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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掀起一股抹黑、阻挠中美科技和人文交流的逆流

美国“人才脱钩”究竟伤害了谁？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24日发布公告说，安瓦尔
已被任命为马来西亚新总理，并将于当天下午5
时在国家皇宫宣誓就职。

这是 2022 年 11 月 20日拍摄的前副总理
安瓦尔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马来西亚国家皇宫宣布
安瓦尔出任马来西亚总理

11月23日，约翰·麦克福尔参加欧洲航天局
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仪式。

欧洲航天局当天在法国首都巴黎举办仪式，
向公众介绍公开招募的5名职业宇航员和12名
后备宇航员，右腿截肢的英国男子约翰·麦克福尔
入选新一批后备宇航员。参与相关研究训练后，
他有可能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名残疾人。

新华社/美联

英国残疾运动员
成为后备宇航员

人文交流给中美两国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好处。亚裔美国学者论坛报
告还显示，2020年在美国科学与工程
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 3.4 万人中有
17%来自中国。一些人毕业后继续留
在美国工作，和美国本土华人一起成为
美国科技领域中一个庞大群体。

近期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
用物理实验室发表的一份关于美中理工
科人才“脱钩”的背景、政策及影响的报

告指出，中国留学生及研究人员至少以
三种方式对美国的竞争力作出贡献，包
括大学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国家安全。

面对少数人鼓吹“人才脱钩”，美国
前驻华大使博卡斯等许多知名人士斥
责阻挠美中人文交流等行径是“重回麦
卡锡主义”。

美国《科学》杂志主编索普强调：“科
学进步依赖于协作，依赖于招募最优秀
的人才来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依赖于

把这些发现传播给全世界。因此，将科
学作为一项与其他国家优秀人才开展的
竞赛，作为隐藏着不能广泛分享的秘密
的竞赛，违背了科学界的核心价值观。”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援引美国国
际教育学会数据说，美国国际学生数量
开始下降，在2020至2021学年，研究
生数量下降12.1%，国际学者（特指博
士后和访问学者）数量下降31%。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梁正表示，当科学议题被“政治
化”、国家安全被泛化后，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学术独立与自由受到挑战、科学家
的职业信心受到打击，而这从长远来看
对科学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当前形
势下，更应加强中美双方科技界，特别是
学术界和民间的对话与交流，使科学能
够回到自身应有的轨道上来，把科研活
动包括合作的选择权交还给科学家。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人才脱钩”是开历史倒车C

国际观察

近年来，美
国一些人掀起
一股抹黑、阻挠
中美科技和人
文 交 流 的 逆
流。少数政客
持意识形态偏
见和冷战思维，
鼓吹“人才脱
钩”。然而这种
“人才脱钩”是
否会如其所愿
打压中国的竞
争力？最终又
会伤害谁？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2 深圳全
球创新人才论坛”上，美国国家科学
院外籍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颜
宁表示，已向普林斯顿大学提交辞
呈，将全职回国协助创建深圳医学
科学院。

除颜宁外，近些年已有多位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海外科技人才回流国
内。今年4月，著名数学家丘成桐从
哈佛大学退休，全职任教清华大
学。亚裔美国学者论坛今年 9月发
布数据称，2021年就有 1400多名美
国华人科学家放弃美国学术机构或
公司职位回到中国，比前一年增加

约22%。
英士国际商学院、美国波图兰

斯研究所和新加坡人力资本领导
力研究所 11 月联合发布的《2022
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显
示，中国排名继续上升到第 36 位，
为历年新高。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此前
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海归”呈平
稳增长态势，将在创新创业、技术突
破、民间外交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2012 年
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超
过八成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

中国：人才吸引力日益增强A

中国对海外华人学者的吸引力
日益提升，而美国正因肆无忌惮打压
华人学者而“失去人心”。

在亚裔美国学者论坛报告中，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
授谢宇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
合作者对1304名目前受雇于美国大
学的华人科学家进行调研后发表报

告指出，在所有五个心理指标中，他
们都显示了强烈的不安和恐惧。

研究发现，35%的受访者感到在
美国不受欢迎，72%的人认为作为一
名学者感到不安全，42%的人害怕从
事研究；86%的受访者认为跟5年前
相比，更难招募到国际学生；约61%
的受访者考虑离开美国，前往其他国

家从事研究。
这些负面效应很大程度源于美

国特朗普政府启动的“中国行动计
划”。该计划栽赃抹黑华人科学家，
引发学术界怨声载道，今年早些时候
被迫终止。

“过去，来自中国的移民科学家
和工程师抱怨，虽然他们做了很多艰

苦工作，但总体而言他们无法达到领
导职位或者获得认可，触到‘竹子天
花板’。而在‘中国行动计划’开展
后，大部分在美华人科学家感受到了
潜在的联邦调查和起诉的‘寒蝉效
应’，并对他们在美职业的悲观前景
有了新理由。”谢宇等在报告结论中
写道。

