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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雨伦

安理会审议委内瑞拉局势
中俄代表表明立场，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委内政

联合国安理会 10 日上午就委内瑞拉

问题举行公开会议。 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

联合国副秘书长洛科克等人向安理会通报

了委内瑞拉近期的食品供应、基础设施、医

疗卫生等情况。 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了这

次会议，但没有发言。

洛科克称， 当前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

危机问题 “非常真实”。 委内瑞拉经济持

续严重萎缩 ， 通货膨胀率之高近年全球

罕见。

洛科克呼吁各方在增加对委的资金援

助的同时，尊重人道主义救援的中立原则，

区分人道主义目标和政治目的， 向有需要

的百姓提供援助。

美国是此次会议中第一个发言的安理

会成员国。 代表美国发言的美国副总统彭

斯稍稍迟到了一会儿。

彭斯在发言中直接向会场里委内瑞拉

代表蒙卡达放话：“你不应该待在这里。 你

应该回到委内瑞拉，告诉马杜罗，他的时间

已经到了，他应该要下台了。 ”

彭斯还严厉批评了马杜罗政权， 称马

杜罗政权“不仅对委内瑞拉人民构成威胁，

也对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他

要求马杜罗“必须下台”。 彭斯暗示美国不

排除使用武力，“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彭

斯还敦促联合国尽快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

拉的合法总统。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在发言中表

示，中方始终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局势，支持委

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 独立和稳定所

作努力， 主张委内瑞拉事务应由委内瑞拉人

民自主决定。

马朝旭强调， 中方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委

内瑞拉内政， 反对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

反对借所谓“人道主义”问题达到政治目的。单

边制裁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影响民众基本生

活，无助于解决问题，也无法给一个国家带来

和平。 一方面大谈委内瑞拉民生问题，一方面

又不断升级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这本身就自

相矛盾，目的可疑。希望有关国家尽快取消对

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 为委内瑞拉的经济社

会发展创造正常条件， 并按照联合国人道主

义援助的基本原则向委提供帮助和支持。

俄罗斯代表涅边贾在发言中表示， 美国

对委政府的指控缺乏实据， 只是将委内瑞拉

问题作为地缘政治筹码， 俄方坚决反对美国

对委政策。

他指出， 美国一方面通过制裁扼住了委

内瑞拉的咽喉，不让委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却

在“盗窃”委内瑞拉的财富。仅在今年年初，美

国就冻结了委内瑞拉价值 300 亿美元的资

产。 自 2013 年以来，委内瑞拉由于美国的行

动已经损失了 1000 亿美元。

涅边贾指出， 委内瑞拉问题只能通过委

国内各方对话协商解决， 俄方欢迎国际社会

推动对话的努力，但反对任何“附带先决条件

的斡旋”。 （本报联合国 4 月 11 日专电）

执政30年，物价居高不下，

引发持续反政府游行

本报讯 （实习生沈钦韩）据外媒报道，苏丹国民军 11 日包

围了首都喀土穆的总统府， 执政 30 年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辞

职并已被逮捕。

苏丹国防部长伊本·奥夫 11 日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推翻总

统巴希尔，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宵禁。

据路透社报道，伊本·奥夫表示，巴希尔已被逮捕，目前正在

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还宣布将成立军事委员会来管理国家。

随着巴希尔下台的消息传开，在喀土穆市中心，成千上万的

当地居民开始游行庆祝，并高唱着反巴希尔的口号。

苏丹未来的走势引起很多人的猜测和关注。 苏丹经济学家

兼专家赛义夫·阿卜杜拉赫拉曼表示：“苏丹人始终认为，过渡委

员会应该来自军方。所有人都注意到不稳定会导致什么。任何混

乱都可能造成很高的代价。 ”

