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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纪闻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在县城中心的大十字处，各

社火队汇合集中展演，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展示各
自的绝活……”请问其中“汇合”的用法是否妥
当？谢谢！

山西读者 蒙珊珊

蒙珊珊读者：
“汇合”跟“会合”虽然都表“合到一处”，

但习惯上所指不同。“汇合”常用于水流、气流
等。例如：

（1） 嘉陵江跟长江在重庆渝中区朝天门汇合。
（2） 章江和贡江在赣州老城区的龟角尾汇合

成赣江。
（3） 两股气流汇合并驻留华南地区，使得强

降水来得猛、来得快。
“汇合”有时也用于抽象的意志、力量、势

力、文化等。例如：
（4） 世界各国人民的意志汇合成一股反对霸

权主义的浪潮。

（5） 消防、武警、医疗、公安4股力量汇合起

来，分3组进入受灾严重的村子展开救援。

（6） 日军大部分兵力被中国战场紧紧牵制，

不能顺利和欧洲法西斯势力汇合，这是中国人民

对反法西斯战争不容置疑的贡献。

（7） 有的艺术风格是由不同民族文化的碰

撞、汇合而形成的。

“会合”常用于人。例如：

（8） 县大队跟武工队在李庄会合后，继续向

东北方向前进。

（9） 这支部队跨过公路，直抵吴家桥地区，

与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顺利会合。

（10） 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几个侦察员准时

赶到会合地点，随后向刘庄进发。

“会合”有时也表示“相见”的意思。例如：

（11） 咱们明天上午 9 时在北海公园南门会

合吧。
（12） 老张打电话联系了距事发地较近的有

关人员，请他们准备好马匹、骆驼，并约好会合
地点。

您提到的“各社火队汇合集中展演”是说人
员合到一处，因此宜用“会合”，写成“各社火队
会合集中展演”。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不久前，我和几个同事去英国游
玩，从伦敦到莎士比亚故居斯特拉福
德小镇，再到爱丁堡和格拉斯格。原
本想着英国这样一个西方第一个完成
工业化革命的发达国家，应该是“高
大上”的代名词，而十几天的旅行，
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英国人不尚虚
华、朴素务实的作风。

英国是火车的故乡，拥有四通八
达的铁路线，乘坐火车自然成了人们
最方便的交通方式。除了几个大的火
车站外，英国大多数火车站都设在不
起眼的小村镇里。一个简单实用的顶
篷、一个清晰明了的地名牌、几条经
过多年风雨洗刷的木条椅、一个公共
卫生间，是当地火车站的全部组成。
英国的火车都不长，一般是根据实际
需求设定的。火车到站后，乘客可以
把自行车直接推进车厢里，下了火
车，再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这种自行
车与火车的无缝对接方式，极大地方
便了人们的日常出行。

英国虽然出产宾利、劳斯莱斯等
高级轿车，可我们在伦敦一个星期，
看到大街上行驶的多是小排量、两厢
经济型轿车，务实的英国人不会因为

“面子”而过度消费。
在英国的购物场所也能体现英国

人的不尚虚华。不管是在伦敦商业中心
摄政街、牛津街，还是在约翰—路易
斯百货、乐购、比斯特购物村购物，
会看到除了一些国际奢侈品牌商店，
大多数购物场所都比较亲民，甚至可
以用“朴素”来形容，一概没有过多
的灯光设计，没有时尚眩目的柜台造
型，没有招揽生意的服务小姐。以一家鞋店为例，鞋子根

据男女及儿童分设在不同区域，有序地排列在一排排鞋架

上。服务员大多是年轻小伙子，穿着统一的深色工作服，

为了在搬运鞋子、上架摆货时不弄脏衣服，每人还特意在

工作服外系上一条简易的围裙。因为小朋友表达不清鞋子
是否合脚与舒适，他们就为小顾客提供取脚型、量尺寸等
贴心服务，而对成年顾客则采取自助试穿的方式，直到试
穿满意为止。在整个购买过程中，服务员没有因为过多服
务造成顾客的压力感，一切都很自然、随意。付款时，收
银员会礼貌地问顾客是否需要袋子，因为在英国购物各种
包装袋都是要加收钱的。这让我想到在北京买鞋时，鞋
盒、鞋袋免费送，带回家后用不上的就顺手扔掉了。

英国人的朴素务实还体现在对房屋的保护利用上。在

英国，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房子随处可见。在伦敦街区

随意转转，每隔不远就能见到一座老建筑，或作为酒吧、

咖啡屋、小商店，或作为书店、小剧院等，焕发着蓬勃活

力。这些老房子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洗礼而变成危房或者变

成文物保护起来。在英国人看来，老房子只有继续发挥作

用，才是对它的最好保护。不要以为这些老房屋是“老古

董”，屋内的现代化设施一点也不落后，取暖、网络、热

水、保温墙、节能灯、双层玻璃一应俱全。为了延长老房

子的使用寿命，英国各界每年都会对它们进行修缮维护，

使它们不仅成为英国百年变迁的见证，也增添了整个城市

的古朴、厚重的文化底蕴。

交 往

巴林国位于波斯湾，是一个比
较开放的伊斯兰教国家。巴林人重
情谊、讲礼仪，慷慨大方、为人实
在。他们喜欢结交朋友，社交场合
一般行握手礼，男女之间也可握
手。好友之间相见，除了拥抱，还
会互亲面颊。见面时，通常先互
致问候，谈话时面朝对方，和蔼
可亲。与朋友并肩而行，常相互
挽手。

