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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26日電】紐約26
日舉行民主黨國會眾議員初選，華裔女參選人
孟昭文以超過半數的得票率贏得選舉，將於十
一月與共和黨候選人對決。由於紐約市向來是
民主黨的天下，因此孟昭文將篤定進入國會，
成為美東地區選出的第一位亞裔國會議員，也
是美國國會有史以來第二位華裔女眾議員。

在 「我們需要孟昭文！」的歡呼聲中，孟
昭文於當晚10時20分宣布贏得紐約州國會眾
議員第六選區的民主黨初選，其得票率超過了
半數。在發表勝選感言時，她向共和黨對手豪
樂阮發出呼籲，希望雙方就大家關心的議題舉
行辯論，不談族裔，不談宗教，一起努力解決
美國面臨的種種問題。由於紐約市向來是民主
黨的天下，因此孟昭文最終戰勝豪樂阮並順利
進入國會，幾乎毫無懸念。她亦將成為美東地
區選出的第一位亞裔國會議員，也是繼加州的
趙美心之後，美國國會有史以來第二位華裔女
眾議員。

孟昭文是台灣移民第二代，在紐約皇后區
出生成長，會說普通話。父親孟廣瑞是紐約第
一位亞裔的州眾議員。孟昭文從 2008 年起擔
任紐約州眾議員，2010 年獲得連任。她的先
生是韓國人，育有兩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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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每日電訊報》的臥底記者披露，以牛津劍橋為
首的英國20所研究型大學所組成的 「羅素集團」，其在
北京的官方經紀公司聲稱，可以為那些在英國高中課程考
試（即A-Level）中只獲得三個C成績的中國學生，拿到
英國著名學府的錄取通知書。記者還被要求向英國當局表
示，自己會在畢業之後立即回國以便拿到留學簽證，即使
並非其真實想法。

大幅降低錄取標準
臥底記者前往去年向英國大學輸送了超過 2500 名學

生的北京金矢燕倫留學諮詢公司諮詢。該公司是 「羅素集
團」大學在北京的官方代理。記者在A-Level考試中只有
3個C的成績，遠低於很多英國大學的入學要求，但仍被
卡迪夫大學和薩塞克斯大學錄取。

經紀公司表示，曾送 「ACD」成績的中國學生到卡
迪夫大學攻讀會計和金融學位。英國本土學生需要
「AAB」成績才能就讀。如果重考拿到三個 B 成績，則

還可選擇東英吉利亞大學和南安普頓大學，甚至部分排
名更高的高校。另外還有工作人員幫助填寫申請簽證表
格及個人陳述。

從 2006 年開始，英國的外國學生人數已激增三分之
一，達30萬。同時，去年因成績不夠與大學擦肩而過的
本土學生，則達到創紀錄的18萬。

多家英國大學被指為了能夠招到可以帶來更大利潤的
外國學生，而拒絕了數萬名本土學生。部分大學表示，由
於歐盟以外的學生學費比本土學生高出50%，即使從今年
開始收取英國和歐盟學生 9000 英鎊的學費，也無法覆蓋
他們的開銷，需要更多外國學生來填補漏洞。

