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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服务

礼仪漫谈

礼 节

尊敬上级、长辈、老师，是朝鲜的传统。在家里，早晚
向父母及祖父母问安；与长者说话，要使用敬语；进出大
门，让长者或有身份的人先行；递接老人物品，必须用双
手。

与客人相见，习惯行鞠躬礼或握手礼。在大庭广众面
前，朝鲜人举止谦逊、稳重，不张扬，不大声说笑。接待来
访客人，他们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客人落座，会端上
饮料、水果等热情招待，留客进餐，慷慨大方。外国首脑来
访，常常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称 谓

朝鲜人对上司称呼职务加“同志”，如“部长同志”等。
对教师、医生及有知识的年长者，均尊称为“先生”，而对其
他人，一般不称先生。对邻里年长者称大伯、大妈、大嫂，
对未婚的姑娘，直呼“姑娘”。对子女、弟妹、亲朋好友，免
姓只称名，如“善姬”“哲洙”等。

朝鲜的大姓有李、金、朴、崔等，人口数量众多，为互
相区别，他们常常将其姓氏与本贯 （籍贯） 并称，如开城
李、咸镜李等。

服 饰

朝鲜的年轻人爱穿西服。朝鲜的民族服装颜色尚白，故
有 “白袍之国” 之称。男子穿白色短上衣，斜襟无扣，以
布条打结，外罩黑色坎肩，裤子肥大，裤脚系带，适于劳动
和运动。

妇女穿高腰阔裙，裙长及脚面，且用白绒布包头。上衣
袖口和衣襟上，镶有彩色绸缎边，用红、紫、蓝色绸缎做飘
带。年轻女子裙装大红大绿，大方、醒目、美观。儿童穿七
彩服，即上衣袖筒用七种颜色绸缎配制而成。传统服饰中，
女子的白色钩鞋很别致：鞋尖翘起，好像钩子，小巧玲珑，
形似小船，是时髦女性的至爱。

饮 食

朝鲜人的主食是大米、面粉。最具民族特色的米粉打
糕，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招待宾客必不可少。冷面是朝鲜
传统美食，正月初四必吃冷面，认为这一天吃冷面能长命百
岁，故冷面又称长寿面。

朝鲜人厨房里常见的调味品有辣椒、胡椒、大葱、大
蒜、生姜等。他们口味偏辣、酸，最具代表性的是泡菜。泡
菜色泽鲜艳、味道鲜美，是朝鲜美食一绝。他们食品加工精
细，做菜和糕饼，常用辣椒丝、鸡蛋片、紫菜丝、绿葱丝或
松仁米、胡桃仁等加以点缀，美观可口。

结婚、小儿周岁、老人六十大寿，都要宴请宾客。朝鲜
传统菜花样繁多，造型优美华丽。如婚宴上，习惯摆一只烧
好的大公鸡，鸡嘴里叼一支红辣椒，既喜庆，且多籽辣椒，
象征多子多孙。

冬天， 朝鲜人爱围“神仙炉”（类似中国火锅） 就餐。
不过，全家人吃饭时，公公与儿媳、兄长与弟媳不同桌进
餐。

婚 俗

朝鲜人的传统婚宴，在新娘家举行。新郎在亲人陪同下
到新娘家，给岳父母献礼品，新人饮交杯酒、交换结婚证书
等。新人在新娘家同住两夜，第三天新娘坐轿来新郎家。新
郎家也设席摆宴。

在平壤，婚房由国家分配，不用自己操心，父母为新人
准备安家一应用品，如家具、被褥等。婚宴通常在中午、晚
上办两场，分别由女、男方家各自承办。

婚礼上新郎新娘穿的衣物，两人需在婚前互相为对方购
置。婚礼上，新娘须穿传统民族服装赤古里裙，新郎一般穿
西装。当天，新人先去万寿台广场，向已故领袖铜像献花，
然后出席婚宴。酒宴开始，新人互换戒指，热闹欢快的歌舞
贯穿始终。在这里，也有交“份子钱”习俗，一般约合人民
币一两百元。

文 体

朝鲜人文艺活动普及，男女老少能歌善舞。朝鲜歌曲旋
律委婉、明快、动听。朝鲜舞蹈，舞姿轻盈、妙曼、美观，
如我们所熟知的长鼓舞、扇子舞、铃铛舞等，都给人留下美
好印象。

朝鲜人热爱体育运动，竞技成绩骄人，大型团体操壮
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荡秋千、压翘板、拔河、摔跤、射
箭等。

禁 忌

进门必脱鞋，鞋尖需向内，忌讳鞋尖朝外。
朝鲜人喜欢单数，不喜欢双数，特别是数字 4，读音与

“死”相同，尽可能避讳。
指人不可只伸一指，应伸出整个手掌，且掌心朝上。招

呼人过来，则掌心朝下。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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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里的朝鲜妇女载歌载舞。 图片来源：新华网

