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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重塑欧洲

《政客》 杂志每年都会评选出 28

位能在来年重塑欧洲的人物， 但 2018

年的评选有一点不同， 该杂志把意大利
右翼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单独列了
出来， 而其他 27 位人物按惯例分为三
类， 即实干家、 梦想家和破坏者。 随着
欧洲选民将在今年 5 月选出下一届欧
洲议会议员和欧盟官员， 这位 45 岁的
意大利内政部长正利用他的声望来支持
民粹主义者发动游行。 与法国极右翼领
导人玛丽娜·勒庞一起， 萨尔维尼正在
寻找盟友重塑欧洲。

热情拉美，奇趣独特的跨年传统
又到新年。 无论对哪个国家或民

族来说， 代表辞旧迎新的 1 月 1 日都

是一年2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在地

球另一端的拉美各国， 庆祝新年的方

式各不相同又都颇有特色。

拉美人热情奔放， 他们通过丰富

多彩而又奇趣独特的跨年习俗， 期盼

来年身体健康、财富增长、收获爱情。

各式各样的迎新活动， 也让拉美民众

度过了家人团聚、许愿祈福、憧憬未来

的欢乐时光。

墨西哥： 一吃一穿，再
来一个好运香囊

虽然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选择将

新年假期用于出国旅游，但《寻梦环游

记》 式的家庭全员大集结仍然是这个

天主教国家的节庆主旋律。每年 12 月

31 日这一天，选择沿袭传统的人们大

多以家庭为单位， 完成这一年最后一

次教堂祷告， 然后开始准备这一年最

后的晚餐，等待家人们陆续而至，齐聚

一堂。与家人一道完成旧年收尾，再与

家人一起开启新的一年， 这样的机会

虽然“冷却时间”有 364 天，但对于喜

爱停留在舒适域的墨西哥人来说，一

个熟悉的环境和一群挚爱的家人，这

种“稳稳的幸福”产生的归属感，是出

国旅行所不能比拟的。

在跨年之夜， 墨西哥家庭有三个

关键词：葡萄、新内衣和好运符。 葡萄

即指随着跨年倒计时开始每秒吃一颗

葡萄，共计 12 颗，代表来年的 12 个月

份。而新年换上一套新的内衣，则寄托

了人们更加明确的期望， 红色内衣象

征收获爱情，黄色内衣代表财运亨通，

这两个颜色是最为普遍的选择。 此外

还有代表平安的白色与象征健康的绿

色，也是人们喜欢的内衣配色。

除了这一吃和一穿外， 更能将人

们的祈愿具象化的则便是彼此互相赠

送的好运符了。 许多墨西哥人选择自

制好运符： 在一个小小的编织囊里填

进种子和香料， 对着香囊说出心愿和

祝福后完成封装， 自用或是赠送亲人

都是很好的礼物。 而不愿意做手工的

人们， 会选择在市场购买小羊造型的

挂件为新年增添好运。 对于墨西哥人

来说，小羊代表着财运，可谓百搭。 如

果想赠与他人，稍稍喷点香水就是“有

里有面儿”的好礼物。

据记者观察， 往年寄托人们发财

梦的玩具纸币如今已难觅踪迹。 前几

年， 许多墨西哥人喜欢在跨年夜里以

玩具纸币为家庭装饰， 期盼来年收入

增加。如今民众审美不断提高，这种略

显俗气的祈福方式正在慢慢被淘汰。

一些中文媒体曾报道的墨西哥有

“元旦到来之时不许笑”习俗，在记者

看来并非如是， 与亲人和美食共度辞

旧迎新之时。 还有色彩斑斓的新内衣

与好运符作为陪衬， 这般缤纷洋溢的

幸福感， 是很难让人硬绷着脸进入新

的一年的， 毕竟那一刻人人嘴里说的

都是新年“快乐”。

巴西：“跳浪”跳出好运气

与用红色装点新年以求 “红红火

火”的中国不同，巴西人过新年的主题

色是白色。 12 月 31 日这天，巴西各地

的民众都要换上一袭白衣迎接新年的

