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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间谍法实施细则：
什么是“敌对组织”？
什么是“境外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
施细则》昨日公布，并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1994 年 6 月 4 日国务院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实
施细则》同时废止。

《反间谍法》所称“境外机构、组
织”包括境外机构、组织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
和分支组织；所称“境外个人”包括
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

《反间谍法》所称“间谍组织代
理人”，是指受间谍组织或者其成员
的指使、委托、资助，进行或者授意、
指使他人进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活动的人。间谍组织和间
谍组织代理人由国务院国家安全主
管部门确认。

《反间谍法》所称“敌对组织”，
是指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
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危害
国家安全的组织。敌对组织由国务
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公
安部门确认。

《反间谍法》第二十五条所称
“专用间谍器材”，是指进行间谍活
动特殊需要的下列器材：暗藏式窃
听、窃照器材；突发式收发报机、一
次性密码本、密写工具；用于获取情
报的电子监听、截收器材等。专用间
谍器材的确认，由国务院国家安全
主管部门负责。

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由
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国家安全
机关也可以予以警告；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涉嫌间谍行为的人员，国家
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
不得出境。对违反《反间谍法》的境
外个人，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
可以决定限期离境或者驱逐出境，
并决定其不得入境的期限。被驱逐
出境的境外个人，自被驱逐出境之
日起10年内不得入境。 据新华社

教育部回应“学生跑步取暖”：

非常心疼 非常着急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北方部分

中小学未供暖，学生们只能“跑步取
暖”的现象，教育部 6 日回应称，教
育部对此高度重视，已要求地方迅
速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真正把孩
子们的冷暖放到心上”。

“我们确实非常心疼这些孩子
们，也非常着急。”教育部新闻发言
人续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教育
部对此事高度重视，部领导明确要
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督促地方迅
速地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已向有关省
份下发督办通知单，要求迅速查明
情况，迅速解决问题，确保师生正常
教育教学工作。

“孩子们的事情没有小事。”续
梅说，“希望地方基层政府、教育部
门、学校引以为戒，真正把孩子们的
冷暖放到心上，真正能做到以学生
为本，切实保障学生的利益，从而保
证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一个相对
比较好的条件下健康成长。”

据新华社

重庆检察机关：
建议对虐童者终身禁教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日
前出台首创性司法保护措施，明确
对在校幼儿、学生实施虐待、殴打行
为的教职员工，如构成犯罪的将建
议法院判令其禁止从事相关职业；
危害程度不够刑事处罚的，建议教
育主管部门永不录用其从事教育及
相关行业。

这项称为“护蕾”专项工作指导
办法的司法保护措施从幼儿园（中
小学）教职人员职业法制准入、校园
安全档案、安全信息强制性披露等
领域，探索全方位的司法保护措施。

据介绍，二分院下辖区县检察
机关将联合教育主管部门及相关单
位，每年定期对所有新进幼儿园和
中小学的教职员工开展职业法制教
育，构建“教师法制准入原则”。

这一办法还明确将建立“校园
安全电子档案”。规定检察机关督促
教育主管部门，对幼儿园及其他学
校的在校幼儿、学生实施监控全覆
盖。同时，确定专人负责监控设备的
正确合理使用和维护，并由专人全
天负责对监控视频内容的监督、检
查；监控视频内容应当妥善保管，并
允许幼儿、学生的法定代理人、监护
人合理查看。

此外，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
将启动“护蕾专线”、“护蕾微信”，用
于接收控告、举报、申诉。检察人员
将在接到相关控告、举报、申诉后
24小时内及时作出应对处理，线索
分流，并进行记录。 据新华社

她是学生口中的“侦探”
““我们只服王老师我们只服王老师，，搞清楚事实搞清楚事实

再做决定再做决定””

没课的时候，宁波华天小学 602
班的王悦微很少闲着。在能掌控的时
间里，王悦微给学生讲写作，教毛笔
字，带着学生去操场跳绳，中午吃完
饭要给43个人默写词语，放学后带着
听写出错的学生去食堂改正。

