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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现年 59 岁的德沃斯长期致力于推动“择
校”制，并主张公共教育资源应向私立学校倾
斜，这些主张引起了公立教育体制人士及一些
家长和民间组织的强烈不满。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则题为《为什么德沃
斯……不受欢迎》的报道，德沃斯的子女从未在公立
学校就学。文章援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话称，德沃
斯的政策主张可能为公立学校带来负面影响。同时，
舆论担心德沃斯本人保守主义色彩和宗教意识浓
厚，或会扰乱政教分离的美国教育大原则。

更关键的是，德沃斯本人并无任何在公立教
育体系中担任公职的经验，她在提名听证会上的
表现被舆论称为“无知”：不仅不熟悉美国《残疾
人教育法》，甚至说出学校或许可以拥有枪支以
保证一些偏远校的学生“射击灰熊”的“名言”。

此外，外界对德沃斯的关注点还集中于
“共和党金主”这一身份——她曾长期担任密
歇根州共和党主席，其家庭拥有数亿美元资
产。即使在特朗普以“有钱”著称的整个内阁团
队中，德沃斯的资产也不容小觑。

德沃斯的公公是安利集团创始人之一，她
的丈夫迪克·德沃斯是安利集团总裁，她的哥
哥埃里克·普林斯则是美国备受争议的安保企
业“黑水公司”的创始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指
出，尽管德沃斯在提名听证会上的表现像个

“票友”，但她的政策主张与特朗普以及共和党
的主张具有许多契合点。

“总体来看，美国新移民及少数族裔更倾
向于接受公立教育，而特朗普正在严控移民。
从这个角度讲，特朗普并不需要在公立教育上
倾斜过多政策，”他说，“同时，公立教育是大政
府的体现，而共和党一贯主张小政府，加强私
立教育其实是符合共和党价值取向的。”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新华国际）

经过数小时“拉锯战”，参议院7日最终以51
比50的投票结果通过对德沃斯的提名。令外界
哗然的是，打破僵局的最关键一票竟来自副总统
迈克·彭斯，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出现需要动用在
任副总统投票通过内阁人选的局面。历史上，美
国副总统从未在国会参议院就内阁人选进行投
票，这是本次投票引发舆论极大关注的重要原
因。彭斯投出关键赞成票，使得德沃斯涉险过关。
这位新教育部长险些成为近30年来首位被否决
的内阁成员提名人选。

参议院投票结束后，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
塞表示祝贺，并称德沃斯“将保证每个学生都能
进入好学校，不管是公立、私立还是特许学校”。
他口中的特许学校是指随着美国标准化教育改
革而兴起的一类“公办民营”学校。

观察家认为，围绕德沃斯的任命所引发的

两党对峙“僵局”，映射出两党极化和党争的加
剧。美国大选后，国会共和党人迅速和特朗普进
入“蜜月期”，随着一批党内强硬右翼获得白宫
任命和内阁提名，共和党进一步趋右。与此同
时，遭遇重挫、正在重组的民主党陷入党员青黄
不接的境地，一批自由派谋求更多话语权，民主
党出现进一步趋左之势。

白热化党争所导致的参议院“破天荒”之
事，不止内阁部长人选首次要凭副总统投票决
定这一桩。日前，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就财政部
长人选和卫生部长人选投票时，民主党人干脆
集体拒绝出席，而共和党人的对策竟然是更改
规则，宣布暂时放弃两党至少各有一人在场委
员会方可投票的规定。结果，两位部长提名人选
均获得委员会审议通过。在拒绝妥协方面，两党
似乎在比赛谁走得更远。

美国教育部长上了堂“政治课”

中国老兵王琪滞留印度50多年的新闻一
直牵动人心。中国6日表示，正推动印度完成
送回王琪的程序，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承诺保
证提供一切帮助。《印度快报》近日报道称，似
乎中国和印度都将选择权交给了王琪。尽管
他想回国看望亲人，但他也希望返回印度与
妻儿在一起，这或许是印度在考虑其背景时

遇到的问题。
王琪表示，中国大使馆的探访提高了

一 家 人 回 中 国 的 希 望 ，但 是 他 们 想 知 道
还 要 等 多 久 才 能 拿 到 离 境 文 件 。印 度 外
交部发言人维卡斯·斯瓦鲁表示，印度外
交部正在与内政部商讨如何解决此事。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称，初步决定将

联合有关部门，尽快启动去印度接老兵王琪
回陕，所有费用由基金会承担，老人或在这
个春天就可返回家乡。

王琪老人出生地──陕西省咸阳市乾县
薛录镇薛寨南村的一位村干部说，如果老人
有一天回到老家来，村上会给予和其他村民
一样的待遇，给划拨一块宅基地，保证老人在

故乡安度晚年。
陕西省民政厅相关官员表示，民政厅已

着手介入相关工作，并表示会尽力给老兵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咸阳市民政局也称，已安
排相关部门核实了解相关讯息，如果确属实
情，王琪老人回陕后民政局会依照国家相关
政策给予优抚待遇。 （据参考消息）

