。居民性格豪爽，朴实善

良，待人真诚，热情好客。见面时

称呼对方先生、女士、夫人、小姐

等。朋友之间打招呼爱说“普拉”。

“普拉”指“雨水”，因为该国终年

干旱少雨，原本是渴望下雨之意，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互相真诚友好

问候的意思。

见面礼节通常是握手，并且习

惯互相拉着手说话，直到谈话结束

才会松手。见到长辈，先用左手握

住自己的右手腕，然后再伸出右

手去握对方的手。遇见酋长或者身

份高的人，会蹲在地上或跪在地

上，举起右手握成拳头，嘴里不停

地说“阁下健康”“感谢阁下光临”

等语。女性见面多行躬身屈膝礼，

现今也有不少女性行握手礼。

饮 食

博茨瓦纳人的主食是玉米、高

粱，副食有牛羊肉、家禽和各种蔬

菜、水果。日常是将玉米粒或高粱

米煮烂，拌上用牛肉和蔬菜制成的

菜肴。宴客时，男人陪客吃牛肉，

而已婚妇女吃杂碎，不得混淆。两

者分开制作，分开食用。

博茨瓦纳的特色菜是爬行毛虫

“莫巴哈蜊”，该虫以树叶为食，三

四月份是食用最佳季节。

每逢国庆、重大节日或新酋长

上任等，通常要举办百牛宴。

服 饰

正式场合，男士基本着西装，
端庄、严谨，妇女一般穿戴民族传
统服饰，也可见她们穿色彩偏深的
套装或裙装。

博茨瓦纳民族服装常用牛皮、
羊皮及兽皮制作，日常服装、服饰
上也喜爱印上牛的图案。虽然天气
炎热，但妇女们却习惯戴一种用牛
皮做的帽子——牛角帽。

平时着装，女子多是短裙、短

上衣。葬礼上的着装很严肃，男人

多是深色西装，白色或黑色衬衣；

女士服装也是以黑色和深色为主。

养 牛

博 茨 瓦 纳 80% 的 人 从 事 养 牛

业，人均占有牛的头数居非洲国家

之首。国徽中央是醒目的牛头，货

币上铸有公牛标志。牛是财富的象

征，结婚聘礼、女儿嫁妆都离不开

牛，亲戚朋友前来参加婚礼，也是

用牛作为贺礼送给新人。婚宴自然

也是“牛肉宴”。人们有了钱，不是

买房、买车，而是买牛。城市人都
喜欢在农村办农场养牛，每逢周
末，会奔向郊外探视自己的牛群。

城市街道上，偶有牛漫步其
间，形成“霸道”状况。每年 7 月
举行的评牛博览会是该国最热闹的
节日，届时，不仅人山人海，更是
牛山牛海，场面热闹非凡。

婚 俗

博茨瓦纳居民多信仰基督教或

奉天主教。结婚需在政府机关登

记，在教堂办婚礼，一夫一妻制。
不过，当地的风俗是不结婚也可生
育，即使是小小年纪的中学生怀了
孕，也不会招致非议，其父母，特
别是母亲会热心承担照料外孙、外
孙女的责任。

这里的女人一向以多生孩子为
荣，若不生孩子会被人瞧不起，甚
至会遭到父母和亲属的抱怨。未婚

同居现象比较普遍，同居女子若生
不出孩子，男子通常不会与之结
婚。同居男人另寻新欢，不会受到
责备。可是，如果女子已经与男友
有了孩子，若再与别的男人相好，
甚至怀上别人的孩子，则属于严重
道德败坏行为，会为人所不齿，不
仅会被同居男人抛弃，甚至会被娘
家人赶出门。

博茨瓦纳不允许做人工流产，
单身母亲只能把孩子生在娘家，由
姥姥、姥爷以及舅舅照料。所以，
很多博茨瓦纳人除了妈妈之外，舅
舅往往是最亲近的人。

禁 忌

在博茨瓦纳，男女界限分明，
忌讳男人与不熟悉的女性握手，忌
讳男人单独同女性交谈或对女性格
外热情。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我生长在北京，儿时就住在天安
门附近。虽然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
是爸妈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人
们总用“泡在蜜罐里”来形容我的幸
福。然而，我自己却并不自知，如同
从没有体会到“祖国”二字的幸福。
直到加拿大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才
真正懂得为什么“祖国”的英文写法
是 “Motherland”，因为“祖国”对于
世界人民来说都意味着母亲，意味着
家乡，意味着故土难离。在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我和我的祖
国》 的歌声此起彼伏，更是燃爆了全
球华人的赤子之心。

自从定居加拿大以来，就像远嫁
的姑娘，我经常会遥望故乡的那片土
地，经常会远远地打听着从家乡传来
的消息。我深深体会到：越是身处异
国，越加热爱祖国，越加思念故乡。
近年来，中国逐步走进世界舞台中
央，让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扬眉吐

