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说

美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南非、刚果（金）、卢旺达

重返非洲 美国“打错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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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3日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
县有关部门了解到，黑龙江省文物部门在
当地发现的望江楼东北遗址为唐至辽代
女真族聚落遗址，这是黑龙江省首次发现
该时期女真族聚落遗址。

这处遗址位于方正县天门乡沿江村
望江楼屯东北约500米处的漫岗上，距松
花江干流右岸约200米，占地约3000平方
米。2021年11月，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局工
作人员在对铁科高速凤阳至方正段公路
建设项目开展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时
发现了这一遗址，并初步推断遗址为一处
辽金时期居住址。

2022年7月上旬，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目
前完成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共出土房址
2座、灰坑26座、灰沟2条、窑址1处、环壕1
条，出土陶器、陶网坠、陶纺轮、骨锥、铁刀、
石斧、砺石等文物标本200余件。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12日，据多家美媒报道，新
解密的法律文件显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正因涉嫌违反《间谍法》等三项刑事罪名
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如被定罪，最高
可能获10年监禁。

12日公布的法庭记录显示，美国司法
部正在调查前总统特朗普涉嫌的三项联
邦罪名：违反《间谍法》、妨碍司法公正、以
及对政府记录进行非法处理，联邦执法部
门因此获得对其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
搜查令。

搜查令列举了特朗普可能存在
的刑事犯罪行为

经美国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批准，
联邦调查人员近期突击搜查前总统特朗
普住所海湖庄园时所执行的搜查令12日
公开。这一搜查令列举了特朗普可能存在
的3项刑事犯罪行为，包括处理联邦政府
文件不当、妨碍司法和传输国防情报。

搜查令显示，调查人员被授权查获
任何印有机密标记的文件，涉及提取、储
存或传输国防情报资料或机密文件的信
息，特朗普任期内任何官方记录，以及故
意篡改、销毁或藏匿官方记录或机密文
件的证据。

美媒：美国联邦调查局从特朗
普私人庄园取走11份机密文件

另据公开的查获物品清单，调查人员
从海湖庄园带走33项物品，包括一些被标
注为“最高机密”的文件。

据《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8月12日报
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8日搜查美国前
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庄园时
取走了11份机密文件，其中一部分被标记
为“绝密”文件，意味着只有在特殊的政府
部门中才能看到。

《华尔街日报》得到的物品清单显示，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拿走的物品中包括
照片、一张手写纸条以及对特朗普前竞选
顾 问 和 长 期 盟 友 罗 杰·斯 通（Roger
Stone）的赦免令。

根据这份长达3页的清单，其中包括
有关“法国总统”的信息。据悉，这份清单
截自于一份长达7页的文件，其中还包括
佛罗里达州一名联邦治安法官批准的搜
查令。

特朗普12日发表声明称这些文件已
被解密过，抨击美国司法部“玩弄政治”。
美国法律规定，美总统任内所有文件须留
存，并在卸任时交由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
局管理。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今年
1月底和2月初说，他们从海湖庄园运回15
个装文件的箱子，特朗普任内一些纸质文
件“被撕毁”。特朗普的代表当时说，他们
将继续在海湖庄园寻找应交给国家档案
和记录管理局的文件。

美国媒体4月报道，司法部已对特朗
普是否有处理机密文件不当行为，展开刑
事调查。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CCTV4

老师举报多所学校暑期补课
多地教育局都已回应

符新平是浙江一名有着多年教
龄的中学地理老师。今年暑假，他本
计划前往海南度假，后因海南疫情而
改变了行程计划，最终决定在浙江本
地环游旅行。

但环游不仅仅为了看风景，他还
要实施另一个计划。他在其游学记录
中写道：这是一个有计划的出行，想
借机看一下各个县中的暑假补课实
况，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也不失为一
场有意义的游学。

此次环游从7月19日开始到23日
结束。符新平驾车共1398公里，先后
到达浙江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四市
的8个县中。期间，符新平选择在上下
课时间到学校附近观察，确认学生们
是不是真的在学校上课，并用携带的
无人机进行了航拍记录。