英國多家著名私立中學的校長表示，這種情況使得本
土學生在升大學時反而受到歧視，即使父母願意支付外國
學生的費用好讓孩子上名校，但是體制上卻不允許。

多家大學否認指稱
通過海外代理招生是很多英國大學的做法，會在官方

網站上貼出各國的 「合作夥伴」名單，方便外國學生聯絡
。每個大學都有自己可以破格錄取的學生名額，而對於具
體入學要求，並沒有明確規定。

多家英國高校否認接受成績為 「CCC」的外國學生
入學。薩塞克斯大學表示， 「我們從未向任何成績為
CCC的學生發出過錄取通知。」

卡迪夫大學說， 「不大可能」錄取 A-Level 成績為
「CCC」的學生，但是有時可能會考慮學生在其他方面

的才能。但是該大學還承認，在 2011 到 2012 學年，有
258 名學生通過金矢公司來到該大學，但是諮詢公司並
「不做招生決定。」

南安普頓大學的發言人說，他們對外國學生和本土學
生的錄取要求相同，並會對指稱進行調查。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英國
廣播公司27日報道：英國的高等教育質量在
全世界享有盛譽，加上英國政府及高校積極
推廣教育產業發展，現時赴英留學的外國留
學生數量屢創新高。不過，據英國媒體報道
，英國的大學為了從龐大的留學市場分一杯
羹，不惜大幅降低對外國學生的錄取標準，
而本土學生卻需高分才能入讀。懷疑存在該
情況的高校則宣稱，由於留學生繳納的學費
較高，自己需要錄取更多外國學生方可填補
本校的開支。

近年來，英國的外國留學生數量呈不斷上
升趨勢。2010 年秋天，有 29.8 萬外國留學生
赴英國接受高等教育，數目較 2009 年上升了
6.2%，當中學生大部分來自中國和印度。

在 2010 年至 2011 年學年，中國留學生數
量在不到兩年時間內，上升了 43%，達到 6.7
萬人。印度留學生數量上升了14.7%，達到3.9
萬人。沙特阿拉伯學生數量也翻倍，有10270
人。

外國留學生不斷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受到
留學市場巨大利益的驅動。現在英國本土學生
每年學費雖已達到 9000 英鎊，但是外國留學
生的學費，例如倫敦大學的大部分藝術和文科
類課程，學費達到1.4萬英鎊，理科課程則要
1.625 萬英鎊，醫學類則要 2.75 萬
英鎊。

布里斯托大學從今年秋天開始
，外國學生上普通課程的學費升至
每年1.375萬英鎊，理科要1.675萬
英鎊，醫學類收3.1萬英鎊。

英國大學在教育市場上表現搶
眼，2009 年佔全球市場的 9.9%，
海外收入達 79 億英鎊。大學的游
說團體則聲稱，海外收入在 2025
年可以翻倍。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校長艾里克
．托馬斯教授最近警告當局，簽證
系統的更改，有可能會讓英國每所
高校收入每年減少 500 萬到 700 萬

英鎊。
英國大學對外國留學生所收取的學費金額

，通常至少是本土學生的兩倍。托馬斯表示，
外國學生每年為英國經濟貢獻 50 億英鎊，如
果包含歐盟學生在內則升至 80 億英鎊，該數
字在 2025 年上升到 170 億英鎊，對英國本土
「就業市場貢獻巨大」。

受巨大市場利益驅動，英國高官亦親自出
力推銷英國教育。首相卡梅倫在 2010 年出訪
印度時，就有多位高校代表陪同，包括劍橋大
學校長，同年稍後訪問中國時，諾丁漢大學和
埃塞特大學的校長亦有跟隨。副首相克萊格去
年出訪巴西時，有九名大學校長一同前往。

《每日電訊報》

錢作怪 英留學生增多

【本報訊】據中通社 27 日消息：俄羅斯總統普京
26 日談到巴勒斯坦將耶穌誕生地伯利恆一條街道命名
為 「普京路」時感到有些 「失落」，因為歐洲傳統多以
已故者姓名命名街道。

普京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此前在巴
勒斯坦伯利恆市一個新俄羅斯科學文化中心出席了開幕
儀式。阿巴斯告訴普京，伯利恆市市長已經決定以普京
名字命名一條街道，稱此舉意在展示巴勒斯坦人對普京
以及俄羅斯人民的重視程度。

普京26日提及此事，並開玩笑稱：「我還想活得久
一點。」因為按歐洲傳統，街道多以已故者的姓名命名
。普京說： 「這類事情我通常會提前獲得通知，但此次
活動完全出乎預料，因此讓我感覺有點突然和困惑。」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和中新社倫敦
27 日消息：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27 日在
貝爾法斯特一劇院與前愛爾蘭共和軍領導
人、北愛爾蘭地方政府第一副首席部長兼
新芬黨領導人麥吉尼斯進行歷史性握手。
此前，女王從未會見任何愛爾蘭共和軍或
新芬黨領導人。

