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
出行 文明出境 旅游不“任性”

出国旅游 让文明“出镜”

事 例

讲述人：江西康辉国际旅行社导游
小赖

记 录：本报记者 赵影
尴尬事：1.有一次带团去泰国，一些成

员一大早就起来跳广场舞，时间：6点钟。
2.仍然是带团去泰国，领队在酒店前

台拿房卡。团里一些成员就在大厅说
话，声音很大，影响到旁边的人，酒店工
作人员去劝说，他们却说自己声音本来
就这么大，小不下来。领队劝说也不听，
团员还是我行我素的大声说话，看到旁
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我们自己都感到很
不好意思。

3.仍是在泰国，有游客外带酒店早
餐。酒店已明确标明不准外带早餐，旅
行社也和团员做过提示，但是这个游客
还是外带了，然后被酒店发现。他还和
邻队吵，说自己路上不能饿着，认为自己
花了钱就该享受到，不能让他吃不饱。

导游说：最近发生的游客偷钱包事
件、飞机上对空姐泼面事件等，事后都会
惩罚领队。其实我们也挺无辜，因为每
次出发前，都会在机场和游客做一些说

明：“出国就是代表中国形象，大家要入
乡随俗，尊重当地法规和习惯。”但是认
真聆听并遵守的游客寥寥无几。

点 评
文明出游 游必有“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中国自古以
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仁义礼智信是我
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然而，随着出境旅
游的持续升温，我国游客的不文明现象
实在令人堪忧。

在有些国家，专门用中文标志告诉
游客：“不能随地吐痰”、“不能乱扔垃
圾”，这并不是因为汉语越来越普及，而
是由于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往往是中
国游客。游客们一时的疏忽大意、一时
的“不拘小节”让祖国蒙羞，让汉字染耻。

文明意识、自律意识的丧失应当是
出境游不文明现象的重要原因。改革开
放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
高，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之后，人们越来
越追求高品位的生活，旅游特别是出境
游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追捧。经济实力

上去了，文明修养却落下了，出境人员数
量高速增长，而出境游的质量却不容乐
观。如果没有文明的浸润，钱再多，也只
是财大气粗式的摆阔，到哪玩儿也不会受
到欢迎；如果没有自律意识的约束，一味
地“放松”、放任甚至放肆，那么中国形象
只会是一个暴发户式的形象。只有在以
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
明建设，提高公民的文明意识、自律意识，
中国游客的形象才会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如何才能提高公民的文明意识？首
先，党和政府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政府
相关部门要制定和完善《文明出游公
约》，宣传部门要大力弘扬文明、健康、和
谐的旅游方式、旅游行为，积极倡导公民
讲文明、懂礼貌，做传播中国礼仪文化的
使者。公民的自律和自觉是最为关键的
一环，不是什么问题都要靠政府来解决，
文明出游理应是游客本人的自觉行为。
外出旅游当然是为了放松心情，开拓视
野，但是放松不等于放纵，有些游客在国
内尚且中规中矩，可一到国外似乎就无
法无天、忘了规矩，这种现象还是由于这
些游客没有把文明当做一种文化自觉，
而是当成了一种负担。文明不是负担，

文明应当是一种尊严，一种“君子慎其独
也”、“克己复礼为仁”的良善。只有认识
到了这一点，出境游客才会游必有“方”，
才不至于放松到放纵，才能自觉地遵守
当地的风俗习惯，才能改善中
国的形象。

金钱买不到文明，出手阔
绰不代表精神富足，文明出
游，靠的是公民思想道德修养
的提高，靠的是礼乐文化传统
的浸润，靠的是公民的自律与
自觉。 (凯 歌)

文化文化++旅游旅游
体验民“俗”味

俗话说“出门饺子回家面”，啥时候吃啥都有讲究。春
节快到了，一大波红红火火的民俗活动正在向游客袭来，
而食物正是主角之一。此时出城，不仅能恰好赶上各种形
式庆祝活动，更能把“土”菜尝个遍，毕竟“最土的就是最潮
的”嘛。

江 西
吃米粉 打年糕

杀年猪 群舞板凳龙

江西人离不开辣，南昌人最爱吃
粉。很多人习惯了早上来一份拌粉
瓦罐汤，却不知手工米粉也是江西人
家的春节大菜之一。千年古村安义
的手工米粉就相当出名。米粉选用
当地稻米，经过浸、滤、煮、榨、晒等一
系列手工制作而成。刚做好的米粉
色泽洁白，而且非常 Q 滑，可煮、可
炒，可拌，老人小孩都爱吃。

