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8 元 每月 23.8 元 年价 285.6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 、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 、13901102545

2018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董 健

世界报道

中
美
专
家
认
为

保
持
中
美
关
系
健
康
发
展
至
关
重
要

新华社美国波士顿 10 月 15
日电(记者杨士龙、长远)来自美
中两国的多位专家 15 日在美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行的
论坛上同台共论中国经济发展与
中美关系。他们一致认为，中美
关系目前遇到了一些困难，作为
世界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两国
应共同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
国和两国人民，对确保国际秩序
稳定也至关重要。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
约瑟夫·奈在发言时说，中美关
系短期内遇到一些困难，但长远
看合作是大趋势。他说，中美两
国不应互为威胁，也要避免彼此
误解，在未来需要探索如何保持
良性竞争，同时维护国际秩序稳
定。

他表示，中美双方应在气候
变化等重要议题上进行合作，抱
有合作的态度很重要。“除非中
美两国能携手合作，否则我们不
可能拥有一个让任何一方可以从
中受益的国际秩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
维为认为，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实
现合作共赢，前提是消除中美关
系的认知误区。他说，中国的改
革发展之路证明了中国一贯坚持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
策。中国一直推崇双赢而非零
和，中美是世界上的两个大国，
每天有 1 . 4 万人往返于两国之
间，“我们有各种机会让双方实
现共同繁荣，两国的命运紧密相
连”。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
授欧威廉指出，中美双方应以历
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两国关系，把
双方合作带来的效益置于分歧之
前。在当今这个高度全球化、重
视环保和创新的后工业经济时
代，两国的合作双赢关系对全球
经济而言尤为重要。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库恩基
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认为，中
美两国和两国人民都需要进一步

加强沟通和相互理解，以消除彼此间的隔阂与误解。他说，
如果有人对中国发展道路有疑问的话，就到上海去看一看，
因为上海的成功发展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发展的缩影和样本。
借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契机，上海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在金
融、贸易、物流、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领域世界领先的
国际大都市。

库恩特别指出，即将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进一步向世界表明中国要继续开放市场、与世界共享
发展成果的决心。

《国家宝藏》亮相戛纳，中国原创受关注

新华社美国波士顿 10 月 15 日电(记者徐剑梅、胡友
松)哈佛大学被控多年来在招生过程中蓄意歧视亚裔申请学
生，位于波士顿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 15 日开庭审理此案，
引发全美关注。

记者在现场看到，法庭当天人满为患，法院大楼外媒
体云集，一些亚裔人士手举写着“哈佛，停止亚裔配额”
等口号的标语牌，声援起诉哈佛大学的非营利组织“公平
录取学生”。

该组织于 2014 年起诉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申请学生，获
得全美多地亚裔团体支持，美国司法部上月表态支持这一
诉讼，称哈佛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可能感染种族偏见”。

联邦法官艾利森·伯勒斯负责审理此案，双方律师团
队当天分别进行了开庭陈述。

控方律师称，哈佛大学在招生时过分考虑种族因
素，采取事实上的种族配额、刻板的种族偏见和更高的
录取标准，蓄意歧视亚裔申请学生以控制亚裔录取人
数。

控方详细对比分析了哈佛大学录取不同族裔学生的
数据，指责哈佛大学在为“个人评估”一项打分时故意
压低亚裔学生评分，固化对亚裔的刻板成见。

代表哈佛大学的律师否认这些指控，坚称哈佛大学
招生程序合法，考虑种族因素是出于保障校园多样性需
要，从未将种族作为消极因素对待。代表哈佛大学的律
师批评控方数据不全，结论片面且具有误导性，并指出
今年哈佛本科新生中，亚裔占比达 23% ；联邦最高法院
此前裁决相关案例时，已认定高校录取学生时适当考虑
种族因素合宪。

“公平录取学生”组织反对平权法案、主张美国高
校招生时排除种族因素，曾代理一些白人提起的“逆向
歧视”诉讼。而支持哈佛大学立场的人则支持平权法
案，认为族裔多元的校园是更好的校园，呼吁保卫校园
的多样性。

