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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驻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们曾经历过不少大场面，
也有身
边的许多小故事，
希望他们笔下的故事有助于
《 北京青年报》的热
心读者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性。
王殊，
外交笔会会长、
外交部原副部长

总理府门口不见岗哨，
大家像是经过普通百姓家的门口一样随意。
◆外交官见闻

张兵
（ 前驻瑞典、
加拿大、
新西兰外交官）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办公楼系一老式建筑，
一层窗户很少，
办公时，
觉得很气闷，
特别是来办
签证的人排起长龙时，
此感觉更明显。于是总领
馆办公室想在后墙上开几扇窗户。于是就向有关
部门提出申请。在中国，
这自然不是问题，
但在加
拿大不行。虽然此楼所有权属于你，
然而根据加
拿大的规定，在自己建筑物上动手脚，必须征得
邻居的同意，因为这可能对邻居造成某种影响。
于是总领馆派人去同几家邻居商量，
得到的回答
是
“ 不同意”，
因为开了窗，
可能会侵犯人家的隐
私权。结果，
开窗的动议只能作罢！

菜苗长得很快。
没想到，
此事惊动了邻居，
他们认为，
往菜地里
上有机肥，
污染环境，危及他人，要求停止种菜，改
种草或恢复原貌。于是种菜的事也就寿终正寝了。
圣诞、新年长假，我们数人结伴自费去毛利人
故乡罗托鲁阿旅行，行程共 ５ 天。兴尽归来，发现
自家院子的草地被修剪得整整齐齐。我们以为是
新西兰使馆的同事帮我们剪的，但问遍了所有的
同事，
都说没有。后来去问房东，
他也说没剪。最后
我们把目标锁定在最近的邻居琼一家人的身上。
数月前，我们从使馆搬到这里。这是一座两室

总领馆后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既没有种草，
也没有树木。几个馆员找办公室商量，
是否可以把
它开出来种点菜，
大家都觉得是好主意。因为加拿
大的蔬菜很贵，有些国内的蔬菜在那里根本买不
到。于是，
我们便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菜，有白菜
籽、
黄瓜籽、
茄子籽等，随后是培土、浇水。过了不
久，
种子发芽了。大家像欣赏自己的画作一样，
每天到菜地里看三四次，
乐此不疲。
忽一日，东北来的小徐建议，应
往菜地里上点有机肥，以促使
菜苗生长。大家没有反
对，小徐便干起
来，果然有
效 ，

一厅的白色小木屋，
房东是印度裔的新西兰人。
—一位邮差时，问及
当我们见到琼的丈夫——
剪草事，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忙解释说：社区规
定必须按时剪草，如草地荒芜，就要问责，轻则受
批评，重则罚款。如果居民不将自家庭院收拾整
洁，就会影响社区整体形象。我们了解情况后，又
惭愧又感激地说，谢谢他的帮助，希望能给他一些
酬金。他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说：
“ 我没有和你
们打招呼就这样做了，很不礼貌，应该向你们道
歉，怎么还能收你们的钱呢？”我们无言以对，只
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 谢谢！谢谢！”
在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工作期间，我们住在下
哈特布拉塞尔街 ５１ 号，因靠街角，视野很开阔。
街角的 ４９ 号住户正在出售家里多余物品，准备
搬迁。
数天后，几位社区服务人员登门征询意见。
因该社区尚欠一座儿童保健中心， 他们想
租 ４９ 号房做该用途。我们是非常驻
人口，那栋房子做何用，似乎

■
作
者
和
她
的
丈
夫

东张西望

与我们关系不大，于是便签字同意。事后知道，附
近有几户老年人提出异议。担心车马可能多起来，
孩子会哭闹，担心有传染病。既然有人不同意，４９
号住房做儿童保健中心的动议便被搁浅了。社区
法规，
凡在居民区内设置公共设施，必须征得附近
居民一致的意见才行。
常有留学生来我家聚会。见草和树该剪了，他
们就帮忙剪修，然后用使馆的大黑塑料袋装上，摆
在院门口，
等到第二天，清洁工并未拉走。询问邻
居，
方知我们一没有交清洁费，二没有购买人家的
垃圾袋，
对不起，
这些垃圾需自己处理。
新西兰总理府位于格林莫
尔
（ Ｇｌｅｎｍ ｏｒｅ Ｓｔｒｅａｔ）大街，同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处于同一条
街同一侧，
相隔不过二三百米。一
次，
经过总理府门口，
只见宅门大
开，在门旁一侧的墙壁上有一块
牌子，
上面写着
“ 总理府，
非公莫
入”的英文字，门口不见一岗一
哨，
这安全吗？
后来知道，新西兰只有两
处供人居住的公房，一处是总督府，另一处是总理
府。供现任的全国一、二号人物居住。一旦任满或
被撤职，
就得卷铺盖走人。
总理喜欢早晨散步，
我们使馆的人都是夜猫子。
早晨起不来。原来使馆文化处的邱先生很幸运，
有一
次他陪国内代表团到总理府门口，总理伯尔格误以
为他请的客人到了，
赶紧迎到门口。他发现误会了，
但也不好意思掉头就走，
于是同他们聊起了家常。还
有一次，
邱先生在画展上遇到了前总理朗伊，
当邱先
生自我介绍并提到原来同他是老邻居时，朗伊开怀
大笑说：
“ 甭提了，
那都是老皇历了。”
我在新西兰的那几年常经过总理府门前，从
未见有人喧哗，也未见人们滞留、围观，大家好像
是经过普通百姓家的门口一样随意。