去年以来，冒充“中国驻温哥

华总领馆”或“中国驻加拿大使馆”

等中国驻外机构名义的电信诈骗在大

温地区不时发生。对此，驻温哥华总

领 馆 和 加 拿 大 皇 家 骑 警 （RCMP）

已多次发布提醒，呼吁领区内中国

公民，特别是留学生严防此类电话

诈骗。

近期，新一轮电信诈骗再次发

生，且诈骗分子的诈骗手段呈现新

的“版本”，打着中国驻外大使馆的

名义通知“接电人”：谎称国内公安

机关在中国某机场破获诈骗案件，

涉及接电人，或谎称在国内逮捕多

名犯罪人员，其中有涉及接电人的

个人身份证件信息。诈骗分子威胁

接电人，如不合作将对接电人进行

逮捕或家人会有麻烦，一步步诱骗

接电人提供个人银行信息或将银行

存款打入所谓的“安全账户”，或直

接要求接电人往指定账户汇款以换

取个人“安全”，或指使接电人编造

各种理由向家里要钱，以此完成诈

骗。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郑重提醒在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育空地区留学的

中国学生，尤其是2018年新入学学生

及其家长提高警惕，严防此类电话诈

骗。

如有人不幸上当受骗，应及时

向当地警方报案，并通过国内亲属

向公安机关报警，同时向国内反电

信网络诈骗中心请求帮助 （拨打 110

即可）。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报警电
话：911

温哥华市警察局华人警讯服务中
心电话：604-688-5030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
呼 叫 中 心 （24 小 时 ） 电 话 ： +

86-10-12308或+86-10-59913991

驻温哥华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
电话：778-238-0003

（外交部领事司领事直通车）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日

前在其网站发布公告，再

次提醒在法中国公民警惕

假冒使馆领事部和国内公

安机关名义的电信诈骗。

公告说，近日此类电

信诈骗事件有增多趋势，

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电话和

电话号码改号软件，将来

电号码显示为使馆领保与

协助电话，假冒“中国驻

法国使馆领事部领事”通

知接电人因涉及信用卡诈

骗等已被国内公安机关通

缉，并要求接电人“按 9

转接国内公安机关”，诈骗

团伙成员伪装的“国内公

安机关”办案人员随后向

接电人确认其正在被国内

公安部门通缉，诱骗威胁

接电人汇款。

中国驻法国使馆提醒

在法中国公民，使馆不会

以电话方式通知当事人涉

案和要求转账汇款，不会

要求接电人回拨任何电话

号码与任何机构进行下一

步联系，不会电话通知中

国公民涉及信用卡诈骗、

信用卡超支、信用卡被冻

结，更不会通知来使馆领

取包裹等。

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不

要在电话里向陌生人透露

姓名、住址、家庭情况、

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如

遇陌生人来电要求“不要

与家人和朋友联系，以保

证他们的安全”，或提出

其他不合常理的要求，应

务必保持警惕，切勿上当

受骗，要尽快通过其他渠

道核实情况后再做处理。

公告说，如无法辨别是

否为诈骗电话，建议挂断电

话后拨打中国驻法国使馆领

保与协助电话或外交部全球

领保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

12308热线，请求将相关信

息转大使馆进一步核实。

（据新华社巴黎电 记者

张 曼）

2016年，我离开巴基斯坦来到中国武汉学习并
体验中国文化，现在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两年。对我
来说，这段经历将是终身难忘的。感谢中国政府奖
学金让我实现梦想，成为湖北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金融专业的博士生。湖光山色，莘莘学子，我认
为武汉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

在两年的博士学习时光中，我收获了很多以前
从未有过的美妙回忆，我把它叫做“我的中国日
志”。一篇文章远远难以概括我在中国得到的所有
无价的回忆和经历。

见证了中国人的幸福生活

我还记得刚学习中文时的忙碌、各国留学生之

间建立起的深厚感情以及我们的老师看到我们实现

来中国学习的目标时的欣慰。当然，认识新朋友并

帮助我了解课堂上学不到的中国知识也是一段美妙

经历。我也还清楚记得孩子们和他们的祖父母们一

起外出时的其乐融融、广场舞大妈们伴随着传统音

乐翩翩起舞时的怡然自得。

在武汉这个大都市中，我见证了人们生活的

进一步现代化。我和中国同学一起外出，看到他

们总在摆弄手机，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他们的

帮助下，我注册了自己的支付宝账号。我觉得这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不仅方便，而且使用简

单，从几千元到几分钱，轻轻触碰几下即可完

成。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只是付几元钱买水果，
而现在，伴随着微信等电子支付时代的到来，我
经常出门不带钱包。