美国：打压华人学者带来“寒蝉效应”

11月23日，德国接收的首个浮式液化天然
气储存及再气化装置抵达德国北部，停靠于吕根
岛穆克兰港。 新华社/路透

德国接收首个浮式
液化天然气储存及再气化装置

美宣布对乌额外安全援助
俄方表示俄武器供应充足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美国国防部23
日宣布对乌克兰提供价值4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
助。这是2021年8月以来总统拜登第26次动用
由总统支配的资金直接批准对乌援助。俄罗斯安
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敌人继续
仔细“计算”俄军的武器发射数量和库存，但指望
俄潜力耗尽是“徒劳的”，俄武器供应充足。

据美国国防部23日公布的信息，本轮对乌额
外安全援助包括配备热成像瞄准镜的重机枪、高
速反雷达导弹、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等。国
防部数据显示，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向乌克兰
承诺的安全援助总额已超过197亿美元。

瑞典央行加息75个基点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1月24日电（记者付

一鸣）瑞典中央银行24日宣布，从30日起将基准
利率提高75个基点，至2.5%。

瑞典央行在公报中说，“依旧过高”的通货膨
胀水平正在削弱瑞典家庭的购买力，因此需要进
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B

美国即将迎来感恩节。然而，接
连发生的枪击事件，“高烧不退”的通
货膨胀，以及新一波新冠疫情蠢蠢欲
动，为这一传统节日蒙上阴影。

在东部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市
一家沃尔玛超市工作的布里安娜·
泰勒22日上夜班，她和同事在休息
室里商量分工，没想到一场噩梦突
然降临。

当晚10时左右，超市夜班经理
来到泰勒等人所在的休息室，随后开
枪射击。“我抬头看到，经理打开门，
然后开枪。”泰勒回忆说，“他没有特
别瞄准谁，就是对着休息室射击，我
目睹多人因躲避或中枪倒地。”

泰勒死里逃生，子弹距离她“只
有一两英寸（1英寸约合2.54厘米）”，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运气

——切萨皮克市警方23日通报说，
该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4人受伤，
枪手使用手枪行凶，随后开枪自杀，
作案动机尚不清楚。

美国总统拜登23日发表声明说，
因为又一起可怕冷血的暴力行径，美
国更多家庭感恩节餐桌旁将出现空
座。拜登还谈及他今年早些时候签署
的一项“枪支改革”法案，但强调“这远
远不够”，必须采取更大行动。

这是美国几天内发生的又一起
严重枪击事件。19日深夜，科罗拉多
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一家夜店遭
枪手袭击，造成 5 人死亡、19 人受
伤。美国网站“枪支暴力档案”最新
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607起造
成至少4人死伤的严重枪击事件，近
4万人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

疫情持续肆虐、社会矛盾空前加
剧导致越来越多民众选择“拥枪自
保”，美国国会两党在控枪问题上分
歧尖锐，代表枪支制造商利益的游说
团体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等因素，造
成美国枪支暴力顽疾难除且愈加陷
入恶性循环中。

除了人身安全问题，美国不少家
庭今年还要为感恩节食物皱皱眉头
——由于通胀、供应链问题等原因，
感恩节晚餐成本明显增加。

以美国感恩节餐桌上几乎必不
可少的火鸡为例。美国农会联合会
上周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今年
买一只16磅（约合7.26公斤）重的火
鸡价格比去年高了21%，冷冻馅饼
皮、淡奶油、豆子等其他一些制作感
恩节传统食物的原材料与去年相比

也都更贵了。
过去几个月，美国同比通胀率居

高不下，维持在7%至9%之间。在刚
刚过去的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
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中排第一位的就
是通胀。通胀压力下，美国不少家庭
开支紧张，要比过往节日季更加精打
细算。美国农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
家罗杰·克赖恩分析，普遍通胀削弱
美国消费者购买力也是今年感恩节
晚餐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福奇下个月将离任，他日前最
后一次出席白宫记者会，留下的建议
是：“这也许是我从这个讲台上向你
们传递的最后一条信息……为了保
护你自己、你的家人和你的社区，请
在符合条件情况下尽快接种升级版
新冠疫苗。”

福奇坦言，美国尖锐的政治和意
识形态分歧导致一些民众出于公共
卫生之外的原因拒绝接种疫苗，“作
为一名医生，这让我感到痛苦”。如
果美国今年冬季再次出现新冠病例

“激增潮”，风险最大的将是那些从未
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此前警告，美
国新冠疫情今年秋冬季或将迎来新
一波病例“激增潮”，不仅要小心奥密
克戎毒株新亚型近期在美国加速传
播，也需警惕新冠、流感、呼吸道合胞
病毒的叠加威胁致使医疗系统严重
承压。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传染病专
家威廉·沙夫纳指出，感恩节、圣诞节
等节日庆祝活动以及旅行、人与人之
间密切接触通常会成为病毒传播的

