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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
后，志愿报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当记者。我亲
历了宁夏西海固这片被左宗棠称为“苦瘠甲于
天下”的黄土旱塬发生的深刻变化，见证并报
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所取得的巨大
成就。

“西海固”是宁夏南部山区的俗称，由原
来的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名称而来，包括西吉、
海原、隆德、彭阳、泾源、同心、盐池和固原
等县市，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中
的六盘山区 （包括甘肃部分） 的一部分。

我当年多次到西海固采访，跟山村农民一
起吃洋芋 （土豆） 熬的稀糊糊充饥，喝水窖里
收集雨雪积存的泥糊糊水解渴……这令人难以
想象的贫困、落后，曾深深震撼我的心灵。

1973 年 8 月，我采访中共十大代表马金花
时，她告诉我，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很关心
西海固，当听说西海固人民还很贫困时，淌下
了心酸的泪水。听到这里，我的眼泪也忍不住
流了下来。

我反问自己：作为一名记者，来宁夏都好
多年了，我为什么没有向中央早点反映呢？从
此，我对西海固进行多次实地采访、调查，发
表了《从西海固看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持》等
多篇新闻报道，还写了《宁夏西海固干旱严重
灾民生活困难》等内参。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
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党中央、国务
院对西海固非常关注，历届党政领导人都亲临
考察，拨款、送粮、拉水、发棉衣，多方扶持

救济。然而，因深度贫困地区自然条
件恶劣、各种灾害又频繁发生，“一
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问题难以
彻底解决。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人类历史
上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
式扶贫”在中国逐步全面展开。1996
年国家确定 13 个发达省市与 10 个西
部省区“结对”帮扶。同年 10 月，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了福建
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主抓闽宁对口扶
贫协作工作多年，开创了“闽宁模式”，为全
国树立了样板。1997年、2008年、2016年，他
曾 3次深入西海固考察调研，又到全国许多贫
困地区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并实施了从根本上
激发内生动力、变输血为造血、精准扶贫等一
系列举措，创新脱贫方式，带领全国取得了世
界瞩目的奇迹，获得国际盛赞。

我曾在宁夏和福建采访闽宁对口扶贫协
作，写了 《八闽春波绿贺兰》《一加一大于
二》《脱贫号角响彻宁夏大地》 等多篇报道，
反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给西海固乃至宁夏带来
的巨大变化。

如今，习近平同志倡导建设并命名的“闽
宁镇”，在贺兰山下打造出的新绿洲崛起，一
块块光伏板铺满屋顶，熠熠生辉；一颗颗红
树莓缀满枝头，娇艳喜人。经过从山区地窨
子、土窑洞、土坯房、砖瓦房几次换房，6
万多西海固移民搬进了功能完备、配套齐全
的新房。

2016年7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闽宁镇
视察时说：“20 年来，闽宁村发展成了闽宁
镇，你们的收入也由当年的人均 500 元增加到
现在的1万多元，将近20倍。看到你们开始过
上好日子，脸上洋溢着幸福，我感到很欣
慰。”像这样的闽宁示范村和生态移民村镇，
在宁夏越来越多了。

如今的西海固，黄河水扬上了旱塬，昔日
的荒山坡染绿了；土豆变成金豆豆，加工成阿
尔法淀粉运到福建喂养鳗魚了；山民变成了企
业家，带着从福建学来的本事回宁夏创办实
业，安置乡亲们上岗了……西海固成为宁夏经济
增长最快的地区。西海固“中国贫困之冠”的帽
子终于摘掉了。

闽宁对口协作扶贫从单一经济领域发展到
科技、教育、医疗、金融、文化等多领域，实
现全方位、高质量的互补协作。我采访福建扶
贫办原主任林月婵时，她高兴地说：“今天的
宁夏真是脱胎换骨了。”

（作者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驻宁夏记者站原站长）

清晨，太阳越过山岗普照大地，又是一个晴朗的好日
子。在农村老家小住几日的我，晨练时遇上了也在晨练的二
叔，真是“莫道我行早，更有早行人”。

二叔说：“以前，咱村里人觉得，天天下地干活，还要什
么锻炼？可电视里、手机上都说这是不对的。你不锻炼，疾
病就会不请自来。”