到来。据2地人说，代表纯洁的白色能

够让人的身心得到净化， 白色同时也

代表着无限可能性， 身穿白衣意味着

以全新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年。

在跨年夜， 巴西的海边城市还有

着“跳浪”的习俗。 巴西沿海地区长年

“靠海吃饭”， 因此格外敬奉海洋守护

女神叶玛亚。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巴

西人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海边， 手挽手

一同迎着海浪跳起 7 次， 每次跳起都

要许下一个愿望。 据说2人跳到最高

点的一瞬间恰逢浪尖时， 就能同海洋

女神心灵相通， 在这一刻许下的愿望

也一定能够实现。

除了“跳浪”外，数字 7 还具备另

一个新年“魔力”。 巴西部分地区有新

年吃石榴祈求财富的习俗： 人们要在跨

年时吃下 7 粒石榴， 并把吃剩的石榴籽

装在钱包里带在身上一年， 这些石榴籽

将在这一年中为自己带来财运。

如今的巴西， 跨年活动早已不仅仅

局限于各自家中， 人们往往会外出聚会

共同欢庆新年。在里约热内卢，跨年夜烟

花更是成为不可错过的亮丽美景， 2新

年来到的一刻， 整个海滩将同时燃起灿

烂的烟花，将夜晚照耀得如同白昼。

秘鲁：偏爱代表太阳的黄色

在古代，秘鲁的印加帝国自称“太阳

的后裔”，在装饰物上大量使用象征太阳

的黄金。而作为印加帝国的后人，秘鲁至

今仍视黄色为幸运的颜色。 所以尽管与

巴西只有一山之隔， 新年时节的秘鲁却

是一片金黄色海洋。 各个城市的集市商

场都会出售各式各样的黄色衣服， 包括

内衣内裤， 秘鲁人从里到外都要换成黄

色迎接新年。除此之外，不少商家还会推

出黄帽子、黄眼镜、黄钱包等各种黄颜色

的“配套商品”。

秘鲁的另一个新年习俗是 “吃葡萄

许愿”。 每到年底，被视为新年幸运食品

的葡萄就成了第一热销水果， 各家各户

都会备上不少葡萄迎接新年。与西班牙、

墨西哥等西班牙语国家一样， 秘鲁民众

也要在跨年夜里午夜到来之前， 一口气

吃下 12 颗葡萄并许下 12 个愿望， 这样

就能在新的一年里得以实现。

智利小镇：墓地迎新年

在智利中部的小镇塔尔卡， 有一个

十分特别的新年习俗： 每到 12 月 31 日

晚 11 时，小镇公墓将会对外开放，数千

名2地居民将会来到墓地， 在家人的墓

碑旁布置蜡烛、播放音乐，同过世的亲人

一起度过新年。

据说早年曾有2地居民因想念去

世的父亲，在新年夜闯入墓地，此后才

逐渐形成了这一习俗。有趣的是，这种

习俗与电影《寻梦环游记》中展现的墨

西哥亡灵节颇为相似， 但两国之间其

实在这个风俗上并没有任何联系。

除上述风俗外， 在拉美的其他国

家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新年习俗，例

如阿根廷的花海沐浴、 萨尔瓦多的鸡

蛋占卜、古巴的泼水除旧等。尽管表达

形式和庆祝方法各不相同， 但各国传

统文化所酿造的独特新年习俗代表了

人们对于新年好运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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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克大厦的秘密

坐落在 SOHO 附近的普克大厦建成
于 1885 年， 是一家印刷厂 。 20 世纪
初， 《普克》 杂志在这里诞生， “这是
一本改变国家的杂志 ， 它影响总统选
举， 激怒了腐败者和正统派”。 上世纪
80 年代， 这里也是 《间谍》 杂志的所
在地， 该杂志把特朗普形容为 “短指俗
物”。 讽刺的是， 普克大厦现在的主人，