此次“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起诉哈佛大学一案无
陪审团，由法官伯勒斯在审理约 3 周后做出裁决，但
预计最终可能提交到联邦最高法院，其判决结果对招
生时考虑种族因素的其他美国高校和对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重要成果之—的平权法案势将产生巨
大影响。

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促使美国国
会制定了平权法案。法案规定在大学招生、政府招聘时
要照顾少数族裔和女性等弱势群体。法案致力于消除种
族歧视，给予弱势群体更多优惠政策。但是有些学校硬
性规定招收某族裔学生比例，引发“逆向歧视”的争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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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杉矶 10 月 15 日电(记者谭晶
晶)美国国家医学院 15 日公布了今年新增选
的院士名单，美籍华人学者柴洋、傅嫈惠、
廖敏妃、林希虹、王晓斌、游景威当选院
士，香港大学学者梁卓伟当选外籍院士。

柴洋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美国国家
医学院说，他在颅面发育领域的开创性研究
带来了新疗法，为受头部和面部畸形折磨的
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傅嫈惠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教
授。她在发现影响昼夜节律的基因方面有突
出贡献，今年 5 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廖敏妃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
授。她在关于脑瘤的免疫学研究和设计有关
疫苗的临床试验方面有杰出贡献。

林希虹是哈佛大学教授。她将统计方法
应用于全基因组测序关联研究等方面，在统
计学、遗传学、传染病学和环境健康等领域
作出重大贡献。

王晓斌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她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胚胎期和围产期
一些可能导致早产、肥胖症等疾病的遗传和
环境因素。

游景威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他对视网膜功能的开拓性研究，有助于促进
对昼夜节律和遗传性失明等领域的理解。

香港大学教授梁卓伟当选为外籍院士。
他在医学教育、传染病控制等方面作出了重
要贡献。

担任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的华人学者曹
文凯表示，新增选院士在医学、健康和政策
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将帮助我们解决当今世
界最紧迫的健康问题”。

成立于 1970 年的美国国家医学院是美
国重要学术机构。该机构本次增选 75 名院
士，此外还增选了 10 名外籍院士。至此，
美国国家医学院的院士总数增至 2178 人，
外籍院士总数增至 159 人。

美法院开审哈佛大学招生歧视亚裔案

▲ 10 月 15 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反对哈佛大学歧视亚裔学生的抗议者在美国联邦
地区法院前展示标语牌。 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新华社法国戛纳 10 月 15 日电(记者张曼)法国戛纳秋季
电视节 15 日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戛纳开幕。在当天举办的大
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展映分享会上，中国原创节目以
及多样化的国际合作方式吸引了业内人士关注。

《国家宝藏》展映分享会是中国主宾国系列活动之一，由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和央
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当天的展映分享会围绕《国家宝藏》原创“纪录式综艺节
目”、《国家宝藏》国际版模式和《中国的宝藏》纪录片三大主
题，邀请节目制作方以及合作方代表展开讨论。

《国家宝藏》执行总导演汤浩介绍说，节目融合纪录片和

综艺两种创作手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纪录式综艺”表达，用
时尚现代的方式激活古老的历史，增加了年轻人对博物馆的
兴趣。节目播出后，节目中呈现的各家博物馆的访客量迅速增
加，最高增长 50%。

据悉，在 14 日举办的《国家宝藏》专场推介会上，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和恩德莫尚集团签约，进行《国家宝藏》国际版合
作，同时还与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签署合作协议，共同
制作纪录片《中国的宝藏》。

恩德莫尚集团国际发展部门创意总监威廉·布罗姆说，
《国家宝藏》国际版将会针对目标观众进行调整，以更符合其
审美和思维方式。

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内容编辑埃玛·戴思说，利用
《国家宝藏》节目提供的文博资源与中方合作拍摄纪录片，将
有助于世界各国观众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

《国家宝藏》独具一格的制作模式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好
评。泰国买家巴里察·斯他比达诺在分享会现场告诉记者，《国家宝
藏》通过独特的方式让比较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更易于理解
和接受。“我希望泰国也能够学习这种方式。中泰两国在文化上十
分亲近，如果这个节目以后能在泰国播放，一定会很受欢迎。”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公参李少平在节目专场推介会
上说，《国家宝藏》见证了中国人的时代美学追求，体现了中国
人的文化传承理想，是电视创意向传统优秀文化的一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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