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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服务

——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条例（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

3 月 21 日，一艘载有中国船员的挖沙船在马来西亚蔴坡附近海域倾覆。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得到消
息后，要求马方全力搜救，并派员赶往现场协调督促。图为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参赞 （左前一）
在搜救指挥中心，参加马方举行的搜救情况记者发布会。
图片来源：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起草这样一部法规，首先需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涉及海外中国公民的事宜，每一桩，每一件都关系
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千万家庭的福祉安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对此高度重视。实践
中，海外环境复杂多变，公民需求千差万别。因此，应
当始终站在海外中国公民的角度，认真梳理各种事关他
们安全及权益的情形，通过法律条文对如何解决好相关
问题进行严谨而系统的规范，从而使领事保护与协助立
法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切实
需求。这是外交领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践行为民
服务宗旨的内在需要，也是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具体体现。

起草这样一部法规，需要贯彻全面依
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要
“严格遵守宪法法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把政府活动全
面纳入法治轨道”。近年来，外交部和驻外外交机构妥善
处理了大量海外公民安全和权益保护案件，成效显著，
但相关国内立法尚处空白状态，领事保护与协助职务的
内涵与外延缺乏国家法律法规层面的界定。作为一项特
殊的政府职能，领事保护与协助的职务范围、权责界限
等重要事项，都有待进行更加清晰的界定和明确的规
范。我们需要说清楚“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讲
明白“公民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在厘清政府职责和
公民义务的同时，强化外交机构和人员的法治思维和依

宪施政、依法行政的能力，提升公民的法治素养和对领
事保护与协助工作的理性预期，最终形成民众依法求
助、外交机构依法协助的良好局面。

起草这样一部法规，需要助力构建海
外中国平安体系
王毅部长指出，面对越来越繁重的领保任务，我们
将持续打造由“法律支撑、机制建设、风险评估、安全
预警、预防宣传和应急处置 6 大支柱构成的海外中国平
安体系”。作为海外中国平安体系 6 大支柱的首要之端，
法律支撑贯穿着整个体系中的各个环节，但也是当前海
外安全工作的一项短板。在为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
的现实场景中，于法无据，保障不力，手段不足，权责
不清，往往是外交部门和驻外外交机构面临的主要挑
战。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实际工作相关重要环节进行必
要的确认、补缺和强化，将进一步完善领事保护与协助
的机制体制建设，增强外交机构和人员开展工作的规范
度，有力提升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能力与水平。

起草这样一部法规，需要总结和提升
多年实践工作经验
自 2007 年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成立以来，外交部和
驻外使领馆累计处理了约 50 万起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
在安全预警、预防宣传、应急处置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已
逐渐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做法和不少宝贵的经验，具有中

﹃渐渐的﹄宜写成﹃渐渐地﹄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渐渐的，文秋像变了一个
人，微笑时时洋溢在脸上。”请问其中“渐渐
的”的写法是否妥当？谢谢！
北京读者 丁尚宇
丁尚宇读者：
“渐渐”表示程度或数量等慢慢变化，多用
于书面语。例如：
（1） 过了春节，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
（2） 大雨渐渐变小，最后停了。
（3） 天晚了，公园里的歌声渐渐停止了。
（4） 跑在后面的运动员渐渐追了上来。
（5） 晚上 10 时以后，马路上的行人渐渐少
了。
（6） 过了一段时间，我对这个新环境渐渐
地熟悉了。
（7） 听到老师的解释，孩子们渐渐地安静下
来。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渐渐”是副词，
一般用于形容词或动词前，充当状语。
“渐渐”有时可用于主语前，这时“渐渐”
后面必须带“地”，在“地”的后面，要有停
顿，书面上要有逗号。例如：
（8） 渐渐地，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
（9） 渐渐地，我了解了老王的性格特点。
（10） 渐渐地，太阳从山背后升了起来。
（11） 渐渐地，天黑了下来。
从例 （8） 至 （11） 可以看出，出现在主语
前面时，要写成“渐渐地”，而且“渐渐地”后
要有逗号。这里的“渐渐地”之所以不能写成
“渐渐的”，是因为“渐渐”总是做状语，而书
面语中的“地”可担
任状语的标志。因
此，您提到的“渐渐
的，文秋像变了一个
人”宜写成“渐渐
地，文秋像变了一个
人”。
《语言文字报》 原主
编 杜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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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的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体系已初步形成。更难能
可贵的是，当前社会主流民意对海外安全及维权事宜的
看法日趋理性，对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共识
不断汇聚，进一步夯实了领事保护与协助立法的民意基
础。我们需要顺应国家发展趋势和民心所向，进一步总
结和完善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和制度设计，将那些实践
证明行之有效、已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可的做法固化为法
律条文，不断提升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的科学化、规范
化和法制化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十年磨一法”。任何法律法规的出台，都需要经过
千锤百炼的锻造。在过去 10 余年的时间里，外交部在立
法有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指导之下，开展了大量工作，广
泛调研各国立法例，精心起草并反复修改草案文本，多
方征求各界意见。此次草案的公开征求意见，是领事保
护与协助立法进程的重要一步，也是对过去 10 余年工作
成果的重要检验。
当然，这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立法，除了相
关立法机构和外交部门的全力投入，更需要政府各部门
和地方、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个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共同
思考和共同参与，期待社会各界人士对此献计献策，贡
献智慧。同时也应看到，构建海外中国平安体系的法律
支撑是一项复杂而且不断演变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指望
通过一部立法就能解决现实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但我们
希望以此为开端，开启新时代依法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
新征程，为构建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做出新的贡献。

