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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服务

礼 俗

马尔代夫人性情温和友善，淳朴
好客，重视礼貌、礼节，乐于助人。
朋友相见，常常拉住对方的手问好。
朋友来访，主人会拿出家里最好的食
物款待。作为穆斯林，他们每天要进
行5次祷告。每到祷告时间，电视停
止播放节目，电脑屏幕也会转换成清
真寺画面，机关、商店会暂时休息。
多数人到清真寺祷告，也有人找一个
相对独立安静、清洁的地方，铺一块
小地毯，面朝麦加，跪在地毯上默念
可兰经，祈求真主保佑。

马尔代夫妇女大多数在家里相夫
教子、忙碌家务。相对其他穆斯林国
家而言，马尔代夫妇女社会地位较
高，如女童同男童一样，可上学读
书，女性可自由与男性交往，婚后可
保留本人的姓氏，可外出工作、参与
社会活动。她们主要从事教育、护
理、行政或文秘行业，国家机关中也
有女性工作者。虽然法律允许男人可
娶4个妻子，但多妻现象并不多见。

鉴于宗教习惯，妇女一般不主动
与男人握手。当地居民周日至周四上
班，周五和周六休息。

服 饰

由于天气炎热潮湿，当地人喜欢
穿轻便、透气的棉制或亚麻衣服。男
子平时穿长裤、衬衣等便服，不可穿

短裤。公务人员在参加隆重仪式时需
穿西服。首都爱美的女孩穿着比较开
放，多见T恤衫、西式短上衣或单薄
宽松上衣以及时髦的牛仔裤、长裤或
短裙等。年长妇女则穿遮体长裙。她
们一般不戴面纱，喜缠头巾，以示笃
信伊斯兰教。在正式仪式上，女性必
须穿着官方认可的国服，即 libaas 上
衣以及 dhiguhedhun 长裙，或穿印度
式宽松的罩衫和长裤。

进入清真寺，穿着更严肃。男人
不许赤膊，必须穿长衣、长裤，女子
穿长裙，不准穿低胸上衣或紧身短背
心。帽子和伞要收起来，鞋子要脱在
寺外，整齐放好。出于对当地风俗的
尊重，外来人着装也不应太随意，像
比基尼等过分暴露的泳装等，只可出
现在度假村沙滩上。

饮 食

马尔代夫人的主食是稻米、玉
米、红薯、山芋等。副食中，人们吃
得最多的是鱼，每餐必有鱼。那里的
海产品种类很多，如金枪鱼、鲣鱼、
马鲛鱼和贝类等。厨艺以煎、炸、
烤、煮为主，当地著名的佳肴有炸鱼
球 、 辣 鱼 糕 、 金 枪 鱼 和 椰 子 做 的
Gula、 椰 奶 加 白 饭 布 丁 做 的 Foni
Boakiba 等。除鱼之外，其他副食还
有羊、鸡肉制品。进口的牛肉价格昂
贵，只在高档宴会上才能吃到，老百
姓日常很少食用。

马尔代夫人喜欢用咖喱调味。咖

喱是从印度、斯里兰卡传入的，但做

出的菜品不像印度菜那么辛辣，当地

人口味以甜淡为主。

马尔代夫的传统美食是“咖尔迪

亚”，历史悠久，常出现在招待宾客

的宴会上。“咖尔迪亚”的主食是蒸

香焦、薯类或面糕，菜类是切碎的洋

葱、椰肉和青柠檬汁等，一般都是将

这几种食物分别盛在大盘子里，排在

餐桌上，以自助餐的形式供人们挑

选。

当 地 出 名 的 小 吃 dhufaa-eche-

tai，用槟榔果、槟榔叶、丁香及酸

果、烟叶等为原料制作而成，是人们

每天饭后的零食。当地最流行的饮料

Toddy，由棕榈树上榨出的汁液制

成。

马尔代夫人不饮酒，首都酒吧里

的饮品都不含酒精，但在旅馆、度假

村，外来客人是可以喝到含酒精饮品

的。当地特产鸡尾酒叫做“马尔代夫

淑女”，颇受欢迎。至于热带水果，

如面包果、椰子、菠萝等，新鲜美

味，常年不断。

有些居民用餐不用刀叉、筷子，

甚至也不用匙，而用右手拇指、中指

和食指把食物捏成团，放进口中。他

们认为左手不洁净，吃东西一定要用

右手。当地人喜欢咀嚼槟榔，牙齿常

常是黑的。

禁 忌

作为伊斯兰教国家，在度假村以

外的地方，不可喝酒或食用猪肉。对

于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非常敏感，如

传 教 士 以 及 耶 稣 像 、 圣 经 、 十 字

架、佛像等物品，禁止入境。

作为世界知名的旅游度假地，

马尔代夫人环保意识强烈，法律规

定健全、严谨，如严禁采摘或践踏珊

瑚，不得私自钓鱼，不得在岛上喧

哗、吵闹，不得乱扔垃圾等。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中国新疆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坐在马耳他首都瓦
莱塔的一间古旧餐厅里，马耳他青年安吉利科·巴尔达基
诺对记者说。