602班极少有安静的时候，“问题学
生”不少。该校副校长王瑶告诉红星新闻
记者，前几年家长都想方设法把孩子送
进重点小学，生源并不是很好，近一两
年才有所好转。王悦微把“问题学生”的
课桌安排在前排，有两张和讲桌并列，
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坐在最后一排。窗
外有什么动静，学生扭头了，王悦微瞄
到就提醒说：“就是有学生不专心，老管
别人做什么。”连说两次，怒目而视。

尽管如此，王悦微依然被学生称
赞温柔，“王老师不罚站、不打人、从
不骂人，太好了。”学生沈强（化名）
说，“王老师迫不得已才会发急。”

课间，学生们挤在红星新闻记者
四周争相爆料，想被写进报道，“出
名”。有个学生被称为“老大”，他“嘘”
了一声，周围安静了。他叫陈小风（化
名），说他们班气走过7个代课老师。
三年级后，王悦微休产假，并答应家

长一定回来再教他们。陈小风（化名）
说：“我们只服王老师，她是个侦探。
她能查出来谁在黑板上写脏话，反正
她都是搞清楚事实再做决定。”

王悦微认为“问题孩子”本性都
不坏，要矫正的是学习习惯，让他们
集中注意力。“就算你学习好，让我看
出来嫉妒心理，我不会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会狠批。”她认为，“每一个‘问
题孩子’背后，家庭都有或多或少的
问题。”王悦微教过学生的家长，有的
是病人，有的家庭条件不好——“白
天把床吊起来，晚上再放下”。

每天，王悦微都要在家长群点
名，提醒家长监督学生们做作业，但
收效甚微。“不做作业的总是那几
个。”她有些无奈，但又说：“但我要做
我该做的，每天提醒还是要提醒。”

对家长在群里奉承老师的新闻，王悦
微哈哈大笑，“从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以前不懂，就知道挑战传统”
现在每天都在琢磨一篇课文怎么教现在每天都在琢磨一篇课文怎么教

这不是“我们1班”第一次“火”。
2013 年，王悦微传了当时学生“大头
妹”的作文《历史乱套了》，短短的几
百字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征服网友，
叹其“前途无量”。

王悦微是语文老师，常在“我们1

班”晒学生作文。最近有一篇写芦花
的文章，转发过万。

602 班最近的练笔是“给偶像的
一封信”。有个学生写偶像是曾昭燏
（曾昭燏，1909年生，曾国藩大弟曾国
潢的长曾孙女，女博物馆家、考古学
家，生前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王悦
微提到这个学生，表现出一种担忧：

“这么小就知道曾昭燏，好厉害！但我
现在最警惕某些虚假的才华，外界的
夸奖都是一时的……”

14年前刚做老师时，王悦微每天
都让一年级的小孩写日记，一句一句
改，但效果不好。第一个学期考试结
束，她的班级语文平均分比其余班低
8 分。校长很生气，把她叫进办公室，
说：“你不是说教语文才能发挥你的
才能吗？你就给我这样的成绩？”

后来王悦微发现，低年级学生最
重要的是拼音、写字笔序、习惯培养、
朗读、造句，写文章为时过早。“以前
不懂，就知道挑战传统。”现在，每天
午饭后她要给学生听写词语。

尽管教书14年，王悦微对照她喜
欢的老师，判断自己对教学只是“刚
入门”。2013 年她跟着一位励姓老教
师学习教课，喊老教师“师父”，每天
都在琢磨一篇课文怎么教。师父说，

“别看市面上任何教材书，自己去备
课。”王悦微记到现在。

最初想做记者
朋友曾让她辞去工作北上赚钱朋友曾让她辞去工作北上赚钱

2012年，王悦微的朋友建议她开
一个微博，专门分享自己的教学，便
有了“我们1班”。在朋友的催促下，王
悦微养成了经常更新的习惯。现在，
她拥有58万粉丝。现在那位朋友在北
京工作，经常半开玩笑地让王悦微辞
去宁波的稳定工作，北上赚钱。

