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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两大学因地铁站命名起争议
一方校属幼儿园清退40名对方教职工子女

这是高校该干的事吗？

04 国内·国际
2021年4月10日 星期六

中国人权研究会9日发表《美国对
外侵略战争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
一文，揭露了美国打着“人道主义干
涉”旗号对外动武的恶劣行径，深刻指
出这些战争不仅夺去了大量军人的生
命，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平民伤亡和
财产损失，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文章列举出二战后美国发动的一
系列侵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
结束到2001年，在世界上153个地区
发生的 248 次武装冲突当中，美国发
起的有201场。此外，美国还以支持代
理人战争、煽动国内叛乱、暗杀、提供
武器弹药、培训反政府武装等方式频
频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给相关国家
社会安定和民众安全带来严重伤害。

文章强调，美国发动的对外战争造
成严重恶果，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设施
破坏、生产停滞；带来难民潮、社会动
荡、生态危机、心理创伤等一系列社会
问题；还给未涉事国家造成伤害，美国
自身也成为其发动对外战争的牺牲品。

文章揭示，军事行动导致人道主
义危机源于美国的霸权思维，期待霸
权主义国家去捍卫他国人权无异于与
虎谋皮。只有丢弃私利至上的霸权思
维，才能避免人道主义灾难，才能实现
互利共赢，使各国人民真正享有各项
基本人权。 据新华社

针对有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近
期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福岛核污水
排入大海，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9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应在与周
边国家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慎重决策。

赵立坚说，日本福岛核事故造成
放射性物质泄漏，对海洋环境、食品
安全和人类健康已经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日本政府应当秉持对本国国民、
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
度，深入评估福岛核电站含氚废水处
理方案可能带来的影响，主动及时地
以严格、准确、公开、透明的方式披露
信息，在与周边国家充分协商的基础
上慎重决策。”他说。 据新华社

外交部：
日本政府应慎重决策
福岛核污水处理方案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文章指出

美国对外侵略战争
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

英国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去世 享年99岁

不管地铁命名还该不该
商榷，陕西科技大学有关方面拿
西安工业大学教职工的小孩“撒
气”，都是错误的行为。尽管该幼
儿园属于陕西科技大学校办，却
也不是校领导的私产，不能这样
任性而为。

此事也反映出个别大学为
了争夺“名声”心态扭曲。事实
上，不管地铁站如何命名，只要
出口设置合理，两个学校的师生
都会获得出行的方便，但在一些
人看来，或许能用自己学校命名
就是“很有面子”。

外界也不难看出，不管是陕
西科大还是西安工大，都处在一
种要“面子”的焦虑中。陕西科技
大学的前身是“西北轻工业学
院”，2002年才改成现在这个名
字；而西安工业大学的前身是西
安工业学院，2006 年才升级改
名。很多大学的升级之路都很艰

难，为了从“学院”升级为“大
学”，要努力很多年，增设学科，
扩大师资，并持之以恒地申请。
应该承认，大学升级和“改名”，
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升级后办学
能力都会有所上升，对学生也是
好事。

如果能够命名为地铁站，
就是一种校名品牌的强化，出
发点也没有错。但是，一所大学
要真正树立自己的声望，最终
还是要看教学和科研的质量以
及良好的学术氛围、校园文化，
而不是靠命名地铁站这种“广
告效应”。这种对名声的过度看
重和争夺，甚至为了命名地铁
站不惜伤害到幼儿园小朋友，
只能反映出学校并没有一种健
康的“校风”，它对学校的声望，
恰恰是一种损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李一凡

实在无法想象，为了地铁站点
命名，陕西西安的两所高校能做到
这分上——网络上，相关方网友互
相指责；现实中，一方旗下幼儿园
拒绝另一方教师子女入托。

高校掐架，娃娃遭殃；幼子
无辜，何至于此？！给地铁冠上高
校之名，就能提升学校美誉度、
知名度吗？实在荒谬！

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
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
师之谓也。”蔡元培先生也曾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当放眼未来，以探究真

理为己任。两所高校不妨比一比
学术影响，斗一斗科研水平。作
为学校，当以身作则，教好学生，
比什么都重要！ 据新华网

陕科大旗下幼儿园
拒收西安工大教师子女

西安市地铁 14 号线西起西安
北站，东至国际港务区贺韶村，全长
13.7 公里，将在今年 6 月底开通初
期运营。地铁14号线在西安北郊大
学城设了一站，陕西科技大学南门，
和西安工业大学正门（西大门）都距
离地铁口近200米。

