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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如何玩转 “种族牌”

美墨边境墙不只关乎政策和安全，

更是政治象征。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
时就曾说过 ， “墨西哥移民多是强奸
犯”， 他宣扬了一种世界观， 并发掘了
其他政客们不敢明说的政治脉络， 即赢
得白人的支持。 特朗普改变了美国人谈
论种族的方式， 对公众产生深远影响，

仇恨犯罪率在 2017 年飙升 。 与此同
时， 特朗普团结美国白人的策略给美国
两党的竞选都带来了巨大挑战。

俄罗斯谢肉节：送冬迎春中全民狂欢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节日都蕴含着

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 俄罗斯是一个

历史文化大国， 有着众多内涵深刻的

民族节日， 其中谢肉节就是一年之初

最重要的节日———在每年3月4日到10

日的一周里，斯拉夫民众用最传统、也

最热情的方式迎接春天的到来。

送走严冬，迎接春天女
神的节日

谢肉节又称“送冬节”，是斯拉夫

民族历史最悠久的节日之一， 最早可

以追溯到多神教时期。 古罗斯民众信

奉多神教。 其中执掌冬季的女神叫做

玛廖娜，她代表着严寒、死亡和永恒。

俄罗斯的冬季寒冷且漫长， 民众对玛

廖娜这位冰雪女神也心存敬畏之情。

和玛廖娜不同， 她的妹妹维斯塔是春

天之神，象征着阳光明媚和万物复苏，

一扫姐姐身上的寒冷与阴霾。 不仅如

此，维斯塔还是灶炉和家庭的保护神，

在家庭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在古罗斯的神话中， 人们谈到玛

廖娜时总会心生畏惧， 对于维斯塔则

是满怀欣喜。 这一方面体现了俄罗斯

文化中善恶分明的二元特质， 即象征

生命力和希望的春天最终会战胜象征

死亡与阴霾的冬天。不过，人们每年还

是恭恭敬敬地通过节日的仪式送走玛

廖娜， 迎接春天女神维斯塔， 久而久

之，这个节日就演变成“送冬节”。

那送冬节是如何演变成今天的谢

肉节呢？原来多神教时期，基辅罗斯的

弗拉基米尔大公受强大的拜占庭帝国

影响， 选择了基督教的一支———东正

教作为国教。为了安抚民众的情绪，在

东正教作为国教的前提下， 一些多神

教时代的风俗也得以保留。 在这种情

况下，送冬节保存了下来。由于送冬节

在东正教大斋戒期之前， 斋戒之时不

得食用肉类食品， 因此送冬节又被命

名为“谢肉节”。

谢肉节长达40天左右， 分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杂食期”，这段时间里

什么都可以吃；第二阶段是“选择性斋

戒期”，教徒们开始清理肠胃，有选择

地拒绝荤腥； 第三阶段则是严格意义

上的谢肉节，禁止食用肉类食品。

17世纪之前 ， 谢肉节的俄语是

Мясопуст， 字面意思就是 “不吃肉

类”。 不过俄罗斯朋友达莉亚·布什涅

娃向记者介绍， 这种说法现在只存在

于古俄语字典当中。17世纪后，谢肉节

的俄语改为Масленица，其词根Масло

是黄油的意思，所以从字面上来看，现

在的谢肉节与“肉”没有很大关系，庆

祝时间也从原先的两周缩短为一周，

这一周也因此被称为“黄油周”或“奶

酪周”。 因为一方面，这周人们只能食

用薄饼、黄油、干酪等非肉类食物；另

一方面， 人们在这一周会吃很多油水

很足的食物，为之后大斋戒提前准备。

“今日俄罗斯”专栏作者叶卡捷琳

娜·舒布纳娅称，这三个阶段体现了人

们在谢肉节期间逐渐管控自己的腹欲

之欢，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严冬的恶

劣生存状况的挑战， 也是在像大斋戒

这样清心寡欲时期的自我约束。

历时一周，每天“花头”