过去一年
26国对华签证“松绑”

泰国《星暹日报》7 日报道称，泰
国内阁已批准将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签证费用减
免政策延长 6 个月至今年 8 月 31 日。
这意味着来自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游
客在8月31日前在本地办理泰国旅游
签证费用全免，在泰国办理落地签证
的费用依然为1000泰铢（约合197元
人民币）。其实，为吸引更多海外游客，
泰方自去年 12 月起已经开始执行为
期3个月的旅游签证费减免政策。

此外，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自
2017年2月起，持有效申根签证的中
国公民将可免签入境白俄罗斯并停留
5天。这是2017年继塞尔维亚后，又一
个对中国公民免签的国家。

记者统计数据发现，2016 年一
年，27 个国家对华签证政策有变。除
帕劳取消免签证费政策外，26个国家
都是利好消息，而 2015 年同期，这一
数字是 15 个。记者发现，这些对华签
证的利好政策中，24个国家都是针对
中国游客作出的，占比超九成。

截至2016年底，持普通护照的中
国公民免签或落地签目的地已达 60
个。中国与9 个国家达成涵盖普通护
照的全面互免签证协定，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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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
给予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落地签
证，其中印度尼西亚同时实行免签和
落地签政策。 （法制晚报）

美国最先进战舰
拟开赴亚太

韩国媒体报道，美军太平洋司令
部司令哈里·哈里斯近日向韩方建议，
在韩国近海部署“朱姆沃尔特”号驱逐
舰，该舰可在济州岛或镇海海军基地
附近海域执勤。

万吨级“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是
美国迄今科技含量最高、造价最昂贵
的战舰。分析人士认为，将此“大杀器”
部署在东北亚，显示美国对这一地区
的密切关注。

烧钱“大杀器”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于 2016
年10月开始服役，母港设在加利福尼
亚州太平洋沿岸城市圣迭戈。舰长约
180 米，排水量约 1.5 万吨，装有 2 门
155 毫米口径隐形舰炮，最大射程达
160公里。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自动化程
度高，全舰仅有140多名舰员，人数不
到同级别传统战舰一半。此外，“朱姆
沃尔特”号驱逐舰采用隐形设计，在雷
达屏幕上看就像一艘渔船。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是“朱姆
沃尔特”级战舰的首舰。它的另外两艘
姊妹舰“迈克尔·蒙苏尔”号和“林登·
约翰逊”号尚在建设中。按照设计方
案，“朱姆沃尔特”级战舰的舰载武器
主要包括 2 座先进火炮系统、20 座
Mk-57垂直发射系统和2座Mk-110
式57毫米舰炮。

有评论认为，“朱姆沃尔特”号驱
逐舰是美国海军新一代主力水面舰
艇，其舰体设计、电机动力、侦测导航、
武器系统和指管通情等均是全新研发
的尖端科技结晶，展现了美国海军高
超的科技实力。

如此先进的战舰，价格也令人咋
舌。堪称“梦幻战舰”的“朱姆沃尔特”
号驱逐舰的建造共耗资44亿美元，其
隐形舰炮配备的高速炮弹每枚造价
80万美元，与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相差无几。

韩国难拒绝

对于美方部署“朱姆沃尔特”号驱
逐舰的提议，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
均说，目前美国尚未正式提出这一部
署请求，“美国提出请求后，我们将考
虑这个问题”。据《韩国日报》报道，韩
国政府正在评估美方的建议。该报援
引一名韩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韩国没
有理由反对部署技术先进的“朱姆沃
尔特”号驱逐舰，无论是长期驻扎还是
以轮岗方式驻扎。

就在数天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
斯才对韩国进行访问，指出“韩美应携
手合作，共同应对朝鲜威胁”。分析人
士认为，安排马蒂斯访问韩国，表明特
朗普政府对美韩同盟的重视，也突出
了美国当局进一步夯实韩国在美国战
略中地位的意愿。

虽然仅仅服役一个月，“朱姆沃尔
特”号驱逐舰便因一体化动力装置的
换热器出问题而在穿越巴拿马运河时
抛锚，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朱姆沃尔
特”号驱逐舰是美国海军最具科技含
量的战舰。美国有意将其部署在韩国
近海，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高调介入
半岛议题。分析称，可以预料，一旦“朱
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这样的“大杀器”
部署在东北亚，势必会让该地区乃至
整个亚太地区已然非常紧张的安全局
势进一步复杂化。 （新华社）

难的不是回中国
而是先回中国再回印度？

经过数小时“拉锯
战”，美国国会参议院7
日以 51 比 50 的投票结
果通过总统特朗普对教
育部长贝齐·德沃斯的
提名。令外界哗然的是，
打破僵局的最关键一票
竟来自副总统迈克·彭
斯，这是美国国会首次
出现需要动用在任副总
统投票通过内阁人选的
局面。

