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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积极学习实际工作

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识，依然可以作出很
好的成绩。”请问其中第二个“作”是否
应写成 “做”？谢谢！

宁夏读者 白琪媛

白琪媛读者：
一般来讲，如果带名词性宾语，宜

用 “ 做 ”； 如 果 带 动 词 性 宾 语 ， 宜 用
“作”。例如：

（1） 老王做了个铁盒子来放这些东
西。

（2） 刘师傅做了一个很漂亮的风筝。
（3） 她做了三个毽子，给了小胡一

个。
（4） 今天做什么饭啊？
（5） 你们慢慢吃着，我再做个汤吧。
（6） 彩排很快就开始了，你们作好

准备没有？
（7） 听说李书记今天给咱们作报告。
（8） 我还是先作点调查研究，然后

再发表意见吧。
（9） 先别轻易下结论，再搜集些材

料，作些分析。
（10） 我考虑，还是暂时不作回应为

妥。
例 （1） 至例 （5） 中带的是名词性

宾 语 ， 故 用 “ 做 ”， 而 例 （6） 至 例

（10） 中带的是动词性宾语，故用“作”。

“依然可以作出很好的成绩”中的

“成绩”是名词性的，因此宜改成“依然

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绩”。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最近，中国建筑公司科威特大学城项目处的小伙
子屈永刚开始被更多人熟知。这源于他的新婚妻子在
网上发了名为 《我是不是嫁给了科威特的一缕风沙》
的帖子，“控诉”爱人一心只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
这让许多奋斗在科威特项目前线的中企员工都心有戚
戚焉。

谈到帖子，屈永刚说自己“有愧疚，也有自豪”。
他说，“我是科威特大学城的一块基石，自己对家庭的
关心远远不够，但这里更需要我。”

屈永刚的工作是管理项目成本。整个工地3万多项
清单物品，大到运料卡车，小到沙子和水泥，没有一
个人比他更清楚。他需要比对施工进度与成本消耗是
否一致，确保高质量的工程建设。他说，“我要随时跟
踪进展，及时提交报告，纠正偏差，绝对不能延迟，
否则会耽误工程。”

这句话听上去很普通，可每个字包含的付出与辛
劳却绝不普通。因为要“随时跟踪”，所以回国结婚
时，无论是拍婚纱照还是办酒席，他走到哪都带着电
脑。亲戚朋友在外面热闹庆祝，他一个人在屋里从下
午工作到晚上……

因为“报告不能延迟”，他两次结束休假回科威
特，都显得很“决绝、无情”。第一次，自己胆结石病

情发作，疼了十几个小时，他仍按计划乘飞机回到科威
特。第二次，妻子高烧不退，一个人去医院看病、打
针，他却奔赴机场，如期回到工地。

因为屈永刚的忙碌，夫妻俩连每天视频通话的时间
都很少。他的妻子在帖子里感叹道：“多希望自己能变
成科威特大学城的一块砖，这样每天还能见他一面。”

自从2013年大学毕业来到科威特工作，屈永刚经历
了整个项目的投标、中标到签约、执行的全过程。如果
顺利的话，这一项目明年底就可竣工。一栋栋教学楼、
会议中心、图书馆将在这片沙漠上拔地而起，科威特的
莘莘学子可在其中漫步徜徉。

一想到这样的场景，屈永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

的，“我们会给科威特留下高质量的建筑。这里一定会

成为代表‘中国建造’的一张名片！”

对于妻子，屈永刚深知亏欠太多：“在海外工作，

家人的支持最重要！希望项目结束后我可以好好补偿

她。”

自从科威特政府将其“2035愿景”与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对接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来到科威特进

行友好合作。目前，在科中资企业已有40多家，项目近

80个，中国员工达8000多人。

在屈永刚看来，每个来到这里的中企员工都有

着和自己相似的故事。他们都在这片风沙漫漫的土

地上默默奉献，将坚持与热爱倾注于每一栋高楼、

每一座桥梁，让当地人感受到设施联通的便利，感

受到民心相通的魅力，让“丝绸之路”上的交汇点

焕发出新的光芒。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电 记者王薇 聂云鹏）

礼 节

土库曼斯坦民风淳朴，有着良好
的社会风气。人们注重礼貌，讲究信
义，举止文雅，和蔼可亲。重视敬老
爱幼，孝敬父母。在公共场合交谈一
般是低声细语，忌讳大声说笑、叫
喊，认为吵闹是不体面的行为。