■邻居琼的房屋和草地

■供图 ／ 张兵

美国警察的循规蹈矩，
大都出于保护普通人和行人的基本利益和人身安全。
◆环球掠影

◎夏日清泉
（ 出差旅游）

美国交警
“ 死脑筋”
周围的学生比他更爱发表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老师喜欢开朗直率的学生。
◆东听西记

◎口述 ／红见
（ 出差旅游） 整理 ／小折腾

“ 校长，为何不见中国国旗”
儿子跟我们去美国时 ４ 岁。他活泼
好动，
好奇心和表现欲也比同龄孩子强
许多。到了上学年龄，
我们把他安排在
亚拉巴马州宇航中心学校读书，
那个学
校外国孩子很多，
像个小小联合国。
儿子的同桌来自英国，叫大卫，对
儿子挺友好，很多时候儿子都跟他在
一起，包括中午去饭堂。第一天去饭
堂，儿子发现一件很新鲜的事，回来跟
我们说，
“ 饭堂里挂着很多国家的国
旗……”第二天他放学回来又说，
“ 大
卫告诉我，有哪个国家的学生在这里
读书，饭堂里 就会挂哪 个 国 家 的 国
旗。”第三天他有些沮丧，
“ 我找了半
天，也没找到五星红旗。”第四天他很
兴奋，
“ 我去校长办公室了，路易丝校
长向我道歉，说忘记我是来这里读书
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了，马上就给我挂
五星红旗。”
那几天，
我的情绪跟着儿子一起跌
宕起伏。在远离本土的陌生环境里，那
么小的一个孩子单枪匹马地按自己心
中所想去和校长进行交涉，
我不能不为

他捏把汗。谁都知道，
在国内，
老师是千
万得罪不得的，从幼儿园开始，家长就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老师的偏爱和
重视，太有个性、太爱给老师出难题的
学生会让老师觉得太麻烦、
太刺头。我
很矛盾，
既希望儿子不失去自己鲜明的
个性，
同时又希望能得到老师的偏爱和
重视。我忐忑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儿
子没有受我顾虑的影响，他说，周围的
学生比他更爱发表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老师喜欢开朗直率的学生。听儿子说路
易丝校长答应马上就挂中国国旗，
我很
高兴，
作为永远的留念。可没想到，
这个
故事竟那么一波三折。
好多天过去了，
每天儿子都在饭堂
的国旗里找，
还是没有五星红旗。儿子
沉不住气了，又去敲校长办公室的门，
满脸不高兴地说，
“ 路易丝校长，你答
应我的事情难道忘记了吗？”路易丝校
长很奇怪地说，
“ 你说的国旗的事吧？
已经挂上了啊……” 儿子叫路易丝校
长跟他一起去饭堂找。路易丝指着一面
旗子说，
“ 不是在那吗？”儿子眨眨眼，

大声说，
“ 那不是中国国旗，中国国旗
是五星红旗。”
“ 噢噢噢……”路易丝
连连拍着脑门说，
“ 是我老糊涂了，对
不起，对不起，是我弄错了，马上换，明
天一定给你挂上五星红旗……”
儿子回家把那面不认识的旗子画
给我看，我告诉他那是台湾的旗子，
台
湾是中国的宝岛，不是一个国家，世界
上只有一个中国……
第二天饭堂里还是没有五星红旗，
儿子又去找路易丝校长，没等儿子开
口，路易丝校长赶紧说，
“ 对不起，很抱
歉，
我们跑遍了亚拉巴马州的每一个商
店，也没有买到中国国旗。”儿子很沮
丧。路易丝校长安慰儿子，
“ 别着急，
我
已经给中国大使馆发了传真，
过不了几
天我们肯定能收到中国国旗的。”
儿子天天等，
天天盼，
终于有一天，
路易丝校长收到了中国大使馆寄来的
包裹，
她让儿子亲手把五星红旗挂在了
饭堂。儿子高兴极了，
那天他跟同学说
的最多的话就是，
“ 看，那就是我们中
国的五星红旗！”