苏丹是北非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具有关键的战略地位。去年

12 月份起，由于居高不下的物价，苏丹境内不断发生反对政府

统治的游行与抗议，尽管政府承诺 2020 将进行大选，但是疲软

的经济和巴希尔对该国长达 30 年统治而引发的不满，使该国陷

入了大面积瘫痪状态。

继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在执政近 20 年后于 4 月 2

日辞职之后， 巴希尔将成为该地区第二位在全国范围内抗议活

动中下台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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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指控“维基揭秘”创始人
涉嫌破解美涉密电脑密码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1 日电 （记者刘阳 孙丁）美国弗吉尼

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 11 日发布声明，指控“维基揭秘”创始人

朱利安·阿桑奇涉嫌破解一台美国政府涉密电脑的密码，最高面

临 5 年监禁。

声明说，阿桑奇在 2010 年 3 月协助美国陆军前情报分析员

切尔西·曼宁破解了一储存在美国国防部电脑上的密码。这台电

脑连接在政府内部用来传输涉密信息的网络上。密码破解后，曼

宁可以他人身份下载秘密信息并传送给“维基揭秘”。

声明列举了两人在破解密码期间的对话记录， 以证明两人

有“合谋”行为。

声明说，由于阿桑奇涉嫌犯罪，英国警方根据美英引渡协议

当天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将阿桑奇逮捕。

据报道， 英国警方在厄瓜多尔政府撤销对阿桑奇的庇护后

将其逮捕。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 11 日宣布终止向阿桑奇提供外交庇

护。 他在一条当日凌晨公布的视频中说，阿桑奇多次违反了与厄政

府达成的协议。 莫雷诺强调这是厄瓜多尔独立自主作出的决定。

阿桑奇 2006 年创建“维基揭秘”网站。 2010 年，这家网站公

布了大量美国政府有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

让美国的外交形象遭到巨大打击，引起轰动和争议。同年 11 月，

阿桑奇因涉嫌强奸受到瑞典检方调查， 当时身处英国的阿桑奇

随后被英方逮捕。阿桑奇否认所有涉嫌罪名。2012 年 5 月，英国

最高法院裁定，可以引渡阿桑奇至瑞典。 同年 6 月，阿桑奇在保

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使馆寻求庇护。

针对本报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委大使证实：
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萨穆埃尔·蒙

卡达 10日在联合国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向

本报记者证实，委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外交官

签证已被美方从 G1级降级为 G3级。

蒙卡达 10 日下午在联合国总部召开

新闻发布会， 就当天安理会召开的有关委

内瑞拉局势的会议回答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就传闻委常驻联合国外交官签证已被美方强