作為登基 60 周年鑽石禧年慶典的一
部分，英女王在 26 日前往北愛爾蘭，進
行為期兩天的訪問。女王和麥吉尼斯的第
一次握手發生在貝爾法斯特的一個劇院裡
面，當時雙方正在舉行閉門會議，遠離媒
體的閃光燈。女王在離開劇院前，當媒體
的面與麥吉尼斯進行了第二次握手。雙方
的第二次握手持續了一段時間，麥吉尼斯
用愛爾蘭語對女王說「再見，祝你平安」。

出席此次私人會晤的還包括王夫菲臘
親王、愛爾蘭總統邁克爾．希金斯、北愛
爾蘭第一首席部長彼得．羅賓遜等。

白金漢宮稱，此舉乃是北愛爾蘭和平
進程中的一個標誌性時刻。首相卡梅倫的
發言人說，此次握手 「已將兩國的關係帶
入一個新階段」。麥吉尼斯在評價自己與
女王的歷史性握手時稱： 「這又將是另一
段歷史了，它代表為了和平的嘗試。」

現年 62 歲的麥吉尼斯曾擔任愛爾蘭
共和軍司令。上世紀 60 年代，北愛曾爆
發為爭取獨立的大規模暴力事件。新芬黨
領導人曾長期抵制英國王室成員對北愛爾
蘭的訪問。1979 年，菲利普親王的舅舅
蒙巴頓勳爵在愛爾蘭度假時被愛爾蘭共和
軍炸死。1998 年《北愛爾蘭和平協議》

簽署後，愛爾蘭共和軍宣布停止長達 30
年的反抗英國統治活動。

訪問期間爆衝突9警傷
在女王這次訪問北愛期間，顯示雙方

之前緊張關係的跡象再次浮現。周二晚上
在貝爾法斯特西區，由約100名青少年和
年輕人組成的團體，往警局投擲 21 個汽
油彈和隨手撿起的物件。他們與警方發生
衝突，9名警員受輕傷，暫時沒有人被捕
。當天晚上，一名天主教教徒在天主教和
新教團體衝突中受傷，被送院接受治療。

但是，女王和菲臘親王 26 日乘直升
機到達恩尼斯基林的時候，還是受到當地
民眾的熱情歡迎，支持者揮舞國旗夾道
歡迎女王和菲臘親王。

【本報訊】據日本共同社 27 日消息：為落實 「購
買」釣魚島計劃，東京都政府職員 6 月 26 日向沖繩縣
石垣市政府通報稱，都政府將於8月實施釣魚島 「調查
」活動。

東京都負責 「買島」事務的 「調整擔當部長」阪卷
政一郎等 2 人 26 日前往沖繩縣石垣市政府，與市政府
官員進行了會談。據石垣市政府官員透露，阪卷表示東
京都計劃在進入8月後赴釣魚島 「調查」。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表示 「登島調查」是 「購
島」的前提。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當天對記者表示，若
「登島調查」得到批准則希望同行，稱 「視其內容我也

考慮前往參加東京都的正式調查」。與此同時，東京都
議會的 8 名議員 26 日結束了對釣魚島周邊海域的 「視
察」，於當天深夜返回沖繩縣石垣港。

▲孟昭文（右二）和家人及支持者26日晚宣布贏得
紐約第六選區國會眾議員民主黨初選 世界新聞網

英女王與北愛宿敵握手言和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右）27日與愛爾蘭共和軍前司令麥吉
尼斯歷史性握手 路透社

▲今年3月10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國際教育巡迴展
上，眾多參觀者在英國教育展台參觀諮詢 新華社

