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上午，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第一阶段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

此前， 在9日的工商领导人会议开

幕式上，习近平演讲中首先引用刘禹锡

《秋词二首》中的名句“山明水净夜来

霜，数树深红出浅黄”描述北京当下的

天气。

昨日的致辞，习近平也用古诗开头。他

将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比作21只大

雁：“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我期待并相信这次会议将为亚

太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一花不是春，

孤雁难成行’，让我们以北京雁栖湖为

新的起点，引领世界经济的雁阵飞向更

加蔚蓝而辽阔的天空。”习近平再次引

用古诗。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沈骥如解读称，

习近平引用这些古诗词体现了中国的文

化，一个形容的是北京的秋天，另一个是

形容21个经济体要同舟共济， 共同规划

制度，以及未来发展的蓝图。

而在昨日上午的会议中， 习近平

引用古诗词来说明大雁每年都飞到这

儿，21个经济体像21只大雁汇集到一起

来制定未来共同发展的蓝图。 专家认

为， 使用这样的中国古诗词非常生动

形象。“这些古诗词寓意也从另一方面

体现了中国取长补短、 合作共赢的合

作理念。”沈骥如说，这些古诗词表达

了集体团结合作的凝聚力， 共创亚太

的美好未来。

“各位同事，很高兴同大家聚会在

北京的雁栖湖畔。”记者注意到，昨日习

近平在本次会议上开头改用 “同事们”

的称呼，对各位“同事”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 并在致辞中四次提到 “各位同

事”，在正式场合这种提法并不多见。专

家表示，这种称呼可进一步拉近APEC成

员之间的距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

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表示， 因为各经济体

要建立伙伴关系， 这样的称呼相当于将

在座的领导人视为了“伙伴”。这样的伙

伴关系延伸成“同事”。这样称呼可以明

确表明大家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而

这一称呼和会议的主题相契合。据了解，

今年APEC会议的主题为 “共建面向未

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此外，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11日邀请来华出席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部分经济体领导人

或代表的夫人参观了世界文化遗产颐和

园。

据新华社 法制晚报

昨日，APEC北京会议周迎来最高潮的部

分，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燕山脚下的雁栖湖

畔拉开大幕。 这么多领导人聚在一起怎么开

会，是很多人感兴趣的话题。

大圆桌、中式交椅、中式卷轴……

昨日开会的21个经济体领导人围坐在一

个大圆桌周围，桌子中间是一圈显示屏，谁发

言就会出现谁的头像， 同时屏幕的右上角有

一个倒计时提示， 每位经济体领导人发言时

间是5分钟，倒计时最后30秒后，倒计时提示

的颜色将由白色变为黄色， 如果倒计时结束

还没有发言完毕，就会变为红色一直闪烁。

国际会议，不能没有翻译。每位经济体领

导人的桌子上都有一个同传机， 据记者现场

了解，可以收到11种语言：中文、英文、日语、

韩语、俄语泰语、印尼语、越南语等。

APEC是个闭门会议， 领导人相聚一堂，

身边没有助手，也没有翻译。领导人有需求怎

么办？别着急！桌子的左前方有两个景泰蓝图

案风格的小方盒，都是固定在桌子上的，一个

蓝色、一个红色，同时配有两只“手表”，这是

做什么用的呢？其实它是一组寻呼应答装置。

两只“手表”分别戴在附近的助手和高官身

上，一有感应，他们就会立刻出现在会场。

那么， 神秘的雁栖湖会场究竟长什么样

呢？ 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的二层是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的会场， 这个房间有