行降级的问题向蒙卡达求证。蒙卡达表示传

闻属实，并进一步表示，这是美方对委驻联

合国外交官实施“外交骚扰”的一部分。

据蒙卡达介绍， 美国发给外国驻美外

交官的签证是 A1 级， 发给外国常驻驻地

为美国的国际组织的外交官的签证是 G1

级， 前提是美国要承认派出国政府。 所谓

G3 级签证是美国发给不承认其合法性的

外国政府派出的代表的签证。G3 签证相比

G1 而言有更多的限制和更少的礼遇。比如在

纽约，G3 签证持有者的活动范围不能超出以

纽约曼哈顿哥伦布圆环为圆心半径 25 英里

（约 40.23 公里）的范围。

蒙卡达进一步表示，美国此举有悖 1947

年签署的 《联合国与美国之间有关联合国总

部的协议》。该协议明确要求美国作为联合国

总部场所的提供国， 应为别国常驻联合国人

员提供签证等便利，不得阻挠。 蒙卡达强调，

委常驻联合国外交官并不是从事对美外交工

作，而是从事对联合国的工作。

（本报联合国 4 月 11 日专电）

”盟同意“脱””延期至 10月 31日
据英国媒体报道，在 10 日举行的欧盟紧

急峰会上，欧盟各成员国达成一致，允许英国

“脱欧”延期至 10 月 31 日，并将在 6 月对此

决定再进行评估。

在同意英国延期“脱欧”后，欧洲理事会

主席图斯克告诫英国 ，“请不要浪费这段时

间。”对此，英国广播公司评论道，获得 6 个月

的延期对特雷莎·梅而言是宽慰， 但英国的

“脱欧”前景依然不明朗。

在此次欧盟紧急峰会上，特雷莎·梅首先

向欧盟其他 27 个成员国领导人作了长达 66

分钟的陈述，阐述延期“脱欧”的理由。随后欧

盟成员国领导人经过 8 小时的闭门讨论，图

斯克于 11 日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欧盟

同意将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 10 月 31 日。

据《卫报》透露，尽管英国首相只希望将

“脱欧” 短暂延期至 6 月 30 日， 但是除法国

外，其他欧盟成员国都希望能够将“脱欧”推

迟至明年 3 月，给予英国更加充分的时间。

马克龙则坚决反对延长超过一年的时间，

因为 “英国这样一个打算离开欧盟的国家

会干扰欧盟的运行， 我们需要集中精力让

欧盟复兴 ，‘脱欧 ’ 事务会分散我们的精

力”。 因此，10 月 31 日成为欧盟领导人达

成的折衷日期。

根据欧盟发布的声明， 欧盟给予了英

国弹性“脱欧”方案：一旦英国议会批准“脱

欧”协议，英国将从批准之日的下个月 1 日

起正式“脱欧”。 欧洲理事会在随后发表的

声明中表示，英国在 10 月 31 日前，不能做

出破坏欧盟及其机构正常运作的行为。

欧盟计划在 6 月的夏季峰会上再度评估

英国“脱欧”问题。不过，图斯克告诫英国，“脱

欧”期限延长至 10 月底意味着英国有了额外

6 个月的时间来寻找可能的最佳解决方案，

“请不要浪费这段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欧盟坚持要求英国如果

5 月 23 日前未能批准“脱欧”协议，必须参加

欧洲议会选举，而英国政府则极力避免参选。

欧洲议会选举将于 5 月 23 日举行。如果英国

届时拒不参加， 则将在 6 月 1 日 “无协议脱

欧”。 据英国广播公司分析，此举将引发英国

国内保守党的不满，他们担心选民感到愤怒，

这次选举可能遭到许多保守党成员的抵制，

让反对党坐享其成。

此外，欧盟只是在“脱欧”时间上同意延期，

并未打算在“脱欧”协议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如

“关税同盟”与“备份安排”上进行任何让步。 欧

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已明确表示欧盟不会与英国

就“脱欧”协议重新谈判，此次延期只是欧盟给

予英国议会继续就“备份安排”等问题进行跨党

派协商的时间。然而，目前保守党与工党的跨党

派协商毫无进展，此前多轮谈判均无果而终，分

歧短时间内难以弥合，因此特雷莎·梅的任务依

然艰巨。对此《政客》杂志评论道：“脱欧”就像黑

洞，它吞噬着英国人的能量、光线和物质。 没有

其他新闻，没有其他思考……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米寿院士捐出全部积蓄奖励青年学者
69年前，卢耀如靠好心人资助求学；如今他设科研激励基金回馈社会

