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老师：

我有时拿不准该用“合家”还是该用“阖家”，请您说说这两

个词语的不同。谢谢！ 北京读者 杜燕山

杜燕山：

“合家”中的“合”有“全”的意思，例如“合村”、“合族”、“合城
百姓”中的“合”是“全”的意思。“合家”指全家。例如：
（1）隔壁赵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合家高兴透了。

（2）我们打算春节期间合家去南方旅游。

（3）我们过春节不在家做饭了，准备合家去餐厅吃年夜饭。

“阖家”中的“阖”有“全”的意思。例如：“阖城里，每天大约不
过杀几匹山羊。”（鲁迅《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阖家”跟“合
家”的意思相同，也指全家。例如：
（4）值此新春佳节之际，祝您阖家团圆，万事如意。

（5）他家的门口贴着对联，其中说“阖家团圆庆新春”。

（6）明代的吴鼎芳在《唐嘉会妻》一诗中说：“忽然闻嘑声，阖

家尽惊起。”

“阖府”也是指“全家”，多用来指对方全家，是敬辞。例如：
（7）“王先生阖府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

“合家”跟“阖家”比较起来，“合家”是一般性的说法，口语、
书面语中都用，“阖家”则具有书面语色彩。因此，“阖家”比较适
合使用于某些书面语色彩浓厚的信函、诗文及祝颂性语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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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听到身边朋友谈起某国驻
华领事馆有时会拒绝为中国公民颁发
签证之事（简称“拒签”）。比如：中
国某公司老板组织环球自驾游，他带
领团队成员一起前往该国驻华使馆申
办签证，面谈后全部队员均获得该国
签证，唯有组织者老板本人被拒签，
其理由是“老板护照上没有出国记
录”；中国某一中学的学生申办赴该
国签证，由于没有雅思成绩而被拒签
等。由此，本人愿与您分享申请外国
签证的心得，希望能对您顺利获取外
国签证有所帮助。

以平常心看待
签证申请

如大家所知，出国一
般需要办理签证。签证是
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无
论某国驻华使领馆是“拒
绝签证”还是“颁发签
证”，均属正常情况。建
议每位申请外国签证的中
国公民以平常心对待。

签证，是指一个国家
的国内或驻外主管机关，
在他国公民所持护照或其
他有效的旅行证件上盖
印、签注，表示准许持护
照（证件）人入出或经过
该国国境的一种许可证
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
入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
的不断推进，中国内地居
民出境人数逐年递增。
!"#! 年，中国内地居民
出境超过 $%#$ 万人次，外国人来华
达到 !&'( 万人次。中国已跃居全球
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出境旅游消
费国、亚洲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

上述中国与世界往来的数据表
明：开放的中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益

处，多数国家欢迎中国公民的到访；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本国公民“走出
去”并将外国人“引进来”；中国离
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为
此，在中外领事实践中，“颁发签
证”已经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频
繁交往。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签证的
形式，是在签证申请人所持的护照或
旅行证件上盖章、签注或贴纸并附有
清晰的文字，说明持有人进入该国的
事由、允许停留的时间或通过其领土

前往其他国家的许可。签证制度是一
个国家对他国公民入出或经过本国国
境时实施控制和管理的具体表现，并
以此达到维护本国国家安全及国内社
会秩序的目的。因而，在国际领事实
践中，“拒绝签证”可以说是国家的

一种主权行为。
具体而言，由于某国驻华使领馆

每年按派遣国要求限量颁发签证，因
此，签证颁发可能会出现有时松有时
紧的情况，申请人被拒签的理由通常
是“有移民倾向、担保金不足或者提

供虚假材料”等。

以自信心应对签证审核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应以自信心
应对签证审核。

一些国家的驻华领事馆审核签证
的两个主要方式是：审阅申请人资料
及与申请人面谈。

记得 !"'"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前
夕， 在 《我们 生活在 同 一个 地
球———外交官带你看世界》 丛书中，
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中国前驻法
国大使吴建民作序称“……满足富
起来的中国人，盼望着到地球别处
去看看的愿望。”由此可见，经过 %"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理由相信：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公民在经济
上具备到国外经商、旅游、学习或
工作的能力。

为了顺利获取外国签证，建议每
位申请人努力做好如下两点：

（一） 客观填写并提供签证申请

资料

对于任何国家的签证审核，申请
材料的真实性一般都是不可逾越的
“高压线”。签证申请人应事先学习并
了解申办外国签证的一些基本常识和

相关手续。一份填写正确和
完整的申请表，对申请某特
定国家的签证非常重要，申
请表上的错误资料以及不符
合规定的填写，或谎报、做
假的填写，将会成为被拒签
的原因。所以，客观填写并
提供签证申请资料，是顺利
获得外国签证的首要前提。
（二） 充分准备并自信

