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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本周

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周评

有一位网友给“领事直通车”微信公
众号留言，讲述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
2017年 3月，她在前往迪拜的途中摔伤
骨折。她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所幸得到
了中国驻迪拜总领馆及时有效的帮助，
让她顺利回国。她说，这段经历让她“在
异国他乡拥有在家般的温情”、“倍感祖
国一直在我们身旁”。

郭少春表示，类似这样服务海外同胞
的故事不胜枚举，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
生。为了更好地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领
事服务，外交部还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

郭少春说，除了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在206个驻外使领馆实行护照申请
在线预约外，外交部还积极打造移动端
领事服务平台，将“领事直通车”微信公
众号升级为 12308微信版，让传统领事
服务热线与新技术、新媒体完美融合。

此外，外交部还进一步打通国内外
数据通道。“2017年上半年，我们实现了
国内外护照数据的互联互通，基本实现
了实时核查，极大缩短了同胞补办旅行
证件的等待时间，为短期出国的同胞解
了燃眉之急。”郭少春说。

“祖国一直在我们身旁”

中国人“走出去”的风险主要有
目的地国政治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
人身安全风险。

政治风险
主要指目的地国发生政府更迭、

内战等极端政治事件。例如，最近几
年在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发生
的冲突，对在当地工作的中国劳工的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自然灾害风险
主要指目的地国突发地震、海啸

等严重自然灾害。例如，2017年 11
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阿贡火山持续
剧烈喷发，上万在当地旅游的中国人
的安全受到严重影响。

人身安全风险
主要指中国人在目的地国遭遇

抢劫、谋杀、强奸等恶性犯罪事件的
风险。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人赴
海外旅游、求学和发展的人数不断增
多，中国人在海外遭受此类风险的几
率不断增加，而这类风险具有分散、
突发、不易察觉的特点，且不分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类风险不但
给当事人造成巨大伤害，也对中国的
领事保护机制提出更高要求。

2017年，中国内地居民首站赴外国预计突破6000万人次，在境

外设立企业超过3万家，在海外劳务人员约100万，留学生约137万。

这组数字显示了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数量的迅猛增长，也对

我国领事保护与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2017年，我国在维护海外公

民的安全方面都有哪些成就？中国公民的护照“含金量”怎么样？又

有哪些外交资源被转化成惠民政策呢？

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郭少春在1月10
日举行的年度领事工作媒体吹风会上表
示，2017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会同各
有关部门，妥善处置领事保护和协助案
件约7万起，包括紧急协助因多米尼克飓
风灾害、尼泊尔洪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火山喷发受困当地的中国公民撤离或回
国等重大案件，有效维护了海外中国公
民和机构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其中，涉及人数最多、社会反响最大
的是协助中国公民从印尼巴厘岛回国。

2017 年 11 月 21 日，巴厘岛阿贡火
山持续喷发，当地机场临时关闭，约 1.8
万名中国游客滞留。郭少春介绍，外交
部领事保护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协调
机制，指示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做好一线

处置。“当地机场恢复开放仅4小时后，我
航空公司第一架飞机就从北京飞赴巴厘
岛。”郭少春说。

据悉，从2017年11月29日至12月4
日，相关部门共协调中外航空公司派出82
个商业航班，累计协助中国游客15237人
从巴厘岛安全返回内地，约600人返回香
港，还有3000余人经印尼泗水平安回国。

“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们也有些许遗
憾。”郭少春说，2017年 9月至当地机场
临时关闭的不到3个月时间里，外交部和
驻印尼使领馆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先
后发布了10次安全提醒，但仍有大批中
国游客前往巴厘岛。如果这些提醒能引
起大家更多的重视、覆盖范围能更广一
些，或许不会有这么多人陷入困境。

中国护照“含金量”是老百姓高度关
心的事情，“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成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项重要
内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1 月 16
日，我们将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面互
免签证。”郭少春说。

郭少春表示，这一举措将阿联酋此
前对中国公民采取的单方面免签的临时
行政措施以协定的方式固化下来，将惠
及每年约 100 万的赴阿中国游客和约
350万过境旅客。这两个数字相加，约占
内地居民首站出国人次的8.5%。

据了解，目前，中国公民可免办签证
前往65个国家和地区。除阿联酋外，中
国还与波黑签署了免签协定，生效批准

手续正在履行之中。届时，同中国实现
全面互免签证的国家将达12个。

此外，40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
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落地签待遇；16
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允许持普通护照的
中国公民免签入境；中国还与41个国家
达成了70份简化签证手续协定或安排。
其中，印度尼西亚同时实行免签和落地
签政策。

除了护照，外交部还有专门为企业
打造的便利化安排——“5年有效、16国
通行”的APEC商务旅行卡。目前，中国
公民有效持卡量近 4.7 万张，继续居
APEC各经济体首位，提升了中国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向世界的竞争力。

妥处案件约7万起海外公民安全有保障

护照“含金量”再提高 免办签证目的地达65个

便民惠民服务新提升 推出12308微信版

“走出去”的风险

2017年 11月 18日，在澳大利亚达尔文，
中国驻澳使馆参赞缪长霞（右）在查尔斯·达尔文
大学孔子学院办公室为一名中国公民提供咨询。

2017年1月28日，一艘载有20余名中国游
客的游船在马来西亚沙巴州附近海域失事。图为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左一）在医院探望获
救的中国游客。