王悦微说自己比较懒，也没有挣
钱的欲望。她经常听说身旁的老师辞
职出去开一个作文课，教200个孩子，
一个人一学期收2000块钱，三四个月
能挣 40 万。她一个月拿 5000 多元的
工资，“听听笑笑，不羡慕”。

“教育的事实是如此琐碎。”王悦
微要事无巨细面对一切未知的学生行
为，还要不停向家长重复讲监督学生
作业的期许，再迎接一次次不如意的
结果，然后重整旗鼓，保持振奋。只要
学生有一点儿不一样她都能看到，并
认真讲“肉麻的话”赞赏，不吝啬拥抱。

王悦微毕业于宁波师范学院。大学
期间她接触到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
报人邵飘萍，读“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
章”，暗自决定做记者。毕业后，家庭有
所变故，她遂了父亲的心意，做了老师。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叶雯 发自宁波

中国外交部：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
复杂敏感
各方应谨慎行事

外交部6日举行例行
记者会。

有记者问：据报道，一
名美政府高官称，特朗普
总统可能于6日宣布美国
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
首都，同时表示将继续推
迟美国驻以使馆迁址6个
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
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对地
区矛盾可能激化感到担
忧。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复
杂敏感。各方都应着眼地
区和平与安宁，谨慎行事，
避免冲击长期以来巴勒斯
坦问题解决的基础，引发
地区新的对立。

耿爽说，中方始终坚
定支持和推动中东和平进
程，支持巴人民恢复民族合
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建
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
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
坦国，呼吁各方根据联合国
有关决议，致力于通过谈判
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和平与
稳定。 据新华社

更新更详尽
报道请扫描
二维码关注
红星新闻

要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
将启动大使馆搬迁进程
特朗普决定引多国警告

耶路撒冷这事，
特朗普要来真的？

美国在中东的盟国警告，美国驻
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可能在这一地
区引发大范围动荡。

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
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总统
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沙特阿拉伯国
王萨勒曼5日接到特朗普打来的电话，
被告知，美国总统打算把驻以使馆迁往
耶路撒冷。这些领导人全都表示反对。

阿巴斯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
纳说，阿巴斯“警告说，这样的决定必
然会对和平进程以及地区和世界的和
平、安全与稳定造成危险后果”。

约旦王宫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卜
杜拉二世告诉特朗普，搬迁使馆将在

中东引发“危险的反响”，阻碍美国推
动巴以和平谈判的努力。

沙特通讯社报道，萨勒曼与特朗
普通话时强调，美国任何关于耶路撒
冷地位的宣布都会“激起全世界穆斯
林的情绪”。

埃及总统府说，塞西敦促特朗普
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改变耶路撒冷地位
的措施，避免任何破坏中东和平进程
的举动。

白宫说，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
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路
透社说，以色列总理府没有回复采访
要求，不过一名部长级高官对特朗普
的决定表示欢迎，说以色列已经准备

好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
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5日晚在

一份声明中说，除“必要”公务外，领馆
员工及其家属不得前往耶路撒冷老城
或约旦河西岸。声明同时敦促美国公
民不要前往人群聚集或增派军警部署
的地方。

巴勒斯坦一些团体说，如果特朗
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或者推
进美国使馆搬迁计划，将发起大规模
示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 5 日说，
美国把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将“越过红
线”，特朗普的决定将“点燃反对（以色
列）占领的怒火”。 据新华社

美国官员5日傍晚在一场白宫吹
风会上说，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定于美
国东部时间 6 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美国驻以大
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但不会马
上从特拉维夫搬过去。

整个搬迁过程要“几年”

