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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小学生研究基因获奖相关内容

白宫要求绕过CDC上报疫情数据
在各方施压后，
美国政府终
于暂时
“松了口”
，
撤销留学生签
证新规。
“规定不合法，
特朗普政府知
道他们根本不会胜诉。他们可能
会再出新招，
我们有准备。
”
马萨
诸塞州总检察长莫拉·希利说。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更重申
学校随时准备
“保护学生免受专
断政策影响”
。
但对于风口浪尖的留美学
生来说，各种政策还会不会再
变，
未来将会如何，
谁也没有十
足把握。

据新华社电 美国政府要求国内医院 15 日
起将新冠疫情相关信息直接“越级”呈交联邦卫
生与公众服务部，不再经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上报。
美国《国会山》日报报道，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网站
“悄悄地”
贴出针对医院和检验科的新指导意
见和答疑文件，
要求绕过疾控中心上报疫情数据。
美国医院原本向疾控中心“全国卫生保健安
全网”上报疫情数据。这一网络被视为美国应用
最广泛的感染追踪系统。疾控中心追踪的信息
包括可用病床数量、可用呼吸机数量和住院新冠
病例人数。
自 15 日起，医院将把这些数据直接呈交卫生
与公众服务部。按照后者的说法，这一做法旨在
合理化数据收集。这些数据将为联邦层面制定
物资、药品分配等决策提供参考。
外界担心，白宫一直在把疾控中心边缘化。
联邦政府官员不久前猛烈批评白宫冠状病毒应
对工作组重要成员安东尼·福奇。

▲

7月14日，
美国，
马萨诸塞州剑桥
市哈佛大学校园。美国波士顿联邦地
区法院法官伯勒斯14日在开庭审理哈
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提起的相关诉
讼时宣布，
美国政府同意撤销此前发布
的留学生签证新规。
图/新华社

拒绝检测护理机构几乎全员感染

庭审4分钟撤销留学生签证新规

美国有官员称，
未来新规可能区别对待留学生
“老生”
和已被大学录取但尚未入境的新生

随时准备保护学生免受专断政策影响
代表美国国土安全部及其下属机构
入境和海关执法局的一名律师说，伯勒斯
的“表述正确”。入境和海关执法局暂未
作出官方回应。
为施压大学重启校园，入境和海关执
法局 6 日发布通告说，如果留学生在 2020
年秋季学期仅上网课，将无法取得赴美签
证或维持当前签证。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随即提起

诉讼，得到全美多所高校、高等教育团体、
国会议员和州政府的声援，他们或向法院
提交支持两校诉讼的法律文件，或自行提
起诉讼。美联社报道，联邦政府面临至少
8 桩相关诉讼。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发表声明
称诉讼取得“重大胜利”，麻省理工学院校
长拉斐尔·莱夫重申学校随时准备“保护
学生免受专断政策影响”
。
莱夫奉劝政府：
“特别是当下，我们制
定政策时更需要人性化考虑，做得正派体
面。”巴科警告说，如果政府再出台不合理
规定，
校方将继续诉诸法律。
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莫拉·希利说：
“这就是我们提起诉讼的理由。规定不合
法，特朗普政府知道他们根本不会胜诉。
他们可能会再出新招，
我们有准备。
”

可能几周后公布留学生签证新规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国土安全部高
级官员告诉路透社，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
几周后公布一份针对留学生签证的新规

定，
有关部门正在讨论当中。
这名官员说，新规可能区别对待身在
美国的留学生“老生”和已被大学录取、但
尚未入境美国的新生。
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网站 6 日发
布留学生签证新规后，7 日在常见问题解
答中针对这份新规做了进一步说明。按
照说明，持 F 和 M 签证的国际学生如果身
在美国境外，可以只上网课，其签证保持
有效状态。不过新规总体内容并无改
变。在此情况下，身在美国境内的国际学
生要么不顾感染风险返校上课，要么因全
部选择网课或学校全网教学面临签证失
效的风险。
哈佛大学先前宣布 2020 至 2021 学年
全部课程将采取网络教学方式。特朗普
称，哈佛的决定“荒唐”，
“我认为他们（哈
佛）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
。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之所
以祭出新规，是为施压美国学校秋季学期
正常开学，学生返校上课，有助于全面重
启经济。