应对签证面谈

签证申请人有移民倾
向，是被某外国驻华领事馆
拒签最常见的理由之一。对
于准备前往该国留学的申请
人来说，在签证面谈时，除
说明出国目的和学习计划
外，必须向领事官表明“本
人无移民倾向”。而解决这
一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如
实地说明本人有足够的理由
学成回国，如在中国境内将
拥有稳定的职业、热爱的事
业以及难以割舍的家庭和社
会关系等。此外，申请人还
应向领事官客观阐明：在外

国学习先进知识的同时，本人愿成为
中国与前往国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因此，充分准备并自信应对签证面
谈，是顺利获得外国签证的关键环
节。

总之，只要您以平常心看待签证
申请、以自信心面对签证审核，您出
国的愿望基本能够实现。

当然，我们更应相信：随着中国
政府“外交为民，依法行政”指导
思想的不断践行，中国公民的出国
手续将日趋简化。如：截至 !"'% 年
) 月 %" 日，中国共与 &( 个国家签订
互免签证协定，达成 *' 个简化签证
手续协定；!+'% 年 * 月 ) 日，中国
外交部副部长谢杭生与塞舌尔外交
部部长让保罗·亚当在塞舌尔首都维
多利亚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签
证的协定》，已成为中国与外国全面
互免持各类护照人员签证的第一个
双边协定，该协定将在两国各自完
成国内法律程序后生效。

迎宾礼仪是展示我国形象的第一窗口，是礼宾工作的重
要内容。

抵达

'($" 年 $ 月起，国宾欢迎仪式移至人民大会堂举行，
此后国宾抵达时，迎宾礼仪简朴了许多。现在的做法是：如
乘专机抵达，在首都专机机场举行迎接仪式，铺红地毯，礼
兵列队，悬挂国旗；我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及来访国驻华大使
登机迎接；我外交部副部长在舷梯前迎接、握手问候；向国
宾献花。如乘班机抵达，我主要迎接人员则在相应卫星厅门
口迎接，并陪同客人经过贵宾通道，到贵宾室稍坐，与其他
欢迎人员见面。如其他国家驻华使节要求前往迎接，应先与
来访国驻华使馆联系，再告我外交部礼宾司安排。

国宾来华出席国际会议或参加大型国际活动，如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等，自 !'世纪开始，我设置礼仪大使承担
迎送事宜。礼仪大使多由退休的原驻外大使担任。

自 '(&$年 '!月起，我国停止向来访国宾提供往返专机。

献花

国宾同我副外长握手后，两名女青年（一般为下榻的国
宾馆女服务员）向国宾夫妇献鲜花。花束包装美观、整洁、
鲜艳，通常用玫瑰、百合、郁金香等，忌用菊花、杜鹃花。

介绍

礼宾司长引导国宾下机，并将中方欢迎人员介绍给国
宾。国宾随行人员则由其驻华使馆人员介绍给中方主要迎接
人员。国宾与其驻华使馆人员握手、招手，则由其驻华大使
陪同。其驻华使馆如安排人员献花，则安排在其使馆人员队
首。如其他国家驻华使节前来迎接，将其安排在我迎接人员
之后、来访国使馆人员之前站排，由我礼宾司负责向国宾介
绍。

专机

国宾专机入出境，需向我外交部提出申请，内容包括专
机型号、入出境具体时间、航线、经过城市、专机呼号以及
机长、机组人员名单等。待我政府批准并正式答复后，才可
实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宾专机入境，我国有派战斗机
护航的做法，现在已经取消。

免验

国宾和随行人员及其随专机到达的行李，除动、植物
外，按照国际惯例，入出境时均享受免验待遇，即机场海
关、检疫、安检部门，凭我外交部礼宾司证明信，免除相关
检查、检验、免税等。而国宾一行护照，由其驻华使馆人员
负责收齐，通过我外交部礼宾司交由边防检查站盖章放行，
不必由持照人一一在边防检查站接受查验。

物资

为国宾访问需要，来访国有时会要求进口一些物资，如
国宾乘坐的专车、通讯器材（美国尼克松总统来访，曾进口
地面卫星接收站等）、警卫枪械、办公用品以及食品等。要
求进口的物资均需向我国海关申报，获得批准后才可入境。
入境后还需在有关部门办理启用手续，如交通工具需办临时
车牌，通讯器材使用频率需经核准等。

车队

主车，即国宾座车，为我国产三排座豪华红旗轿车。主
车前后各一警卫车，分别称前卫车、后卫车。后卫车后面是
国宾备用车，其车型、设备完全同主车一样。其后是主宾夫
人车。前卫车前是礼宾车，再前是前导车，车上配警笛、扩
音器、闪光设备，以便肃清道路。国宾夫人车后，按礼宾顺
序，是身份最高的随行人员车辆。部长级以上官员一般是一
人一车，副部级两人一车，司级及以下人员乘面包车。为保
证国宾及时更换衣饰，有时专门为其准备行李车。

摩托车护卫。'(*,年 '"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我国
首次安排 , 辆摩托车护卫。'(*& 年 ,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增至 ( 辆摩托车，呈“人”字
状，在主车前头及两侧。后来人们看到 ''辆，系因有 ! 辆
为备用车。“文革”时停止，'($' 年 ( 月恢复。鉴于城市
交通状况，!"",年 '月再度停止。