都不相同

尽管现在除了东正教徒外， 谢肉

节对于普通民众已经没有了“谢肉”的

严格要求， 但人们通过狂欢来庆祝节

日的传统没有变， 那份乐观的人生态

度也没有改变。

现代的谢肉节延续一整周， 从东

正教复活节前第八周的周一开始， 连

续7天都有不同的花样。 周一叫 “迎

春日”， 这一天大人孩子们一起堆小

雪山， 用稻草和布条捆扎象征冬季女

神玛廖娜的稻草人， 并给它穿上老妇

人的旧衣物， 扎好之后把稻草人插在

小雪山上留待日后烧毁。 从这天起，

富裕人家就开始烙薄饼， 传统上烙出的

第一块薄饼要施舍给邻近穷人以显示怜

悯之情。

周二是“始欢日”，从这天开始，年轻

人就出门游玩了， 男孩们会滑着雪橇去

追求心爱的姑娘，久而久之，这一天还演

变成适合结婚的良辰吉日。

周三是“宴请日”，这一天丈母娘要

邀请女婿上门，亲手烙薄饼给女婿吃。渐

渐地，这一天就演变成家宴。女婿要在宴

席上高歌一曲表达对岳母的感激之情。

周四就来到了谢肉节的高潮， 这一

天被称为“狂欢日”，全俄各地都会举办

大型庆祝活动。就拿首都莫斯科来说，今

年举办了350余场庆祝活动，红场、高尔

基公园、马涅什广场都举行了露天表演。

最有趣、 也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活动要

数“赤膊打群架”。 看过俄罗斯经典影片

《西伯利亚理发师》的观众肯定对这一场

景的印象尤为深刻： 雪地上面对面站着

两队赤裸上身的男子， 裁判向空中挥鞭

三圈之后， 两队男子齐齐扑向对方进行

肉搏，这种纯粹“打群架”的活动在别人

看来可能觉得无聊且没有逻辑， 但俄罗

斯人却引以为傲。 他们常常说：“带上拳

头去过节。 ”在他们看来，这既体现了男

子气概，又能发泄掉整个冬日的沉闷。

周五是“丈母娘日”。 经过前一日的

狂欢，女婿在周五这天要回请丈母娘，当

然宴席的“主角”仍是薄饼。 传统上这一

天也逐渐演变成新女婿第一回宴请岳父

岳母或者准女婿第一次和准岳父岳母见

面的重要日子。

周六是“小姑日”。 当天嫂子要邀请

小姑上门，并赠送礼物，如果小姑还是单

身，嫂子还会充当媒人，同时邀请一些年

轻小伙子作陪，“小姑日”秒变“相亲日”。

在连续6天的吃喝玩乐之后，最后一

天来到了“宽恕日”。 这一天人们走亲访

友， 请求他们宽恕自己一年中犯下的过

失，一笑泯恩仇后大家一起将“迎春日”

扎的象征冬季的稻草人付之一炬， 将冬

天送走，也带走所有的坏心情。

薄饼是谢肉节宴席的绝
对“C位”

从“迎春日”开始，一直到“宽恕日”，

有一样东西毫无疑问地成为谢肉节的主

角———薄饼。不管是丈母娘宴请女婿，还

是女婿回请，餐桌上总少不了薄饼。薄饼

在俄语中也叫“布林饼”，和中国北方的

煎饼果子很类似， 先将酵母在温水中化

开，然后慢慢加入牛奶和面粉和面。面和

好后，锅上盖个毛巾，放到暖和的地方。

当面第二次发酵好后， 用小块的干白桦

劈柴生炉子， 就可以摊饼了。 薄饼熟透

时，厨房里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薄饼在俄罗斯的象征意义非常丰

富，金黄色的圆饼代表太阳，意味着迎

接春天和灿烂阳光，同时还被赋予“丰

收”“孩子健康”“夫妻圆满”含义，因此

俄罗斯古谚语有 “俄罗斯人一生都与

薄饼相随” 的说法。 薄饼还是家的象

征，每个家里都有一位会做薄饼母亲，

虽然味道会有差别， 但对每个俄罗斯

人来说，薄饼的香味都是家的味道。

俄罗斯人相信， 不吃薄饼的人会

倒霉，而吃了薄饼后罪孽会得到宽恕，

还能给人们带来成功和财富 。 仅在

2018年谢肉节期间， 莫斯科就售出超

过25万张薄饼，今年更是达到40万份。

各个城市街头也会举办吃薄饼大赛。

不过遗憾的是， 几乎每年都有人因吃

薄饼而被噎死。 所以，薄饼虽味美，吃

起来还是要当心点。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3 月 14 日 星期四8 首席编辑/陆益峰 见习编辑/吴 姝 环球

《福布斯》 3 月 4 日

重构资本主义

据盖洛普 2018 年的一项民调显
示 ， 只有 56%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保
持积极态度。 对于千禧一代来说， 他们
对自由市场抱着怀疑态度。 对冲基金巨
头保罗·都铎·琼斯说： “我们处于一个
十字路口 ， 存在大规模的社会裂痕 。”