他是我国著名水文地质工程学家， 工

作中的大部分时间在野外考察， 由他创建

的喀斯特发育与工程效应理论被国内外同

行称为 “喀斯特卢” ———这是中国地质界

的骄傲。

从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个大型水

利水电枢纽官厅水库到三峡工程、 乃至高

铁选址……无数重大工程背后， 都有他的

贡献。 60 多年来， 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

工程人才。

昨天， 88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 同

济大学教授卢耀如捐出 360 万元个人积

蓄， 设立 “卢耀如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激

励基金”， 用以支持该领域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 奖励青年科研人员和优

秀学生。

捐赠仪式上， 卢耀如拄着拐杖在主席

台上深鞠一躬： “这些钱是我几十年的积

蓄 ， 我想用它回报给社会 ， 支持那些在

科研上需要支持的年轻人 ， 这也为了兑

现我 69 年前的诺言。” 话语间， 卢耀如几

度哽咽。

回报 69 年前的滴水之恩

88 岁的卢耀如， 工龄 66 年， 党龄 66

年。 他说， 捐赠出这笔钱， 是为了回报当

年帮助过他的人。

面对记者， 他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求

学生涯。 70 多年前， 卢耀如就读于福州

英华中学。 1948 年 ， 清华大学航空系教

授沈元回福州探望母亲， 当时恰逢北平解

放前后， 沈元一时难以返回清华， 就留在

英华中学教书。

“是他让我们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

单是哥德巴赫猜想， 我就听了三次， 听得

心潮澎湃。” 卢耀如记得， 当时自己的数

理化成绩很好。 一次沈元问他， 敢不敢去

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

珠。 卢耀如一口回答： “当然敢！” 由此

定下非清华数学系不读的志愿。

解放初期， 大学尚未恢复招生。 卢耀

如高中毕业后只能先去工作 ， 直到 1950

年才等到了清华大学招生的消息。 结果，

由于备考时生病， 他在报考清华大学数学

系的学生中只排到了第二名， 而福建省只

有一个录取名额， 最终他阴差阳错地被清

华大学地质系录取了。

然而， 卢耀如家境贫寒， 直到清华大

学开学十多天后， 他仍未筹措到足够的路

费。 一天， 他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 一边

憧憬着奇迹发生， “没想到， 天上真的掉

馅饼了。” 原来， 当时他工作的福州市团

工委有两名上海来的南下干部， 他们送来

十多位同事积攒的 29.5 元钱 ， 资助他去

清华读书。

“后来， 我又凑了 3 元多， 就带着这

33 元去北京了。” 卢耀如说， 当时他就立

下誓言 ， 学成后一定要回报社会 。 “那

时 ， 每人每月的津贴也只有一元钱 ， 这

30 元钱对那些好心人来说可是笔巨款。”

33 年后， 卢耀如回到福州 ， 挨个找

到了当时帮助过他的十多个人， 承诺每次回

福州都要看望他们， 用其所学回报社会。

可随着岁月流逝， 卢耀如每次回去能够

看望到的人越来越少了。 “今天设立这笔基

金， 就是为了回报 69 年前的滴水之恩。” 过

去几十年， 卢耀如一直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西

部贫困地区的地质灾害防治问题。 他说， 回

报社会、 服务祖国不仅是他作为科学家义不

容辞的责任， 也是他对于恩人的承诺。

支持愿意投身艰苦科研
的年轻人

年近九旬的卢耀如特别关心年轻人的成

长。 他说， 360 万元不能做什么大事， 但在

青年人的科研起步阶段也许很重要， 希望以

此为年轻一代吸引到更多支持。

“从事地质研究真的很辛苦。 相对其他

行业， 地质研究荣誉比较少， 做无名英雄的

时候多 ， 而且要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野

外。” 卢耀如感慨地说， 自己年轻时大多数

时间都在野外考察， 即便 80 岁， 也保持着

一定的野外调查频率。 “如果真正有兴趣从

事地质研究的年轻人得不到支持， 怎么可能

留住他们？！”

时至今日， 卢耀如仍然在培养研究生。

在他的大力帮助下 ， 贵州师范大学设立了

“国家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他力荐年轻学者担任中心负责人， 自

己只作为其中一名普通学者。

据悉，“卢耀如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激励

基金”将优先支持“3+2”高校和科研院所，即

同济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水

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3 家单位， 以及清华

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 所高校。 同时，

该基金还将资助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相关学

科的公益性、引导性课题研究。

卢耀如说 ， 之所以优先支持这五家单

位， 是因为他长期在同济大学和中国地质科

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工作； 同时，

他也兼任贵州师范大学名誉校长 ， 并于

2007 年指导该校成立了南方喀斯特研究院，

开展喀斯特生态环境保护与石漠化综合治理

等特色研究 。 而清华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都是他的母校。 他说：“我对这五家单

位怀有深厚感情， 希望用我的微薄之力优先

支持这些地方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和学生， 也

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支持的行列。”