西安地铁官网发布了 14 号线
相关站初步命名为“西安工业大学
站”。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陕
西科技大学师生校友的强烈不满。
他们认为地铁站就在陕科大南门外
200米的位置，命名为“西安工业大
学站”不合适。

陕西科技大学工作人员表示，
作为在校的学生来讲，有荣校爱校
的热情。“在两个学校，尤其是我们
学校，收到校友和在校师生的意见
和建议之后，主动与西安市地铁方，
包括上级领导部门沟通地铁站命名
的问题。沟通的结果不是特别理想，
对面学校坚持地铁站的名字，只能
体现他们学校的，就不能出现陕西
科技大学的名字。”

地理位置相近的情况下，为何
西安工业大学坚持用自己学校的名
字命名地铁站？记者了解到，西安地
铁 14 号线相关站点在施工用地方
面占用了一部分西安工业大学的土
地，且在地铁修建期间，学校全力配
合修建工作。

据陕西科技大学工作人员介
绍，双方学校高层在就地铁站命名
的问题交涉过程中，西安工业大学
校方领导明确表示子女入托自行解
决，因此，陕西科技大学要求园方3

月 24 日起不再接受西安工业大学
子女入托。

陕西科技大学工作人员表示，
先后两次和对方的校领导进行沟
通，提出一些条件。“他们学校的中
小学幼儿园都没有建起来，好多年
了，十几年没有建起来，存在一个中
小学幼儿园孩子上学困难的问题。”

“但是据目前反馈的消息是当
场就被对方学校拒绝了。今年开学
之后，校领导又主动和对方学校主
要领导沟通，对方学校的主要领导
再次提出以后自己解决幼儿园的问
题。”陕西科技大学工作人员说。

记者就此事致电西安工业大
学，该校宣传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校
方目前不就此事接受采访。

40名幼儿
已被分流到周边幼儿园

针对西安工业大学教师子女入
托问题，西安市未央区教育局在对网
友的答复中确认了上述事件属实。

通报称，经调查，3月23日下午
5：00，陕西科技大学资产经营公司
要求未央区学府蒲公英幼儿园园长
必须通知园内 40 名西安工业大学
教职工子女即日退园。

理由是：陕西科技大学多次与
西安工业大学协商地铁站命名事宜
未妥，西安工业大学校方领导明确表
示子女入托自行解决，因此，陕西科
技大学要求园方3月24日起不再接
受西安工业大学教职工子女入托。

事发后，幼儿家长分别向区、市、
省教育部门电话反映情况，对园方随
意决定幼儿退园的行为极为不满。

接到家长投诉后，西安市未央
区教育局立即召开紧急处置会议，

安排相关人员赴幼儿园调查了解，
并向区政府、市教育局电话汇报调
查处置进度。

处理措施包括：一是该园无故
要求西安工业大学教职工子女退
园，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暴露出幼儿
园决策机构未按程序履行职责、园
所管理不规范、违反幼儿园招生入
园政策等问题，根据相关规定下发

《责令整顿通知书》。二是该局联系
周边3所幼儿园，争取到79个学位，
制定幼儿分流方案，协助西安工业
大学做好40名幼儿分流工作，确保
平稳入托。

西安市未央区教育局还表示，
恳请市教育局协调省教育厅，督促
两所大学院校，务必将幼儿身心利
益放在第一位，妥善处理好40名幼
儿入托问题，维护规范稳定的学前
教育秩序。

据西安工业大学工作人员介
绍，40名该校教职工子女目前已被
分流到学校周边幼儿园中。

就相关站点的命名
两高校还未达成一致

地铁站命名有何原则？西安市
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早前公开回
应称，站名的基本功能是方便乘客
快捷出行，名副其实、指位性突出是
车站命名的一贯原则，地铁14号线
车站命名工作正在按程序推进，命
名方案确定后将会向社会公布。

记者也从相关渠道了解到，陕
西科技大学和西安工业大学就西安
地铁十四号线相关站点的命名还未
达成一致。

针对此事，有网友评论：“教学
质量能拿出这劲头就好了！”据央广

近日，陕西两所高校
陕西科技大学和西安工业
大学因为地铁站命名发生
争议。有网友反映，涉事一
方的陕西科技大学要求其
校属幼儿园近日起不再接
受西安工业大学教职工子
女入托。部分幼儿家长对
园方随意决定幼儿退园的
行为极为不满。