符新平整理了他所拍摄的材料，
认为其中多所县中有假期补课嫌疑。
随后，他通过“浙里办”向各地教育局
实名反映。

符新平先后发送了10条关于补
课的投诉。

其中，7月22日，他向苍南县教育
局投诉苍南中学，称在当日18时的航

拍中，教室灯火通明，食堂也刚刚打扫
好，存在补课情况。苍南县教育局此后
回应，经县教育局相关科室前往该校
核查，未发现学校存在补课的情况。

7月23日，他向泰顺县教育局投
诉泰顺中学，称其无人机22日拍到该
校有大量学生冲出教室就餐，“明显
是在补课”。后者回应，经查，7月22日
泰顺中学校园内确实有学生活动，是
因为当天泰顺中学邀请了优秀校友
与部分学生互动交流。未发现当时泰
顺中学有学生在校学习情况。

8月9日，他举报兰溪三中、厚仁
中学开始补课。对此，兰溪市教育局
回复：为了更好准备高考复习，学校
同意暑期一定时间内开放校园教育
资源，免费提供给学生。学生可自愿
申请来校自学。学校不存在集体补课
情况，个别教室有教师坐班答疑，也
未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

而符新平的举报基本收到了官
方答复。记者根据各教育部门在“浙
里办”的信访回复所留的电话尝试联
系了温州市教育局基教处、苍南县教
育局、浦江县教育局，但并未接通。

此外，记者注意到，符新平曾称
无人机坠落在苍南中学，而对于符新
平的无人机航拍行为，苍南县教育局
回应称，“未经允许，用无人机偷拍，属

于不正当行为；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将
会追究相关责任”，苍南县教育局前往
寻找，并未发现无人机的下落。

符新平：既然有法律有规
定，学校就应带头遵守

符新平的环游举报很快引起了
广泛关注和讨论。

舆论一方认为，他做了“好事”，
眼光放得长远，是位好老师，让学生
不被补课所累，是“学生心中的光”；
另一方则指责不断，说他多管闲事，

“心术不正”。
8月11日，记者联系上了符新平，

对于举报这件事，其称补课对学生、
老师和家长都是一种消耗，“累啊”。
对于补课的态度，他称自己是老师，
看着大家这么折腾，不是好事。

他在向记者发来的文字材料中
称，其对补课的事情“情有独钟”，希
望各地教育部门能够严格执行文件
要求。他还在社交平台称“没有人阻
止你的努力，特别是个人头悬梁锥刺
股，一群人都这样做，有趣吗。”

符新平还有另一种考量，他觉得
既然有法律有规定，学校就应该带头
遵守。而对于质疑声，符新平告诉记
者，他还会继续举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7日至12日访问了南非、
刚果（金）、卢旺达。布林肯官宣新的对非战略，背后隐
藏着美国何种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刚刚结束非
洲之行，为何布林肯马上前往拉拢非洲？虽然布林肯
公开喊话“不会对非洲的选择发号施令”，但为何“言
行不一”？

梳理布林肯的非洲之行，
关键词之一便是“指手画脚”。

在南非，他批评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在刚果（金），美国宣布投
入资金，用于加强所谓的“选
举透明度和选举管理”，介入
明年举行的刚果（金）大选。

明明对外宣称访问非洲
的目的是促进合作，怎么又开
始对非洲“指手画脚”呢？我们
聚焦卢旺达，看看美国是如何
完美演绎“言行不一”的。

布林肯此次到访卢旺
达，主要是为两件事。

第一，今年4月，卢旺达
法院维持对电影《卢旺达饭
店》的原型鲁塞萨巴吉纳一
项25年的监禁判决，罪名与恐
怖主义有关。美国认为拥有美
国永居身份的鲁塞萨巴吉纳

“没有被公正对待”，对鲁塞萨
巴吉纳的指控存在疑虑。

第二，布林肯根据“可靠
报告”认定，“卢旺达继续支持

‘M23运动’，并在邻国刚果
（金）境内拥有自己的部队。”

结束非洲之行，布林肯
照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不
过火眼金睛的非洲网友倒是
看透了布林肯的行为，帖子
引发了大量网友批评。