德沃斯之所以造成
极大争议，与美国媒体
所指的她在教育政策上

“表现无知”、保守色彩
浓厚等原因有关；同时，
作为安利集团的“继承
者”，她是共和党“金主”
这一事实也让外界质疑
任命可能存在利益输
送。专家认为，德沃斯艰
难“过关”再次体现长期
被人诟病的美国两党背
后所代表利益集团之间
的斗争十分激烈。

美国参议院全体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齐声反
对任命德沃斯。为争取投票，6日夜，民主党联邦
参议员熬通宵演讲，但这更像民主党向壁唱独
角戏，因为没有任何共和党同僚跟着熬夜。结
果，无论民主党如何号召，除早早反水的两人
外，再无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反水”，导致投票结
果出现平局”。

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普通民众最关心
的就是工作、教育和医保。近日，围绕这位教
育部长的任命，全美各地成千上万民众给所
在州的联邦参议员打电话。来自两党的 7 名
联邦参议员报告说，其办公室电话被选区选
民打爆。

表面上，反对德沃斯的理由包括涉嫌利益
冲突、政治捐款纪录存疑、欠缺管理教育系统的

专业知识和经验等，但关键原因是她的两大核
心教育主张备受争议——主张推广营利性质的
特许学校教育，开放教育市场以供学生家长选
择，以及主张推行“学校代金券”，允许学生使用
公共教育经费进入私立学校就读。德沃斯称，美
国现在的教育体制“是一个封闭系统、一个封闭
产业、一个封闭市场。这是垄断，死路一条”。

反对德沃斯教育主张的人认为，她所倡导
的特许学校是以营利为目的，不受限制、缺乏监
管，实际是在推动将美国公立教育体系私有化；
而所谓“学校代金券”涉嫌误导公众，将挤占公
立学校教育资源，对公立教育系统造成伤害。美
国教师联合会明确反对德沃斯，把她称作是美
国设立教育部长这一内阁职位以来“最反公立
教育的提名人选”。

当前，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
52个议席，民主党占据48席，任命德沃斯本无
悬念。然而，分别来自缅因州和阿拉斯加州的两
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2月1日表态反对德沃斯
出任教育部长，理由是其教育主张不符合缅因、
阿拉斯加两州的实际情况。

此前，全体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就已齐声反
对任命德沃斯。这意味着，只要再有一名共和党
联邦参议员“跳票”，德沃斯就会被否决。瞬间，
德沃斯的任命问题演变成两党之争的焦点。

特朗普就职两周多来，从内政到外交，大有
全面清算和推翻奥巴马政府遗产的架势，并展
露“决不妥协”的执政风格，在弥合国家裂痕、争

取两党合作上毫无动作，这导致两党争斗更趋
激烈。德沃斯任命所引发的巨大争议，不仅与
两党争斗有关，也与美国不同阶层民众的不同
教育诉求有关。随着特朗普上台，这种分裂情绪
在升温。

据美联社报道，也有不少父母非常支持德
沃斯，他们认为德沃斯的教育理念能使更多低
收入家庭的孩子花费很少的钱就进入私立学校
和特许学校。

德沃斯曾说，“美国教育现状是不可接受
的。”现在她已获任命，美国教育制度面临新的
变革。她的主张究竟有何结果，将受实践检验，
但美国社会的持续分裂，恐怕在近期难以逆转。

她是安利老板娘

51：50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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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公公是安利集团创始人之一，她的丈
夫迪克·德沃斯是安利集团总裁，她哥哥埃里
克·普林斯则是美国备受争议的安保企业“黑
水公司”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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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办公室被电话打爆

德沃斯誓言要变革教育

为什么？ 她的两大她的两大
核心教育主张备受争议核心教育主张备受争议
———主张推广营利性质的—主张推广营利性质的
特许学校教育特许学校教育；；主张推行主张推行

““学校代金券学校代金券”，”，允许学生允许学生
使用公共教育经费进入私使用公共教育经费进入私
立学校就读立学校就读

为什么？ 有不少父母有不少父母
认为德沃斯的教育理念能认为德沃斯的教育理念能
使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使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花费很少的钱就进入私立花费很少的钱就进入私立
学校和特许学校学校和特许学校。。

开先河！ 历史上历史上，，美美
国副总统从未在国会参议国副总统从未在国会参议
院就内阁人选进行投票院就内阁人选进行投票。。
这位新教育部长险些成为这位新教育部长险些成为
近近3030年来首位被否决的年来首位被否决的
内阁成员提名人选内阁成员提名人选。。

德沃斯本人并无任何在公立教育体系中
担任公职的经验，她在提名听证会上的表现被
舆论称为“无知”，甚至说出学校可以拥有枪支
以保证偏远学校学生“射击灰熊”。

打破僵局的最关键一票来自副总统迈克·彭斯
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出现需要动用在任副总统投票通过内阁人选的局面
历史上，美国副总统从未在国会参议院就内阁人选进行投票

聚焦中国老兵被困印度54年

国会首次,副总统投票定乾坤

有金钱，
没经历

7日，在副
总统彭斯的帮
助下，德沃斯
（左一）涉险通
过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