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新
闻
纵
深

针对特朗普废除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分析人士
认为，特朗普这一举措颇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方面，他是在兑现竞选承诺，回馈那些
支持他上台的选民；另一方面，他希望借这张“牌”向国会施压，换取实现更大政治利益。

从未来前景看，美国政府很可能继续收紧移民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专家认为废除
DACA计划或将使共和党内部产生分裂，进一步激化美国社会的族裔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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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认为前任政府推行“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政策“违宪使用权力”

特朗普废除 计划

外界早有风声，特朗普定于5日
宣布废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
划。当天一早，他在推特发文写道：

“国会，准备干活儿吧——DACA！”
正式决定由塞申斯公布。塞申斯

称，奥巴马2012年经由总统行政令签署
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是“违宪
做法”。美国不可能接收所有想来的人，
需要的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合法移民。

塞申斯呼吁国会找到保护“追梦
人”的替代方案。

特朗普随后发表声明称，他并非
一刀切地否定“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
计划，而是给了国会采取行动的“时间

窗口”。他表示，自己也不愿意因为父
母的问题而惩罚这些孩子，但“年轻的
美国人也有梦”。

在会晤政府高官和国会领导人之
前，特朗普再次强调，他“很爱”那些得到

“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照顾的孩
子，希望问题能在国会得到妥善解决。

“长期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办法。”
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发表

推文称，国会有6个月时间通过“童年
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相关的立法，而
这是上届政府未能完成的。“如果他们
不能，我会重提这一问题。”至于重提
的具体所指，特朗普没有说明。

白宫称，特朗普政府希望国
会采取行动，拟定“负责任的移
民改革”方案，包括边境管控和
强化执法。

特朗普竞选时曾强硬承诺，
当选后将立即废除“童年抵美者
暂缓遣返”计划。然而，他当选
后又多次有所顾忌，对“追梦人”
表示同情，招致强硬派共和党人
不满。特朗普的助手认为，此时
把球踢给国会是特朗普的最好
选择。

国会议员已结束夏季休
会期，陆续回到国会。然而，

等待这些议员的已有一大堆
议程，包括“哈维”飓风的灾
后处理。

美联社报道，鉴于共和党
内 强 硬 声 音 ，仅 针 对“ 追 梦
人”群体的单一法案将难以在
国会过关，而如果加上边境管
控等内容，就将再度形成复杂
的非法移民法案。国会此前
的相关讨论已经多次以失败
告终。

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
翰·科宁说，如果特朗普是真心
想为美国 1100 万非法移民争

取一分改革法案，那他铁定要
失望了，这一点“板上钉钉”。

就这6个月的过渡期，塞申
斯表示，国土安全部将从5日起
停止接收“童年抵美者暂缓遣
返”计划下的新申请。已经签
发的免遭遣返许可将依旧有
效，已经排队的申请也会得到
处理。至于失效期在2017年 9
月 5 日至 2018 年 3 月 5 日之间
的“追梦人”，只要他们在今年
10 月 5 日前提交申请文件，也
会得到处理。

（综合新华社9月6日电）

废除DACA，美国族裔矛盾激化

特朗普“醉翁之意不在酒”？

DACA计划是 2012 年由奥巴
马签署实施的行政令，涉及80万“追
梦人”，即年幼时被父母带入美国的
青少年非法移民。这一计划被废除
后，“追梦人”将失去免遭遣返的特殊
照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
问题专家孙成昊认为，特朗普这一举
措是“美国优先”理念指导下强化移
民政策的一部分，“特朗普和塞申斯
的表态显示，他们认为DACA保护的
对象损害了美国本土公民利益，这位
总统实际上激活了移民改革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
刁大明也认为，特朗普此举是在兑现
竞选承诺，继续维护他在移民政策上
的保守立场。同时，废除奥巴马签署
生效的DACA计划，也是特朗普政

府继续执行“去奥巴马化”政策的一
部分。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继续收紧移
民政策的同时，特朗普还希望借助废
除DACA计划实现更大政治抱负，
其中就包括与国会展开“交易”、迫使
后者妥协。

