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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下院13日投票决定，反
对英国在任何情况下“无协议脱欧”。

英国议会下院当天经过辩论，
以312票支持、308票反对的投票结
果通过一项关于“反对英国在任何
情况下‘无协议脱欧’”的修正案。修
正案并无法律约束力。

随后，议会下院再次投票，以
321票支持、27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
一项政府动议，正式明确议会反对
英国“无协议脱欧”。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投票结
果公布后表示，要保证“无协议脱
欧”的情况不出现，英欧就需要达成
一份“脱欧”协议，但欧盟已明确表
示此前被英国议会下院两次否决的

“脱欧”协议将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13日，英国议会下院还投票否

决了一项要求将“脱欧”日期推迟到
5月22日的修正案。

舆论认为，虽然议会下院反对
“无协议脱欧”，但仍存在英国“无协
议脱欧”的可能。

13日，英国政府还宣布了“无协
议脱欧”情况下的临时关税措施，明
确将对大部分进口商品实行零关
税，以尽量降低企业成本和消费者
开支，同时保护脆弱行业。

根据此前安排，英国议会下院
将于14日就是否推迟“脱欧”进行投
票。英国白金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安
东尼·格里斯告诉新华社记者，如果
议会下院14日投票决定推迟“脱
欧”，英国可能会以提前大选或第二
次全民公投的方式打破目前的“脱
欧”僵局。 （新华社）

马来西亚检方14日说，对于朝
鲜籍男子死亡案中越南籍被告要求
检方撤回谋杀指控的申请，总检察
长已经予以拒绝。

2017年2月13日，一名朝鲜籍男
子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寻求
医疗帮助，随后在送医途中死亡。马
来西亚方面表示这名男子死于VX神
经毒剂中毒，并逮捕两名女嫌疑人。
围绕此案的风波延续数月，其间马来
西亚和朝鲜围绕事件争执不断，曾互
相扣留对方人员，并发生外交危机。

马检方本月11日宣布撤回对本
案印度尼西亚籍被告西蒂·艾莎的
指控，她随即获释并返回印尼。越南

籍被告段氏香的律师申请检方同样
撤回对段氏香的指控。

14日在沙阿兰高等法院进行的
庭审上，检方表示总检察长拒绝了
辩方的申请，但没有给出理由。

段氏香的律师以段氏香自11日
以来持续感到身体不适为由，要求
法官推迟庭审。法官同意将庭审推
迟到4月。

马来西亚沙阿兰高等法院去年
8月裁定朝鲜籍男子死亡案中两名
女被告表面证供成立，需出庭自辩。
她们此前坚称对朝鲜籍男子的袭击
并非暗杀，而是被骗以为是在“进行
恶作剧”。 （新华社）

本周曝光的美国史上最大高校
招生舞弊案，涉及从好莱坞、硅谷到
华尔街的多个富裕家庭，包括好莱坞
明星、商界CEO、常青藤大学教练等
在内的几十人。如检察官总结的，涉
案名单就是一个“财富和特权名录”。

被指控名单上还有个举足轻重
的“小人物 ”——“天才枪手”，36岁
的马克·里德尔。据BBC报道，马克为
那些高中生修改考试答案或替考，他
被指控欺诈、洗钱等罪名，将于4月接
受审判。根据起诉文件，2011年到
2019年2月，马克同该案“总操盘手”

招生顾问威廉·辛格合谋，修改学生
SAT或ACT考试答案，或以1万美元
每场的价格替考。

检察官称，马克这位大学入学考
试准备咨询官“是一个实在绝顶聪明
的人”。

■■代替考试代替考试
“他可以按需得一个完美分数”

据法庭文件显示，马克曾飞到休
斯敦为一名生病的学生替考。该学生
家长在2018年7月13日提供了一份孩
子的手写样本以供其模仿。另一份起
诉文件显示，比佛利山的一个市场营
销公司CEO简·白金汉在同日给辛
格提供了一份儿子的手写样本。随
后，休斯敦一名以5000美元被贿赂的
考试工作人员把试卷给了马克，让他
在酒店里答题。完成后，他给辛格电
话称，36分的满分考了35。他的估分
完全准确。

“他没有任何关于考试答案的内
部信息。”该案首席检察官安德鲁·莱林
称，“他聪明到可按需得到一个完美分
数，或者‘校准’任何想得到的分数。”

莱林称，那些参加过考试的学生
再次参考时成绩不能提高得太多，免得

“招致怀疑”。因此“辛格会跟这些父母
讨论，到底什么分数足够好。下一步，他
指示马克去获得这些商讨出的目标分
数，马克厉害到足以将其实现。”