西班牙马德里有一个

构建海外中国平安体系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和国家投入的持续加
大，新时代的中国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不断推进，在维
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及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和驻外
使领馆对改进和提升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成效的努力和
追求却从未停止。
在 3 月 8 日的两会记者会上，外交部部长王毅郑重宣
布，2018 年，领保工作将在打造海外平安体系的道路上
继续前行。作为外交利民的一项新举措，“外交部正在推
进领事保护与协助的立法工作，将在两会之后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3 月 26 日，外交部起草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 正
式公布，广泛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这份征求意见稿的背后，凝聚着党和国家以及人民
群众对新时代中国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的要求和期盼，
也凝聚着几代外交人员和立法工作者的心血和努力。更
重要的是，该立法出台后，将是当代中国第一部关于领
事保护与协助工作的专门立法，也是第一部针对海外公
民和机构安全的专门立法。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的对象
是在海外的每一个中国公民和机构，具体实施主体是国
家驻外外交机构。因此，领事保护与协助立法工作既涉
及到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衔接，也涉及到国内现实社会与
国外特殊环境的切换，特殊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需要
充分考虑并把握好多方面的重要因素。

走进西班牙首
海外纪闻
都马德里北郊小城
阿 尔 科 文 达 斯 35 号
院，沿曲折的小径
拾级而上，推开茂
密花藤掩映的白色
房门，见到客厅里
一群人围坐在一起
说说笑笑，有西班
牙人，也有中国
人。一名留着胡
须、眉目慈祥的西
班牙老人迎上前来
说：“欢迎欢迎，给
你介绍一下我的家
人吧！”
老 人 叫 卡 洛
斯，一直对东方文
化感兴趣。几年前
的圣诞节，一名住
在附近的中国留学
生问他能否一起过
节，和善的卡洛斯
欣然同意，而盛情
的款待也让这名学
生成为他家的常
客。从那以后，越
来越多的中国学生
被介绍到卡洛斯家
里，他们一起做
饭、喝茶、聊天、
下棋，这处距离马
德里自治大学不远
的普通民宅，已成
为很多中国学生最
熟悉的西班牙人家。
卡洛斯对记者说：“这些中国孩子离家
万里，我希望他们觉得在身边就有一个
家。”他记不得自己家有多少中国学生来来
去去，更记不得给他们帮了多少忙。“有些
事对本国人很容易，外国人可能觉得很困
难。希望我的帮助可以让这些中国留学生更
安心。”
曾经走南闯北、学识丰富的卡洛斯为中
国留学生提供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帮助。在马
德里自治大学学习的戴昀清楚地记得，卡洛
斯曾告诉他猫狗的驯化过程是怎样的，还给
他讲西班牙的历史，而卡洛斯的夫人又如何
教自己做正宗的西班牙海鲜饭。
“我想让这些留学生看到一个真实的、
深层次的西班牙，而不是流于表面。”卡洛
斯说。他曾开车带着一群中国学生去几百公
里外的巴亚多利德，看传统的鸽子楼、酒
窖、麦田和城堡，为的是让他们实地了解西
班牙的历史和农业文化。
中国学生也影响着卡洛斯和他的家人。
卡洛斯家里的墙上挂着 《清明上河图》 复制
品，桌子上摆放着瓷器和麒麟摆件，书架上
有英文版的 《孙子兵法》 和中国经济研究相
关资料。他的小儿子费尔南多在中国学习工
作数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有很多中国
朋友，这让卡洛斯深感自豪。
“我接触的中国学生，大多都尽责、勤
奋、礼貌、温和、尊重老人，这些都是很好
的品质。希望他们除了努力学习工作以外，
也能像西班牙人一样，给自己更多时间陪陪
家人，享受生活。”卡洛斯笑着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郭求达）

﹃中国留学生之家﹄

推进领事保护与协助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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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漫谈