招待

自 '($"年 &月 '日起，我国免费招待的国家元首、政
府首脑随行人员限为 %"人，后数次压缩，自 '(((年 &月 '

日起，我国免费招待元首 '$人-*天，政府首脑 #!人-*天，
其余自费；限定国事访问 #+起-年，总理访问 )起-年。

（作者为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

平常心看待 自信心面对

申请外国签证心得
韩晔琳

迎 宾 礼 仪
马保奉

课间休息时，学校的广播里传来
了校长的声音：十一年级的同学们请
注意，“州长学校”今天开始报名，分为
科学、环境、美术和社会科学 ,个项
目。
“州长学校”是美国新泽西州为成

绩优秀的十一年级同学举办的暑假活
动，类似于中国的夏令营。我想申报的
“科学”一项，其中包括和科学家一起
做实验，探讨现代科学的热门话题，参
观名校、科学实验室、博物馆，了解生
态环境等内容，令人向往不已。

,个项目各有 ,+个名额，每个学
校推荐 ,个候选人到州里角逐最后的
入选者。要从几百所学校推荐的候选
人中脱颖而出，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但父母仍然鼓励我说：“试一下嘛. 你
试都不试又怎么知道不行呢？”对呀，
美国人的价值观就是积极进取。

申请表、自荐书交上一个星期后，
我被通知参加面试。当我走进候选人
等候室时，看到我有 #,位竞争对手。
第一个同学面试完了，居然我就是第
二个。也不知是“绝望”到了极点还是
太麻木，我一点也不紧张，短短几秒

钟，脑子里只闪出两句话：一句是我的
老师叮嘱的“微笑”，另一句是妈妈头
天晚上面授的“以攻为守”。

面试开始了。第一个老师发问：
“菲菲，你来美国一年半，正在选修大
学微积分和物理、化学，你能讲讲你在
中国的数理化学习情况吗？”“好的。”

我保持着微笑，纷纷思绪又回到了母
校的校园里，想起了我的老师们，想起
了曾和我一起做实验的同学们，也想
起了星期天清晨冒着风雨赶到化学奥
林匹克学校上课的情景……我简短而
自豪地介绍了在中国的学习。第二个
老师转移了话题：“你和爸爸妈妈一起
来这儿的吧？有没有兄弟姐妹？”“我是

家里唯一的孩子。”接着，我介绍了中
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时，气氛缓和了
许多，趁着短短的间歇，我赶快运用起
“以攻为守”战术。“老师，我能谈谈我
的追求和理想吗？”“当然，我们都很感
兴趣。”于是，我谈起了自己对传统中
国医学和现代西方医学的认识、东西

方科学家们所面临的文化交融问题以
及来美国后尽自己的努力，借用图书
馆的新书和杂志学习和这次想来挑战
的强烈愿望。老师们听着听着，严肃的
表情没有了，并渐渐露出了笑容。一位
化学老师还问道：“你是否看过一个关
于美国科学家到北京学习气功、针灸
的电视纪录片？”“当然. ”

面试快结束时，一位老师提出了
那个让我一直担心的问题：“菲菲，上
一周的 /012 预考（相当于高考预
考），你的英语成绩较低，你能说说你
的想法吗？”我想了一下，很沉着地对
老师说：“我的分数的确不高，但我的
英语每天都在进步，何况这是我第一
次参加这种形式的考试。我到美国时
间不长，23456 成绩已证明我的英语
水平是不差的，我相信我还会有进步
的。”一位女老师或许是为了安慰我，
说道：“菲菲的数学成绩可是名列前茅
的呀.”我笑了笑说：“但我并不满意。下
一次，我一定会在数学部分取得更好
的成绩。”

面试结束了，我突然感到很轻松，
因为我相信，这是一次成功的面试，我
又一次向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们证明了
中国学生的实力，这就足够了。

面试结果公布了，我如愿被学校
推荐为“州长学校”科学项目的入选者.

这个结果让很多人都大吃一惊，毕竟
这么多年来，学校里还是第一次推荐
一个才来美国一年多的学生去角逐
“州长学校”。

!海外纪闻

我的一次面 试
李菲菲讲述 陶诗秀整理

!语文信箱

企业家签证面试常见问题
（根据面试过的申请人回忆整理）

公司选址在

哪里？办公

室租金多少？

如果遇到资

金困难，谁

为你提供帮

助？

此前拿过

的签证有

哪些？

现在有没有

公司？现在

是否有公司

账号？

你此前有什么

工作经验和背

景可以帮助你

开这个公司？

公司已经开始

了哪一些商业

活动？是否已

拿到订单？

在哪里接

见客户？投入的资金

将如何分配

使用？

公司将雇佣几

个员工？是否

了解英国的雇

佣法？

你准备如何

推销你的公

司？

投入资金

来源是哪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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