法庭文件显示，他至少“帮助”过
14个家庭的备考学生，其中就包括

《绝望主妇》中女星弗莉蒂·赫夫曼的
女儿。

■■““枪手枪手””来历来历
哈佛高材生，前职业网球选手

该案曝光前，马克是佛罗里达一
家寄宿制学校IMG Academy的大学
入学考试准备咨询主管。

IMG Academy自称是“世界上
最大的，最先进的多项体育培训和教
育机构”。自2006年起，马克就在这里
工作，他高中时也在这里学习过。根
据该校官网上的工作履历，马克是哈
佛高材生，前职业网球选手，“帮成千
上万学生进入顶尖美国大学，其中包
括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等。”这份现已被撤下的简历称，
马克的考试准备知识、辅导能力、运
动员背景，及在IMG学习过的经历都
让他成为IMG学生的重要导师。

在3月12日的一份声明中，该校
称“在我们对此事进行调查的同时，
里德尔已被无限期停职。”

据本案检察官称，马克·里德尔
如果被定罪，将被罚款44.7万美元。

■■丑闻曝光丑闻曝光
“一学年帮760人走偏门上大学”

该案在被曝光后，随即成了全美

热议的话题，更多案件细节也陆续浮
出水面。

在2018年的一个被录音的通话
中，辛格称，他在上一学年帮760个学
生通过“偏门”进了大学。

该案是如何被曝光的？据《华尔
街日报》报道，联邦政府2018年春天
在调查一宗证券欺诈案时，一名涉嫌
其中的财经高管为了得到宽大处理，
透露了一个调查人员有极大兴趣的
信息。这名高管称，耶鲁大学女子足
球队首席教练鲁迪·梅瑞狄斯向他索
贿，让他女儿进入常青藤学校。联邦
政府相关部门跟进调查这名教练，获
得配合，就此牵出这起“史上最大的
高校入学舞弊案”。

多个联邦调查机构合作的行动
获得了法庭批准，从2018年6月起监
控辛格的手机，录下辛格和至少16个
家庭的交易对话。同年9月，联邦调查
员接触辛格，得知被调查后辛格开始
合作，戴着监听设备走进客户家。

目前，有33名学生家长被指控为
让孩子入学而购买非法服务，还有9
名大学教练及其他5名涉案人员被起
诉。辛格和这些家长、教练，不仅行贿
受贿，还通过虚假慈善组织来逃税。
因此，这次调查还牵涉到美国国税
局，此外，还可能会牵扯进更多的教
练和家长。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林容 编译报道

针对美国务院“2018年度国别
人权报告”涉华部分再次指责中国
人权状况，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4日
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
摘下有色眼镜，客观公正看待中国
人权状况，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陆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美
方报告涉华部分和往年一样，充满意
识形态偏见，罔顾事实，混淆是非，对
中国进行种种无端指责。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
和促进人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权
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对
此最有发言权，国际社会也是有目
共睹的。中国人民将继续沿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不断
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我们敦促美方摘下有色眼镜，
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
观公正看待中国人权状况，停止利
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我们也
奉劝美方好好反省自己国内的人权
问题，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陆慷
说。 （新华社）

中方：敦促美方
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英国议会下院反对“无协议脱欧”

马来西亚拒绝撤回
对朝鲜男子死亡案越南籍被告的指控

国新办发表《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

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政府
其人权纪录依然是劣迹斑斑

不会选择跳级

华裔天才儿童角逐智力竞赛走红华裔天才儿童角逐智力竞赛走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对话其母亲：

在英国的一档智力竞赛节
目最近一期中，来自华裔家庭的
12岁男孩何家进名列前茅，其惊
人表现震撼了观众。

“妈妈每次课间放松只给他
三分钟时间，爸爸则警告他，唯一
的选择，就是成为第一！”“最严厉
的中国式教育就能让孩子成为天
才”……从节目来看，孩子优异的
表现与家庭教育方式，也让网友
们展开了讨论。

这档名为“天才儿童”的评选
活动，每年都会在上千名参加海
选的孩子中层层选拔，通过门萨
智力测试等方式，有20名孩子能
进入最后的节目。这档节目也被
称为“最残酷的电视真人秀”，曾
有一个11岁女孩因一道长达15个
字母的单词拼写题而崩溃离场。

有网友评论称，孩子应该被
容许犯错误，这是成长的一部分；
还有网友担心，这些孩子在学习
的时候没有学会社交技巧。他们
可能会变得孤立和孤僻，因为他
们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童年，在
童年里他们能学会做人。