斯洛文尼亚礼俗
马保奉
礼 节
斯洛文尼亚人属于斯拉夫人种。
他们性格传统、自信、勤勉、智慧，
家庭观念强。周末和节假日，多数人
呆在家里，在园地干活或维修、擦洗
自家汽车。他们热情好客，与人交往
彬彬有礼，信誓守诺。与客人见面，
多以握手为主礼，拥抱、亲脸、贴面
颊等仅限于亲人、熟人之间。在公共
场合，关系亲近的妇女之间亲脸，男
子之间拥抱，男女之间贴面颊。对尊
贵的女宾，往往是亲其手背，表示尊
敬。传统迎宾礼节是，主人或女青年
身穿鲜艳民族服装，捧出面包和盐，
请客人品尝，客人撕一小片面包，蘸
盐吃下。

服 饰
社交场合，斯洛文尼亚人注重服
饰文明，一般是西服革履，女子多为
裙装。休闲时间，常见的是运动装、
牛仔装。民间节日或公共活动，有时
会看到人们穿民族服装：男子的标配
是白衬衣、深色马甲、宽大的长裤和
高筒皮靴等，头戴黑色圆礼帽或上细
下粗的白色圆筒帽。白衬衣的领部、
袖口和马甲上均绣有美丽花纹。
女子的民族服装甚为复杂，颜
色图案搭配十分讲究，基本装束有
短衬衣、马甲、百褶裙、围裙、腰

发行部

65369319

带、披肩、头巾等。新娘一般是身穿
白色婚纱，有些地方传统习俗是，新
娘常常穿母亲当年披过、精心保留下
来的婚纱。

饮 食
斯洛文尼亚饮食文化深受意大
利影响，其烹饪颇有名气。肉类加
工方法独特，如火腿、香肠和炸猪
狂欢节上，斯洛文尼亚妇女穿着传统服饰跳舞。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排很有特色。
斯洛文尼亚人也吃馄饨或饺子， 只邀请近亲和好友参加。父母不会干
狂 欢
涉子女选择配偶，不会为即将结婚的
其做法与我们相似，也是用肥瘦适当
每年 2 月的第三个周末，是斯洛
子女买房买车，不会为子女的婚事大
的鲜猪肉，配搭洋葱、马郁兰、韭菜
文尼亚的驱寒节。届时，人们会戴上
拌馅，用 擀 面 皮 包 裹 ，煮、蒸而成， 操大办，如安排车队迎亲、张罗排场
面具，走到大街上去驱赶冬日的严
但吃法却不同。他们吃时配搭用蘑菇
的婚宴等，父母关心的是“你跟他
寒。此节已有数百年传统，现在逐渐
（她） 在一起是否幸福”。青年人选择
汁、鸡油、羊肉制作成一种叫作
演变成一种大众狂欢节。
对象，重在爱情、志趣相投，不在意
bakalca 的酱料，味道更加鲜美。他们
门当户对，不关注对方是否富有、从
驱寒节上，人们装扮成各种传统
通常将馄饨或饺子作为开胃小菜、小
事什么工作。
吃，有时也当主食。以伊德里亚的馄
人物的形象，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斯
在斯洛文尼亚，男女同居现象较
饨最为出名，获得了国家保护的殊荣。
洛文尼亚传说中执掌生殖与丰收的
另外，蛋糕类的点心也不错，如
多。法律规定，同居两年以上，即看 “享乐之神”卡伦图 （Kurent）。他的
Potika 花卷状蛋糕，通常以胡桃、葡
作事实婚姻。结婚或同居期间，双
形象是身披山羊皮，头戴牛角、鸟喙
萄干、香草、松软干酪等为原料，有
方 租 房 （租 金 不 贵） 居 住 ， 各 自 为
面具，伸着长舌头，腰间缠五彩缎
的是酥皮夹鲜奶油或卡仕达酱，也有
自己的花费买单，生了孩子，共同
带，腰系沉重的铁铃。扮演者在街道
的是配上草莓和巧克力。
抚养。同居一段时间后，可能会结
上狂奔舞蹈，用铃铛响声和挥动木
斯洛文尼亚酿酒历史悠久，那里
婚 ，也可能会分手。分手后，非婚
棍，驱赶冬日的魔鬼和晦气，迎接温
的人们喜欢喝酒，但酗酒者少见。
生子女由妈妈抚养，其父亲在法律
暖的春天，期盼丰收的年景。
上没有监护权，甚至不得探视自己
每年的驱寒节都会吸引众多国
婚 俗
的骨肉。孩子从出生起，医疗、教
内外游客，促进了当地旅游事业的
一般情况下，双方在确定关系
育全部由政府买单，因此抚养孩子
发展。
后，会在教堂举行一个简朴的仪式， 对家长来说花费不多。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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