观点

据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 14 日，一场
备受瞩目的庭审只持续了不到 4 分钟就
结束了，
并带来了好消息。
美国政府上周出台的留学生签证新
规招致舆论炮轰，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
院带头提起诉讼。法官 14 日开庭审理此
案时宣布，联邦政府同意撤销这一新规。
负责审理此案的波士顿联邦地区法
院法官艾莉森·伯勒斯说，诉讼双方已经
达成解决方案，联邦移民部门同意撤销新
规，
“恢复现状”
。

利用学费做杠杆迫使面对面授课

截至 14 日开庭时，
两校诉讼已获得数百所美国
高校、70 多个高等教育团体和十几家美国高科技公
司提交法律文件支持。这些高校和教育团体表示，
留学生签证新规将危及包括留学生在内所有学生的
健康安全，
损害美国高校的学术利益和经济利益。
美当局大刀阔斧推进经济重启，也希望看到高
校在秋季能加入“重启”，运转恢复正常。但新泽西
州检察长格比尔·格雷瓦尔指出，留学生签证新规
“利用国际学生和他们支付的学费作为杠杆，迫使
高校在做好准备之前就开始面对面授课，将所有学
生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此外，大选在即，美国政府急于改善受疫情影
响的经济运行状况，国土安全部代理常务副部长
肯·库奇内利坦言，决策是为了“鼓励”大学重新开
放。当局的逻辑是“重启美国”不能留死角，一切都
要看起来很正常，而生命健康不在优先考虑之列。
据彭博社测算，
这项政策影响到在美国高校就读
的100多万外国学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之为针
对留学生的
“清洗计划”
，
是美政府针对外国人和移民
的又一次
“令人厌恶的、
赤裸裸的攻击”
。 据新华社

《小学生研究基因获奖谁的功劳》后续

小学生研究论文一等奖被撤销
涉事家长：
未充分领会
“项目报告必须作者本人撰写”
的关键信息
据云南日报报道 “小学生研究癌症
获奖”
一事（前情见本报 7 月 14 日 A8 版）有
了最新结果。7 月 15 日，第 34 届云南省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通
报，
称近日关于质疑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小学组三等奖获奖项目
《C10orf67 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
与机制研究》的网络报道引发社会关注，
组
委会迅速成立专项调查工作组，对大赛评
审工作开展全面调查。评审委员会组织专
家就此项目及时进行复审，现将有关调查
和处理结果情况通报如下：
专家组认为，
《C10orf67 在结直肠癌
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项目研究
报告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学术水平，但其
附件支撑材料和调查走访发现的新情况
新材料不能充分证明作者独立完成该项
目报告的整体设计和撰写。

专家组认定，项目研究报告的专业程
度超出了作者认知水平和写作能力，项目
研究报告不可能由作者本人独立撰写。根
据以上情况，
评委会建议：
该项目研究报告
文本撰写不符合《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规则（2018 年修订）
》评审原则第三条
“项
目研究报告必须是作者本人撰写”
之规定，
撤销该项目第 34 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
新成果项目（小学组）一等奖奖项。大赛组
委会根据评委会建议，决定撤销该项目第
34 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小
学组）一等奖奖项，
收回奖牌和证书。
对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造成的社会
影响表示诚恳的歉意。我们将接受教训，
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完善
机制，加强监管，严格按照大赛的评审规
则和程序开展工作，营造公平、公开、公正
的大赛生态环境。

链接

家长道歉：
造成了
“困惑与误解”
7 月 15 日，受到广泛质疑的涉事学生
家长陈勇彬通过邮件，就事件作出了情况
说明，并表示申请上交所获得的奖项，尊
重和服从大赛组委会的处理意见。
陈勇彬承认，事件中获奖学生确系
其子，并表示孩子“受家庭环境影响，自
幼接触相关科学知识，并形成了浓厚的
科研兴趣”。根据自身科研兴趣选择了
相关课题，孩子在其学校指导老师、父母
及所在课题组研究生的共同指导下，通
过观察学习和亲自实验操作，获得了该
项目主要实验数据，并基本掌握了该项
目涉及的基础概念和研究方法。他称，
在项目申报过程中，他未充分掌握及领
会组委会发布“项目报告必须是作者本