■英國卡迪夫大學據稱為■英國卡迪夫大學據稱為
A-LevelA-Level 成績為成績為33個個CC的學的學
生發放錄取通知書，但該校生發放錄取通知書，但該校
予以否認予以否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中國外交布局中，大國關係是關鍵。美國
是當今世界惟一超級大國，是對中國和平發展最
具影響力的外部因素，因此，中國領導人高度重
視發展對美關係，並審時度勢提出戰略新思想。
近來，胡錦濤主席先後兩次向美方提出發展新型
大國關係的主張，成為中美關係的新亮點。

6月19日，在二十國集團峰會的舉辦地洛斯
卡沃斯，胡錦濤主席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
，再次提出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在一
個多月以前舉行的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開幕式上，胡主席首次系統提出了新型大國關係
主張，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胡主席的這兩次
闡釋，標誌中國領導人對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
係的戰略思想已經成熟，政策框架已基本確定，
並將指導中國外交作出不懈努力，譜寫中美關係
的新篇章。 「新型大國關係」必將載入中美關係
、乃至21世紀國際關係的史冊。

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
胡錦濤主席提出的 「新型大國關係」具有豐

富的思想與政策內涵。在理念上， 「新型大國關
係」是一種讓兩國人民放心、讓各國人民安心的
合作夥伴關係，其根本特徵是相互尊重、合作共
贏。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有五個必要條件：
需要創新思維，需要相互信任，需要平等互諒，
需要積極行動，需要厚植友誼。在政策上，發展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要做到：一是堅持對話、增強
互信，二是深化合作、互利共贏，三是妥處分歧
、排除干擾，四是共擔責任、共迎挑戰。

新型大國關係理念閃爍智慧的光芒。胡
主席指出，我們這個星球有足夠大的空間，應
能容得下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共同發展。他強
調，中美雙方要善於抓住 「同」，把共同利益
的蛋糕做大；要正確對待 「異」，尊重和照顧
彼此利益關切。他表示，中方願同美方繼續坦
誠對話，增信釋疑，務實合作，實現在亞太地
區良性互動。

胡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主張，得到了美
方的積極回應。奧巴馬表示，完全贊同胡主席在
第四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致辭，願

同中方探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這將為發展健康
穩定的美中關係、有效應對全球挑戰提供重要框
架。有鑒於此，世人有理由對中美發展新型大國
關係抱有信心。

打破大國對抗傳統邏輯
胡錦濤主席對 「新型大國關係」的闡釋絕非

偶然，奧巴馬總統的回應也絕非敷衍。這是因為
，兩國領導人都在為 「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如何
相處」這個老問題尋求新答案，中美兩國都有志
於打破歷史上大國對抗衝突的傳統邏輯。

中國的戰略家們深知，在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遲早要面臨一個
「戰略困境」，即：守成大國、尤其是霸權國

家因愈來愈擔心被挑戰而產生戰略關切與戰略
焦慮，從而把中國當作戰略對手進行打壓和圍
堵。為破解此困境，並打破大國崛起導致對抗
衝突的傳統邏輯，中國選擇走和平發展道路，
並致力於推動建設和諧世界。這是一種大智慧
、大戰略。

從去年開始，美國戰略界熱議中美關係面臨
的 「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
底德有個著名的論斷，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之所
以最終不可避免，是因為雅典實力的增長，以及
這種增長在斯巴達所引起的恐懼。此論斷被引申
為守成大國或霸權國對新興大國的崛起產生戰略
疑慮，隨時間流逝，會導致你死我活的敵對。
這就是所謂的 「修昔底德陷阱」。美國深知，一
旦掉入這樣的陷阱，後果不堪設想，無法承受。
因此，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普西海軍上將
5月1日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演講時強調，
美國的軍事重心向亞太地區的再平衡不是遏制中
國的戰略，他將致力於避免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
」。

綜上所述，中美兩國都有足夠的戰略動
因來破解歷史難題，來為 「老問題」尋找新
答案。2012 年上半年，這個新答案似乎
已浮出水面，這就是，中美攜手探索
並努力構建互尊互信、合作共
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新型大國關係成中美關係新亮點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部主任、博士 陳須隆

臥底記者爆知名學府圈錢黑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