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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酒店”登陆墨西哥
科幻感十足

大妈怕被盗携巨款旅行
结果落在公交车上

峭壁上的商店离地1828米
为攀岩者提供补给

近日，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剑河县革东镇交榜村举办 “抬狗
节” 民俗活动， 吸引四乡八里的各族
群众前往感受这一神秘的民族节日 。
“抬狗节” 是流传于贵州省剑河县革东
镇交榜村独有的苗族民俗，旨在感谢狗
曾经为他们的祖辈找到生命的水源，学
会感恩， 提倡万物平等。 “抬狗节” 于
2015年被列入剑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日， 墨西哥8位企业家合伙投资
五百万比索 ， 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
(AICM) 1号航站楼开设了第一家胶
囊酒店。 胶囊酒店是一种极高密度的
酒店住宿设施， 起源于日本。 酒店的
特色是提供大量的 “小客房 ” （胶
囊）， 旨在为不需要传统酒店服务、 只
需要一个空间过夜的旅客提供服务。

近日， 江苏镇江一名大妈出游时
担心家中被盗， 就将60万元存折、 存
单及金器等塞入一只蛇皮袋内， 随身
携带。 但不想在乘坐公交车时， 将蛇
皮袋丢失了。 所幸的是， 被驾驶员拾
后到完璧归赵。

近日，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
峭壁之上， 出现了一间离地1828米的
“崖壁店”， 为攀岩者提供补给。

苗族群众欢度“抬狗节”
学感恩求丰收

美国：
教师节又叫“谢师周”

美国的教师节是在5月第一个整周
(5月第一个有完整7天的一周 ) 的周
二， 整个一周都被称为 “谢师周”。 5
月份 ， 美国学生的课程也快结束了 ，
学生和家长有时间给老师准备礼物 。
需要指出一点， 在美国教师节主要是
给中小学老师过， 大学教授们一般不
过这个节日。

因为美国的法定节日非常多， 像
教师节这样的非官方节日更是数不胜
数， 但大多数家长都能记住这个特殊
的节日， 他们选择通过发电子邮件给
老师庆贺。 美国电子邮件的用途很广
泛， 虽然是虚拟礼物， 老师收到后也
非常高兴。 “谢师周” 是老师们最幸
福的时候， 很多已毕业的学生都会给
老师发来邮件祝贺 。 教师节的时候 ，
老师收到小礼物非常开心， 收到贵重
礼物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美国的规定，
每名学生的礼物价值不得超过5美元，
超过5美元的话老师得退回给学生。

俄罗斯：
教师节送鲜花有面子

俄罗斯教师节为每年10月的第一
个周日。 在俄罗斯， 节日送鲜花是非
常有面子的， 也非常流行， 既显得格
调高雅， 又不落俗套。

所以在教师节的时候， 很多学生
给老师送鲜花 。 按俄罗斯人的习俗 ，
正常赠送鲜花的朵数只能是单数， 只
有当别人家中有人过世出殡或到墓地
献花时， 才可以选用朵数为双数的鲜
花， 这一点切不可忘记或弄混。 而且
一般不能送一朵鲜花， 通常是送3朵、
5朵或7朵 。 另外 ， 按俄罗斯的习俗 ，
白色象征着纯洁、 清白， 大多数情况
下还是送白花。

每年教师节， 许多中学、 职业院
校及高等院校都会举行庆祝教师节活
动， 非常重视， 电视台也会现场直播。
学生们会组织晚会等向老师庆祝节日。

法国：
圣诞节也当教师节

法国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教师节的
存在， 但教师还是很受法国人尊重的。
每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 实际上也算
法国的教师节。 因为在这一天， 学生
家长会带一些礼物到老师家去做客 。
没有自己的节日， 法国老师会不会很
累？ 你多虑了。 法国人一年中除了每
周5天工作制所带来的全年104天休息

外， 每年还有11天假日， 如元旦、 圣
诞节和复活节等， 外加5周带薪年休，
大约有150天之多。 自1997年实施每周
工作35小时， 按39小时付工资的政策
以来， 这等于每年又无形中增加了约5
周的带薪休假。 若全部加在一起， 休
息时间占全年时间的40%以上 ， 根本
不用再设立官方的教师节。

德国：
教师节流行送巧克力

每年6月12日是德国教师节。 这一
天德国各地都会开展尊师活动， 学生
也会给老师送礼物， 但礼物都很特别。
德国老师根本不在乎礼物的价值， 而
是看学生的心意。 老师收到的每一项
礼物都会拿出来让学生看， 公开展示
礼物， 是德国人的习惯。 德国生产巧
克力， 大多数人喜欢巧克力， 所以教
师节很多学生选择送老师一块巧克力，
老师非常欢迎。 收到礼物后，老师还得
写信感谢。 但在大学里，送老师礼物的
情况就非常少了。 在德国， 几乎没有
学生会送给老师贵重东西， 因为德国
老师的地位都很高， 送贵重东西必然
吃闭门羹。

日本：
教师每天都能享受优惠

日本是没有教师节的， 但这并不
意味着日本不尊重教师， 实际上恰恰
相反 。 日本中小学教师职业被视作

“圣职”， 教师被称为 “先生”， 与议员
齐名。 在日本人看来， 教师是为社会
做出巨大牺牲的职业， 因而是无比神
圣的， 教师本身也是廉洁清正的。

日本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非常
高。 平时日本教师出门坐公交车， 胸
前都有教师牌， 车上乘客看到以后都
会起来给让座。 在他们看来教师牺牲
很大， 连老年人都会为教师让座。 在
普通商店、 超市， 都有专门针对教师
的打折商品， 持教师证件每天都能享
受到优惠。 所以有人说， 日本每天都
是教师节。 另外， 日本教师本身都是
非常廉洁的， 虽然日本人比较喜欢送
礼物， 但在教师行业里送礼物送钱的
现象是非常少的。

芬兰：
老师地位比公务员还高

芬兰没有专门的教师节， 但这不
是说在芬兰教师地位低了， 恰恰相反，
芬兰的老师地位非常高， 甚至要高于
公务员。 教师享有高于公务员的待遇，
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芬兰年轻人最
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 一般普
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要胜于国家
元首。 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 几
乎全部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 暑假时
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

在其他节日， 比方说圣诞节， 学
生也给老师一些小礼物。 但老师与学
生是平等关系， 只能送价值25欧元以
下的礼物。 学生不送礼也不可能被刁
难， 你送礼送得过头， 老师会反感的，
因为你是在给他找麻烦。 在芬兰， 礼
物可以收， 但不能是贵重礼物， 这是
有规定的。

澳大利亚：
老师收贵重礼物得付钱

澳大利亚是没有教师节的， 他们
也不过教师日。 澳大利亚的老师和学
生是平等的， 学生可以直呼老师的名
字 。 上课的时候学生可以随便走动 ，
喝水上厕所都没事， 每节课老师只讲
15分钟， 剩下的半个多小时都是双方
讨论时间。 由于双方平等， 年轻老师
跟学生谈恋爱的情况也是有的， 半公
开状态， 大家都很习惯。 最让人意外
的是， 老师边吃边上课， 这是真事儿，
老师都吃着苹果喝着水上课， 很平等。

在澳大利亚过圣诞节， 老师会邀
请学生到家里做客吃饭， 有些学生也
会送老师礼物。 澳大利亚有规定， 收
贵重礼物算受贿， 除非老师付钱。

摘自环球网

9月10日是我国的教师节。 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 尊师重教是中国历来的优良传统。 那么， 国外有
没有教师节？ 他们是如何过教师节的？

德国流行送巧克力
国外教师节怎么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