人撰写”的关键信息，过度参与了项目书
文本材料的编撰过程，使用了大量生物
医学专业术语，给广大网友和媒体造成
了“困惑与误解”。
“由于我的疏忽与过错，给大赛组委
会、工作单位和家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在此，我郑重道
歉。同时，我谨代表孩子向大赛组委会提
出以下申请：申请上交该项目获得的奖
项，并尊重和服从大赛组委会对该项目奖
项的处理意见。”陈勇彬还表示，孩子已经
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为给孩子营造
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他愿意虚心接受公
众的监督与批评，真诚地恳求广大网友和
媒体给予宽容和谅解。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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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家暴丈夫，
又经常被情人殴打
女子与情人合谋毒杀丈夫，
因故意杀人罪获死刑
有和阿杰离婚，她与苏由多次起冲突，愤怒的
苏由多次动手打了她，甚至把她打到满脸是
血，威胁说要动手杀了罗仙母子。
尽管这样，罗仙仍然想和这个说着“只要
她离婚，他就非她不娶”
的苏由在一起。

本报记者周凌如
实习生喻志雪 程艺梅 长沙报道
她想离婚，
经常殴打自己的丈夫；
她爱上了
情人，
却经常被情人殴打。这是罗仙（文中人物
皆为化名）生活的真实写照。尽管这样，
她仍然
想不顾一切离开丈夫，
与情人生活在一起。
“要么情人把丈夫打死，要么我把丈夫毒
死”，在罗仙看来，这竟然成了解决她当前困
境的办法。两人多次密谋后，经营着一间小
诊所的罗仙将海洛因缓缓注入丈夫体内，致
其毒发身亡……
日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了这起案件的判决书。

合谋杀夫，
甚至甘愿独自揽罪

“妈妈用刀砍门，
把门都砍烂了”
2018 年 10 月 1 日早上 7 点左右，罗仙的丈
夫阿杰被人发现倒在马路上，旁边放着一盒
吃剩的烤鱼。罗仙匆忙赶来，赶紧给阿杰做
了 人 工 呼 吸 ，称 阿 杰 是 吃 了 烤 鱼 醉 死 在 这
里。然而，3 天后她却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公
安机关投案，承认是她杀了人。
这一切只因为罗仙在婚后爱上了另一个人。
罗仙原本跟阿杰感情非常好，两人自由
恋爱结婚，生下一子一女。罗仙是卫校毕业
的，还在四川布拖县开了一家药店。然而，幸
福的生活因为罗仙的一段婚外情戛然而止。
罗仙认识了苏由，认识一个星期左右就发生
了关系，在一起一段时间后，苏由开始唆使罗
仙离婚。起初，罗仙因为舍不得两个年幼的
孩子，非常犹豫，又因为离婚和阿杰多次起矛
盾，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发现了罗仙与苏
由不正当男女关系后，
阿杰仍拒绝离婚。
在小儿子的记忆里，妈妈和爸爸的关系
不 好 ，经 常 吵 架 、打 架 ，一 般 都 是 妈 妈 打 爸
爸。
“有一次在我家中，妈妈拿一把刀砍爸爸，
爸爸躲进屋，妈妈用刀砍门，
把门都砍烂了。”
对阿杰暴力的罗仙在面对情人苏由的时
候，却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因为罗仙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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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仙认为，如果离婚不成的话，要么苏由
把丈夫打死，要么她把丈夫毒死，这样他们两
个就能在一起了。
苏由承认，为了逼罗仙离婚或者杀阿杰，
他打了她不止五六次。
“ 他们如果离婚，阿杰
家会按照当地规矩让我赔几十万元，所以要
杀死他。”
苏由与罗仙多次共谋，如何杀害阿杰，为
此反复商量杀人方法，最终选定了毒品海洛
因。因为阿杰的身体不好，两人商量后决定
把海洛因加进输液药物中毒死阿杰。
曾经的罗仙对毒品非常讨厌，因为母亲
吸毒。2018 年 9 月，罗仙以母亲毒瘾又犯了为
由找人买了约 1 克海洛因。罗仙告诉苏由，毒
死阿杰之后，如果瞒过警察，时间一长，她就
可以改嫁给苏由了。如果被警察发现了，她
会一个人承担杀死阿杰的罪名。
2018 年 10 月 1 日凌晨 1 时许，阿杰因病需
要输液，罗仙趁在家中给阿杰输液的机会，将
购买的毒品海洛因掺入输液液体。阿杰被输
入该液体后毒性发作，被罗仙带至布拖县城
建 局 大 院 外 的 小 路 上 ，阿 杰 在 途 中 倒 地 死
亡。罗仙为了逃避侦查伪造了阿杰在外死亡
的假象，将吃剩的一盘烤鱼放置于阿杰旁边。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认为，罗仙与苏由为达到长期苟合的目的，
多次共谋杀害罗仙之夫阿杰；二人行为构成
故意杀人罪，属共同犯罪。罗仙案发后主动
投案，供述了基本犯罪事实，依法构成自首。
一审判决罗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苏由犯故意杀
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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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59 名老人有 55 人感染病毒，
本月 6 日以来有 8 人因感染病毒死亡。美国蒙大
拿州一家护理机构拒绝参加当地卫生部门免费
提供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如今，这家机构几乎
全员感染病毒。
蒙大拿州 5 月为当地养老院和长期护理机构
的老人、患者及员工提供免费核酸检测。位于当
地比灵斯市的坎宁克里克记忆护理机构拒绝参
加检测。据美联社 14 日报道，如今这家机构的
59 名老人有 55 人感染病毒，本月 6 日以来有 8 人
因感染病毒死亡。此外，该机构有 36 名工作人员
核酸检测呈阳性。
该机构运营企业“凯尔奇社区”称，护理机构
4 月和 5 月有 3 人出现感染症状，但经隔离、检测
后发现并未感染病毒，因此未参加当地免费核酸
检测。
“ 坎宁克里克”暴发疫情前，
“ 凯尔奇社区”
在全美 8 个州运营的 39 家护理机构有 13 家出现
感染病例，11 人死于病毒感染。
美国急性和长期护理医学学会执行理事克
里斯·拉克斯顿认为，
“ 坎宁克里克”没有为不参
加核酸检测给出正当理由。他说：
“ 你们在黑暗
中运营。”
蒙大拿州 289 家养老院和护理机构中，有 45
家未参加核酸检测。受“坎宁克里克”疫情警示，
如今有十几家机构愿意接受检测。
美联社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3 日
晚，美国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13.5 万例，其中 5.8 万
死亡病例涉及养老院和长期护理机构。