有网友留言说，“别再来
了，我们不会想念你，我们受
够了你们政治的双重标准和
家长主义。”

有网友说，“这是喜剧！
嘴上说要加强地区安全局
势，但是却要求我们释放鲁
塞萨巴吉纳，他就是造成地
区安全问题的起因之一！”

有网友说，“卢旺达不是
那些可以被你们玩弄法律的
国家，我们尊重我们的法律，
我们受够了你们虚假的人权
报告。”

其实，在双方的联合记
者会上，卢旺达外交部长文
森特·比鲁塔直接回怼了布
林肯的言论。他表示，“卢旺
达将继续遵守我们的法律和
司法机构的决定。我们会要
求我们的合作伙伴尊重卢旺
达的主权、法律和制度，卢旺
达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

可见，没有任何一个主
权国家欢迎外国干涉其内政。

美国“1945”网站刊发评
论文章《为什么布林肯无法
理解卢旺达》。文章说，布林
肯的第一次非洲之行很快，
而且几乎没有实质内容。他
的第二次非洲之行看起来就
像是慢动作的火车残骸。布
林肯要求和卢旺达探讨的议
题说明了三点：一是对地区
安全环境缺乏了解；其次，盲
目相信人权观察组织的分
析；最后，将好莱坞叙事置于
现实之上（此处指电影《卢旺
达饭店》的原型鲁塞萨巴吉
纳案件）。

南非是非洲重要的经济体，既
是G20国家又是金砖国家之一，有
着较强的实力。南非也是美国在非
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此外，
南非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重要性。
在非洲大陆，它是南部非洲发展共
同体的区域主导力量。

刚果（金）自然资源丰富，素有
“世界原料仓库”和“地质奇迹”之
称。全国蕴藏多种有色金属、稀有
金属和非金属矿，其中铜、钴、工业
钻石、锌、锰、锡、钽、锗、钨、镉、镍、
铬储量颇为可观，在世界上占有重

要地位。
卢旺达在结束了大屠杀，恢复

和平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大力
发展信息产业和会展经济，努力缓
解能源短缺困难，经济保持较快速
度增长。2002年至2012年，卢旺达
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8%。卢旺达还
规划了“2050年愿景”，总体目标是
到2050年把卢旺达建设成为高收
入国家。

可见，布林肯此次访问的国家
可谓精心选择。

一方面，这些国家发展潜力

大、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都是
美国重点关注的原因。

另一方面，有专家表示，美国
意在加强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这些
国家军事实力较强，美国希望拉拢
他们以对抗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
力。布林肯的访非时机就在俄罗斯
外长拉夫罗夫刚刚结束非洲行程
之后，难免不让人联想其真正目
的。美国真正的目的，正是拉帮结
派，孤立俄罗斯。不过就目前来看，
非洲多国都没有“选边站队”，而是
保持中立。

随着布林肯在南非官宣美国对
非的新战略，连日来，非洲媒体、学
者表示，美国在非洲开具的是“空头
支票”，非洲只不过是美国维护其全
球霸权的工具。“新冷战”是西方媒
体试图打造的一个话语陷阱，非洲
国家并不想要“选边站队”。

南非主流媒体独立传媒网站
发表南非约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
主任大卫·蒙耶评论文章，认为布
林肯在南非访问期间公布的美国
对非战略毫无新意，非洲对美国家
长式说教毫无兴趣。文章批评该战

略将非洲当作大国竞争的棋子，而
非真心推进非洲利益。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
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汉智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推行的
所谓对非战略，是以提升非洲解决
全球问题的能力为借口，将非洲塑
造成符合美国战略利益、跟随美国
霸权的棋子。

美国政治分析家唐·德巴尔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鉴于美国
在非洲地区的政策现实，“开放社
会”的术语具有高度讽刺意味。美

国军方通过五角大楼的军事指挥
机构“非洲司令部”（AFRICOM）
夺取了对非洲军队的实际行动控
制权。

由此可见，美国长期向非洲兜
售所谓民主和人权，非洲民众并不
感兴趣，也不会买账。非洲的领导
人对冷战政治也不感冒。美国本应
该把资源、时间、精力用在支持非
洲发展的紧迫需要上，却不断诋毁
他国，造谣抹黑，实在令人不齿，美
国这种过时的操作也将不得人心。