高智商能否定义成功？3月
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对话这位天才儿童的母亲晓菲。
老家沈阳铁岭的她，在英国读了
酒店管理研究生后，和先生一起
在伯明翰经营一家中餐馆，现在
已经十七年了，育有两个儿子。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4 日发表
《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
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对美国侵犯人
权的状况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
屡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
分化日益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
儿童安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
惊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
不得人心，全文约1.2万字。美国侵
犯人权事记全文1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3 月13
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 年国别
人权报告》，继续对世界上190多个
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抹黑污
蔑，而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如果人们对
2018 年美国的人权状况稍加检视
便不难发现，自诩为“人权卫士”的
美国政府，其人权纪录依然是劣迹
斑斑、乏善可陈，其奉行的人权双重
标准昭然若揭。

美国公民权利屡遭践踏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暴力犯罪
案件频发，涉枪犯罪猖獗，公职人员
滥用职权，监听活动肆无忌惮，新闻
自由徒有虚名。

人权纪录援引美国联邦调查局
2018 年 9 月发布的《2017 年美国犯
罪报告》显示，美国 2017 年共发生
暴力犯罪案件 1247321 起，谋杀案
件17284起、强奸案件135755起、严
重暴力伤害案件810825起、抢劫案
件 319356 起。72.6%的谋杀案件、
40.6%的抢劫案件和 26.3%的严重
暴力伤害案件为涉枪案件。

人权纪录说，美国新闻自由遭
受前所未有打击，记者的合法采访
权遭受侵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网站 2018 年 1 月报道，2017 年，美
国共逮捕记者34人次，其中9人被
控重罪；15 名记者的设备被没收，
44名记者遭到人身攻击。

美国金钱政治大行其道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2018年的
中期选举竞选开销巨大，选举沦为
金钱游戏，“黑钱”和腐败现象严重，
政治人物腐败案件屡见不鲜，政府
成为富豪代言人。

人权纪录说，美国政治响应
中心 2018 年 11 月指出，此次中期

选举共花费 52 亿美元，比 2014 年
增长 35%，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中
期选举。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政府成为
富豪代言人，政治人物腐败丑闻层
出不穷。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
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
2018 年 5 月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内
阁成员的财富总额达43亿美元。

美国贫困率维持高位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人口普查
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有约4200
万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4%。
超过500万全年从事全职工作的美
国人年收入低于贫困线。

人权纪录援引联合国极端贫困
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
尔斯顿 2018 年 5 月发布的报告指
出，美国已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
的西方国家。2016 年，1%的最富有
人群拥有全国 38.6%的财富，而普
通民众的财富总量和收入水平在过
去25年总体呈下降趋势。

美国种族歧视变本加厉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长期存在
系统性种族歧视，少数种族选举权
遭到限制，执法司法领域种族歧视
未见改善，仇恨犯罪猖獗，少数种
族处于极度不利地位。人权纪录
说，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遭到联合
国批评。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少数种族
选民的选举权被剥夺，非洲裔因肤
色而成为警方枪击的无辜受害者，
少数族裔遭受司法歧视，涉种族歧
视的仇恨犯罪再创新高，金融领域
种族歧视严重。

美国儿童安全令人担忧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校园枪击
案高发，校园暴力广泛存在，政府对
侵犯、虐待儿童的行为监管不力，儿
童人身安全、身心健康和生存环境
令人担忧。

人权纪录说，英国广播公司新
闻网 2018 年 12 月报道，2018 年是
自 1970 年有记录以来美国校园枪
击事件发生数量最多的年份，也是
造成伤亡最严重的一年。2017—
2018学年，美国校园暴力事件数量
比上一学年增长了113%。（新华社）

美国高校招生舞弊案 追踪

美国史上最大高校招生舞弊案美国史上最大高校招生舞弊案““枪手枪手”：”：

谈
培
养

三岁半开始 每天都按课程表作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以下简称记者）：家进是怎样参
加到这个节目的？

晓菲：两个孩子看这个节目
两年了。去年，我们看到海选广
告，家进就想去试试，没想到进了
前三十。节目要进行很多阶段的
比赛，有很多项目，包括物理化学
生物等科学原理、海洋生物等拉
丁文学名、医学词汇。还有复杂的
记忆力，比如一百个上市公司的
名字和对应的股票价格等。

海选是上千人里，选出30人，
然后到伦敦进行二对一考试，两
个老师考一个学生，还要进行门
萨智商测试，最后选出20人参加

节目。他需要在很短时间掌握海
量的知识，三周后，他的科学程度
可以达到高中课程了。

记者：什么时候发现他有这
样的天赋？

晓菲：其实当时没发现他特
别有天赋，只是觉得这个孩子蛮
聪明的，还挺好教。我两个孩子都
在英国出生，一开始被我妈妈带
回国了一段时间，三岁半我把家
进带到英国。他学语言特别快，来
的时候只会中文，只花了三个多
月，我们日常沟通就没问题了。