二叔的话，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在我的记忆深处，“小病
拖、大病扛”在家乡一度很普遍，进医院曾被称作“过鬼门
关”。现在看来，家乡人的健康观念真的改变了。

在镇卫生院工作多年的同学告诉我，如今不少农民没有
病也到医院做做健康检查，及时了解身体状况，发现问题及
时治疗。特别是春节前夕，到医院检查身体的人更是络绎不
绝，有的单查一个项目，有的做全面检查，防病于未然。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知识的普及，“身体是
本钱”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所接受，他们告别不科学的生
活习惯，重视运动和保健，“小病拖、大病扛”已成为过去。

世上哪有无因之果？近年来，我们安徽省怀宁县着力实

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农民新农合的参合率、住院实际补偿

率一年更比一年高。到目前实现了规范化村级卫生室全覆盖

和药物零差率销售。不少乡镇卫生院的 B超机、X 光机更新

换代。以前农民做肝功能、肾功能检查，必须到县医院，而

今在乡镇医院就可以做，村民上午抽血，下午就可以知道结

果。农民无论是在乡镇卫生院还是在县医院看病、住院，能

够当天出院、当天报销。这得益于农村医疗改革落到实处，
农民上医院看病不但便捷，费用也降低了。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村的夜晚
咋就那么亮……”傍晚，经不住二叔的撺掇，我们伴随着粗
犷的歌声来到村里的文化广场。

是啊，山村的夜晚咋就那么亮？原来，高悬的照明灯把
文化广场照得如同白昼。和着旋律，大妈大婶们跳的广场舞
有模有样，这让久未回乡的我深感诧异。

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可别小觑了这广场，平时是篮球
场，三夏三秋就是晒场，夜晚就是运动场、娱乐场。在这
里，不仅可以跳广场舞，还可以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
跳绳，拉单杠。

回家的路上，二叔说:“现在，村民们有钱、有闲了，个
个都注意锻炼，不练出个好身体岂不负了这好日子？你看现
在的我，挑个百十斤的担子，走二里地不用歇肩。”

（作者单位：安徽省怀宁县委宣传部）

我 来 中 国 已 有 7 年
之 久 。 有 个 说 法 叫 “7
年之痒”，可是我在中国
的 7 年时光，却可以用

“7 年 之 仰 慕 ” 来 形 容 。
对 中 国 这 个 美 丽 的 大
国，我不但没有“审美
疲劳”，而且对她的热爱
与日俱增。

时间轴上走过 7 年，
我用自己的眼睛见证着
中国这个古老国家散发
出新时代的光芒，同时
又不失自己几千年文化
沉淀出的风范。回顾中国
历史，再看眼下中国在高
科技、信息化时代所表现
出的强劲发展势头，我不
得不感叹，这是一个生命
力何等强大的国家。记得
江南名城扬州自我定位
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文
明交相辉映”。想来，这
句话形容整个中国也极
其恰当。古代文化与现
代文明在这里交融，让
我们看到一个魅力无限
的中国。

先看这里岁月静好。晨光初起，一轮朝阳叫醒一

座城市。霞光洒在大运河边，千年古城准时从静谧中

醒来，又准备走向新一天的喧嚣。老巷里偶尔有车子

颠簸而过，行人走得不急不慢，步履悠然。老人提着

早市里精挑细选来的新鲜时蔬，向坐在家门旁择菜的

街坊问声“早”。狗儿知道是熟人，轻轻摇晃尾巴，

偶尔顽皮追赶一二陌生路人，路人也并不懊恼。我喜

欢这个国家，喜欢她安详的模样。

再看这里热情奔放。过山车载着胆量过人的年
轻朋友呼啸而过，而更感染我的，是广场上中老年
人富有激情的舞步和歌声。商业中心里有着让人眼
花缭乱的餐饮、娱乐设施，呈现着一派热闹景象。
我喜欢这个国家，喜欢她便捷的生活方式，喜欢她