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集贤厅”，按照中国

的文化寓意，这就是各路贤达、领袖汇聚的地

方。会场里，中国元素应接不暇：比如领导人

坐的椅子是中式交椅， 细心的主人还为每把

椅子上配了一个红色靠垫和坐垫， 再比如每

位领导人的桌签、笔筒、杯垫都是木质的，每

位领导人面前， 一幅展开的中式卷轴铺展在

桌子上，卷轴里，签字笔是景泰蓝花样的，还

有一本金灿灿的像书一样的手册……

为什么选雁栖湖？

雁栖湖地处京北燕山脚下， 北临雄伟的

长城，素有“京北小西湖”之称。专家分析说，

这次把雁栖湖作为主会场首先是为了彰显绿

色环保理念。

雁栖湖位于怀柔区南部的雁栖河出峡口

处。雁栖河原称“雁溪河”，属潮白河水系，是

潮白河一条常年不息的支流。

“雁溪河”之名，古已有之。清代乾隆年

间编纂的《钦定日下旧闻考》载：“……雁溪

河源出塞外， 经神堂峪， 由县东王化庄入白

河。”怀柔境内自古河流纵横，清过境河流及

本区内源河流就有20余条， 其中最具水资源

优势和文化内涵的当数雁溪河、白河和怀河，

而所有河流中以“溪”命名者唯此一条。早年

间河畔水草丰沛，每年秋冬时节大雁南飞，春

分时节大雁北回，多在小清河畔栖息，所以该

河又被称“雁溪河”，后谐音为“雁栖河”。

1959年，为扩大农田灌溉面积，且蓄水防

洪，在雁栖河出峡口处修建了一座水库，因临

近范各庄乡北台上村，得名“北台上水库”。

1985年被北京市政府列为“七五”期间重点

开发的旅游景区，因地处雁栖河出峡口处，且

湖水多源自雁栖河， 而每年春秋两季常有成

群的大雁来湖中栖息，遂更名为“雁栖湖”。

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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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10日在北

京发表演讲时透露，美中双方同意新的签证安

排，学生签证有效期将由目前的一年延长到五

年，商务和旅游签证将延长到十年。

越来越多的利好信号表明，中国护照的含

金量正在日益提高。中国护照在新中国成立后

经历了怎样的变迁？美中签证有效期延长带来

了怎样的信号？为此，成都商报记者专访研究

领事与侨务问题的外交学院教授夏莉萍。

夏莉萍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少有普通人

出国，尤其是因私出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急

需一批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和国外先进管理知识

的人才， 出现一批由国家公派出国深造的干部

和优秀人才。可以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中

国老百姓的词典里，才慢慢有了护照这个概念。

改革开放早期， 出国是需要严格审批的。

夏莉萍回忆说，直到1991年，外交部领事司出

版的《新中国领事实践》一书中，提及本国公

民出国需要两次签证：一是由中国签发的允许

离境的许可，二是由他国签发的入境许可。

夏莉萍说，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申领护照

只需要个人“按需申领”， 而是需要单位盖章，

“非常繁琐”。夏莉萍说，2000年左右，出国旅行

开始盛行，许多人去参加团队旅行，很大一个原

因就是为了就此申领一本护照，以后出国方便。

新世纪来临，因私出国旅行成为中国人一

种新的生活方式。护照、签证，成了老百姓日常

谈论的话题。

在采访中，夏莉萍提及一个名词，叫做亨

氏签证受限指数，简单说，这是一项针对全球

不同国家的公民旅行自由度的排名， 由Henley�

&� Partners顾问公司分析研究了世界上所有国

家和地区的签证规定，之后按照不同国家的公

民前往海外所享有的免签证国家数而创建。这

个指数被认为显现了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护

照含金量被质疑的一个依据。

根据夏莉萍的研究，在亨氏签证受限指数

的排名表上，许多人均GDP远远低于中国的国

家，排名比中国高。她认为，国家富强与亨氏签

证受限指数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

而另一方面， 许多国家之间的签证是互免

的，单方面免签证的情况很少。夏莉萍认为，这是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所要面临的难题：如果我