既然大多数美国人已经不再满意 ， 那
么重新构建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机已经
成熟。

《纽约客》 3 月 18 日

春天的活力

本期封面的作者是玛丽卡·法弗 ，

她用充满活力的色彩， 带着对线条和形
状的专业把握， 表现出春天的风格。 法
弗的灵感来源于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
卡罗标志性的形象， 试图保留卡罗绘画
创作的活力和她作为女性本身的力量。

一周封面

3月4日， 当记者开车经过加德满

都的一个小巷时， 路边的尼泊尔孩子

们神情激动，一边让记者慢点开车，一

边向前面的孩子呼喊着什么。 随即几

个六七岁大的孩子快跑几步，在车前5

米左右的地方停下并拉起一根绳子。

看到这阵势， 记者恍然大悟———今天

是湿婆节 ，遇上尼泊尔版的 “trick or

treat”了 （西方万圣节里 “不给糖就捣

乱”的游戏）。

记者连忙清点了一下孩童的人

数，摇下车窗给每位孩子“供上”10卢

比“买路钱”（约0.6元人民币）。 领头的

孩子接下钱， 微笑着双手合十对记者

说：“先生，祝您拥有幸运的一天。 ”

湿婆节是印度教节日， 也是尼泊

尔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来自尼泊尔和

印度的教徒云集在加德满都城东的湿

婆神主庙帕斯帕提纳庙，祭拜湿婆神。

节日这天， 小孩子们在各个路口拉起

绳子，向来往的司机讨要零花钱，好购

买“湿婆之夜”烧篝火的木柴，同时也

会向捐钱的司机们送上祝福。

之所以会一时想不起湿婆节，是

因为尼泊尔的各种节日实在有点复

杂。 有一种说法：一年有多少天，尼泊

尔人一年就有多少节日。这是真的吗？

其实按照政府公布的节假日表， 尼泊

尔一年法定公众节假日共计15个，约

30天左右。 但考虑到一周只休息周六一

天， 实际上尼泊尔人一年的法定休息日

可能还没有中国人多呢。

不过，由于尼泊尔民族、种姓、宗教

构成复杂，如果把各个民族、宗教团体的

节日都算上，“每天都在过节” 的说法还

是有三分依据。

传统节日大多与农时相关

尼泊尔一年12个法定传统节假日中

（除国际妇女节、劳动节和制宪纪念日），

3月和4月占了4个，10月占了5个，这与尼

泊尔的气候息息相关。

尼泊尔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一

年分为旱季和雨季，3至4月间正好是旱

季即将结束、雨季即将到来的前夕，而5

月至10月几乎天天会下一场阵雨， 到了

10月底又逐渐进入旱季。 尼泊尔首都加

德满都河谷地区在上万年前就有人类活

动的痕迹，并且很早就进入农业文明，因

此这些传统节假日也纷纷集中在春耕前

和秋收后，即每年的3、4月和10月。

其中，因陀罗节虽不是法定节假日，

却最受加德满都河谷地区民众的重视。

因陀罗是印度教中主管云雨的神。 传说

有一天， 因陀罗扮成凡人从加德满都河

谷地区的一座花园里偷了一朵花， 被人

们抓住囚禁起来。 因陀罗的母亲为救出

儿子，向人们表明身份，承诺将保证加德

满都河谷地区风调雨顺。 加德满都人民

对此欢欣鼓舞，因陀罗节由此而来。因陀

罗节传统上会庆祝8天，其间有立因陀罗

旗杆仪式、祭拜神灵等活动，最重要的是

坐在节日战车上的活女神库玛丽巡游，

巡游期间加德满都几乎万人空巷。

德赛节：动物鲜血涂车上
保平安

尼泊尔的法定节假日中有11个和宗

教有关。在这些宗教性节日中，最重要的

就属“德赛节”了。 德赛节于每年公历10

月中旬左右开始，前后总计15天，法定假

期为7天。 德赛节的由来和印度教典籍

《罗摩衍那》有关，据说罗摩在雪山女神

“近难母”帮助下，经过10天恶战打败了

恶魔化身的水牛王。 为了纪念“近难母”