靖安的农家乐在春节期间总是
特别跑火，打年糕、做糍粑这样的手
工活儿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刚蒸好
的糍粑还散发热气，就被迅速放在石
臼里椿至绵软柔韧。趁热将饭泥放
进不同造型的木质模具里，糍粑变得
可口又可爱。另外，这儿还有城里难
得一见的走高跷、滚铁环、打陀螺等
活动，浓浓年味里笑声满满。

每到年关，广丰的农家人就开始
忙碌起来。穿上红衣，挽起袖口，摆
开张张大圆桌。万众瞩目下主角出
场了——是一只被绑上竹竿的肥
猪。这是广丰农村祖祖辈辈留下的
习俗。村民相聚一起宰杀年猪，并腌
制咸鱼腊肉、蒸糖糕、压米焦等当地
美食，请来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大宴
一餐，名曰吃“杀猪饭”。这几年来，
广丰“杀年猪”的习俗吸引了不少外
地游客到访，像这样原汁原味的年味
饭可是不多了。

另外，春节去进贤西湖李村，可
以看到板凳“组团前来”的热闹场
景。每家每户都扛着一条插满灯笼
的板凳来到广场的空旷处，大家用红

绸缎将相邻两条板凳串接起来，渐渐
一条千米长的板凳龙凭空出现。夜
幕下，板凳上的灯笼亮起红光，长龙
在夜空下翻腾，也照亮了新的一年。

贵 州
吃长桌宴 唱苗歌

共庆苗年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景色秀丽、少
数民族风情浓郁的是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而这里的苗年是
苗族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一般从冬至
持续到立春，横跨农历新年，并且时
间更长。

在这个苗族最隆重的节日里，整
个苗寨都将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长
桌宴、吹芦笙、唱苗歌都是极具代表
性的苗族庆祝方式，尤以长桌宴最值
得一提。

长桌宴有几千年的历史，一张
张桌子沿长街“一”字摆开，宛如一
条长龙，两旁分别对坐着主人和客
人，主人在左、客人在右。桌上摆满
刨汤、腊拼、古藏肉、苗王鱼、白切
鸡、野兔肉、青岩豆腐等苗族传统佳
肴，美味飘香。桌旁，穿着节日盛装
的姑娘小伙们，则伴以苗族歌舞和
动听的芦笙乐曲，此情此景下，无论
是主还是客，举起杯中美酒，把酒言
欢，共庆苗年。

酒过三巡，身着盛装的苗家阿
妹还会端着自酿的米酒，唱着温柔
动听的劝酒歌向每位游客敬酒，非
常热情。酒足饭饱，不妨四处走走，
欣赏一下西江苗寨最主要的建筑
——吊脚楼。传统吊脚楼为木质结
构，分平地和斜坡两大类，一般为三

层的四榀三间或五榀四间结构，每
层皆有不同的用处。

长三角
一杯元宝茶的味道

从年少时对肆无忌惮享受美味的
期待，到年华渐去对山珍海味也厌倦
之时，年夜饭几经变味，却始终是许多
饕餮之徒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

说到除夕夜，扬州人董先生说，
年夜饭最能体现扬州人对食物的热
情与讲究。各种烧、煮、煎、炸的食
物，花样繁多，香味诱人，但无论如何
餐桌上不能缺的就是鸡。象征吉祥
如意，“鱼”和“余”谐音，象征“吉庆有
余”，也喻示“年年有余”，肘子象征荣
华富贵，豆苗象征平平安安，这些好
意头的菜年夜饭一般都会有。年夜
饭扬州人也很讲究吃水芹菜，意味着
路路通；春节吃年糕，义取“年胜年，
借以祈岁稔”，寓意万事如意年年高。

春节里喝“元宝茶”，从字面上理
解，它带有“富贵”、“财富”之意。上
海人在正月初一的茶杯中放一两枚
橄榄，名曰“元宝茶”。过去茶馆中跑
堂还会讨个吉利口彩，说道：“吃了元
宝茶，一年四季赚元宝。”茶客听后大
悦，加倍付茶钱。

为何要在茶中放橄榄？据说以
前人们为了在丰盛的年夜饭后消腻，
巧用橄榄，因其有清热生津、清肺利
咽、消食化痰、恢复体力的功效。于
是，便将其泡茶，而后广为流传。

而今在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
他们用“元宝茶”来款待登门拜年的
亲友，放入橄榄，有时再加入一两颗
金橘，寓指“恭喜发财”之意。

