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66月月66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6 NINGBO DAILY

国家搭建安全营

“你知道你的护照含金量有多
高吗？”陈雄风开门见山，向大家
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不仅仅
在于它能帮你免签多少国家和地
区，更在于危急时刻来临时，它能
带你回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已
多次帮助同胞撤离险境。2015 年 3
月 26 日，沙特等国对也门实施空
袭，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启动撤离在
也门中国公民行动，613 名中国公
民先后坐上了中国的海军舰船，远
离兵荒马乱。同年 4月，尼泊尔发
生 8.1 级地震，中方安全接回在加
德满都机场滞留的 5600 多名中国
公民……每一次大规模政府营救行
动，无不彰显海外领事保护的后盾
力量，令海内外同胞大受鼓舞。

“领事保护，指中国政府和中国
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依据相关法律，
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及合
法权益的工作。”陈雄风介绍道，除了
大规模撤侨，领事官员的日常工作更

多是应对个体紧急情况，如为在外
的中国公民在介绍律师、翻译、医
生，寻亲、签发回国证件等方面提供
各类咨询和必要协助等。

除了一线外交官，我国还配备
了“境外 110”。据统计，自 1998
年以来，中国公安部已在美国、英
国、泰国、阿富汗、巴基斯坦等31
个国家派驻了 62 名中国警务联络
官。通过与驻在国警务机构的合
作，他们多次在境外成功解救被绑
架的公民、被拐卖的中国妇女等，
是维护境外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强
大后盾。

出行四海需自保

师生在海外期间，遭遇重大事
故、自然灾害等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的紧急情况时，该如何寻求领保协
助？据陈司长介绍，中国外交部领
事保护热线“12308”已于 2014 年
正式启动运行，24小时全年无休向
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提供领事保护
咨询与服务。

“除了知道求助，更要学会自
保。”陈雄风说。近年来，领保案

件数量激增，除了外部不安全因素
增多外，公民因自身原因引发安全
问题也不容忽视。2015年 4月，因
涉嫌在美国加州非法绑架、关押、
折磨两名中国女留学生，中国高中
留学生章某和霍某等涉案 6 人被
捕，获刑 6 至 13 年不等。同年 10
月，坦桑尼亚一家法院指控一名中
国籍女子在 14 年内走私近 1900 公
斤象牙。去年 8月，我市一高等院
校学生小邓在赴日交流期间，因在
东京六本木公共场所墙绘而被当地
警察拘留。

“出国的师生应事先掌握海外
安全知识，了解留学目的地国家基
本情况、治安形势、当地法律法规
和风俗禁忌，才能防患于未然，免
于卷入纠纷。”陈司长提醒道。据
了解，市民可通过中国领事服务
网、外交部领事司官方微信“领事
直通车”（LS12308)等渠道了解目
的地国家或地区的相关信息。

此外，陈司长也建议留学师生
坚持文明、安全、守法习惯，掌握
安全自救方法和手段，提升心理承
受能力，并在出国时购买保险以保
障自身权益。

有事可找联络站

近年来，我市主动对接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推进城市
国际化行动，教育的对外开放也实
现了快速发展。目前宁波的院校已与
世界各国的1000多所院校建立了校
际交流和姐妹学校关系，举办中外合
作项目和学分互认项目100余个。

2010 年，中国第一个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的“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在
宁波诺丁汉大学设立；2012年，宁波
市人民政府与教育部签署共建教育
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宁
波成为全国首批两个试验区之一。
2016年在非洲建立中非贝宁职业教
育培训学院，在罗马尼亚成立中罗国
际艺术学校，开创了职业教育境外办
学的先河……近年来，我市国际教
育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层次不断
提升，合作内容不断深入。

“海外领事保护最好的办法是
事先预防，而非事后补救，学校必须
加大海外领事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
保持对相关工作的高度重视、全面落
实，与学生和家长深入沟通、协同推

进。”市教育局局长黄志明表示。
在宁波大学高等技术研究院

内，20块展板齐刷刷立起，吸引了不
少师生驻足观看。借“海外领保校园
宣传周”活动之际，这些展板将在五
六月份，在宁波大学、宁波诺丁汉大
学等 14 所高校内巡回展出，将真实
案例、特别提醒与常见问题相结
合，生动形象地为师生普及海外安

全和领保知识。
此外，在会上，市外办、市教

育局向各高校授牌，在各高校成立
“海外领事保护联络站”。联络站将
成为海外师生与国内部门间的桥
梁，为宁波教育国际化和师生海外
交流提供服务和保障。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作出出国留学的决定时，周琼
身在奉化的家里。

那 是 2009 年 ， 对 于 周 琼 来
说，这意味着人生的第一次叛逆。
那年，从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刚毕业
的她，偷偷地扣下了父母给自己填
好的日本某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申
请，填报了日本全国排名第一的美
容专业大学——好莱坞美容专修大
学。如今，她是全宁波唯一拥有
Cidesco 国 际 美 容 博 士 资 格 证 和
INFA 国际美容资格证的学霸美容
师。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

