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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首都开罗市内一栋安
静的楼房里，振动配音工作室的
配音女演员多阿·里亚德正站在隔
音间，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屏
幕，情感饱满地跟着中国电视剧
情节念台词。

“给中国电视剧配音真的很
难，因为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与阿
拉伯人完全不同。”已在阿语配音
领域工作多年的里亚德向记者

“诉苦”。
从调整阿语台词的长短，到

让几乎每一个阿语词汇与中文词
汇口型对应，再到运用合理的情
绪使声音与人物“贴脸”，里亚德
和同事们常常为一个中文词汇列
出十几个阿语词汇，只为找到口
型看起来最像的那一个。

除了为人物配音，工作室还
要想办法为电视剧的环境“配
音”。“剧中演员的声音和环境音
在同一条音轨上，我们在拿掉人
声后还得通过拟音师配上环 境
音。”振动工作室音效工程师穆
罕默德·加尼姆对记者说，“翻
书声、吃饭声，哪怕是眼镜放到
桌 上的声音或者只在中国才有
的声音我们都会做，我们想做到
最好。”

为多部中国电视剧配过音的
振动工作室早已习惯并克服了这
些琐碎难题。在今年1月1日埃及
国家电视台播放阿语版 《欢乐
颂》 后，里亚德用出神入化的配音技巧，成功地把自己变
成了“阿拉伯版樊胜美”。

“通过为中国电视剧提供配音制作服务，我们比以前更
加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坐在摆放着中式小屏风
和风景画的办公室里，振动配音工作室负责人阿什拉夫·哈
米德对记者说。

2012 年，振动配音工作室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埃及制

作室签署协议，为电视剧《金太狼的幸福生活》进行阿语配

音制作。自此以后，《父母爱情》《北京青年》等中国优秀电

视剧的阿语版便从这个工作室走向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

电视观众。

“《欢乐颂》让我看到了中国的现代生活，尽管生活压
力大，但我喜欢看到中国女性为生活奋斗的样子。”25岁的
罗阿·娅西尔每晚都会准时打开电视收看，并向身边的朋友
推荐这部中国电视剧。

“很高兴我们的工作让中国文化得以在阿拉伯世界展
现，特别是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景象和平凡故事。”哈米德
说，正是因为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国人有很
多共鸣点，中国电视剧才如此受欢迎。《金太郎的幸福生
活》能够成为当年埃及国家电视台第二频道收视率最高的节
目、《欢乐颂》受到热议等现象都绝非偶然。

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埃及制作室总监王馨介绍，这些进
行配音和播放的中国电视剧都经过精挑细选，振动工作室目
前还在为其他中国电视剧配音，值得期待。

“希望我的下一个配音角色不再是‘樊胜美’这样哭戏
多的角色。”声音略带沙哑的里亚德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

“我希望她能快乐，也希望工作可以轻松点。”
（据新华社开罗电 记者吴丹妮）

居 住

拉脱维亚位于波罗的海东岸。
乡下人习惯分散居住，没有特别大
的村庄，各家各户距离较远，来往
较少。传统的农舍称“纳姆斯”，
进门正中间是厨房，左右两边是卧
室和贮藏室。现在农村住房多为砖
瓦建造，设备良好，宅旁有花草、
菜园和果树。

首都里加老城历史悠久，屋顶

多用红瓦，饰有闪光的风信鸡 （一

种用金属片制作的公鸡模型）。据

说，自 13 世纪末叶起，风信鸡被

当地居民当作避邪之物，现在不仅

有辨别风向的作用，也是这座城市

的显著标志。

姓 名

拉脱维亚人注重“命名日”，在
这个日子里，当事人常常会收到问
候、鲜花和礼物。多数拉脱维亚
人的姓氏源自祖上留下的传统，
少数人的姓氏源自俄罗斯等其他
民族。至于名字，多数人采用具
有宗教色彩的“教名”，也有一些
人 用 自 然 事 物 取 名 ， 如 星 星 、
雪、鸟类等。

