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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15日，經中國教育部批准
，首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美合作創辦
的大學─上海紐約大學正式成立。該校
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和美國紐約大學合辦
。上海市長韓正為學校揭牌。學校將於
2013年秋面向全球招收300名首屆本科生
，而內地學生將獲得其中的151個名額。

簡訊

■「印象西藏」攝影展在京開

【本報訊】據新華社十五日消息︰山東省濟南市
公安局15日通報，濟南警方經過連續27天調查，成
功追回日前遭竊的兩尊南北朝時期、有 1400 多年歷
史的石刻佛頭文物，並拘捕兩名疑犯。

今年 9 月 18 日，濟南市公安局長清分局接到報
警，位於濟南長清區五峰山蓮花洞石窟內的兩尊石佛
造像佛頭被盜。據文物專家介紹，蓮花洞石窟造像為
南北朝晚期作品，依靠山崖鑿刻而成，丟失的兩尊造
像佛頭已經有1400多年歷史。

濟南市公安局接報後成立專案組。由於案發現場
位置偏僻，案發現場少有村民及他人踏足，案發時間
難以確定。

濟南警方通過對今年5月份濟南歷城、長清兩地
發生的盜竊佛像文物案件進行分析，發現兩地案發時
間、位置及嫌疑人侵害目標、作案手段特點相似，隨
即併案開展偵查。

濟南市公安局局長劉新雲介紹，專案組民警先後
赴山東淄博、臨沂、濰坊、濟寧、菏澤、德州等地，
對 60 餘名可疑人士開展摸排工作，經過縝密偵查，
最終確定嫌疑人身份。

10月14日，專案組民警在泰安市大汶口將崔姓
疑犯拘捕，並從其家中搜查出被盜文物，隨後另一名
尹姓疑犯也被從外省成功抓獲。經審訊，崔某對夥同
尹某在歷城、長清盜竊佛頭供認不諱。

在偵破此案的過程中，濟南警方成功打掉了3個
盜竊古墓葬集團，拘捕 13 人，偵破 3 宗在濟南、東
營等地發生的盜竊古墓案。

濟南尋回被盜佛頭文物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五日電】中國作家莫言獲

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後，其知名著作《紅高粱》、
《檀香刑》、《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迅速受
到讀者熱捧，記者15日從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獲悉
，最新監測數據表明，數日來莫言著作的搜索量比以
往增長 84%，訂購量達到以往的 6 倍之多，代表作品
《檀香刑》、《紅高粱家族》每天銷量超過萬冊，有
些作品已處於缺貨或者預訂狀態。監測同時顯示，莫
言作品的網售價格略微上漲，漲幅在15%左右。

電子書優勢得以體現
當下，莫言熱已成為內地電子商務網站的強心針

，消費者除了從綜合性百貨網站購書外，一些專業圖
書購物網站，包括孔夫子舊書網、中國互動出版等，
亦從此次熱潮中獲益。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網絡零售部主任、分析師
莫岱青向記者表示，莫言熱會掀起一段時間內國人對
相關圖書類產品的購買，需做好充足準備，此次事件
或將成為國慶假期後的一次圖書網購小高峰。

由於實體書店、網絡書店紛紛缺貨，電子書 「永
不缺貨」的優勢就得到體現。目前，京東、淘寶等已
上架莫言作品的電子書，料將成為近期電子商務推廣
電子書平台的好契機。

對於此次事件對內地電子商務行業的長遠意義，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師龐敏麗預測說，今
後更多垂直類電商將涉及圖書音像行業，如 「蘇寧易
購」就將產品經營範圍從 3C 家電，延伸到圖書百貨

等領域，這一舉動或促使更多的垂直類電商涉及圖書
音像行業。而電商企業激烈競爭下，部分企業料會考
慮根據自身優勢發展新產業以增加競爭力。

另據中評社報道：15日下午，慈善家陳光標通過
其新華網新華微博帳號發布消息，稱欲陪同莫言在其
位於北京的兩套別墅中任選一套作為禮物贈送。

莫言在獲獎後表示，想用獎金在北京購買房產，
但被 「好心人」提示獎金或不足以支付房款，陳光標
隨即表示願贈送莫言房產， 「讓他不再為住房擔心，
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創作更多反映民族優秀文
化的作品來」。

莫言著作網絡訂購量升六倍

據新華社十五日消息：中國教育部將這所大學定
位為 「探索建設高水準中外合作大學的有益嘗試」。
中美兩國教育家稱，上海紐約大學是中美教育合作的
「試驗田」。

在成立儀式上，上海紐約大學校長俞立中說，該
校的發展目標是建設一所高水準、國際化的研究型大
學，大約四成學生將來自世界各地，這在以往是很難
想像的。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歷了幾波出國留學熱。
2010至2011學年，中國留美學生總數超過15.7萬人，
比上一學年激增23%，中國超過印度、連續第二年成
為美國海外留學生的最大來源國。與此同時，2011年
在華外國留學生總數首次突破29萬人，中國本土也正
在建設富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