“出国留学，一年砸下二十来
万元去学美容，一般人的反应肯定
是‘脑子瓦特了’。”面前的周琼，
身材娇小，温柔谦和，但说起那段
往事，还是忍不住一脸真诚地自我
调侃。

爱美是女生的天性，在她看
来，比起枯燥晦涩的金融学，美容
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顺利到了日
本后，父母很难主动联系到她，联

络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他们对女儿在
日本的生活了解几乎为“0”，还以
为她在乖乖就读于金融专业。直到
开始缴纳学费……

“接到校方电话时，父亲一副
大写问号的黑人脸，越听越不对劲
……”周琼说，直到这时，父亲才
发现，原来，他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不出意外地大发雷霆：“辛
苦给你安排的大好前程不走！偏偏
去弄什么美容！还先斩后奏！”在
父亲的认知里，美容几乎是与“不
正经”划等号的。

但事已至此，父亲只得同意。
但他的条件是，只出学费，生活费
一律自理。

“坚持就是以刚克刚”

然而，在东京这个高消费、快
节奏的大都市里，一个没钱、交流
有障碍，还要支撑专业上大笔开销
的穷学生该怎么办？

“没办法。同时打几份工呗！”
周琼笑着说，“我不知道凌晨四点
的洛杉矶长什么样，但是凌晨四点
的东京我倒常见。那会刚从 24 小
时便利店下班，整个城市还在睡梦

中。”
由于要打好几份工，睡眠成了

奢侈品。回想起来，周琼说，那时
经常会在打工的厕所里睡着，“我
开始不明白世界上为什么还有人失
眠”。

不过，比起打工，日本人在专
业上的一丝不苟，更让她“心有余
悸”。

“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日语
考下 N3 就‘悍然’出国了。”周
琼说，语言成了专业学习的第一道
关卡。“每次都要先在脑海里模拟
翻译后才能说出来，而且经常说着
说着就卡壳了，导致老师一直以为
我傻傻的……”

这还不算，日本大学向来以严
进严出著称，不管是理论学习还是
实际操作，都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每位学生必须成千上万次地反复操
练，才能通过这个标准。

最难熬的是最后一年考证。学
校要求首先得修到一定的课时，然
后要完成论文答辩，最后还要掌握
皮肤学、细胞学、解剖学等科目，

“这对文科妹纸来说，简直逆天。”
周琼说，“全班 50个同学，中途退
学了10个。”

周琼的坚持，换来了回报，最
终她考取了 Cidesco 国际美容博士
资格证和INFA国际美容资格证。

“我的固执很善良”

2014 年，周琼拒绝了日本校
方的留校邀请，毅然回到了宁波，
带回了学院派才有的那份专业和严
谨，也带回了最初的那份梦想。

然而，回到宁波后，由于美容
理念上的误区，以及国内美容院在
销售模式、服务、技术上的种种差
异，却让她倍感不适。

“浮躁，是给我的第一感觉。
无论是美容院还是顾客，都有特别
高的期望值。这不科学。”周琼
说，在日本，美容院大多拥有七八
十年的经营历史，其中百年老店，
氛围轻松且崇尚自然，美容师要有
颗匠人的心。

“美容不应是一锤子买卖，而
是细水长流、潜移默化。”如今的
周琼就职于宁波一家美容健康管理
公司，已是业内小有名气的专家。
周琼说：“市场鱼龙混杂，我希望
回归本源，一步步从改变人的观念
开始。”

逆风，更适合飞翔——

“海龟”美容师，只做最美的自己

让海外游子多份“家国情怀”

领事保护，掀起盖头走过来

政局动荡、恐怖袭击、

治安不靖、自然灾害、意外

事故……即使是美国、英国

这样的发达国家，安全风险

也无处不在。随着宁波教育

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数以千

计的教师、学生走向海外开

展教育、游学等双向交流活

动，各种不安全因素也随之

升高。留学海外如何更安

全？在近日举办的“海外领

保校园宣传周”启动仪式

上，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陈

雄风来到宁波，与市外办、

市教育局、在甬高校、市直

属学校等负责人齐聚一堂，

就此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在 美
中 国 留 学
生 毕 业 合
影 。
（ 金 鹭
摄）

海外领保校园宣传周启动仪式。（金鹭 摄）

浮躁，是给我的第一感觉。无论是美容院还
是顾客，都有特别高的期望值。这不科学。”周琼
说，在日本，美容院大多拥有七八十年的经营历史，
其中百年老店，氛围轻松且崇尚自然，美容师要有颗
匠人的心。

周琼和日本导师合影。（单玉紫枫 摄）

见习记者 金 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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