穆斯林相见的礼节是，右手自然

抬起，放在胸前，上身微微前倾，先

互问安好，后再交谈。同辈相见行握

手礼，相互亲密者行拥、吻礼。穆斯

林敬仰真主，到清真寺做礼拜，对安

拉感恩、赞美、恳求和禀告，礼拜前

要先行净礼，如水净，即沐浴全身或

洗手脸。若无水， 则用土净，用手

拍打净土、净沙、净石。礼拜毯是土

库曼斯坦穆斯林日常必备之物，毯上

通常饰有象征清真寺或《古兰经》经

文等的图案。

土库曼斯坦以良马、地毯著称，

国家免费给居民提供水电、煤气、食

盐等。首都阿什哈巴德街道干净、整

洁，治安良好，夜不闭户，犯罪率低。

饮 食

土库曼斯坦人口味偏咸，并爱
甜、辣。主食以米、面为主，最常见
的是馕，也喜欢吃抓饭。副食有牛
肉、羊肉、鸡、鸭、蛋类等，蔬菜主

要有豌豆、菜花、土豆、胡萝卜、白
菜、西红柿、葱头。调料爱用丁香、
番红花、洋葱、茴香、薄荷等。烹调
多用煎、烤、烧、炒等方法。

食中珍品是羊头、羊蹄和羊脑

髓，一般用来招待贵宾。日常生活

中，羊头、羊蹄常献给老人吃，而羊

脑髓一般给孩子吃。家常饭有肉汤泡

碎饼、抓饭、烤羊肉等。里海沿岸的

人爱吃鱼、通心粉等。

伊斯兰教规禁止饮酒，人们平时

爱喝奶茶，夏季喜喝凉驼奶。他们的

饮食严格遵守教规，忌食猪等动物，

不食生葱、生蒜等异味的东西。穆斯

林杀牲，要念经祈祷。

他们用餐时席地而坐。吃饭不用

刀叉，习惯以右手抓饭、端饭、敬

茶、递物，忌用左手。陪同客人就

餐，主人尽量不多说话，让客人吃饱

后再说话，认为这才是有礼貌的表

现。

服 饰

政府规定，国家公职人员男士着
西装，女士着民族长裙。土库曼斯坦
男子的民族服装，是肥大裤子、长袍
以及经过精心修饰领口的长衬衫，头
戴用黑色、白色或褐色羊皮缝制的毛
茸茸的高筒帽，冬暖夏凉。女子长
裙，长及脚踝，领口、胸前、腰间、

袖口镶有精美刺绣。银首饰是土库曼
斯坦女子穿民族服装时不可缺少的装
饰物。

上中小学的女生通常穿绿色裙
子，女大学生则以红色长裙更多见。
姑娘们出嫁前，大都头戴小帽，梳一
对长长的麻花大辫子，有的发稍缀有
饰物。女子长裙多为单色，以胸前的
绣花来判定其质量，手工绣花最为昂
贵。已婚妇女会把头发扎到五颜六色
的头巾里。

婚 俗

小伙子看中某位姑娘，父母便会
携带礼品去女方家拜访，如对方父母
满意，就会收下送来的礼品。

土库曼斯坦人的婚礼常常定在周
末，杀牛宰羊，大宴宾客，非常隆
重。新娘离开娘家时，人们向其头上
抛撒糖果、硬币和小礼品。新娘的首
饰颇为纷繁复杂，较重要的有头饰、
额饰、发饰、胸饰、腕饰以及戒指
等。新娘的传统服装是丝绸长袍，佩
戴避邪用的三角香囊，上面写有诗文
或格言，用皮革和丝绸制成。新娘的

盖头为白底配红色花纹，边缘缀有流
苏，直到婚礼结束，才能摘掉盖头。

现代派的土库曼斯坦人结婚，排
场很讲究。新娘穿白色婚纱，婚礼现
场多以白色为主调，如白色纱幔及白
色几何图案装饰，全白色蛋糕塔等。
此外，盛大的婚宴，鲜花和彩带装饰
的车队，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土库曼斯坦政府鼓励生育，生育
9至10个孩子的妇女，会获英雄母亲
称号，国家提供免费住房。

习 俗

白色是首都阿什哈巴德的主基
调，如总统府、机场等标志性建筑，
均用白色大理石建成。忌讳黑色，禁
止进口黑色汽车，从 2018 年 1月 1日
开始，禁止黑色汽车上路。

土库曼斯坦人家里最明显的地
方，会摆放着被咬掉几口的面饼，据
说这是为了缅怀那些出征而未能返家
的亲人们。

公共场所禁烟、酒。出席葬礼，
要戴帽子、围围巾。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日前，上海出台《上海加快实施
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加快推进人才高地基础
上的人才高峰建设，打造“人才梦之
队”。

在该行动方案出台前夕，上海公
布了一组数据：近两年，有 726名外
籍高层次人才通过市场化认定在上海
申办了永久居留。2017年，上海共办
理外籍人才工作证件 8.1 万件，数量
位居全国首位。目前，在沪工作外国
人 才 达 到 21.5 万 人 ， 占 全 国 的
23.7%，位居全国首位。

“不拼重金拼环境”，上海坚持优
化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为各类人
才创造宜业宜居的良好生态。

人才新政重心在营造环
境，着力点在制度创新

最新发布的行动方案，可谓是上
海最高规格“招聘启事”。它以“量
身定制，一人一策”为核心做法，聚
焦国家战略需求和战略目标，提出13
个上海有基础、有优势、能突破的重
点领域，包括宇宙起源与天体观测、
光子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医
药、集成电路与计算科学等。