把驻以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是特
朗普去年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不愿公
开姓名的官员在吹风会上说，特朗普
一直坚持要兑现这一承诺，但搬迁不
会马上进行。特朗普将下令国务院启
动驻以使馆搬迁进程，整个过程需要

“几年”。
路透社稍早时候援引几名美国高

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打算命令幕
僚开始制订使馆搬迁计划，但预计他
会把搬迁进程延后半年启动。

按照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 5
日上午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
特朗普已经“打定主意”，将作出“对美
国最有利的决定”。她没有提及特朗普
具体会宣布什么。

否认是一个“政治决定”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是，耶
路撒冷地位问题须由巴以谈判解决。

美国官员在吹风会上说，承认耶
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承认“历史和
现状”，而不是一个“政治决定”。这些
官员说，几乎所有以色列政府机构和

议会都在耶路撒冷、而不在特拉维夫。
不过，特拉维夫现在依然是以色

列政治中心，美国及其他与以色列有
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把使馆设在这里。

1995 年，美国国会在共和党推动
下通过一部法律，规定驻以使馆必须
迁至耶路撒冷，但总统有权以安全因
素为理由推迟执行，必须每 6 个月签
署一份相关文件。此后历届总统，从比
尔·克林顿到贝拉克·奥巴马，都签字
延缓搬迁。

为配合推动巴以恢复和谈的努
力，特朗普今年 6 月签署延缓搬迁的
文件。理论上，在上一个文件12月4日
到期后，特朗普要决定是否签署中止
搬迁计划、再次延后6个月的总统令。

1
耶路撒冷地位
意味着什么

耶路撒冷地位是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
平谈判中分歧最严重
的议题之一。

以色列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
吞并东耶路撒冷，宣
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
色列“永久、不可分割
的首都”。

巴勒斯坦坚持要
求把东耶路撒冷作为独
立的巴勒斯坦国首都。

国际社会普遍不
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
冷拥有主权。

■ 后续影响/ 特朗普打来电话
中东诸国如何反应？

2
特朗普的决定
出发点是什么

1995年，美国国
会在共和党推动下通
过一部法律，规定驻
以使馆必须迁至耶路
撒冷，但总统有权以
安全因素为理由推迟
执行，必须每6个月签
署一份相关文件。

此后历届总统，
都签字延缓搬迁。

把驻以使馆搬到
耶路撒冷是特朗普去
年竞选总统时的承诺。

美国官员说，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
首都是承认“历史和
现状”，而不是一个
“政治决定”。

惩罚举报学生 侦探型班主任“红”了
宁波一小学班主任因“惩罚举报者”引发关注 接受红星新闻采访谈其教育心得

宁波一所小学的班
主任老师王悦微“红”了。

班上有人举报同学
私自带巧克力上学并骂
人，班主任王悦微叫来两
人一问究竟。一位同学喊
着：“因为他威胁我！他叫
我把巧克力送给他吃，他
就不告老师！我没给他，
他就把我告了，还来笑话
我！”最后，王悦微让举报
者看着同学把巧克力吃
了，还要举报者写道歉
信、为这同学做十件事。
王悦微的理由是：举报者
威胁勒索同学，选择性讲
述事实，可耻。

“班主任惩罚举报
者”一事迅速在网络流
传，引发广泛关注。

新新//闻闻//背背//景景

一件小事

王悦微的微博“我们1班”如今已有58万粉丝，这个5年来更新了2600多条内容的微博，是王悦微14年
教师生涯最闪光的部分。上了网络热搜之后，班上同学一本正经地拿出笔和本，找王悦微签名。

“我喜欢公平公正的生活，虽然渺小如我，改变不了整个世界，但我可以在我的班级里营造这样一个小小的
世界：作恶就要被惩罚，善良就应该被保护，每个人脸上都没有受过欺负的瑟缩和委屈，每个人的心都是光明
的，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自由的。”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王悦微这样说。

王悦微

今年5月，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聆听 新华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