6 年前，18 岁的巴尔达基诺完成旅游学院两年的烹
饪专业学习后，面临继续深造或参加工作的选择。这
时，他结识了一位在马耳他学习英语的新疆女士。受其
邀请，他决定到这位女士在新疆开的餐厅工作。他没想
到从此会与新疆结下深厚情缘。

2011年11月，在位于乌鲁木齐建设路的“香味”马
耳他餐厅，巴尔达基诺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一周后，
由于他的幽默、执着和好动等特点，同事给他取了一个
中文名字——“孙悟空”。

半年后，他就像不安分的“孙悟空”一样单飞了，
成为多家主打欧洲菜和地中海美食餐厅的顾问，为它们
设计菜单、培训员工、进行市场推广。

作为餐厅顾问，他的工作繁忙而辛苦，却让他结交
了很多中国朋友，一点点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还开始
了中文学习。

一年多后，巴尔达基诺暂停工作，开始在新疆、云
南、广西等地旅行。在云南，他与人合伙在大理古城租
了一个院子，开了一个颇具特色的酒吧。

大理的生活悠闲而舒适，但他仍像“孙悟空”一样
闲不住。他反思之前的工作，感觉发展空间不大，于是

决定考取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为下一份工作做准备。
一年后，他转让了酒吧，又回到他熟悉和喜欢的新

疆。此时，拥有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书的巴尔达基诺再
度转换角色，成了一名英语教师和留学顾问。他在 4所
学校担任英语教师，提供留学咨询及相关服务。

出于工作需要，巴尔达基诺曾在俄罗斯、土耳其
等多个国家短期居住。然而除了自己的故乡马耳他，
他最喜欢的还是中国新疆。在新疆的日子里，他与一
位哈萨克族小伙子和两位汉族小伙子成了特别要好的
朋友。

他说：“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地方，体验过很多有意思
的事情。我生病的时候，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就像
我的家人一样。有很多人听说我住在新疆，都很担忧我
的安全，其实我觉得新疆非常安全，人们都很友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他看到了发展机遇。“中
国的东部已经聚集了很多财富，但竞争也非常激烈。在
西部地区还有很多机会，尤其新疆是‘一带一路’的门
户，地位非常重要，机遇也非常多。” 巴尔达基诺这样
认为。

像主意特别多的“孙悟空”一样，他开始思考自己
能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做些什么。

2016年10月，回到祖国的巴尔达基诺一边在马耳他
大学学习人类学和汉语，一边从事与中马商业合作有关
的投资顾问工作。

“马耳他独特的地理位置，培养了马耳他人善于吸
收、融合的特质。我希望自己像水一样，吸收融合东西
方之长，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为促进中国
与欧洲的合作发展尽一己之力。”在新疆生活了5年并游
历多国之后，对于现实和未来，巴尔达基诺有着更清晰
的思考。

（据新华社电 记者袁 韵）

随着内地 （大陆） 与香港、
澳门和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
加强，越来越多的港澳台居民来
到内地工作、定居。中央明确提
出要不断制定便利措施，方便港
澳台居民在内地发展。

为落实中央要求，国务院港
澳办、国务院台办、住建部等5部
门制定了 《关于在内地 （大陆）
就业的港澳台同胞享有住房公积
金待遇有关问题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于 2017 年 12 月正式
印发。这是中央给港澳台居民的一
项政策大礼包，将会帮助港澳台居
民在内地更加便捷地生活。

与内地职工一致的
缴存规定

《意见》 规定，在内地 （大
陆） 就业的港澳台同胞，均可按
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和相
关政策的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办理流程等实
行与内地 （大陆） 缴存职工一致的政
策规定。

来到内地工作的港澳台居民与用
人单位确立劳动或者聘用关系之后，
用人单位就要到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为其办理缴存登记，并到受委
托银行设立账户。账户建立明细账，
记载港澳台居民个人住房公积金的缴
存、提取等情况。

住房公积金实行的是单位和个人
共同缴纳的制度。职工个人缴存的住
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工资中代