气，我在国外经常可以体会到作为中
国人的骄傲。

发自内心的荣耀感

一次，老外朋友听说我出版的书
只有中文版，仰天长叹：“中文啊！多
么伟大的语言！互联网如此发达，我
居然不能读中文书籍，悲哀啊！”看着
他十分无奈的样子，我深表同情，但
却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心生骄傲。还有
一次，我和一位老外朋友聊天，当谈
及中国的话题时他感叹道：“我不懂中
文，但我真的很想多了解中国。中国
已经这么发达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
习的地方。” 我能体会他那颗诚恳的
心，同时，我也感受到了自己那颗充
满自豪的心。前不久，我的外国邻居
专门来问我：“听说中国超市已经有机
器人售货了，是吗？”我说：“是啊，
无人超市、无人酒店，包括很多企业
完全实现了机器人自动化传输工作。”

邻居是一脸的羡慕，而我那满心的自
豪再次油然而生。近日，我在一所私
立幼儿园教中文，问及一名5岁的外国
孩子“为什么要学中文”时，他答：“我
爸爸说，未来世界是属于中国的。”我相
信，听到孩子稚嫩的回答，每个中国人
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荣耀感。

互联网金融引领全球

近几年，越来越多回国探亲的朋
友都会不禁感叹祖国的飞速发展。“衣
锦还乡”已成往事，反而每次回国都
感觉自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各种新
鲜事物使人眼花缭乱，目眩神迷。感
触最深的当属移动支付取代了现金和
银行卡支付，中国正逐步走向无现金
社会。

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中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一部手机走天
下，祖国人民尽情享受着网购、快
递、外卖、共享等各种方便快捷的现
代服务，这是让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
人民望尘莫及的全新生活方式。毋庸

置疑，中国互联网金融技术正在引领

全球。同时，中国在桥梁建设、信息

技术、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创造了多

个世界领先，令世人瞩目。

国人文明素养越来越高

曾经，“中国式过马路”“路怒
症”是对中国交通秩序的一种戏虐，
特别是久居国外之后，每次回国开车
上路或过马路，总是精神高度紧张。

但去年我回国，发现北京的道路文明

建设有了非常大的改观：经过十字路

口，汽车谦让等待、行人排队等候，

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文明素养。曾经，

全国各地的“垃圾山”“垃圾岛”成为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中最头疼的问题，

进口“洋垃圾”问题更是严峻。但近

年来，中国停止进口“洋垃圾”，同时

以上海、北京为代表的专业垃圾分类
制度已深入人心，将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分开处理，已
变成一种时尚生活方式。这充分体现
了中国在对地球母亲的环境保护方面
的责任与担当。

“寻根之旅”传承中国文化

为了让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华裔子
女学习汉语，提高对中华文化的兴
趣，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国
各地的侨务部门每年都会组织“中国
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全球华裔青
少年利用暑期奔赴中国大江南北、城
市乡村，感受中华文化的奇妙和博大
精深，为传承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
化交流打下坚实基础。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是海
内外华人共同的使命，只因我们同宗
同根同源同文化。这个润物细无声的
活动，也正在深深影响着下一代华裔
青少年。今年暑假，我儿子许博钦就
参加了由中国侨办主办、加拿大同乡
会联合总会组织的 2019 年海外华裔青
少年“中国寻根之旅”云南丽江夏令
营，在闭营仪式上，他作代表发言：

“在这一趟通向祖国的列车上，不仅仅
让我们这些异乡旅客看到窗外那风景
如画的丽江，更是带我们回到家乡，
回到我们根所在的地方。我们身体中
祖辈传承下来的东西终将被唤醒，只
因为我们的心都活在中国。”

（作者为旅加作家）

海外纪闻

在国外体会中国人的骄傲

礼仪漫谈

博 茨 瓦 纳 习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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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广州市文德路小学举办的“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现场。 央广网

王若冰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兰州是中国三大自然区

的交汇地带，这里的黄河阶地与黄土积系列蕴

含了难得的构造运动与环境变化的信息。”请

问其中的“交汇”用得是否妥当？谢谢！

宁夏读者 万程方

万程方读者：
“交汇”一般用于水流、气流的汇合。例

如：
（1） 这条江的出海口因为咸水和淡水交

汇，所以鱼类资源很丰富。
（2） 长江与汉水在武汉交汇。

（3） 冷暖气流交汇导致气候反常。

（4） 在涪江、琼江交汇处，这座仙境般的

小城在龙文化的浸润里充满灵性。

（5） 鄱阳湖与长江在湖口交汇。

“交汇”有时也比喻性地用于文化等事物

的汇合。例如：

（6） 在这个时代，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不
断交汇。

（7） 这些创新产品的出现，显现出了现代
科技与古代文明的交汇。

“交会”一般用于道路、交通等的会合或
相交。如：

（8） 三条公路在这里交会。
（9） 陇海铁路和京广铁路在郑州交会。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交汇”侧重于