看到他在用火热的眼神注视我，我一个大男人竟然也脸红了。
◆行者视线

◎孤峰望断天（赴法旅行）

我被同性恋者看中
飞机从北京国际机场起飞，将近
１ ０ 个小时才在戴高乐机场缓缓下降。
来接我的是我高中同学，现在在巴黎
的一个建筑大学学设计，和他同来接
我的还有一个男孩，朋友告诉我他是
日耳曼人，叫波儿，比我大一岁。他很
帅气，火红的头发，白皙的面庞，高大
的身材。看到他在用火热的眼神注视
我，我一个大男人竟然也脸红了。朋友
连忙打趣说，我的朋友热情吧，我点点
头，笑笑。出了飞机场，我们就跳上了
ＴＧＶ 高速列车，去往里昂看朋友。
火车上，我们开心地攀谈着，尽管
有时候彼此英文表达不流畅，但还是
能体会彼此的意思。我们聊法国大革
命，聊中国近现代历史……交谈中，他
一直注视着我，我脸红了，忽然感觉有
什么不对劲。

不知不觉，火车到了里昂，来不及
欣赏美景，我们赶忙坐汽车去朋友家。
晚餐过后，我早早就睡去了。一大早，
我被林子里的鸟叫声吵醒，看波儿已
经为我们做好了早餐，
我表示感谢。朋
友却把我拉去一边，
“ 告诉你，波儿说
他喜欢你，
想和你交往”。
“ 什么？”我先是一愣，
“ 你是说同
性恋？”看着波儿低下了头，朋友示意
让我小声点。
“ 在法国，同性间的感情是很正常
的事情，他告诉我，你是他见过的最英
俊的东方男子，
他也只是表达个人愿望
嘛。”我坐下来，
想想我们的谈话，
想想
他的眼神，
小声说：
“ 波儿，
请过来。”
波儿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低下头
走过来，
“ 比特是我不好，
对不起。”
“ 波儿，谢谢你的好感，我们是朋

友，
不是恋人，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做一
辈子好朋友，我相信你会找到真爱。”他
看我那么坚定，
就没再说什么。时间过
得很快，我该回国了，波儿因为有课题
没有去送我。我独自一人回到北京。
这件事情过去了好久，我已差不
多忘记，忽然一天我打开信箱，是他的
名字，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上面用英文
写着：
“ 比特，谢谢你，你没有让我出
丑。感谢你的理解，那对我就足够了。
欢迎你随时到法国游玩。”看完邮件，
回想波儿那饱含真情的眼神，想想这
么纯洁的爱，
我禁不住呆了。
坐了好一会儿，我回了邮件：
“ 谢
谢波儿，同性的友情是纯洁的，我祝福你
早日找到真爱。”
“ 瞧你，又犯傻了吧。”我听着女
朋友温柔的嗓音，
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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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美国出差和旅行期间，对于美国警
个开车的男人，
责令他接受罚单。原来，
车辆应
察的友善和循规蹈矩，都留下了良好而愉快
该礼让行人，
尤其是带小孩的行人，
那个男人因
的印象。
此而受到了罚款和警告。我当时特别惊讶，
姐姐
第一次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赌场里，
我
说，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一两次，
美国交警通
玩 儿 老 虎 机 居 然 赢 了 ９６０ 面 值 ２５ 美 分
常骑着大马在偌大的
“ 金门公园”里全天候来
（ｑｕａｒｔｅｒ） 的硬币，
折合 ２４０ 美元。于是，
我带
回巡逻，遇到车辆不礼让行人的问题一定会当
着满满几个圆桶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去柜台换成美元
场解决。于是，
我们微笑着和那位
“ 高高在上”
纸币，
不料却因为长着一张娃娃脸而受到了几
的交警告别，
带着满心的感谢。
个柜员的质疑。他们知道我是个外国人，
就要
二姐夫每天开车去邮局上班，需要穿过
他垂头丧
求检查我的护照，
我声称自己没有随身携带护 “ 金门公园”里的几条街道。有一次，
照。随后，
两位美国警察微笑着走上前来，
耐心
气地回到家，告诉我们他不幸被交警抓到在一
而诚恳地请我按规定出示绿卡或护照，
以便证
个拐弯的
“ ｓｔｏｐ”（停车） 标志处没有真正停下
实我已年满 ２１ 岁。当时我把护照放在旅馆了， 车来，
只是用脚踩了一下刹车，
立即被当场罚款
哭笑不得的我在情急之中向他们出示了我女
２００ 美元，
还被责令去学习整整三天的交规。从
儿的照片，
可还是不奏效，
他们说这并不能证
此，
姐夫再也不敢带着侥幸心理开车了。嘿嘿。
实我的真实年龄。他们和善地摇着头，
不断解
我们出门时总要经过很多有红绿灯的路
口，
行人通行前可以先按一下路口的一个
“ 行
释着美国政府的有关规定，
丝毫没有通融的意
思。无奈，
我只好
“ 无功而返”，
在赌场里找到
人通行”指示按钮，
待绿灯亮了之后方可通行。
一个貌似比我成熟的女同事前去兑换硬币，
才
有好多次，
我带着女儿去对面的海滩玩耍，
都会
算解决了这个尴尬的问题。看来，
美国警察真
在路口等绿灯时被正要通行的私家车主点头示
是够
“ 死脑筋”的了。说得客观一些，
就是非常
意让我们先行通过马路。女儿禁不住夸奖起美
坚持原则。
国的司机了，
她常说：
“ 美国的司机真好，
他们
我姐姐家住在旧金山的“ 金门公园”附
总是让我们行人先过马路，我过马路时一点儿
近，
我们会带着我的小外甥女去那里散步。
“ 金
也不害怕了。”比起在国内处处需要提心吊胆
门公园”很大，
当中穿插着许多路口，
时常有汽
过马路的经历来，
我们确实轻松惬意了很多。
车通行。
姐姐推着儿童车，
我则走在旁边。一次，
看来，
美国警察的循规蹈矩，
大都出于保
当我们走过路口的时候，有一辆私人轿车快速
护普通人和行人的基本利益和人身安全。
我想，
地穿街而来，
我们只好停在路中央，
等待他先开
如果我们的社会也能如此坚持必要的原则，
大
家的出行和日常生活就会更为愉快和安全了。
过去。这时，
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警察截住了那