交 往

拉脱维亚人性格内向、含蓄，
走在大街上，大多数人寡言少语，
很少能听到叽里呱啦说话的人，彼

此还保持着距离。他们关心自己的
家人、家务、生意，对别人的事不
太关心，对人显得比较冷淡，难以
接近。然而，一旦同他们交上朋
友，彼此的友谊还是很稳固的。

他们对外交往很重信誉，守
时守约。与人相见，称谓先生、女
士、夫人、小姐，同时热情问候、
握手。若对某人特别尊敬，有时
会赠送用柞树叶子、枝条制作的
头冠。

服 饰

拉脱维亚城乡居民在交际场
合普遍以西式服装为主，而平时
多穿休闲装、牛仔以及各种时尚
装束。

拉脱维亚民族服装很有特色，

男子一般是白衬衫、长裤、长大

褂，扎腰带、戴呢制礼帽，脚蹬长

筒皮靴。女子则是白底绣花短袖衬

衫、宽大方格或条纹裙子，外披色

彩鲜艳的大披巾，腰系绣花围裙。

已婚妇女戴亚麻布帽子，姑娘则戴
上穿珠刺绣的花箍。女子的饰物有
银手镯、胸针等。民族服装平日不
常见，只在过节或文艺演出时才能
见到。

饮 食

拉脱维亚人以面食为主，常见
美食有夹腊肉和洋葱的馅饼、黑面
包布丁等。肉类多是猪肉、鸡肉以

及鱼、蛋、奶制品。烹调喜油大，
少用调料，通常只是盐、葛缕子、
蒜和白芥等。菜里的甜味剂，采用
野生蜂蜜。

他们制作的熏鱼相当出名，广
泛出口。常见的菜品有各种做法的
马铃薯、豌豆、肉冻制品，古老配
方汤类有奶油大麦汤、牛奶鱼汤、
酸奶汤等。他们制作果酱、腌制蔬
菜和咸肉的方法独特，是民间非常
流行的食品。

至于饮品，以啤酒最常见，尤

以黑啤最受欢迎。当地人喜欢饮

酒，名酒有里加“黑药酒”，其烈

度超过伏特加，配方古老，味苦带

甜，驱寒功效明显，通常在冬天
喝，常被用来调制各种鸡尾酒。

婚 恋

拉脱维亚是世界上女性比例最
高的国家，不过性格内向的拉脱维
亚女孩子，依然羞于对男性直接表
达爱意，通常用赠送鸡蛋的方式，
委婉地向对方示爱。如果女孩收到
小伙子求爱的玫瑰花，她会以优雅
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若送 2

个鸡蛋，表示不同意与其来往；送
3个鸡蛋，说明她还在犹豫、未下
定决心；送4个鸡蛋，表示虽不太
喜欢，但愿意与他一起生活，因为
他富有；而送5个鸡蛋，则表明女
孩真心喜爱追求者。

过 节

复活节到来时，天不亮，人们

便会赶到温泉或流向东方的溪水前

洗脸，以期望获得健康和美貌。节

日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荡秋千、

互赠彩色鸡蛋。男人们喜欢进行碰

撞鸡蛋比赛，持有蛋壳最结实的
人，意味着寿命最长。

过仲夏节时，拉脱维亚人有整
夜不眠、不闭眼的习惯。人们携家
带口涌向郊外，燃起篝火，一起唱
歌、跳舞，吃烧烤、喝酒，整夜狂
欢。届时，女人戴上用鲜花编制的
花冠，而男人则戴上用橡树叶和树
枝编成的头冠。节日期间，住房、
牛栏、水井、磨房等生活场所，都
用仲夏草木来装饰，一派生机盎然
的景象。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杜老师：
我在起草文稿时曾遇到不知该用“凸显”还是

该用“突显”的问题，查了工具书也分辩不太清
楚。请您讲解一下。谢谢！

北京读者 万化聪

万化聪读者：
“凸显”跟“突显”是近义词，都表示“显现出

来”，但是两者有细微差别。
“凸显”侧重于“清楚地显现出来”。例如：
（1） 一场春雨之后，天放晴了，碧绿的草坪中

那一大片红色的郁金香愈发分明地凸显出来。

（2） 到2020年，中国将完成35颗北斗卫星全球

组网，北斗系统建设之快，凸显着中国雄厚的技术

实力。

（3） 吸纳就业能力强、就业样式灵活的第三产

业所具有的强大的就业“海绵”作用，日渐凸显。

（4） 多部门联合的趋势，让电视节目在“一盘

棋”管理思维下清晰地凸显出规范性和实效性。

（5） 政府高度重视各项民生事业，强调基本民

生投入确保只增不减。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利好政

策，凸显了人民政府的责任和担当。

“突显”则侧重于“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

（6） 博览会上，中国场馆大厅中一个飞舞的龙

的造型，格外引人瞩目，许多人驻足观看，使得中

国馆在众多场馆中突显出来。

（7）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说明党和政府解决好“三农”问题的路

径更加清晰，“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更加突出，突显了其坚如磐石的地位。

（8） 在密云分区的规划中，一个“最”字突显

出生态保护的至高地位。

（9） 要突显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地位，聚
焦党的政治属性、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
求……

（10） 近年来，中国林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
业结构逐步优化，尤其是第三产业加速成长，产值
快速增加，在助力脱贫攻坚、推动林业产业升级等
方面的作用进一步突显。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起草文稿时，要表示
“清楚地显现”，可选用“凸显”；要表示“突出地显
现”，可选用“突显”。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所谓中国领事，是指中国驻外
使领馆主管领事工作的官员。领事
职务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从国内
到国外，从人身到财产，从自然人
的出生到死亡，从法人的成立到终
止等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从此项职
务本身的角度讲，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不断推进，尤其是今年全
国两会以来，中国领事的“公证
人”职务日益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
的话题。