据央视新闻

中学老师航拍8所县中举报暑期“补课”
做好事还是管闲事？

符新平回应：反对补课，补课对各方都是消耗

近日近日，，浙江浙江
5252岁中学地理岁中学地理
老师符新平自老师符新平自
费进行了一场费进行了一场

““核查核查””旅行旅行。。他他
跨越浙江四市跨越浙江四市
八县八县，，携带着无携带着无
人机人机，，航拍下了航拍下了
八所县中不同八所县中不同
时段的校园情时段的校园情
况况，，并以此为材并以此为材
料通过料通过““浙里浙里
办办””平台发起实平台发起实
名举报名举报，，名目均名目均
与与““补课补课””相关相关。。

此举迅速此举迅速
引发广泛的关引发广泛的关
注和讨论注和讨论。。舆论舆论
一方认为一方认为，，他做他做
了了““好事好事”，”，是是

““学生心中的学生心中的
光光”；”；另一方则另一方则
指责不断指责不断。。

88月月1111日日，，
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红星
新闻记者联系新闻记者联系
上了符新平本上了符新平本
人人。。他向记者讲他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的述了自己的““核核
查查””旅行旅行，，并回并回
应舆论应舆论质疑质疑。。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卢燕
飞 实习生 严
亚 曾怡

插手他国内政
美国“指手画脚”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布林肯为何访问非洲这三国？

非洲学者痛斥“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

记者联系到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教授，
他指出，在政策层面，“双减”
的基本精神涵盖所有学段，包
括高中阶段，只是对义务教育
阶段的管理相对更严格也更
明确。学校不能够以假期托管
的名义，使用学校场地对学生
进行培训。

储朝晖教授认为，对于符
新平举报的情况，老师是不是
在教室里答疑，是不是托管，
需要进一步了解，不能单凭外
部摄像判定。

储朝晖告诉记者：假期就
是假期，不能够把假期当成学
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
丙奇表示，事实上各地教育部
门对高中阶段的补课，与对义
务教育阶段的补课，确实存在
一定程度的“区别对待”，这是
现实的高考升学压力造成的。

关于补课活动的定性，他
指出，对于高中利用节假日、寒
暑假组织学生补课，我国早就
有明文规定。今年初发布的《普
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
南》再次明确，严禁法定节假
日、寒暑假集中补课或变相补
课，这与补课是否收费无关。

熊丙奇还强调，抓高考升
学率的教育发展观与教育普及
化时代办好各级各类教育的教
育发展观是严重背离的。构建
良好的教育发展生态，就必须
扭转升学政绩观，将学生的升
学与给学生的教育适度分开，
不能以升学为导向办教育，更
不能围绕升学组织教学。

是否补课不能单凭摄像判定
但“双减”精神应涵盖所有学段

涉嫌违反《间谍法》等三项联邦罪名

特朗普或面临
最高10年监禁

黑龙江首次发现
唐至辽代女真族聚落遗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图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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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州和纽约市卫生部门12日
联合通报，在纽约市污水样本中检测出了
脊髓灰质炎病毒，表明此种病毒可能已在
当地传播。

通报说，检测结果表明纽约人面临的
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风险是真实的，各级
卫生部门将继续展开病例调查，并积极评
估病毒传播情况。成人和儿童远离脊髓灰
质炎的最好方法是安全有效的免疫接种。

7月21日，纽约市邻近的罗克兰县确
诊了一例脊髓灰质炎病例，为近 10 年来
美国发现的首例。目前，还不清楚纽约市
带有病毒污水样本的具体来源以及样本
中的病毒浓度。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是脊髓
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影响
5岁以下儿童。脊髓灰质炎目前尚无治愈
方法，接种疫苗仍然是预防和控制该疾病
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但近年来，美国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
率呈下降趋势。早在新冠疫情前，一些卫
生专家便警告说，脊髓灰质炎可能在美国
卷土重来。 据新华社

纽约污水检测出
脊髓灰质炎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