“加速器”，因为过节时人们长时间待
在一起，为呼吸道病毒传播创造了理
想环境。

在美国，人们在每年11月第四个
星期四庆祝感恩节。今年在枪击不
断、通胀持续和新一轮疫情威胁下，美
国人民的这个感恩节恐不好过。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3日电 记
者孙丁）

11月23日，警方人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市发生枪击事件的沃尔玛超市外执勤。新华社/路透

枪击通胀叠加疫情 美国这个感恩节不好过美国警方：

沃尔玛枪案枪手
是超市经理

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切萨皮
克市一家沃尔玛超市 22 日晚发生
枪击，导致 6 人死亡、至少 4 人受
伤，枪手自杀。警方和目击者23日
说，枪手是一名夜班经理，行凶动
机不明。

超市雇员布里安娜·泰勒告诉
美联社记者，当晚 22时刚过，大约
15人至 20人组成的备货组正准备
开例行组会，夜班经理安德烈·宾
突然拔枪朝同事开火。

泰勒说，她一开始以为是应急
演习，“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很感
恩子弹没有击中我。我看到枪口
冒出烟，人们接连倒下，太疯狂
了”。

警方介绍，31 岁的安德烈·宾
是店里的老员工，2010年起便在那
里工作。几名同事接受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他曾经举止

“古怪”，发表疑似患妄想症的言
论。

泰勒说，安德烈·宾爱找茬，喜
欢无缘无故举报同事，她刚来上班
时同事们提醒她“要小心那个经
理”。

警察在超市休息室发现安德
烈·宾和两名死者的遗体，在售货
区发现另一名死者，另外 3人送医
后不治身亡。暂不清楚死者是否
包含顾客。警方说，事发时超市内
有大约50人。

沃尔玛公司声明，正配合执法
部门调查。这家美国最大零售商
不是首次发生造成多人死亡的枪
击事件。

2019 年 8 月，一名枪手在得克
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一家沃
尔玛超市发动袭击，导致20多人死
亡。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
计，今年以来全美已有近 4万人因
枪支暴力失去生命。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专题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梁君穷 美编：张昕

11月22日18时左右，在南航海南
分公司CZ6189 三亚飞往成都的航班
上，一名孕妇旅客突然晕厥，情况十分危
急，南航乘务组携手医生展开机上紧急
救助，飞行组申请优先着陆、协调地面应
急保障，最终航班提前15分钟降落成
都。目前旅客身体状况平稳。

据乘务组回忆，当时飞机正处于
空中巡航阶段，乘务员发现一位孕妇

旅客趴在座椅上，表情十分痛苦，随即
询问其是否身体不适，是否需要帮助。
该旅客丈夫告诉乘务员，他妻子怀孕24
周了，现在身体不适、呼吸困难，有贫血
的症状，之前有过晕倒的情况，希望能
够提供氧气瓶吸氧。乘务员立即将情
况报告给乘务长李悦，李悦第一时间安
排乘务员进行广播寻找医生、拿取氧气
瓶并把上述情况报告给机长。期间，孕

妇旅客突然失去意识、出现晕厥情况，
乘务员立即给旅客吸氧，同时，李悦给
旅客监控脉搏。这时，一名医生旅客也
站了出来，乘务员核实医生身份后，迅
速将其带到孕妇旅客身边帮助检查。
经检查，医生表示目前孕妇脉搏正常，
但需要继续吸氧并半卧位保暖。李悦
随即扶孕妇调整卧姿，拿来毛毯盖在
旅客身上。旅客用氧大约30分钟后，

逐渐恢复了意识。期间李悦一直半蹲
在旅客身边陪同医生检查并监控旅客
脉搏。

“机长已经申请提前落地，且已安排
机场急救人员等待，请您放心，我会一直
陪着你直到落地。”乘务长李悦对苏醒后
的孕妇旅客说道。通过机组提前沟通，
申请优先着陆和机场服务，最终飞机较
计划提前15分钟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

落地后旅客表示身体状况尚可，不需要
急救服务，由南航地面服务人员护送下
机。下机时，孕妇旅客的丈夫一直向机
组人员说着感谢的话语，其他旅客也纷
纷称赞乘务组的专业处置。

11月23日，乘务长李悦仍然心系旅
客，通过电话联系问候身体状况。得知
旅客已经在医院接受了全面检查，一切
正常，她才放下心来。她表示，客舱乘务

员都经过专业训练，遇到突发情况时，旅
客要及时向乘务组寻求帮助；同时具有
特殊情况的旅客出行前务必要做好自身
健康检查，遵医嘱选择适宜的交通出行
方式。

南航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理念，聚焦旅客关切和需求，践行“亲
和精细”服务理念，护送每一位旅客平安
落地。 （撰文/王雪 潘垂惠）

万米高空孕妇旅客突然晕厥
南航机组携手医生开展紧急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