在巴林，握手、敬茶、递物
时，均要用右手。如果夸赞朋友某
物，朋友可能会立刻将此物相赠，
若不接受，朋友会生气，甚至产生
反感。平日闲聊，最常提及的话题
是猎鹰和良马。

巴林人周五至周日不办事。
政府机关办公时间是 7 时-13 时。
他们时间观念强，约会时少有迟
到现象。

民 风

巴林的穆斯林每天做 5 次礼
拜，斋月期间从日出到日落禁止一
切饮食，不吸烟。传统上，穆斯林
妇女深居简出，如需外出，须戴上
盖头或面纱。妇女的面容若被陌生
男人窥见，被视为不吉利。不过，
现在宗教禁令已大为放松，阿拉伯
传统和国际化并行，妇女外出可以
穿黑袍、戴面纱，也可以穿时尚的

服装；妇女不仅可以单独出门，甚
至可以自己开车。

巴林已经出现了酒吧、歌厅、
夜总会，娱乐活动中可播放流行歌
曲。私家宴饮，非穆斯林可吃到猪
肉，喝酒也很常见。

婚 俗

巴林的传统婚俗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开放一些的家庭，可以
自由恋爱，也可以离婚。有钱的男
性可以娶4个老婆。

传统结婚，男方一般需送彩
礼，给新娘购买首饰、衣服、香水
和家庭用品。举行婚礼时，新郎在
一帮小伙子陪同下，到新娘家迎娶
新娘。新娘梳洗完毕，在手和脚上

涂抹花粉软膏，穿上婚服，然后裹

着毯子，由新娘家女眷陪同，送到
新郎家。

新娘在新房里坐定后，女眷们
便按照伊斯兰教规祈祷：“愿真主
赐福给你。”随之，新郎揭开新娘
的盖头，双膝跪下，祈求真主赐福
于未来。

服 饰

正式场合，巴林男女均穿袍式
民族服装，大方得体。

男女袍装白黑分明，男子一般
身穿白袍，头缠白头巾，脸部露在
外面。不过，现在的年轻男子多已
脱掉白袍，换上休闲装。女人的袍

装，基本上是清一色的黑袍，缠头
巾。与男人不同的是，女子需把头
发包裹起来，脸上罩面纱，已婚女
子面纱多为黑色、黄色。带面纱的
妇女，有的露出眼睛，有的露出下
巴或额头。妇女能暴露自己脸上的
哪个部位，需按照丈夫的吩咐办。
女孩子穿的黑袍叫阿巴亚，一般是

纯黑色，也有女孩爱美，在黑袍上

绣上花纹。

饮 食

巴林人以穆斯林餐饮为主，正
式宴请场合，遵循伊斯兰教规禁食
猪肉、不饮酒。副食以羊肉、鸡
肉、火鸡肉、鸭肉和鱼虾为主，
主食是大米饭、发酵的薄面饼以
及各种面食搭配各式馅料。有的
超市能买到猪肉，牛肉不多见。
常见的蔬菜有西红柿、土豆、茄
子、菜花、黄瓜、青椒等。烹调多
为煎、炸、烤，调料主要用桂花、
郁金粉、丁香、生姜、橄榄油、黄
油、糖等。

巴林人日常习惯吃烤羊肉串、

烤羊腿、烤全羊。口味喜甜，爱微

辣。用餐时习惯于以手抓食。在巴

林人家中做客，客人吃饭越多，主
人越高兴。

当地有很多外国人经营的餐
馆，如阿拉伯餐馆、中餐馆、西餐
馆以及印度、日本餐馆等，甚至能
看到墨西哥风味的餐馆。西式面
包、牛排、奶酪、汉堡、薯条、可
乐饮品等随处可见，想品尝阿拉伯
浓咖啡、茶也很方便。

巴林的涌泉多，灌溉方便，因
此水果很丰富，其特产是椰枣。

忌 讳

巴林人认为左手不洁，不可用
左手递送食物。用左手不仅不礼
貌，还有污辱人的意思。赠送礼品
时，忌讳送酒、女人照片或女人雕
塑作品。男女当众接吻属犯罪行
为，轻则罚款，重则判刑。交际场
合，忌谈中东政治问题。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两年前，中国公民阿旭 （男）
和中国公民阿琳 （女） 先后被派遣
到印度一家中资公司工作。阿旭任
项目经理，阿琳任行政主管。他们
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在生活上彼此
关心，慢慢地从同事变成恋人。近
日，他们准备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为此，阿旭来电询问：第一，可否
就近向中国驻印度使馆申办结婚登
记并领取结婚证书？第二，如可
以，是否能同时申办结婚公证以便
提供公司总部备案？