正是由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领
导的库什纳集团。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2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以大

声倒数 10 秒的方式迎接新年时， 西

班牙人却在跨年的那一刻一声不吭地

埋头吃东西， 一些人也可能会一边吃

一边口齿不清地从 1 数到 12。 这是

因为他们都在吃葡萄 ， 12 颗 “好运

葡萄”。

西班牙人从来都不随大流， 毕加

索、 达利和高迪的艺术作品对于普通

人来说， 除了奇怪， 就是独一无二，

不随大流。 在迎接新年这件事上， 西

班牙人也坚持不从众。 吃葡萄是西班

牙人迎接新年的独特方式。 这个传统

起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具体的

起因和缘由现在有好几种说法。 一种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 1909 年， 西班

牙东南部的阿里坎特葡萄大丰收。 2

地农民为了把滞销的葡萄卖出去， 发

明了 “好运葡萄” 这个概念， 并结合

新年的到来， 把跨年吃葡萄与来年好

运气结合起来 ， 搞了一次成功的营

销 ， 顺带创造了一个传统 。 在西班

牙， 人们至今还把阿里坎特的 “阿莱

多白葡萄 （Uva Aledo） ” 2作新年

“好运葡萄” 的首选。

另一种比较有根据的说法是， 19

世纪 80 年代， 一些西班牙的上流人

士开始学着法国人喝起泡酒、 吃葡萄

过新年 。 一些看不惯这种 “崇洋媚

外” 行为的西班牙人在新年夜聚集在

首都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 2新年钟

声敲响时， 他们也开始吃身上带着的

葡萄， 以这种特殊的行为艺术来讽刺

那些 “上流人士 ”。 然而没过几年 ，

这种行为的讽刺意味就被人淡忘了，

却被西班牙各地的百姓普遍接受， 成

为一种独特的跨年庆祝方式。

今天的西班牙人在跨年时通常选

择两个地点来吃葡萄， 一是在所在城

市的市中心广场， 另一个就是在家里的

电视机前。

从 1962 年开始， 西班牙国家电视

台几乎每年都会直播马德里太阳门广场

的新年夜庆祝活动， 敲钟和吃葡萄是活

动的高潮。 在新年到来之前， 人们盯着

广场的大钟或是电视屏幕， 手里端着盘

子或碗， 里面放 12 颗葡萄， 最好是阿

莱多白葡萄。 2新年的钟声响起时， 钟

每敲一下， 人们就吃一颗葡萄 ， 12 下

钟声敲完， 12 颗葡萄也正好吃完 ， 不

能提前吃完， 也不能吃不完， 这才是获

得 “来年好运” 的正确方式。 你可能会

想， 时间来得及吗？ 太阳门广场的大钟

在整点报时时， 每 3 秒钟敲一下， 在 3

秒内吃一颗葡萄还是来得及的， 只是吐

葡萄皮或是吐葡萄籽就困难一点了。 所

以大部分人吃的都是无籽葡萄， 也不吐

皮。 讲究一点的 “强迫症患者” 会事先

把葡萄皮去掉， 为的就是既赶得上敲钟

的节奏， 又吃得安心。 有商家会在新年

到来之前推出 12 颗剥好皮的无籽葡萄

产品， 拆开即食， 非常方便。

作为不太熟悉这个吃葡萄节奏的外

国人， 如果去西班牙过新年也想体验一

下这个别致的传统的话， 最好提前练习

一下。 笔者多年前在一位西班牙朋友家

过新年时， 就没能吃完全部 12 颗葡萄，

好在来年的运气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这

项略有些难度的跨年庆祝活动老人和孩

子一般不参加 ， 特别是 5 岁以下的孩

子。 在新年夜， 幼童因吞食葡萄而窒息

死亡的例子还是偶尔能在西班牙媒体

上看到。

西班牙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 至

今农产品出口仍占其对外出口总量的

约五分之一。 西班牙的橄榄油、 葡萄