中國頒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2012-2020 年）》後不久，教育部就批准了中美合
辦上海紐約大學。

學生可出國學習3學期
根據上海紐約大學的課程設計，學生在大學 4 年

裡，有最多3個學期可以選擇在遍布世界的 「紐約大
學全球教育體系」中學習，可供選擇的包括位於紐約
、阿布扎比等在內的15個教學中心。除了傳統的課程
學習，學生還可以得到很好的文化和社會體驗，所謂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上海外國語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蒂夫．庫
里克教授認為，中國正成為世界最重要的增長極之一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學生需要增強國際視野，外
國學生也更加渴望了解中國，這就對中國的高等教育
提出了一個挑戰。

還有一些教育界人士認為，上海紐約大學成立的
意義不止於中國教育的 「全球化」使命，更重要的是
，其 「鯰魚效應」或將推動中國國內的教育改革。

國內申請者需參加高考
近年來，中國各地每年參加普通高等學校統一招

生考試的學生總數略有減少。幾乎同時，自2008年起
，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連續 4 年保持 20%以上的增速。
在多元的求學新選擇下，如何增加本土高等教育的活
力和吸引力，成為一個新命題。

據上海紐約大學校方透露，中國國內申請該校的
學生仍需參加高考，但不是簡單根據高考成績決定錄
取，而是通過 「校園活動日」等對學生進行綜合評價
。該校2013年秋季的第一屆本科生招生計劃將於近期
公布。

根據初步的方案設計，中國內地學生每年的學費
標準約10萬元人民幣，低於中國學生留美的一般學費
標準。

在一些細節設計上，上海紐約大學也將探索 「體
制內創新」，比如嘗試擯棄說教式的灌輸，而是通過
「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

發展」和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社會演進和中國文化」
等課程模塊來傳授知識、啟迪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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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趙漢榮上小學

的時候，他的父親
買下了家裡唯一的
一部照相機，從此

，它便伴隨趙漢榮的身邊，並完全地改變了
他的一生。

香港起步見證歷史
1989 年，20 歲的趙漢榮進入香港一家

小報的暗房中沖洗膠卷（菲林）。沒有多久
，勤學肯幹的他終於得到了一個拍攝新聞的
機會並以此走上了攝影記者的道路。

趙漢榮在隨後幾年裡，採攝了許多重大
的新聞事件，例如中國華東大水災、中英兩
國代表就香港九七年問題的多次會談，等
等。

1992 年，他的作品首次奪得香港最佳
新聞圖片獎特寫組冠軍，1994 年趙漢榮的
作品更奪得第一屆香港新聞獎的新聞圖片組
冠軍。

1995 年底，趙漢榮為了更系統的學習
知識，決定出國讀書，他與新婚不久的妻子
一同前往洛杉磯。在大學裡，他獲得了計算
機軟件與新聞攝影及報紙編輯與設計知識，
這些知識，配合上趙漢榮的實踐經驗，使他
如虎添翼。

美國的新聞攝影事業是全世界最蓬勃的
國家。能夠躋身在其中，趙漢榮感到光榮與
驕傲。1999 年，趙漢榮被美國三大報紙之
一的洛杉磯時報選中為他們的實習攝影記者
。洛杉磯時報的編輯們對趙漢榮的工作十分
欣賞。實習期過後，更成為他們的合約攝影
記者。

趙漢榮具有自己眼光和風格的新聞攝影作品使他很快
便躋身在當地的主流媒體新聞攝影隊伍中，更被美國報業
公會聘用為他們的特約攝影記者，每年為他們採攝周年大
會等。曾經採訪拍攝時任美國總統福特、布什、克林頓，
以 及 前 國 防 部 長 Colin Powell 與 前 能 源 部 部 長 Bill
Richardson。

以普立茲獎為目標
目前，趙漢榮為洛杉磯經濟周刊的首席攝影記者，並

與妻子和2個兒子定居在洛杉磯。除了每周為洛杉磯商業
周刊做職業攝影記者外，趙漢榮還不時以自由攝影師的身
份為美聯社、洛杉磯時報甚至新華社等主流媒體拍攝專業
的新聞圖片。

成為一名傑出的新聞攝影記者，甚至奪得普立茲獎，
是趙漢榮一生最大的目標。他說： 「我相信通過照相機與
我的雙眼，我會把生活中決定性的時刻記錄下來。我更相
信，我的相片會像一把鋒利的小刀為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與回憶。」 【中新社洛杉磯十四日電】

▲當當網推出了莫言專題 網絡圖片

▲趙漢榮在洛杉磯佩伯代因大學採訪 「911」 紀念活
動 中新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2004年，在舊金山開
設藝術設計公司的榮美立應邀為愛達荷太陽谷藝術中
心策劃一組華工修建鐵路、開採銀礦的展覽。自此，
她的藝術創作進入重要轉折點。