们为了获得对方国家的免签， 而盲目敞开国门，

“三非问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

是否会更加突出？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过，她也注意到，在外交部10月17日公

布的中外签证互免协议一览表中，自1949年以

来有近90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免签协议（主要

针对外交、公务等，因私互免的只有几个），其

中十八大以来签订的有17个， 约占总数的

18.8%。她认为，提高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这个

工作是可以做的，以前做得不够，是因为时机

还不成熟。

美中签证有效期延长， 在研究领事与侨务

问题的外交学院教授夏莉萍看来， 是一个好的

信号：“从大的来看是有利于中美关系，从小的

来看便利了中国公民， 其实美国自己也是受益

者。”她认为，21世纪初，给中国学生的签证是

半年2次出入美国，很多人不敢回来，怕再次签

证不过，赖在美国，而现在，政策越是放松，反而

无所谓了，中国人去了美国未必想留在那里。

“中国的国力在快速提升，护照的含金量

当然会增长”， 夏莉萍说：“对于中国来说，互

免关系越多，中国境内的外国非法移民可能会

越多，这会成为我们面临的新问题。”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神秘的雁栖湖会场 中国元素应接不暇

美中签证有效期延长 释放什么信号？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外交学院教授解读中国护照的变迁

解

热 话 题

习近平

提出4点主张：

第一，共同规划发展愿

景，把在启动亚太自由贸易

区进程、 推进互联互通、谋

求创新发展等方面达成的

重要共识转化为行动。

第二， 共同应对全球

性挑战， 妥善应对流行性

疾病、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等全球性问题。

第三， 共同打造合作

平台， 将亚太经合组织打

造成推进一体化的制度平

台， 加强经验交流的政策

平台，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的开放平台， 深化经济技

术合作的发展平台， 推进

互联互通的联接平台。中

方将捐款1000万美元，用

于支持亚太经合组织机制

和能力建设， 开展各领域

务实合作。

第四， 共同谋求联动

发展， 加大对发展中成员

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扩大

联动效应，实现共同发展。

未来3年，中国政府将为亚

太经合组织发展中成员提

供1500个培训名额， 用于

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能力

建设项目。

据新华社

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就好比21只大雁。“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

一行。”我们聚首雁栖湖，目的就是加强合作、展翅齐飞，书写亚太发展新愿景。

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让我们以北京雁栖湖为新的起点，引领世界经济的

雁阵，飞向更加蔚蓝而辽阔的天空。

解 \读

□

上世纪

80

年代

普通人慢慢有了“护照”这个概念

□

上世纪

90

年代

要出国，先要有中国签证

□2000

年左右

为了办护照，先要参团旅行

□

十八大以后

中外签证互免协议猛增

护 \ 照 \ 变 \ 迁

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新华社发

APEC领导人会议周和“加强互

联互通伙伴关系” 东道主伙伴对话

会在北京举行。其间，国家主席习近

平发表4次讲话， 与10余位领导人举

行会谈， 向与会者讲述了寓意深远、

包罗万象的中国哲学故事。

山水之道

10日，习近平在APEC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说，

2000多年前， 老子说：“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意思就是说最

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涓涓细

流，泽被万物。

在10日致辞中， 习近平还说，明

天我们将相会在燕山脚下雁栖湖畔，

正式拉开领导人会议的序幕。孔子说：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那儿有山有

水，大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共

商亚太发展大计，共谋亚太合作愿景。

哲学之深

10日，习近平在APEC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说，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叫水立方，对

面是鸟巢，这两个建筑一方一圆，蕴

含着天圆地方中国的哲学理念，形

成了阴阳平衡的统一。

意象之美

9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

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开篇说，

“山明水净夜来霜， 数树深红出浅

黄。”银杏的黄，枫叶的红，给北京

这座古都增添了色彩。

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秋

词二首》。 习主席用秋冬之交的天气

和美景给演讲开篇， 烘托出宜人的氛

围，寄托着对于秋冬之季召开的APEC

北京会议的美好期待。

据新华社

习主席在APEC期间多次讲述中国典故和哲学，寓意深远

“雁点青天字一行” 喻21个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