融合，而“交会”侧重于接合。您提到的“兰

州是中国三大自然区的交汇地带”，是指地域

的接合，不宜用“交汇”，宜用“交会”，写成

“兰州是中国三大自然区的交会地带”。另外，

这种情况也可以用“接

合”“交接”“毗连”“毗

邻”等，写成“接合地

带”“交接地带”“毗连

地带”“毗邻地带”等。

《语言文字报》 原主

编 杜永道

走过 70 年风雨历程，中国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70
年来，千千万万华侨华人通过艰
苦奋斗在海外闯出自己的一片
天地。中国的发展加上自身的
勤奋创业，让海外华人的地位
不断提升。

司徒德鸿上世纪30年代出生
在广东开平。1969年，他揣着仅
有的 5 美元，经香港来美国投奔
姐姐。从在餐馆打工到拥有多家
商铺，司徒德鸿奋斗了整整半个
世纪。

“刚来时一句英文也不会，
只能在中国人开的餐馆厨房打
工。”老人在位于休斯敦的住所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人问我
一星期工作几天，我说‘8 天’，
因为每天都会加班很长时间。”

省吃俭用两年多，司徒德鸿
终于攒够了机票钱，把妻子和4个
子女从香港接来美国。为了学习
英文，他改做餐厅服务员。打工7
年后，司徒德鸿终于用自己的积
蓄开办了一家小杂货店，一干就
是18年。

来美30年后，司徒德鸿第一
次有机会返回故里，中国的巨大
变化让他惊叹不已。“那时候中
国已经和我刚来美国时大不一样
了。”他说，“我今年已经去过两
次中国，10 月份还会再去一次，
参加母校中学建校 100 周年庆
典。40年改革开放让中国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很发达。作
为海外华人，我蛮自豪的。”

回首在美国 50年的生活，老人总结说，要保

持勤奋好学，不沾不良嗜好。他有机会总会教诲

新一代移民：“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王楠是美国新一代华人。1988 年毕业后，王

楠来美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医学院毕业后，她成

为一名眼科医生，在世界知名的得克萨斯医学中

心行医。

“老华人和新华人很大程度上有相似点，那就

是勤奋、学习能力强，不论是手艺上还是学识

上，有很扎实的基础。”她告诉记者。

她说：“刚来美国时感觉这里很先进、很方

便，但是过去几十年美国和中国的发展不可同日

而语。现在中国城市建设焕然一新，人们的素质

也有很大提高。中国的发展非常鼓舞人心。”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改变了世界看待中国的

目光。王楠坦言，初来美国时，总有一种“被提

携”“被帮助”之感。如今中国文化已经被美国主

流社会所接受，“中国饮食、服装、节日等都进入

了美国主流文化”。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王楠渐渐感受到了本土

美国人对待华人态度的转变。华人医生在美国很
有口碑，慕名找她的病人越来越多。“有的病人坚
持要找华人医生，他们认为华人医生知识面广。
对病人尽心，平易待人。”

对于更年轻一代的华人，王楠充满期许。“海
外学子们应该不忘初心，那就是勤奋和努力。这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
都是海外华人成功的重要原因。”

（新华社休斯敦电 记者高路 刘立伟）

图为3名学生在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周”上展示自己的
作品。 浙江师范大学网

自2019年10月18日起，中国公民前

往苏里南须提前在线申请电子签证或电子

旅游卡 （网址：https：//suriname。vfsevi-

sa。com/suriname/online/），原落地旅游卡

政策取消。外交部领事司提醒拟赴苏中国

公民密切留意政策变化，务必提前办理相

应类型电子签证或电子旅游卡，以免旅行

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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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
宁格勒州可申办电子签证
自10月1日起，俄罗斯对中

国等53国公民赴俄罗斯圣彼得堡
市和列宁格勒州办理30日有效、
1次入境、停留期为8日的商务、
人文和旅游类电子签证。

持公务普通护照或普通护

照的中国公民可登陆俄罗斯外
交 部 网 站 （https：//electron-
ic-visa。kdmid。ru/） 免费申请
赴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
电子签证。申请人需不晚于入
境日期前 4 个自然日，以电子

文件形式提交附有数码照片的

电子申请表。

电子签证持有人可通过圣

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普尔

科沃航空口岸，维索茨克、圣

彼得堡大港、圣彼得堡客运港

口口岸，伊万哥罗德、托尔菲

亚诺夫卡、布鲁斯尼奇诺耶、

斯韦托戈尔斯克公路口岸入出

俄境，且仅能在圣彼得堡市和

列宁格勒州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