的速度与激情。

又看这里庄重典雅。千年的古城墙依旧屹立城边，
没有了戍守的作用，却仍有威严不可触犯的气场。古时
宫殿气宇轩昂，无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我喜欢这个国

家，喜欢她的庄重，喜欢她的古色古香。

还看这里前卫时尚。走在科技化信息时代的前

端，中国向我们证明了现代化科技手段可以给生活带

来多少改变。时速超过 300 千米的高铁宣示着中国速

度，共享经济方式探索着绿色发展途径，电子商务正

在改变着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改变着经济发展结

构。我喜欢这个国家，喜欢她先进、时尚、生机勃勃。

这个美丽的国家，值得看的地方远不止这些。看不

够，爱不够。

朋友，欢迎你来，发现你眼中的中国。

（作者为山东大学留学生。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供稿）

改革开放 40 年，为中国领事工作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像一滴水能
够折射太阳的光辉，领事工作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
面貌所发生的深刻转变。在此，我们盘点
过去 40 年里对中国领事工作发展进程具
有重大积极影响的 10 件大事，具有特殊
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件大事：中国正式加入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1979 年 8月 1日，中国正式加入 《维
也 纳 领 事 关 系 公 约》（以 下 简 称 《维
约》）。这是中国领事工作发展史上的里
程碑事件。中国在坚持主权平等、对等互
惠原则基础上，根据《维约》规定的权利
和义务履行领事职务，积极发展与世界各
国的领事关系，中外领事合作的新局面随
之开启。

40 年来，中国与 49 个国家签署了双
边领事条约或协定。这些条约或协定，以

《维约》 为基础并有所发展，是促进中外
领事合作的重要法律文件，为促进中外人
员往来、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的
法律保障。

第二件大事：中外互设领事机
构步伐加快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海外设立领事机
构进程明显加快。截至 2018 年底，中国
在 53 个国家设立了 98 个领事机构 （总领
馆 93 个 ， 领 事 馆 2 个 ， 领 事 办 公 室 3
个），其中92个是改革开放后设立的。海
外设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外友好合
作，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安全与合
法权益，让同胞们离“家”更近。

由于历史原因，到 1978 年底，设在
中国内地的外国领事机构只有4个。改革
开放后，中国积极接受外国在华设领。上
世纪 80 年代，外国在中国内地实际新设

领事机构 18个；90年代新设 49个；进入
新世纪以来，新设 141 个。1979 年以来，
外国在中国内地 20 个城市实际新设领事
机构共计208个。目前，外国在中国内地
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际设立领事机
构数量为338个。接受外国在华设领促进
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融合，促进了地方经
济发展，为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发挥了积极
作用。

第三件大事：外交部领事保护
中心成立

2007年8月23日，外交部领事保护中
心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政府为更加有效地
维护日益增长的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安
全与合法权益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标
志着中国领事在体制机制变革上迈出了重
要步伐。

领事保护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先后成
功组织和实施从吉尔吉斯、埃及、利比
亚、日本、也门、尼泊尔、新西兰、多米
尼克、印度尼西亚等国紧急撤离侨民行
动，安全撤离中国公民近 10 万人。中国
还应有关国家请求协助撤离外国公民，展
现了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政府
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的国民，无论你身在
何处，如果遇到危险，祖国会带你回家！

实践证明，领事保护专门机构的成
立，有利于整合国内外资源，全面提升应
对海外涉我重大安全事件的预防和处置能
力。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磨合，包括中央和
地方政府、驻外使领馆、企业、公民在内
的“五位一体”领事保护工作机制日趋成
熟。

第四件大事：外交部建立海外
安全提醒发布机制

防范海外安全风险需要及时权威的旅
行提示。2000年12月8日，外交部官网发
布第一条海外安全提醒。近年来，我们按

风险程度将安全提醒划分为“注意安
全”“谨慎前往”和“暂勿前往”3 个级
别，同时明确提醒有效期，使其更加科
学合理。

我们还在“暂勿前往”提醒中注明：
“如在本提醒发布后仍坚持前往，有可能
导致当事人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影响其获
得协助的时效”。毕竟，预防是最好的保
护，真实告知风险后果是安全提醒的应有
之义。