今天的中国，依旧没有舍弃传承悠久的古老
文化和习俗，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新奇想法和创
新精神的国家。尽管一些事物看起来似乎经久不
变，像美味的饺子和烧茄子，但也有很多东西以
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持续更新着。

参加马拉松和爬山都是我在学习期间的珍贵经
历。尽管我并没拿到马拉松的冠军，但参赛时沿途
的美景已经值得珍藏。我发现远足是中国人最喜欢
的休闲活动之一。它不仅仅是一种休闲，也是旅

游、保持身心强健、欣赏自然风光的方式。我和外
国朋友们以及中国当地人一起远足的经历非常美
好。在武汉学生旅行俱乐部组织的活动中，我和其
他国际学生参观过的地方有紫金山、幕府山、房山
地质公园和隐水洞地质公园。

远足使我变成了一个勇于探险的人，这和来中

国以前单调的生活完全不同。持续几个小时的远足

带给我无尽的激情，更使我震撼的是，那些上了年

纪的中国人也不甘示弱地往顶峰攀登。现在，我更

喜欢爬山而不是去海滩，因为爬山带给人一种方向

感，给人达成目标的动力，不论目标看起来是多么
困难和遥不可及。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尽到了责任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世界领先。我深深被乘坐

高铁去另外一个城市的便利性所倾倒，这在我的国
家是体验不到的。

我坐火车旅行时看到了很特别的景象：透
过车窗，可以看见很多太阳能板建在广袤的空
地上。尽管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的的确确就
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在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以及对抗气候变化上做出的努力，体
会到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科技利用方面做出的
巨大贡献。

现在，中国拥有最多骑自行车出行的人。方

便的共享单车，鼓励更多中国人使用自行车而不

是耗油的汽车出行。

我本人非常确信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是一

个减少污染的有效方法，其他国家也有必要采取

同样的行动。有新闻称，中国政府计划引进以新

能源为燃料的新型公交车和小轿车。

我相信在和气候变化做斗争时，中国确实尽

到了责任，而且采取的行动远比报道出来的多。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我们有更多理由相

信，这个国家会提供更多创意和技术来对抗气候

变化。

回顾这两年在中国度过的美好时光，我由衷

感激自己能成为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见证人。中

国经济正在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富裕。中国

正在影响世界，不只在经济方面，也在其他很多

方面。

我相信，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希望中国

能够持续发展，创建更加洁净的环境。

（作者为湖北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
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供稿）

我 的 中 国 日 志
那 西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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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

提醒中国留学生严防电信诈骗

杜老师：

我写文章时，有时分辨不清该用“对”还是该

用“对于”，请您解释一下。谢谢！

吉林读者 白韧松

白韧松读者：

“对”有形容词、动词和介词3种用法。

用作形容词时，是“正确”的意思。例如：

“你的意见很对”。

用作动词时主要有两种用法，一种是表“对

待”或“对抗”。例如：

（1） 批评要对事不对人。（表“对待”）

（2） 他用大砍刀对鬼子的指挥刀。（表“对

抗”）

另一种用法是表“朝、向、面对”。例如：“窗

户对着马路”“两个管子对得不准就接不上了”“枪

口对准敌人”。“对”后常带“着”“得”等。

用作介词时，是“对待”的意思。

需要分辨的是做介词的“对”跟介词“对于”

的用法。

介词“对”“对于”都表示“对待”，但“对”

的使用范围大于“对于”的使用范围。行文中的

“对于”，都可以用“对”来替换，而行文中有些

“对”，不可以用“对于”来替换。

具体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表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用“对”，

不用“对于”。例如：

（3） 我对他说了几句话。（不说“我对于他说

了几句话”。）

（4） 同学们对老师很尊敬。（不说“同学们对

于老师很尊敬”。）

（5） 领导对你非常信任。（不说“领导对于你

非常信任”。）

第二，在助动词 （也叫“能愿动词” ）、副词

后用“对”，不用“对于”。例如：
（6） 我们愿意对这件事发表意见。（不说“我

们愿意对于这件事发表意见”。）

（7） 大家应该对这个问题多做调查。（不说“大

家应该对于这个问题多做调查”。

（8） 大家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不说“大家
都对于这个问题感兴趣”。）

（9） 我已经对他说了。（不说“我已经对于他
说了”。）

既可以用“对”，也可以用“对于”的时候，

“对”跟“对于”有语体色彩上的差异。“对”在口

语、书面语中都用，而“对于”显得庄重些，有书

面语色彩，书面上用得多些。

另外，介词“对”有时表示“朝、向”，而
“对于”没有这种用法。
例如：

（10） 小 李 对 小 王 笑

了笑。

（11） 老 张 对 大 伙 儿

点了点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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