根据民调机构盖洛普数据，特朗
普上任之初支持率曾达到45％，但8
月中旬这一数字跌至34％，创下他
就任以来的最低纪录。

在推动国内重大改革方面，美国
政府的“业绩”乏善可陈。医改失利
后，政府将立法重点转向税改，但是
成果寥寥。此外，随着飓风“哈维”席
卷得克萨斯州，国会需尽快提高政府
债务上限，向得州拨款应对灾情。

“一系列事件都迫使特朗普需要

尽快作出姿态，回馈选民基本盘，提
振支持率，”刁大明说，“废除DACA
这一行政令几乎毫无成本，特朗普还
将替代方案‘踢’给了国会，他希望通
过这种‘零成本’的行为展现行动
力。”

孙成昊则认为，特朗普废除
DACA计划可能会促使国会民主党
人和部分共和党人在修墙等议题上
与白宫妥协。他预测，国会有可能通
过赋予“追梦人”合法权益的法案，但
通过不与其他议题勾连的“纯净法
案”可能性较低。

至于废除DACA计划是否会对
在美华裔产生负面影响，两位专家都
认为实质影响不大，因为非法入境美
国的移民大多来自拉美地区，亚裔人
数有限，华裔人数更少。

废除DACA计划的决定一经宣
布，就在美国社会各领域引发激烈辩
论。DACA计划支持人士连日在华
盛顿特区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这一
决定。

美国脸书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
伯格发表推文说，终止DACA计划
对怀有“美国梦”的年轻人来说非常
残酷，政府此前鼓励这些年轻人摆脱
阴影、相信政府，但现在却又为此“惩
罚”他们。

刁大明认为，废除这一计划很可

能会在舆论层面上激化族裔矛盾，对
反移民倾向产生煽风点火的效果，白
人至上主义甚至可能因此抬头。

在支持率方面，孙成昊认为特朗
普可能“会丢失更多民心”，“如果特
朗普在移民问题上‘一意孤行’，这或
许将成为他连选连任的减分项”。

美联社报道，鉴于共和党内强硬
声音，仅针对“追梦人”群体的单一法
案将难以在国会过关；如果再加上边
境管控等内容，就会再度形成复杂的
非法移民法案。此前，国会的相关讨

论多次以失败告终。
刁大明指出，共和党阵营在这个

议题上已经出现分裂。有些共和党
官员认为，美国多元人口结构短期内
无法改变，拉美裔是其中的重要增长
点。

“这一群体已成为共和党和民主
党共同争取的群体。随着特朗普废
除DACA计划，共和党对拉美裔群
体的吸引度可能会出现下降。”刁大
明说。

王逸君（新华社专特稿）

80万人“美梦难圆” 特朗普激活了移民改革议题

族裔矛盾激化 白人至上主义可能因此抬头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5日经由司法部长
杰夫·塞申斯宣布，废除
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签
署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
返”计划（DACA）。国会
将有6个月“过渡期”，制
定替代方案。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
中说，美国司法部长、多
个州检察长和高级法律
顾问都认为前任政府推
行“童年抵美者暂缓遣
返”政策“违宪使用权
力”。

该计划涉及 80 万
“追梦人”，即年幼时被父
母带入美国的青少年非
法移民。“童年抵美者暂
缓遣返”计划被废除后，
这些“追梦人”将失去免
遭遣返的特殊照顾。

“国会，准备干活儿吧” 众所周知的烫手山芋

追梦人

“追梦人”母国的抗议声
墨西哥 就特朗普政府的最新

决定，墨西哥副外交部长卡洛斯·
萨达称，这一做法对受“童年抵美
者暂缓遣返”计划保护的约62.5万
墨西哥公民而言，造成了“焦虑、痛
苦和恐惧”。如果这些“追梦人”选
择回到墨西哥，墨西哥将“张开双
臂”欢迎他们，为他们提供工作、教
育和经济支持。