中国领事究竟可办理哪些事项或
类别的公证文书？其法理依据、使用
目的、法律效力及社会作用将会如
何？本文主要介绍中国领事依法为
本国公民办理“无配偶声明书”或

“授权委托书”签名属实公证所具有
的领事保护属性。

中国领事办理公证的总体
依据和领事保护作用

（一） 办理公证的国际条约依

据。国际条约包括多边公约和双边

条 约 。 1963 年 《维 也 纳 领 事 关 系

公约》 第 3 条“领事职务之行使”

规 定：“领事职务由领馆行使之。

此项职务亦得由使馆依照本公约之

规定行使之。”第 5 条“领事职务”

第 6 款规定：领事职务包括“担任

公证人，民事登记员及类似之职

司，并办理若干行政性质之事务，

但以接受国法律规章无禁止之规定

为限”。

同时，中外双边领事条约 （协

定） 几乎均有类似条款，如 《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事条
约》 第 27 条“公证职务”第 1 款规
定：领事官员有权“接受和目证在
宣誓或确认下所作的声明，并按接
受国的法律接受任何人为在派遣国
国内的法律诉讼中使用的证词。”

（二） 办理公证的国内法律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简
称 《公证法》） 第 1 条规定：“为规
范公证活动，保障公证机构和公证
员依法履行职责，预防纠纷，保障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制定本法。”其第 45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 （领） 馆可
以依照本法的规定或者中华人民共

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
定，办理公证。”

鉴此，总体而言，中国领事可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为其办理在国
内或居住国境内使用的公证文书，
从而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

中国领事办理签名属实公
证主要事项和种类

（一） 签名属实公证的主要事

项。《公证法》第2条规定：“公证是

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

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

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

活动。”第 11 条第 3 款规定：“根据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
请，公证机构办理的公证事项包括

‘委托、声明、赠与、遗嘱’”。据
此并依现行做法，中国领事可应本
国公民的申请，为其办理“无配偶
声明书”或“授权委托书”签名属
实公证。

（二） 签名属实公证的常见种
类。根据实际需要，中国领事通常
办理的签名属实公证包括如下两大
种类：

1、“无配偶声明书”签名属实
公证。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未婚但已达婚龄的中国公民而言，

一方面，如果当事人在国外居住6个
月或以上的，无论其已有或尚无结
婚对象，回国之前须向居住国领区
内中国领事申办在国外期间“无配
偶声明书”签名属实公证；另一方
面，如果当事人准备向接受国主管
机关申办结婚手续，也须应要求向
领区内中国领事申办“无配偶声明
书”签名属实公证 （有时根据当地
法规，由中国领事出具“对结婚无
异议”证明）。为此，当事人须提供
如下材料：

（1） 当事人亲自在中国领事面
前填写并签署或捺指印的“无配偶
声明书”及相关申请表；

（2） 当事人有效护照和居留证
件或有效签证原件及复印件；

（3） 中国领事认为应当提供的
其他材料。

2、“授权委托书”签名属实公
证。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
国公民而言，如果需要委托国内亲
友或律师：一是补办拟用于国外的
在中国国内期间的婚姻状况、亲属

关系、收养关系、出生、死亡、经

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及有

无违法犯罪记录等证明或证书类公

证认证手续；二是办理国内理财、

购买国内房产、处理国内诉讼或在

国内寄养未成年子女等事宜。当事

人可向居住国领区内中国领事申办

“授权委托书”签名属实公证，并须

提供如下材料：
（1） 当事人亲自在中国领事面

前填写并签署或捺指印的“授权委
托书”及相关申请表；

（2） 当事人有效护照和居留证
件原件及复印件；

（3） 中国领事认为应当提供的
其他材料。

中国领事办理签名属实公
证所具领事保护属性

领事保护是指一国驻外的外交
或领事机构、外交或领事代表为维
护本国及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海外利益，用尽当地行政或司法
救济的行为。

中国领事为本国公民办理“无
配偶声明书”或“授权委托书”签

名属实公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

视为一种救济行为，具有领事保护

属性，理由如下：

（一） 签名属实公证在国内具有

证据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69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

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

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

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
外。”据此，如果中国公民在国内的
诉讼或非诉讼行为涉及其海外利益的
维护，那么，中国领事办理的“授权
委托书”签名属实公证，将因其具有
证据效力而发挥领事保护作用。

（二） 签名属实公证在接受国境
内具有证明效力。依照国际条约及
国际惯例，中国领事出具的公证文
书在接受国境内具有证明效力。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领事
条约》 第 12 条“公证和认证”第 1、
2 款规定：“领事官员根据派遣国的
法律规章，有权执行公证职务”“根
据本条第一款所出具文件，在与接
受国法律规章不抵触的条件下，在
接受国境内与接受国主管机关出具
的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意义和证明
效力”。

由此，中国领事为本国公民办理
“无配偶声明书”签名属实公证，可
以说是为他们在当地依法缔结婚姻奠
定法律前提，从而有效维护中国公
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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