88 岁的卢耀如

院士工作中的大部

分时间在野外考察，

由他创建的喀斯特

发育与工程效应理

论是中国地质界的

骄傲。从新中国成立

后修建的第一个大

型水利水电枢纽官

厅水库到三峡工程、

乃至高铁选址……

无数重大工程背后，

都有他的贡献。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姜澎

明确高校美育改革目标
教育部印发《意见》

本报讯 （记者张鹏） “每位学生须修满学校规定的公共

艺术课程学分方能毕业。” 近日， 教育部印发 《关于切实加强

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简称 《意见》）， 提出各高

校要明确普及艺术教育管理机构， 把公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

纳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 纳入学校教学计划， 实行学分制管

理， 鼓励高校开展学生跨校选修公共艺术课程和学分互认。

《意见》 明确了高校美育改革的目标： 到 2022 年， 高校

美育取得突破性进展， 美育教育教学改革成效显著， 师资队

伍建设和场馆设施明显加强 ， 推进机制和评价体系日益完

善 ， 高校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显著提升 。 到 2035 年 ， 形

成多样化高质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高等学校美

育体系。

《意见》 提出， 普通高校要强化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艺术

教育。 完善课程教学、 实践活动、 校园文化、 艺术展演 “四位

一体” 的普及艺术教育推进机制。 规范公共艺术课程， 加强公

共艺术课程教材建设， 修订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

指导方案》。

教育部鼓励高校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

质要求， 积极探索构建公共艺术课程体系， 培育建设一批高质

量的美育精品课程。

《意见》 指出， 高校的艺术教育要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布

局， 构建多元化、 特色化、 高水平， 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学科

专业体系的目标。 各个高校艺术专业的设置应与学科建设、 产

业发展、 社会需求、 艺术前沿有机衔接， 增强人才培养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契合度， 依托一流专业建设 “双万计划” （一万个

国家级一流专业点和一万个省级一流专业点）， 建设好国家级

一流艺术类专业。

为了促进高校美育建设， 要推进高校艺术师范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 构建协同培养的育人机制。 支持高校设立并办好

音乐教育、 美术教育、 舞蹈教育、 戏剧教育、 戏曲教育、 影视

教育相关专业。

同时， 国内将建设一批高师改革试点学校， 引导艺术师范

专业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改进教学方法， 为基础教

育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性美育教师。

《意见》 要求， 各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 制定落实意见的

实施细则， 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 部属高校实施细则须于 9

月 1 日前报教育部。

企业家共议“老字号”未来
本报讯 （记者孔韬） 历经岁月磨砺， 民族品牌如何继续

前行？ 为呼应上海报业集团主办的 “消费者喜爱的上海老字号

品牌评选”， 也为即将到来的 2019 年 “中国品牌日” 活动进行

预热， “传承与创新———全球环境下的中国品牌” 主题沙龙昨

天举行， 近百名中外企业高管齐聚一堂， 探讨老字号在新时期

的核心品牌价值， 探索品牌未来的全球竞争力。

上海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 曾诞生我国第一家味

精厂、 第一家灯泡厂、 第一家牙膏厂、 第一家电池厂、 第一家

毛巾厂、 第一家印染布厂、 第一家搪瓷制品厂、 第一家时钟制

造厂、 第一家美术颜料厂、 第一家民族制药厂等等。

而在凯度中国的 2018 年中国品牌 100 强排行榜上， 上海

品牌占据 16 个席位， 光明乳业、 太平洋保险、 交通银行、 携

程、 老凤祥等榜上有名。

市商务委的统计显示， 在目前全国 1128 家中华老字号中，

上海有 180 家， 数量最多， 覆盖品类范围最为丰富。

█ “卢耀如生态环境与地质
工程激励基金”将优先支持“3+2”

高校和科研院所， 即同济大学、贵
州师范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
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3 家单位，

以及清华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2所高校。同时，该基金还将资
助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相关学科
的公益性、引导性课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