山 西
吃面食宴
享晋中文化

山西，晋北至晋南浓浓的年味、
原汁原味的乡俗，那挥之不去的过年
情结。大年初一第一件重大的活动
就是凌晨点旺火接神。接神时，男性
家长率几个子孙端上事先摆好的供
盘香表，到院中点燃旺火，众男子磕
头叩首接神。

到了山西，有三个地方是必须去
游玩的：三大世界遗产平遥古城、佛教
圣地五台山和云冈石窟。在五台山，
可以参观五台山显通寺。在大同，可
以参观位于北岳恒山的悬空寺，它修
建在悬崖峭壁间，结构巧奇。另外还
可到太原九龙滑雪场体验北方冰雪世
界带来的快乐，有灯光滑雪区、跳台滑
雪区、大场面滑雪区域以及滑雪圈道、
狗拉雪橇道、越野滑雪道等。滑雪后
可到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参观游
览，这里有全国保存最好的明初县治
砖石结构的古城墙。

山西面食尤其著名，品种多，吃法
别致，风味各异，成品或筋韧或柔软，
无不滑利爽口，余味悠长。最奇的是
山西面食可以成宴，且从头至尾不会
相同。如刀削面、饸面、剪刀面、拉面
等特色面食，长子炒饼、山西焖面、清
徐蘸片子、莜面栲栳栳、烧麦、发糕、晋
南馍等特色主食。所以吃年夜饭时，
当然也少不了面食。春节期间到山
西，还可包饺子、贴窗花、放鞭炮、赏花
灯，享晋中文化，过特色中国年。且春
节祈福活动、佛家素斋宴、大同特色铜
火锅、平遥地道菜等都是最具特色的
春节美食以及活动。

（本报记者 赵影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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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川老街
改造带来生机

复建“百店”，修复“百堂”（明清厅堂），挖掘
“百业”（黎川特色的非遗项目），纪念“百人”，黎
川古城老街保护性改造，恢复老街原有的风
貌。春节期间，改造后的老街将以迷人的风姿
吸引省内外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位于黎川县城黎滩河畔的老街，沿街两侧
有 34条纵横交错的巷道，保存有大量完好且规
模较大的明清时期的建筑，街道宽 7.6 米，人行
道路宽 1.5 米，绵延 2.6 公里，故又称为“十里长
街”，是黎川珍贵历史和文化的见证。但由于老
街年久失修，大部分历史建筑都残缺破败、毁损
严重，急需修葺。2013年9月，该县启动古城改
造工程，将老街作为古色旅游的一个景点打造，
修整沿街木骑楼，恢复人民路条石路面，下地改
造各类管线，修缮保护历史建筑，建设景观防洪
堤等手段，再现历史风貌、编织人文景观、完善
城市功能。复建老街的“百店”：即酒肆茶楼、南
北杂货、风味小吃、当铺银楼；修复“百堂”：即特
色民居、传统祠堂、名民故居、红色遗迹；挖掘

“百业”：即木蔑铁艺、钉秤修表、棉织染工、灌
糖制糍等特色非遗项目；纪念“百人”：即古代
先贤、文理大家、革命先辈、历代名人。保留老
街原有风貌、历史遗存、建筑形态，将改造后的
古城老街打造成以品质、区位、商业、服务、生态
为主的综合性城市功能区。

改造后的黎川老街将以功能完善、品位独
特、环境优美的面貌呈现给人们，吸引四方游客
前来旅游观光，人气提升，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
力，对推动黎川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起到积
极推动作用。

（熊 云 文/图 ）

迎新春促和谐
南昌凤凰城社区文艺“三下乡”

为进一步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传播新型婚育观念，提高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
自觉性，2 月 8 日，由红谷滩新区凤凰洲管理处
凤凰城社区、南昌威斯特物业联合主办的 2015

年计划生育“三下乡”文艺汇演在社区
景观球场拉开帷幕。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舞台上表演
者们以大合唱、广场舞、古筝、太极拳、
独唱、独舞、快板等形式多样的方式，

将诚信计生、计生利导、优生优
生、婚育新风、生育文明、和谐
家庭等融于计生政策宣传中，
让观众更直观的了解计生相关
政策。演出过程中还穿插了计
生知识有奖问答，令现场气氛
逐渐升温，文艺汇演极大地丰
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
弘扬了科学、文明、进步的新型
婚育观，营造了安定团结、喜庆
祥和的节日气氛。 （杨小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