他们做饭比较像麦当劳，一般就是汉堡包，美国玉米饼和炸鸡，但也是在家里自己做了吃。
◆洋眼看中国
◎Ｄ ｅｒｒｉｃｋ（美国人，留学中国）

谁说我们天天吃香喝辣？
英语里有一句谚语，
意思是：
邻居的草总是
更绿的。我们看到别人的生活，
很容易把它浪漫
化。而美国的电视剧和电影使这个问题更加恶
化。电视中的那些人整天都是无忧无虑的，
只有
某些小小的麻烦。但是，
现实世界的生活不是这
个样子。电视剧里描绘的生活就好比是在做梦，
在梦中寻找一个桃花源。
其实， 普通美国人的生活跟普通中国人的
差不多。比如，
每天上班 ８ 个小时到 １ ０ 个小时
左右；
甚至有一些人每天工作 １ ４ 个小时。即使
是这样，每个月他们查看自己的收支状况的时
候还是感觉特别气馁：他们努力工作可还是没
有攒下什么钱。为什么呢？跟这儿的情况一样。
大多数的人并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那么富裕，
每
月收入大部分用来支付各种生活开销。虽然每
年各种数据报告会说人均收入在上升，但普通
人并不能切实感觉到这种变化。
经常有中国朋友问我：
美国人都吃什么饭？
是不是就是去麦当劳和肯德基？其实在美国即
使是这样的快餐也是比较贵的。平常的时候，
人
们会在家里做饭；
如果没有时间做饭，
人们会买
来吃，
或者从超市买现成的。很多的时候为了做
饭省时间，
我们去超市买半成品，
回家炒一炒烤
一烤。在一些特别的日子，
人们也会到外面的饭
—但大多数饭馆除了晚上，其他时
馆吃晚饭——
间都很冷清，不像北京这里的饭馆——
—什么时

候都是热热闹闹的。
其实，
除了炸薯片以外，
我家不喜欢吃美式
快餐。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人们的饮食习惯
差异也很大。
比如我的曾祖父在 ２０ 世纪初来到美
国，
那个时候正是移民美国的高峰。虽然父母和我
这两代人都出生在美国，
我们还是喜欢吃家乡菜，
—既经济也比较干净，
特别是自己做的家常菜——
而且更健康。不仅是我家，
很多美国的家庭都是这
样。他们做饭比较像麦当劳，
一般就是汉堡包，
美
国玉米饼和炸鸡，
但也是在家里自己做了吃。
每到周日，
美国的报纸会有一个周末版，
上
面有很多优惠券或类似的东西。
一家人一起看报
纸，
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剪下那个优惠券
去买。在美国，
一般商店不让你讨价还价，
买一斤
苹果是 ３ 美元，
两斤是 ６ 美元，
即使买多了也不
—因为商家都用现金出纳机，
每种东西
会便宜——
的价格是固定的，
不可能随便降价。在农村有一
些地方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
但是在城里不行。
总而言之，美国普通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是
一样的，
也要为工作忙碌，
为生
活精打细算。
如果中国人相信电
视剧或电影中描绘的生活就是
美国人过日子的方式，
那么是不
是在外国人的脑海中，
中国人都
应该是身着长袍、
能够在空中飞
来飞去的武林高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