2017年12月1日，山东首批178名受困巴
厘岛游客顺利归国。图为被困巴厘岛的游客在
济南接受快速边检通关。

▼2017年9月30日，中国驻安提瓜和巴布
达使馆工作人员在该国首都圣约翰维尔伯德机
场为中国同胞送行。

如何自我保护

□冯军福

礼物是一种语言和符号，它能增进友谊、传递感

情。在国际交往中，各国政要也经常赠送礼物。与

平民百姓的普通送礼不同，大国间互赠礼物的背后，

往往暗藏深远的政治意义。

1 月 8 日至 10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作为

新年首位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马克龙对此次访华

行程的设计可谓独具匠心。除了首站选在西安外，

他还给习近平主席送来了一件别出心裁的国礼——

一匹骏马。

这匹马块头大，来头也不小。它是一匹有故事的

马，中文名叫“维苏威火山”。它所在的法兰西共和国

骑兵队是欧洲最强的骑兵部队之一。将这样一份厚礼

送人，这在法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法国总统府称，这份

礼物是马克龙精心筹划的，显示了法国“史无前例的外

交姿态”，也是对中国“熊猫外交”的一种回应。2012

年，中国曾借给法国一只大熊猫，就在去年11月，马克

龙夫人还为该熊猫的新生幼仔主持了命名仪式。

有道是，外交无小事，送礼有学问。分析人士认

为，作为开展柔性外交的能手，马克龙试图用“骏马外

交”来赢得中国领导人的心。这一“史无前例的外交

姿态”，缘起习近平上次访问法国时对法国骑兵的大

加赞赏。此外，以马为国礼还有多重寓意，在中法两

国的传统文化中，马代表着积极向上，送骏马不仅意

味着尊重，还有寄望此次访华能够“马到成功”的含

义。而且，马克龙总统的中文名字中也有个“马”字。

马又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以良马相赠，

彰显了此届法国领导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回

应……这些说法无疑为这份国礼增添了更多深意。

实际上，“骏马外交”在中国已不是第一次出

现。2014 年 5 月，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

夫曾向习近平主席赠送了一匹珍贵的汗血宝马。此

后，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等也以骏马为国礼赠送给

我国领导人。

“骏马外交”“熊猫外交”等“动物国礼外交”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国家间的亲密程度。在过去，马是人

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马的役

用价值渐渐弱化，但它却在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舞台

上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骏马外交”意在以马

为媒、以马文化为载体，进而推动两国友好交往。马

克龙送来的这匹骏马，势必拉近中法两国距离，成为

大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②6

“骏马外交”

□胡舒彤

2014年 1月 15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
出，教育部将出台“总体方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
多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考试招生违
规处理等5个配套“实施意见”。

这一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开启了又一轮高考
改革。实际上，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国高考改革
一直在路上。从考6门改为“3+1”、“3+X”，从“3+文
综/理综”再到“3+3”科目组合，回首整个高考的改革
轨迹，会发现主要是沿着既为社会选拔优秀人才，又要
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两条主线展开的。改革的初衷是
好的，设计也是合理的，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往往
会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背离初衷。

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生通过考试改写了自身命
运。但到后来，分数渐渐成了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用
人制度出现“唯学历”的倾向，高考成了影响学生未来
命运的高利害博弈，也被赋予了很多原本不属于它
的社会诉求。“唯分数论”“唯升学论”的评价体系备受
社会诟病。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
数目总量庞大，但是质量良莠不齐，加之社会用人制
度“唯学历”倾向和攀比心理作祟，高考的结构性竞
争日益激烈。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知识的
渴求达到一种新的高度，由过去要考上大学，发展成
了如今的要考上好大学。而现实中优质教育资源在
数量和区域分布上存在一定的不合理问题，这种“僧
多粥少”的现象也加剧了高考竞争，教育公平成为社
会长期关注的问题。

高考改革始于术，却源于道。尊重教育教学规
律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是进行高考改革的前提。要
知道，高考是方式，不是目的。让更多有能力的学生
脱颖而出、有所建树，就要摒弃一些功利性观念。学
校更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培养方案。同
时，政府要合理引入社会资本，扩大高质量学校规模，
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数量。更重要的是，社会在重用人
才时，要考虑个人实际能力和专业特长，而不是机械
地只看学历证书。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育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
化的。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每一次改革都
会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同频共振效应。因此，高考改
革每前进一步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整体性设计，这
样才能通过高考为社会培养更多有用之才。②29

高考改革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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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领馆提供的信息是中国人
在当地的重要参考。我们出国后，手
机会第一时间收到当地中国使领馆的
信息。中国侨民与出国人员必须牢记
一个原则：遇到权益与人身安全受到
威胁与侵害等紧急情况，应及时联系
中国使领馆。遇到诸如护照丢失或遭
窃等情况，更需求助使领馆解决。

除了求助使领馆，中国人“走出
去”还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要充分
了解所去国家与地区的安全状况、所
须注意的各个方面，随时注意防偷防
盗，尽量使用信用卡等支付手段。一
旦遇到偷盗抢劫等，除随时告知使领
馆外，应第一时间联系当地警方与治
安当局，主动报案、积极提供相关信
息与细节，千万不要隐忍不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