第五件大事：12308热线架设
全天候、零时差绿色通道

2014 年 9 月，“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
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12308热线正式开
通。2017 年 3 月，我们推出 12308 微信
版，2018 年推出手机应用版。它最大的
亮点是在全球任意地点、任何时间，均可
依托 wifi 或移动互联网拨打 12308 热线，
无需另行支付国际通话费，实现了求助渠
道全覆盖。

12308 热线为海外中国公民和祖国之
间开辟了一条全天候、零时差的领保应急
绿色通道。在发生重大海外安全事件的危
急时刻，这条热线更是大显身手。

第六件大事：中国普通护照
“含金量”稳步提升

改革开放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
密，也对提高中国普通护照“含金量”提
出了现实要求。我们与 14 个国家实现全
面互免签证，15 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
予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待遇，44 个国家和
地区单方面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便利。
目前，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或落
地签前往 72 个国家和地区 （14 个互免+
44 个单方面落地签+15 个单方面免签-1
重合）。此外，我国还与42国达成71份简
化签证手续的协定或安排。提高中国护照

“含金量”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领事工作
致力追求的目标。

第七件大事：领事工作向现代
化、信息化迈进

早期中国驻外使领馆都是手写签发护
照。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签证才
由木质印章升级为半自动化钢模印章。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信息技术不断被
引入领事工作。1997 年，中国开始签发
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标准的机读护照。1999
年，中国驻外使领馆开始采用计算机系统
打印外国人来华签证。2011 年，外交部
开始正式签发因公电子护照。2017 年，
中国首张生物识别签证在中国驻外使馆签
发。目前，已有 59 个驻外使领馆实行全
面采集签证申请人生物特征，占来华签证
总量的11%。

第八件大事：领事工作依法行
政已经在路上

领事工作本质上就是代表政府向中国
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涉及各方权利和义

务，必须依法行政。进入新世纪以来，我

们深度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及其

配套法规的立法进程。近几年，领事立法

工作取得了不少新成果。2015 年，经国

务院批准，《领事认证办法》 以外交部令

形式颁布。我们争取尽快完成《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条例》正式出

台的法律程序。

第九件大事：“放管服”改革
见成效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决策部署，为我们锐意改革、改进

领事服务提供了强大动力。近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以对外承诺海外中

国公民申办护照“只跑一次”、大幅降低

受理护照申请的门槛等便民措施为突破

口，全面改进驻外使领馆领事窗口服务

质量。同时降低了领事证件收费标准，

研发了领事服务手机应用，积极推进基

础数据互联互通，目的就是畅通海外同

胞寻求领事服务的渠道，提高领事服务

的质量和效率。

第十件大事：“一网两微一
端”领事信息服务体系建成

“一网”是指2011年11月开通的“中
国领事服务网”。2018年，网站阅读量超
过 800 万。“两微”是指 2014 年 1 月开通
的“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和2018年1
月开通的“领事之声”微博。截至 2018
年底，“领事直通车”累计发布信息超过
5400 条，订阅用户超过 115 万；“领事之
声”共发布微博 565 条，关注量 23.9 万，
总阅读量超过 1.5 亿。“一端”是指 2018
年 9 月正式上线的“外交部 12308”手机
应用，目前下载量超过8万。

“一网两微一端”是外交部为满足人

民群众对领事服务日益增长的现实需要而

着力打造的海外安全和公共信息服务系列

产品，用于发布权威海外安全提醒和全面

的领事服务信息。它们先后开通，形成彼

此配合、相互补充的领事信息服务体系。

这 10 件大事只是 40 年领事工作巨大

变化的一小部分。以小见大，折射出领事

工作在服务理念、机制体制、机构设置、

工作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革。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

新者胜。我们将继续以改革创新的姿态接

力前行。

（作者为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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