观
点

新华网：
不妨比一比学术影响
斗一斗科研水平

此新闻一曝出，两所高
校，无一赢家，都贴上了不清
爽、不大气的标签。

高校掐架、幼儿遭殃。拿幼
儿园小朋友撒气，官僚中带着幼
稚，偏狭中又有刻薄，本是教书
育人的圣地，涵养正气的净土，
这么做，的确是有辱斯文、贻笑
大方。

为自己争取利益没有错。以
校名命名地铁站台，好处多多，
既能方便师生又能助力宣传。但
要说特别重要，绝对比不上谦逊
恭让、踏实低调的好名声。

革命战争年代，西南联大、
南开中学在炮火纷飞中颠沛流
离，别说命名地铁站台，连一处
遮风挡雨的校舍都没有，照样留

名青史、赢得人心。难怪网友感
叹，酒香不怕巷子深，把学术搞
好、学生教好，不比啥都强？又不
是旅游景点，追名逐利做什么。

远亲不如近邻，安徽“六尺
巷”传为千古美谈，不就是因为
开阔的胸襟与礼让的美德。陕西
科技大学与西安工业大学，皆以
理工科见长，携手并立于千年古
都、西北重镇，本是一桩浪漫美
事，如今因为一个站台名闹得不
可开交，让人惋惜遗憾。

话说回来，辖内两所高校闹
出一地鸡毛的糊涂官司，影响绝
不止于校园，还会影响当地的形
象。相关部门有必要及时介入，
话说明白了、事办公道了，才能
解决根子上的问题。据央视新闻

央视：
当年西南联大连一处校舍都没有

照样留名青史

红星新闻：

对名声的过度看重和争夺
是对学校声望的一种损害

西安地铁十四号线线路走向示意图

西安工业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数
据显示，截至8日，全美报告变异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20412例。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全美变异
病毒感染病例中有19554例感染英国
发现的 B.1.1.7 变异病毒，424 例感染
南非发现的 B.1.351 变异病毒，还有
434例感染巴西发现的P.1变异病毒。

目前美疾控中心将5种变异病毒
定为“需要关注”的变异病毒，除上述
3 种外，还有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
现的 B.1.427 和 B.1.429 变异病毒。有
证据显示，这些变异病毒传播性更强，
导致重症和住院风险更高，且可能降
低疫苗或其他治疗手段的效果。

据新华社

英国王室 9 日说，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当天上午
在温莎城堡辞世，享年99岁。

白金汉宫在声明中写道：“带着
深深的悲伤，女王殿下宣布她所挚
爱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殿下、爱丁堡
公爵的死讯。”

声明说，菲利普亲王平静辞世。
今年早些时候，菲利普亲王住

院一个月，3 月 16 日出院后回到温
莎城堡。他和女王均已接种第一剂
新冠疫苗。

作为英国历史上保持君王配偶

身份最长的人，菲利普亲王无论是
个人生平，还是与伊丽莎白女王的
婚姻都充满传奇色彩……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从热点切入菲利普亲
王的生活、工作，多角度呈现这位英
国王室“最忙的”成员。

“最忙的”英国王室成员
单独出席逾2万场活动

1921 年 6 月 10 日，菲利普亲王
出生在希腊爱奥尼亚群岛克基拉州
的克基拉岛，全名为菲利普·蒙巴
顿，为原希腊王子，封爱丁堡公爵。

菲利普亲王的父亲安德烈是希腊国
王乔治一世的第四子，其母是德国
黑森·巴腾堡郡主艾丽丝，后者是英
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外孙女。

因希腊政局变动，菲利普亲王1
岁时就和家人一起被迫流亡，先后在
法国、德国和英国接受过教育，并在
18岁时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参与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有出色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菲利普亲王与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结缘，便
在皇家海军学院。在那里，菲利普亲
王与前来参观的 13 岁的伊丽莎白
公主相识了。

1947年11月，菲利普亲王与伊
丽莎白公主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
行了盛大婚礼。在正式结婚前，菲利
普亲王放弃了希腊和丹麦王室头
衔，改用其外祖父的姓氏--蒙巴
顿，作为自己的姓氏，并被授予了爱
丁堡公爵的爵位。

在此后的65年里，身为女王丈
夫，菲利普亲王勤勉履行职责，代表
王室出席剪彩、庆祝、颁奖等各类活
动，有“最忙的”英国王室成员之称。
近些年来，他经常在出席开幕仪式时
开玩笑说：“各位请注意，你们现在见
到的，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揭幕者。”