护卫天国之功，德赛节由此诞生。

尼泊尔德赛节每天都有各自主题：

第一天人们会清扫房屋， 在家中或寺庙

里种下大麦或玉米，以求获得“圣草”；第

七天最重要的活动是在加德满都中心广

场举行阅兵仪式； 第八和第九天庆祝活

动达到高潮，为了纪念“近难母”战胜恶

魔，彻底消灭藏在动物身上的恶灵，尼泊

尔人会举行大规模的牲畜宰杀祭祀活

动， 并将祭祀动物的鲜血涂抹在机动车

上，祈求一路平安；第十天尼泊尔老百姓

会走亲访友， 亲属间按照辈分尊卑给晚

辈在眉心处点上 “提卡”———一种由米

饭、酸奶和朱砂制成的混合物；最后一天

也就是第十五天， 尼泊尔人认为这一天

是财富女神苏醒降临的日子， 人们会向

财富女神祈福，期望收获满满。

德赛节前期， 加德满都发往全国

各地的长途客车会一票难求。 节日期

间，许多行业都闭门歇业，大量外来务

工人员返乡， 熙熙攘攘的加德满都会

突然清静下来， 直到15天后又逐渐恢

复平日的嘈杂。

3套历法共存，算假日很复杂

德赛节虽然有点类似中国春节，

但并非尼泊尔的新年。 尼泊尔的新年

是在每年公历4月，即将到来的新年是

2076年。 这是由于尼泊尔使用的是维

克拉姆历法。 这个历法是南亚古代传

奇君主维克拉姆， 为了纪念自己在公

元前56年取得了一次伟大军事胜利而

创建的，因此比公历早了50多年。

与此同时， 尼泊尔的一些节假日

是按照阴历计算， 一些节假日是用公

历，比如国际妇女节和五一劳动节。也

就是说， 要把尼泊尔的各类节假日具

体在哪一天算清楚，得熟知3种历法。

此外， 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的各

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节日。比如，他们

的新年称为“洛萨”，每个民族“洛萨”

的具体日子还有差别。因此，尼泊尔各

民族的民众会在法定节假日外自行放

假， 各行各业的老板们对此也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这也算是法定节假日外

尼泊尔人过节的一个“潜规则”吧。

（本报加德满都3月13日专电）

初见里斯本,感觉真不错 ，街头的
蓝花楹满树开放， 蓝紫色的花朵缀满枝
头。 斗牛场外还摆放着没有撤掉的周末
酒市，整个城市的色彩明媚温暖。街头的
建筑风格混合着古典的雅致和现代的简
约，与欧洲其他城市具有显著的差异，但
对我而言却另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弄明
白了原因之后我哑然失笑： 之前对澳门
的印象，在此找到了源头。

我们悠闲地穿行于大街小巷， 寻找
里斯本的历史与文化。 首先 “撞见” 的
是卡尔莫修道院1755年大地震后的遗
迹。 步入其中， 废墟中的沧桑瞬间将遗
址外的都市喧嚣阻挡， 这种从喧闹中遁
入安静甚至肃穆的对比， 令人通体感受
到某种冷冽的寒意， 此时阳光散去， 空
气中弥漫着雨水即将降临的潮湿感。 哥
特式的宫殿梁架直指天空， 划出了清晰
的几何线。 遗迹展出了各种历史藏品，

但依然无法使人将目光偏离那些孤独寂
寥的廊柱和顶梁。 雕梁玉砌依然， 人世
沧桑几百年。

走出卡尔莫， 顺着地势向上不断前
行， 看到老城区红瓦屋顶齐整干净地铺

展开来，这一幕在欧洲的不少城市、村镇
都有。 站在高处眺望横跨塔霍河的大桥
以及另一头的耶稣十字像，我提醒自己，

这不是孩提时的童话世界， 而是眼前真
切的一幕。事后在照片中细看，果然发现
了看似浪漫实则质朴的现实痕迹， 如空
调架、天线、日常家庭晒出的衣物等，想
到张爱玲和门罗作品里所写的 “平常中
的不平常”， 两位作家异曲同工地强调，