危地马拉 墨西哥南部邻国危
地马拉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希望美
国议员基于人道主义考虑，能让数
以千计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危地马
拉公民继续留在美国。

萨尔瓦多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
多外长乌戈·马丁内斯表示，他将
与美国国会议员会晤，希望美方能
在 6 个月的过渡期内有所进展。

“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涉及3
万至 6 万萨尔瓦多公民。“这一状
况令人担忧，”马丁内斯说，“我们
将展开游说，以期实现立法，尽快
找到出路。”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同样发表
声明称，将游说美国议员，同时会
向受“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
保护的超过 1.85 万洪都拉斯公民
提供领事帮助。 （据新华社电）

9月5日，在美国华盛顿，民众抗议总统特朗普废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伦敦9月5日电（记者张代蕾）英国
《泰晤士高等教育》5日公布了2018年世界大学
排名，在这份全球千所大学排行榜上，中国有两所
大学进入前30名。

北京大学名列第27位，比去年上升两位，在中
国高校中排名最高。清华大学从去年的第35名跃
升到第30名。复旦大学更是上升了39位至第116
名。进入榜单前200名的7所中国大陆高校还有中
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香港有3所大学进入榜单前100名，其
中香港大学排名第40，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44，
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58。

从全球范围来看，牛津大学蝉联该榜单首位，
剑桥大学今年超过加州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跃居全球第二。但从上榜大学数量来衡量，美国
高校依然独领风骚。亚洲高校今年表现亮眼，加
上北大、清华和排名第22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一
共有3所亚洲大学跻身30强。

相比中国大学的崛起，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高
校排名有所下降。其中，日本东京大学排名由去年的
第39名降到第46名，为该榜单有史以来最低水平。

北大清华跻身2018年
世界大学排名30强
7所中国大陆高校进入榜单前200名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5日电（记者刘阳）中国
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岑建君5日表示，
教育处计划录制100集留学服务指导微视频，全方
位帮助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安全、顺利地完成学业。

岑建君说，近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生逐年增加，
中国留学生在美学习、生活所遇到的问题也随之
增加。为落实国家提出的平安、健康、成功留学新
方针，教育处将组织制作100集微视频，帮助留学
生顺利完成学业，并快速适应美国生活。

在这些视频中，美国当地律师和高校老师分
别就在美国驾车、选课、租房等贴近留学生生活的
话题进行介绍，引起在座学生的共鸣。

中国驻美使馆将推出
百集留学服务指导微视频

9月5日，在德国海德堡，德国总理默克尔出
席竞选集会。

德国总理、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默克尔当日
在海德堡出席竞选集会，为即将于9月24日举行
的联邦议会选举造势。 新华社/法新

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竞选集会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6日电（记者郑江华）欧
洲法院6日驳回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政府的诉讼状，
裁定欧盟2015年9月通过的难民分摊方案合法。

两国政府在诉状中称，难民分摊方案没有获
得成员国一致通过，程序非法。此外，这一方案在
应对难民危机上既不有效，也不必要。对此，欧洲
法院裁定，难民分摊方案并非以立法程序通过，无
需成员国议会批准，也无需欧盟理事会一致通过。

2015年9月22日，针对搅动欧盟内政的难民
危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
议，投票通过了转移安置意大利、希腊等国境内12
万外来难民的方案。但不少欧盟国家对这一安置方
案仍存疑虑，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的内
政部长当天对此予以否决，芬兰则投了弃权票。随
后，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政府先后向欧洲法院提交诉
讼状，反对欧盟按照配额强制分摊移民。

欧洲法院裁定
欧盟难民分摊方案合法

9月5日，在叙利亚代尔祖尔市郊区，叙政府
军士兵搬运弹药。叙政府军当天攻入被围困的叙
东部代尔祖尔市一处政府军营地，打破了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对该市长达3年的封锁。新华社/法新

叙政府军打破“伊斯兰国”
对代尔祖尔市的封锁

9月5日，民众手持标
语牌，抗议特朗普废除DA-
CA计划。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