男子拒戴口罩反伤人被击毙
据新华社电 在公共场合拒绝戴口罩挨数
落，一言不合拿刀捅人，后与警察又起冲突……
14 日，美国密歇根州一名男子被当场击毙。
密歇根州伊顿县治安官汤姆·赖克说，这名
男子名为肖恩·鲁伊斯，43 岁，供职于密歇根州交
通局。鲁伊斯 14 日在一家杂货店购物时与一名
77 岁老人起口角，
原因是鲁伊斯拒绝戴口罩。
鲁伊斯用刀刺伤老人后逃离。半小时后，警
察在一个小区追踪到他的车。鲁伊斯下车后试
图用刀袭击警察，被一名 22 岁女警击毙。
小区监控录像显示，鲁伊斯手里拿着一把螺
丝刀和其他刀具，对警察“放下武器”的喊话无动
于衷。
赖克说：
“ 很不幸，她（女警）必须使用武器，
因为她得救自己。”
遇袭老人正在医院治疗，伤势不致命。
密歇根州长格蕾琴·惠特默先前颁布“口罩
令”，要求民众在超市等封闭空间必须戴口罩。
一些人拒绝配合，甚至因此与他人起冲突。今年
5 月，密歇根州弗林特市一名超市保安因为拒绝
一名不戴口罩的男子进入被开枪打死。

美军确认撤离阿富汗5处基地
据新华社电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将
继续聚焦能力而非数量……有关各方应减少暴
力行为，着手阿富汗内部谈判，以便阿富汗实现
经协商的持久和平。”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乔
纳森·霍夫曼 14 日发表声明，确认美方已依据今
年早些时候与塔利班签署的协议削减驻阿美军
规模。
声明说，13 日是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协议后第
135 天。协议要求美军撤出阿富汗 5 处军事基
地、驻阿美军削减至 8600 人，美方已履行这一义
务。
“驻阿美军将维持在 8500 人左右，美军先前占
据的 5 处基地已移交给我们的阿富汗伙伴。”
美国与塔利班今年 2 月底签署协议。美方
承诺在协议签署后 10 天内启动撤军，在 135 天
内把驻阿美军从大约 1.3 万人缩减至 8600 人；推
动释放塔利班在押人员等。塔利班在协议中承
诺不允许其成员以及“基地”组织等其他组织利
用阿富汗国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安全。依据协
议，如果塔利班信守承诺，美军需要在 14 个月内
完全撤出阿富汗。按照美国《国会山》日报的说
法，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塔
利班近期袭击持续，且双方仍未谈妥将释放的
在押人员人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国防
部本月早些时候在一份报告中指认塔利班仍与
“基地”组织有染，上述声明没有提及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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