與華人約1/3的舊金山相比，愛達荷現有華人比
例不到 1%。但 150 多年前，約 1.5 萬至 2 萬廣東華工
在西部修建橫跨大陸鐵路。僅在愛達荷州府波易斯，
47%居民是華人。

「他們都到哪兒去了呢？」榮美立遍尋當地報刊
和歷史資料，記錄這段華人歷史的文字少之甚少，甚
至華工名字都不完整。

「這是愛達荷乃至美國歷史書裡一個不應該有的
『洞』，完全不應該。」榮美立感嘆。

「遙華風聲」口述華人故事
回到舊金山，榮美立成立了一個非牟利機構

「Chinese Whispers」，中文名字是 「遙華風聲」，
這名字源於英國的古老遊戲，遊戲第一人以耳語將一
句話傳給第二人，到最後，最初那句話會變得面目全
非。

「Chinese Whispers」還有另一個含義，榮美立
說， 「你可以理解成華人的耳旁私語，悄悄話。」

她從民間找人講故事，又請來學術界、藝術界和
設計界人士做顧問， 「無法接受華人歷史竟像傳話遊
戲般被模糊，被走樣。」榮美立強調她的初衷。

2009年，榮美立團隊與加州普萊斯藝術委員會合
作，以口述歷史開始了 「遙華風聲─塞拉山故事
」。

他們訪問了塞拉山脈70多人，得到第一手華工修
建鐵路、淘金務農的故事，並在羅斯維爾劇場公開表
演，特殊的音響和影像效果，平實卻動人的故事，反
應相當好。

今年2月，榮美立團隊邀請數位華人和白人後代
一起完成了 「遙華風聲─金門記」項目，講述舊金
山灣區華人移民故事。

地圖網站細述華人足跡
9 月，榮美立團隊的第三個項目 「足跡地圖」又

開始啟動，計劃一年半完成。
「我們與科技人員合作設計一個網站，用地圖、

學者文獻、美國官方數據、民間故事等詳解華人移民
歷史變遷。」

榮美立打算在這個網站上設立互動功能，人們可
發帖或評論，豐富內容。

8 年一路走來，榮美立感悟良多。 「我越做越感
受到了解並保護歷史多麼重要。《排華法案》對美國
華人後代影響如此重大，幾乎每一個家庭因此付出巨
大代價。」

榮美立認為， 「許多家庭老一輩人不願意回憶這
段痛苦的歷史，但不忘過去是為了更好地向前走
。」

15 日上午首屆 「印象西藏」攝影大賽作品展在北京
國家大劇院開幕。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斯塔出席
開幕式並為獲獎作品頒獎。

「印象西藏」攝影大賽由中國西藏網和中國攝影家
協會共同主辦，24家網絡媒體協辦，是中國第一次通過
網絡媒體，匯聚西藏攝影精品的藝術大典。在從創意到
開展不足4個月的時間裡，2600餘位作者投稿4萬餘幅，
同時包括英國、西班牙、德國、新加坡等國家的網友也
紛紛寄來作品參賽。

這次大賽中，共有23幅攝影作品獲獎，其中，顧萍
的《明眸》、馬傑的《家園黃昏時》、陳清太的《土林
下的藏房》等作品獲得金獎。 【本報記者張靖唯】

■北京增加女公廁比例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表示，從明年起，北京市公廁的

男女廁位比例將有望從1：1提升到1：1.5或者1：2，盡
量避免女廁門口經常排隊的情況出現。

市政市容委還表示，具體的建設比例還有待進一步
論證。對於已有公廁，如果具備改造條件，將按照新的
標準進行改造。商場、飯店等場所不會被強制要求實施。

統計顯示，女性上廁所平均時間約是男性上廁所平
均時間的2倍。為緩解男女廁位不均衡的問題，中國個別
城市已經開始試點，在公共場所新建的公廁中，男女廁
位按不低於1：1.5的比例設計建設。 （新華社）

■「中國最長洞穴」礦物探秘
由中法兩國洞穴專家組成的考察隊，正在對 「中國

最長洞穴」──貴州綏陽縣雙河溶洞系統進行聯合探險
科考。專家在其中發現了多種洞穴礦物，並推測其形成
洞的年齡不超過300萬年。

據介紹，過去在雙河溶洞發現石膏石、鐘乳石等，
通過此次考察，專家又發現了方解石、天青石、文石、
瀉利岩，還可能有磷礦、硫鐵礦等，總共發現了十多種
新的洞穴礦物。

雙河溶洞目前已探明洞穴長度138公里，是 「中國第
一長洞」。參加此次科考的中法聯合科考隊員共有30餘
人。 （新華社）

美華人藝術家記錄華人移民史

▲來自美國紐約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的師生代表在
成立儀式後留影 新華社

▲

上海紐約大學將於2013年秋面向全球招生，目前
其教學樓尚在緊張施工中 網絡圖片

▲榮美立（右一）在對 「遙華風聲─塞拉山故事
」 的口述者進行演出指導 網絡圖片

▲一位喇嘛在展覽圖片前拍照留念 張靖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