在此，本文着重介绍中国驻外
使领馆主管领事工作的官员即中国
领事可应本国公民申请，为其出具
哪些婚姻状况公证或领事证明。

中国领事依法可为本
国公民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一）中国领事为本国公民办理
结婚登记有法可依。《中国和印度领

事条约》 相关条款规定：领事官员

在领区内有权“根据派遣国法律为

双方均为派遣国国民者办理结婚手

续和离婚注册，但以不违反接受国

法律规章为限”。中国 《婚姻登记条

例》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外使 （领） 馆可以依照本条例的

有关规定，为男女双方均居住于驻

在国的中国公民办理婚姻登记。”

据此，如果印度明确承认领事

婚姻登记 （包括结婚和离婚登记）

的法律效力，中国驻印度使馆主管

领事工作的官员可应本国公民阿旭

和阿琳申请，依照中国婚姻法规为

其办理领事结婚登记手续。

（二）中国公民申办领事结婚登
记须递交的材料及履行的手续。根

据中国领事实践，在满足“驻在国

（亦称接受国或居住国） 承认外国驻

该国使领馆办理的结婚登记”“申请

结婚的男女双方均为居住于驻在国

的中国公民，且符合 《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 规定的关于结婚的实

质要件”以及“双方自愿共同到使

馆或领馆提出申请”等3项条件的前

提下，中国公民阿旭和阿琳为申办

领事结婚登记须向中国领事递交材

料并履行如下手续：

1. 双方当事人的有效护照和有

效居留证件或签证原件及复印件；

2. 双方当事人的3张二寸近期半

身免冠合影彩色照片；

3. 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属于再

婚，应提交离婚证、离婚调解书或

离婚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原件；如

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属于丧偶，应提

交相关证明；

4. 双方当事人在中国领事面前

亲自填写并签署 《申请结婚登记声

明书》；

5. 双方当事人宣读各自的 《申

请结婚登记声明书》；

6. 经中国领事审查符合结婚条

件的，双方当事人在 《结婚登记审

查处理表》 的“当事人领证签名或

按指印”处签名或按指印，并当场

领取结婚证书。

中国领事可出具婚姻状
况公证或领事证明的种类

（一） 为在国内或国外使用的
“领事婚姻关系”出具相应种类的公
证。基于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中外双边领事条约 （协定） 及相关
实践，在驻在国法律规章无禁止规
定的前提下，中国领事可应本国公
民申请，依照中国法律规章为其出
具“领事婚姻关系”相关公证，包
括结婚公证或离婚公证。

因此，如当事人提出上述某项

公证申请，中国领事可依不同情形

为其出具相应种类的公证如下：

1.“领事婚姻关系”相关公证在

国内使用之情形。如中国公民确定

其相关公证欲在国内使用，原颁发

结婚或离婚证书的中国驻外使馆或

领馆，可使用中文为其出具结婚或

离婚公证，或者为该证书办理复印

件与原件相符公证。

2.“领事婚姻关系”相关公证在

驻在国或第三国使用之情形。如中

国公民确定其相关公证欲在驻在国

或第三国使用，且驻在国或第三国

接受的情况下，原颁发结婚或离婚

证书的中国驻外使馆或领馆，可使

用外文为其出具结婚或离婚公证，

或者为该证书办理译文与原文相符

公证。

（二）办理在国内使用的“无配
偶声明书”公证。依照中国 《婚姻

登记条例》 及相关实践，如定居或
居住于驻在国的中国公民欲在国内
申办结婚登记，应当出示“本人的
有效护照”和“居住国公证机构或
者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该国使 （领） 馆认证的本人
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
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
明，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

（领） 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
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

由此，如果阿旭和阿琳改变主
意，想在国内办理结婚登记，中国
领事可应他们申请，为其出具“无
配偶声明书”公证。

（三）办理在国外使用的“无配
偶声明书”公证或领事证明。根据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及相关实
践，在驻在国法律规章无禁止规
定的前提下，中国领事可应本国公

民申请，依照中国法律规章为其出

具在当地使用的相关公证或领事

证明。因此，如定居或居住于驻

在国的中国公民欲在当地申办结

婚手续，应驻在国有关部门要求

须提供婚姻状况证明的，可向领区

内中国领事申办“无配偶声明书”

公证。有时，根据驻在国法律规章

的要求，亦可能须由中国领事出具

“结婚无妨碍或不持异议”的领事

证明。

中国公民申请办理上述公证或

领事证明须向中国领事递交材料并

履行如下手续：

1. 当事人有效护照和有效居留

证件或签证原件及复印件；

2. 当事人亲自在中国领事面前

填写并签署或按指印的“无配偶声

明书”及公证申请表或“无配偶证

明”申请表；

3. 中国领事认为应当提供的其

他材料。

综上所述，中国驻印度使馆在

为本国公民阿旭和阿琳办理领事

结婚登记并颁发相应证书的同时，

可应他们的申请为其出具结婚公证

或为该证书办理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公证。

领事服务

中国领事可办哪些婚姻状况公证 朴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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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 （中） 为一对新人颁发结婚证书。 人民网

巴林首都麦纳麦一景。 新浪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