我教他英文字母、读写，不到
四岁，英文的儿童读物基本都可
以读了；四岁就会背乘法表，三位

数的加减法也没问题；八岁时，钢
琴和小提琴过了五级水平考试。

记者：当时是怎样来培养的？
晓菲：他每天有课程表，读

书、练琴、休息都是固定按照课程
表的流程来做，一直在坚持。跟学
校上课一样，比如第一节课是练
单词、听写，第二节课是数学，第
三节课是练琴，一般学半个小时
休息半个小时。

我从小学小提琴和钢琴，所以
两个孩子的乐器都是我来启蒙的。
三岁半，他开始学钢琴。就算是玩，
我也有意给他安排一些有意义的
活动，比如看电视，我会有针对性
地给他选一些有科学性的节目。

谈
节
目

剪辑有意放大对亚洲家庭的刻板印象
记者：有网友质疑你们对孩

子过分严格，还有人担心孩子只
顾学习，会在其他能力比如社交
方面出现问题。

晓菲：节目当然有剪辑，会找
一些有噱头的话来放大，这些话
只是针对这次比赛。

大家对亚洲的家庭有一个刻
板印象，节目有意放大了这种差
异。比赛阶段肯定比平时休息时
间要少，但怎么可能只有三分钟
休息时间。

他很阳光，朋友很多，没有人
际交往方面的问题。他们下午三
点放学，一般五六点才回家，因为
周一有乐团，周二有钢琴课，周三
有橄榄球队活动，周四参加击剑
俱乐部。他的作业大多数在学校
就完成。他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
（节目和网友），我没觉得影响到
了生活。他在学校也非常自信，大
家都喜欢他，崇拜他。我觉得他参
加了节目学到了很多，很多人想
认识他，朋友更多了。

记者：满意家进在比赛中的
表现吗？

晓菲：我觉得他的表现还是
挺好。他之前也参加钢琴小提琴
的比赛，这种全国知识性的比赛
还是第一次。

最后总决赛拿了第五，他觉
得自己应该拿第一的，他数学和
科学都是第一。决赛题目是我给
他选的，选了DNA相关的课题，
他自己原本想选希腊历史。我希
望他大学学医。

谈
教
育

应试教育也是有效的，但应取长补短
记者：家进平时在学习上花

的时间多吗？家进是天赋还是教
育起了作用？

晓菲：他做完家庭作业后，钢
琴和小提琴各练习半小时，然后
看看教育方面的电视节目、课外
读物，九点半睡觉。他数学已经在
学高中的课程，我会买一些类似
奥数比赛的题，但每次就做二十
分钟。我不会要求他花多少时间
在学习上，只要求质量。

有天赋的话，家长和孩子都
没那么累。同样的目标，需要的时
间更少，他学得比较轻松，确实和
天赋有关。家长的引导也很重要，
占60%吧。我的底线是，不论如何
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做完
就不能去玩。

记者：家进会选择跳级或提

前进入大学吗？
晓菲：当时家进被邀请到伯

明翰大学的生物科学系和教授一
起做实验，节目组说他的知识储
备现在就这么大了，有没有可能
将来提前录取进大学，教授说可
以，没问题，但我不会这样做。

我读书时可以跳级，但没跳，
因为我觉得会错过中间的人生阶
段。他的人生不只有学习，还有很
多课外活动，不在乎这一两年。我
希望他是一个全能选手。

记者：从亲身经历来讲，中西
两种教育你怎么评价？

晓菲：在这边，亚洲孩子的成
绩是最好的。家进所在的学校是
全英前十的重点中学，学校前120
名中，98%以上都有亚裔背景。英
国的教育有时太松了，我觉得还

是需要严格一些。
他们考大学之前，会有一个

全国性的考试，要求成绩全A+，
80分以上就是A+。我觉得，90分
以上要求也不算高。每天做一篇
数学很容易就提高了，我觉得应
试教育也是有效的。

英国这边学习确实没有国内
这么难，但是比较务实。他们给孩
子自由发挥的空间更多，尊重他
们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应该把两
种教育系统结合起来，取长补短。

记者：你对家进有什么规划？
晓菲：他现在有一套自己的

系统了，就按部就班地做吧。我希
望他十五岁前，把钢琴和小提琴
最高的八级考下来，是为以后申
请大学做打算。他也有明确的目
标——考牛津、剑桥。

何家进两兄弟和妈妈合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蓝婧

来自华裔家庭的12岁男孩何家进

他的人生
不只有学习

“帮成千上万学生进入顶尖美国大学”

马克·里德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