酒、 火腿、 水果等产品都是深受欧洲

乃至世界消费者青睐的明星产品。 在

这样的国家， 吃葡萄过新年其实并不

让人感到意外。 西班牙把消费农产品

与庆祝活动结合的事例还有很多， 其

中较为著名的还有每年 8 月最后一个

星期三， 在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布

尼奥尔镇举办的 “番茄大战 （ La

Tomatina）”。 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数万

人在大街上投掷上百吨熟透多汁的红

番茄， 场面非常壮观。

从耶路撒“冷”到萨拉“热”窝，天气
反而变冷了。这是一个冷笑话，从地中海
滨的近东地区来到欧洲南部的巴尔干，

纬度高了 12 度，天气自然变冷了。 这两
座陆路距离相隔 3000 多公里的城市 ，

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很多相似性。

也正因如此， 很多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
将萨拉热窝称为 “欧洲的耶路撒冷”或
“巴尔干的耶路撒冷”。

和耶路撒冷作为亚欧非三大洲的十
字路口一样， 萨拉热窝也坐落在东西方
两大文明的交汇处。 萨拉热窝市中心的
费尔哈迪亚步行街被分为东西两段，在
中间位置有一条 “萨拉热窝东西文化相
遇线”。 其实并不需要这条线，你就可以
看出， 这条相遇线以西的欧式风格建筑
与以东的伊斯兰风格建筑的明显区别。

这里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
国交锋的边界， 数个世纪以来都是多元
文化的都市。 在这里，犹太教、基督教和

伊斯兰教和谐共存，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正教徒、 天主教徒、 犹太人都在这里居
住，教堂、清真寺和犹太会堂林立。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 因为比较
开明的宗教和文化政策， 其治下的广大
区域里， 很多宗教与文化遗迹都得到一
定保护。 虽然两次世界大战和一些区域
性战争对当地的古迹和文化的传承有一
定影响， 然而奥斯曼帝国治下的萨拉热
窝却呈现出一片文化与商业的繁荣。 萨
拉热窝的老城中心区名为巴什察尔希
亚，始建于 1462 年，是老城的商务中心
和文化中心。从这里，萨拉热窝城逐渐延
展开来。 巴什察尔希亚这个词来自土耳
其语，是“主要”与“市场”两个词结合起
来组成的。 目前这里也是萨拉热窝最知
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走在巴什察尔希亚
的老城里，颜色、气味、商品和带着头巾

的穆斯林女孩们， 给人的感觉非常像一
个微缩版的耶路撒冷老城穆斯林区。

最初吸引我去萨拉热窝的， 当然不
是童年记忆中的瓦尔特、 学生记忆中的
斐迪南大公和一战导火索以及青年记忆
中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而是保
存在波黑国家博物馆的萨拉热窝犹太哈
加达， 以及萨拉热窝南部特雷贝维科山
上东南欧地区规模最大的老犹太墓地。

萨拉热窝哈加达是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晚
餐餐桌上用到的一本图文并茂的故事
书，讲述了犹太人出埃及的艰辛过程，几
千年来一直在犹太家庭中传递着关于犹
太民族祖先的历史与故事。 哈加达在世
界不同地区的犹太社群中有不同的版
本， 而萨拉热窝哈加达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 1350 年， 也算是世界各地哈加达版
本中的始祖级了。 在萨拉热窝的波黑国

家博物馆中一处装有防弹玻璃的蓝色暗
室里， 萨拉热窝哈加达静静地躺在中间
的透明玻璃橱柜里， 让来参观的游客远
远地瞄一眼它的真容， 而可供人们购买
的全彩影印版哈加达在萨拉热窝市中心
各大书店都可以找得到。