扣代缴。而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

缴存基数各地不同，主要是按照
当地的规定来执行。例如北京的缴存
基数是职工的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
资，但上限在 2017 年下半年调整为
23118 元。上海则是调整为 2016 年的
上海本地月平均工资。职工和单位的
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
平均工资的 5％，这是全国统一的规
定，各地根据自身情况还会自行制定
缴存比例。例如，北京企业住房公积
金缴存比例为 5%—12%，企业根据自
身情况缴存。北京其他单位统一缴存

比例为 12%。上海规定住房公积金缴
存比例为7%，但允许各单位按照自身
情况补充公积金，补充的缴存比例为
1%至5%。

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

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职工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为职工缴

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

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单位住房

公积金缴存比例。新参加工作的职工

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

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

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与内地职工同等的
使用权利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可以方便港

澳台居民在内地的工作和生活。其用

处很多：可以在内地购买住房时申请

个人住房贷款；如果长期租房可以提

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租房的费用。

《意见》 规定，已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港澳台同胞，与内地 （大陆） 缴存职

工同等享有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申

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等权利。

港澳台居民要在内地购买房产

时，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15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准贷款

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贷款
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

对于如何提取公积金和如何申
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各地都有
不同的规定，对于具体需要提交的
材料也有着详尽的说明。如在北京
提取公积金用于租房就有不同的情
况，可以每月提取1500元，每季度
提取一次；提供租房合同和发票的，
根据金额，每季度提取一次；租住
公租房，一年提取一次；如果夫妻一
方已经提取了，配偶也可以继续提
取，只需提供证明文件即可。具体
的提取流程以及需要的材料可以向
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咨询，
或者登录相关的网站进行查询。

保障港澳台居民的
公积金权益

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工作有时会
涉及到工作城市的更换或者聘用合
同到期后返回港澳台的情况。在这

个方面，《意见》 同样做了规定，在
内地 （大陆） 跨城市就业的，可以办
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与用人
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 （聘用） 关系并
返回港澳台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提
取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对于更换工作地点的港澳台居
民，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
续。这项工作在 2017年 7月已经实现
全国联网，由全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通过平台办理手续。港澳台居民在
新的工作地点申请设立住房公积金账
户，并且缴存公积金之后，申请将原缴
存的公积金转入新的账户。通过提供身
份证明和提供相应的材料之后，由当地
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全国平台与
原工作地对接，完成公积金的转移。新
的缴存比例则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准备离开内地、返回港澳台的居
民，也保障他们能够提取出缴存的公
积金。港澳台居民可以提出申请，由
所在单位核实，出具提取证明。然后
持提取证明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
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日内作
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并
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由受委托
银行办理支付手续。提取余额之后，
相应的账户则会注销。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他们调研过不少独居老人，

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内心孤独’那一项打了勾。”
请问其中“打了勾”的写法是否妥当？谢谢！

天津读者 蒙天萌

蒙天萌读者：
“勾”跟“钩”的用法不同。就日常应用而

言，宜注意下列几点：
1、表示在纸上做出线段或图形，宜用“勾”。

例如：
（1） 把这篇文章中用得精彩的词语勾出来。
（2） 请同学们勾出课文中描写景物的排比句。
（3） 用笔勾出这首诗里描述颜色的词语，再进

行分析。
（4） 小刘素描的本领很强，他几笔就勾出了远

山的轮廓。
（5） 他用铅笔在纸上很快勾出了几朵牡丹花的

样子。
（6） 老李赶紧掏出本子，三笔两笔就在本子上

勾出了一只羊、两头牛，样子还挺生动。
2、如果表示挂住或探取等动作，宜用“钩”。

例如：
（7） 小李用一根长竹竿一下子就把掉到井底的

水桶钩了上来。
（8） 这时，他看见那个演员用脚钩住绳子，倒

挂在空中。
（9） 两个孩子用一头有铁钩的长棍儿从桑树上

钩下来许多桑叶，拿回去养蚕。
3、如果表示钩形符号“√”，宜用“钩”。口

语中说这个钩形符号时，多儿化。例如：

（10） 老师在他的答案上打了个钩儿。
（11） 孩子这次做的 10 道题，有 9 道题老师打

了钩儿，只有1道题老师打了叉子。
（12） 语文老师不仅给他写的小评论打了一个

红对钩儿，还写了几句鼓励的话。
您提到的句子里，“打

了勾”是说打了个钩形符
号，表示这个意思时，宜
写成“打了个钩”或“打
了个钩儿”。

《语 言 文 字 报》原 主 编
杜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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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情缘

在内地（大陆）就业的港澳台同胞

本报记者 张一琪本报记者 张一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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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晋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市民办理提取公积
金手续。 张理锋摄

马耳他小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