目标人群可谓是金字塔尖的人

才：在基础研究领域，集聚一批能够

引领国际科技发展趋势、具有全球号

召力的科学家；在应用研究领域，集

聚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军人才；在重大产
业领域，集聚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企
业家和通晓国际规则的投资家。

依据行动方案，上海将为人才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事业发展平台。

为高峰人才量身创设新型工作机构，

不受行政级别、事业编制、岗位设

置、工资总额限制。实施高峰人才全

权负责制，赋予高峰人才用人权、用

财权、用物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内

部机构设置权；对高峰人才及其团队

采取外部第三方国际同行评估为主、

用人单位年度自评为辅的评估考核模

式；对获得支持的高峰人才及其团队

实行综合预算管理，建立国际通行的

财务管理机制等。

同时，健全高峰人才及其团队的
社会保障，包括建立住房支持机制，

采取购房补贴、租房补贴、人
才公寓等多种形式，解决在沪
工 作 期 间 的 长 期 稳 定 居 住 需
求；高峰人才及其家属、核心
团队成员及其家属可以直接办
理本市户籍；优先申办中国国
籍和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等。

实行更积极、更开
放、更有效的海外人才
引进政策

（一）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制度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上海
在全国率先启动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制度试点并全面实施，
整合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和外
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市区联
动，构建管理、服务、监管全
覆盖的外国人才管理服务网络。

（二）实施外国人才签证制
度

根据国家外专局、外交部、公安

部联合印发的《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实

施办法》，凡符合 《外国人来华工作

分类标准 （试行）》中外国高端人才

（A） 类标准条件人员，均可申请人

才签证 （R 字签证），这将大大便利

外国高端人才来华从事管理、技术、

科研、教学、指导、咨询等事务。

人才签证制度针对外国高端人

才，有以下几大亮点：一是最短审发

期。外国人才资质确认时限压缩至 5

个工作日，高端人才及其配偶子女签

证申请最短可在申请次日获得签发，

申请办理工作许可相关事务最短可

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二是最长签证

有效期。对于符合外国人才主管部门

认定标准的外国人才签发5至10年多
次往返签证。三是最长停留期。每次
停留期限不超过 180天，这是目前给
予的签证类型中单次停留时间最长的
期限。四是最优惠待遇。包括“零费
用”办理，即外国人才及其家属免交
签证费和急件费，同时对持人才签证
外国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可签发
相同期限、多次入境、相应种类签证。

（三）实施留学回国人员直接落
户制度

凡在国 （境） 外获得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留学人员来上海工作或创

业，可按规定申请办理落户。

（四）支持外国留学生在上海创
新创业

凡在上海地区高校取得本科及

以上学历拟在“双自”地区就业的

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境内高校 （非

上海地区） 取得硕士及以上学历拟

在上海就业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在

国 （境） 外高水平大学取得本科及

以上学位，拟应聘在“双自”地区

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

和外资研发中心的优秀外籍毕业生，
在国 （境） 外高水平大学取得硕士及
以上学位拟在上海就业的优秀外籍毕
业生，40岁以下在国 （境） 外高水平
大学或中国境内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
的外籍青年人才，都可按规定办理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为
人才提供优质服务

（一）加强人才公共服务力度
1、留学回国人员落户实施全网

预约。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实行

留学回国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的网
络和微信号全流程在线预约制度。通
过预约实名制、选择分时制、排队轮
后制等手段，推动打造多元化、便捷

化、自助化的人才公共服务体系。
2、外国人办理来华工作许可

证，实施“一次告知、二次办结、三
次上门”的办事承诺，即：网上预审
环节一次性告知清楚；现场受理环节
对于符合预审要求的材料予以办理；
如经上述两个环节仍未办结，由工作
人员上门服务。

建立“一口清”预审机制，实行

“先批后补”容缺受理，开辟绿色通

道服务，开设“12333”新证电话咨

询专门通道，打造“线上线下”服务

新模式。

（二）实施海外人才居住证制度
入外籍的留学人员、外国人才、

台港澳专才等海外人才，可按规定办

理 《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从而

享受参加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缴存

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市民待遇。

近年来，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会同各职能部门，不断完善海外

人才居住证制度，将其申请对象进一

步向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倾斜，并将最
高有限期限增加到 10 年，还实现了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与 《上海
市海外人才居住证》的对接，提高了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在该市的
“含金量”，进一步发挥海外人才居住
证的引才、留才作用。

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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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漫谈

土库曼斯坦礼俗
马保奉

土库曼斯坦礼俗
马保奉

上 海 聚 天 下 英 才 而 用 之
不拼重金拼环境 面向全球揽高才

身着民族服装的土库曼斯坦青年。 图片来源：武林网身着民族服装的土库曼斯坦青年。 图片来源：武林网

“老外”在上海人才市场求职。 图片来源：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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