英国媒体统计，菲利普亲王代
表英国王室单独出席活动超过 2.2
万场，独自出国访问637次，发表讲

话约5500回。此外，他身份众多，是
780个机构或组织的资助人、主席或
成员。以他的头衔爱丁堡公爵命名
的奖项，面向 100 多个国家的青少
年颁发，鼓励他们服务社会、强健体
魄、发展个人爱好、探索自然等。

英国《每日邮报》称，菲利普亲
王富有魅力，也热衷尝试新事物，曾
创造多项王室纪录：安装最早的台
式电脑；驾驶英国第一辆电动汽车；
驾船环游世界……

2017年8月2日，菲利普亲王退
休，不再参与公共事务。此后，他鲜
少再出现在公众视野。

结婚70余年恩爱如往昔
自称“女王的私人护卫”

伊丽莎白女王与菲利普亲王这
段73年的“白金”婚姻，创造了英国王
室史上最长的婚姻纪录，被英国媒体
称为英国王室历史上最成功的婚姻。

60多年前，菲利普亲王在女王
的加冕礼上并没有戴王冠，而是跪
在女王身前，紧握她的双手，发誓做
她“忠实的臣子”。

而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后宣布，
除了国会法令另有规定的情况下，
菲利普亲王在任何场合和会议上都
拥有在她身旁的“地位和优先权”。
这意味着，除了正式在英国议会中
以外，菲利普亲王都优先于其儿子

威尔士亲王查尔斯，始终作为女王
的“身边人”陪伴左右。

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从
青葱少年到银发老人，从二人世界
到儿孙满堂。不论兴盛或衰落，不论
风光或艰难，在公众场合，他一直走
在她身后，恭敬地称她为“陛下”。

二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爱生
活一直为英国人所津津乐道，两人
不仅是夫妻，也是互相扶持的合作
伙伴。亲王直率热情但有时急躁，而
女王则谨慎沉稳。两人性格形成了
鲜明的互补。

《卫报》称，作为女王丈夫，菲利
普亲王“努力支持作为国家象征的
妻子”，并积极承担国务责任。亲王
曾被授予英国皇家海军元帅、陆军
元帅和空军元帅等职，并身负数百
个社会性职务。一些英国王室人士
称，为了支持女王，菲利普亲王放弃
了自己钟爱的海军事业，并自称是

“女王的私人护卫”。
历经漫长岁月的深厚感情令人

羡慕。尽管围绕英国王室的传闻和谣
言从未停止，但熟悉白金汉宫的内部
人士说，女王和亲王多年来都保持着
牢固的婚姻关系。菲利普亲王1997
年在金婚纪念日的时候说，“我们学
到的重要一课是任何幸福的婚姻里
容忍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综合新
华社、人民日报、卫报、每日邮报

美国报告逾2万例
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人大22名法硕复试考生
违规泄题被取消成绩

近日，“人大法学院考研复试泄
题”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关注。为此，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9 日晚发表声明
称，经调查、取证，在该校法律（非法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期间，有
22 名复试考生确实存在在微信群中
实质性透露复试内容等违纪行为。经
学校研究决定，取消这22名考生一志
愿复试相应科目考试成绩，给予计零
分的处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情况说明
中表示，根据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工作安排，法学院于2021年3月
28日至29日组织法律（非法学）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复试。3月31日下午，有
邮件反映参加该院法律（非法学）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的部分考生，于
该专业复试正在进行、尚未结束期间，
在考生自发建立的微信群“21人大非
法本法硕统分群”中透露复试内容。

为此，学校高度重视，之后迅速成
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核实程序。经过
全面深入的调查、取证，与考生联系核
实有关情况，并经对证据的反复核对，
慎重认定，“21 人大非法本法硕统分
群”内有22名复试考生确实存在实质
性透露复试内容等违纪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认为，该22
名考生的行为，违背了复试承诺，违反
了考场规则，破坏了考试秩序，已构成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五条
等条款所规定的考试违纪。依据《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九条第一
款关于“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的规
定，经学校研究决定，取消该 22 名考
生一志愿复试相应科目考试成绩，给
予计零分的处理。 据新华社

左图伊丽莎白二世（右）和菲利普亲王1947年11月在汉普郡布罗德兰兹庄
园度蜜月时携手散步；右图：两人2007年在汉普郡布罗德兰兹庄园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