萨拉热窝是座山城 ，在电影 《瓦尔
特保卫萨拉热窝 》中 ，德国党卫军上校
冯·迪特里希在片尾站在高处俯瞰阳光
下的萨拉热窝，说出“你看到这座城市了
吗？ 他就是瓦尔特”，这一幕绝对是我们
爸妈那代人的永恒经典。电影中冯·迪特
里希俯瞰萨拉热窝的拍摄地点就在城市
东边的黄堡。这部电影 1972 年上映，经
过 40 多年， 站在萨拉热窝的山上俯瞰
山涧中绵延铺开的狭长城区， 竟然和老
电影中的景象并没有十分大的区别。

日落时分， 我们爬上城市东边的黄

堡，点上一杯波斯尼亚咖啡，浓烈的味道
配上两块糖和土耳其软糖， 看着日落黄
昏，整座城市被笼罩在血色的柔光中，这
景象其实与在耶路撒冷瞭望山上俯瞰全
城的景色非常相似， 不一样的是在耶路
撒冷喝不到这么好喝的波斯尼亚咖啡。

当然了， 土耳其朋友欧雅第一时间就跳
出来说，“什么波斯尼亚咖啡， 这是我们
奥斯曼帝国输出给他们的土耳其咖啡好
不好。 ”直到现在，波黑和土耳其的外交
和经贸也走得很近， 土耳其有名的红茶
品牌 Caykur 海报在萨拉热窝老城的
店铺墙上也贴得到处都是。

这世界上有几座分裂的城市， 如耶
路撒冷，如曾经的东西柏林，又如现今塞
浦路斯的尼科西亚。然而，世界上宗教共
存与文化宽容的城市更多， 因为只有多
样和宽容才能带来真正的繁荣。

556人

荷兰 “航空安全网” 1 月 1 日

发布数据显示， 2018 年共发生 15

起民用航空客机失事事件 ， 导致

556 人丧生 。 自 1996 年以来 ， 从

失事数量看 ， 2018 年民航安全程

度排名第三； 从遇难人数看， 排名

第九。 去年最严重空难是印度尼西

亚狮子航空公司客机 10 月坠海事

件 ， 失 事 客 机 机 型 为 波 音 737

MAX 8， 共 189 人丧生。

400万

据 《华盛顿邮报》 2018 年 12

月 27 日报道， 2018 年美国校园枪

击案数量和伤亡人数均创下近 20

年最高纪录， 另外， 超过 400 万少

年儿童在 2017 至 2018 学年经历了

校园封锁， 很多人受到身心创伤。

据该报统计 ， 2018 年美国共发生

25 起校园枪击事件 ， 有 25332 名

学生受到影响 ， 其中 33 人丧生 ，

61 人受伤。 上述指标均创下 1999

年以来新高。

“从新手到对手”

拉胡尔·甘地接任印度国大党主席
仅一年多， 但他已经巩固了领导者的地
位。 这是通过不懈的努力， 拉胡尔驱散
了国大党自 2014 年大选惨败后一直笼
罩着的阴霾。 2018 年， 拉胡尔在前线
“火力全开”， 在 17 个州举行了 50 次
巡回讲演 。 他还在 4 个关键问题上攻
击总理莫迪， 即土地危机、 经济危机、

失业率以及阵风战斗机的交易案 。 现
在， 拉胡尔已成为莫迪 2019 年印度大
选的最主要对手。

在马德里

市 中 心 广 场

上， 西班牙民

众 一 边 吃 着

12 颗 葡 萄 ，

一边迎接 2019

年的到来。

东方 IC

1 月 1 日 ，

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科帕卡巴

纳海滨 ， 人们

按传统身着白

衣 以 “跳 浪 ”

形式迎接新年

到来。

新华社发

《今日印度》1月7日

《政客》 2018 年 12 月 28 日

《纽约客》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