自己就是要描摹出那细得令人忽视的东
西， 那些我们常常在宏大视野中忘却了
的“平常中的不平常”。

进入圣乔治城堡， 几年前在英国威
尔士古堡中的游历记忆仿佛倒回， 类似
的建筑结构和石材，同样是中空的遗址，

绕着古堡的城墙行走， 形形色色的游客
在眼前晃动，不同的语言混杂其间，记忆
片段不断交叠， 甚至想到了在莎翁故居
附近的沃里克城堡，人像可以替代叠加，

欢声笑语似曾相识， 不变的依然是沉默
的历史和空间。 如果此时的我是电影大
师，一定让城堡不断闪回和画面交叠，让

世界上不同角落里静静落座的古堡在影
画中形成跨时空的交集。

走下山坡城堡，换了一条巷子，继续
沿着河畔坡地向高处攀登。 有轨电车在
角度颇大的斜坡上来回“叮叮当当”地穿
行， 半途中的屋顶花园可以俯瞰幽蓝的
塔霍河流，宛若海湾风景。经过了几处观
景平台，最后在“城墙外的圣文森特”停
下。那是一处有800多年历史的名胜，一
处巴洛克风格的修道院，瓷片（马赛克）

墙贴美轮美奂。 修道院二楼则藏着一个
展品更丰富的马赛克贴画博物馆， 好几
百件大小展品，令人叹为观止。

下了火车，已经过了大桥，塔霍河对
岸的耶稣像也近了不少。 河流入海的地
方就在视域能及之处。 步行不多远即航
海纪念碑。 巨大的纪念碑建筑外的地面
是刻着世界航海地图的图案砖。 葡萄牙
历史上出了不少包括哥伦布、 达伽玛在
内的闻名世界的航海家， 他们为世人发
现了不少新大陆， 拓展了人类的视域和
生活疆界。 地图上标示着各处地标发现

的日期，这处景点看似平常，实则蕴藏着
如此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种时空落实在坐标点的感受，在
游览杰罗尼莫修道院时发展至高潮：参
观教堂的宏伟建筑与各种展品后， 我们
上楼进入一个展厅，其中就以地理历史的
坐标点比较性地展示了在重要历史节点
各个国家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莎士
比亚时代，世界各地又有哪些文化人物或
事件，而葡萄牙又出现了什么等。 这样的
参照， 或许会启发人们进行纵横相关的
联系思考，发现其中或有或无的影响等。

展厅将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的介绍展
现在展板上， 参观者随着时间进展移动
步伐观看。从入口到出口延展了上百年，

宛若进入了一段奇妙的流动画卷。

城市探寻， 自然少不得看看那里的
艺术。 里斯本的古本基安艺术馆颇有名
气，展品中还有不少伦勃朗、徳迦、罗丹
等的作品。 徜徉其中，自觉难得的安静，

尤其是其中一个“后波普”的艺术展，其
图案的几何和独特处理给人崭新的视觉

感受。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雕塑作品，小
天使的表情充满了淘气可爱的微妙细
节，我凑得太近，几乎觉得可以产生眼神
沟通，竟被工作人员“惊醒梦中人”一般
礼貌提醒。 失态瞬间，我原谅自己，这就
是艺术冲击力。 名为“第三工厂”的展厅
在地下，大厅里光线幽暗，只有几片瓷片
拼成的屏幕， 影像投射时背景是金属撞
击的现代音乐， 画面上展示的是工厂流
水线形式的艺术品生产，这种均质化、工
业化的生产， 对于个性似乎是一种倾轧
和压抑，不过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复制与
创新形成了某种对立又协作的关系，确
实发人沉思。

现当代的艺术， 在里斯本文化中心
是唱主角的， 大多体现着创作者对于权
威的挑战甚至颠覆感。 艺术并非高门槛
的奢侈品，而是对人认知的启发与促动，

让人在凡常乏味重复的生活中领悟到不
寻常。 欧洲的艺术创新总是具有引领启
迪的前卫姿态， 各种演变也是顺应着欧
洲文化的发展， 徜徉其中的我真切感到
自己是异乡客， 就像在遥远的朋友家中
做客， 兴奋而颇有距离感地欣赏到了那
人客厅中的艺术品，好奇感叹之余，反观
自我，觉得差异很大，而主人的好客态度
中又多少有些文化优越感。

艺术如此，城市也是如此。

《国家》 3 月 25 日

“气候孩子” 即将到来

3 月 15 日， 30 多个国家的数万名
中学生计划逃出学校发起抗议， 要求政
客们将全球气候危机视为 “紧急状态”。

截至目前， 最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发生在
欧洲。 例如， 1 月 24 日， 32000 名学
生在布鲁塞尔街头示威， 柏林、 慕尼黑
等城市也举行了集会。 这些草根运动大
多由 12 至 20 多岁的青少年负责， 瑞
典女孩格雷塔·图恩伯格就是这一运动
的明星。

■末 之

行走世界

3 月 9 日 ，在

俄罗斯红波利亚

纳，人们制作大薄

饼，庆祝谢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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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