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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内迁
这次和陈省身同行的有西南联

大的校务委员蒋梦麟(原北大校长)、
南开大学的物理学前辈饶毓泰教
授、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程毓淮(在
汉堡曾经会见过的哥廷根数学博
士)。另外还有杨武之、江泽涵两
家。这几位都是重量级的教授，因
而可以这样地绕道旅行。他们于
1938年的2月3日出发，在香港搭乘
“广东号”轮船去海防。那船只有800
吨，颠簸得非常厉害。最后于2月15
日到达昆明，前后计13天。
至于长沙临时大学的大队人马，

则不得不走陆路。有时步行，有时
坐一段烧煤的汽车，摇摇晃晃地向
前行进；他们从2月19日出发，历时
68 天才到昆明，一路困顿可想而
知。陈省身名为清华大学教授，可
是连清华的大门也没有看见，就到
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的大

多数高等学府都要内迁。南京的中央
大学迁到当时的陪都重庆。以数学研
究闻名的浙江大学迁到贵州湄潭。陈
建功、苏步青等在那里继续数学研究，
成果卓著。陈建功招收的第一个数学
研究生程民德(1917—1998)，日后在
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中国
数学发展多有贡献。著名的北京师范
大学、北平大学和北洋大学等，则于
1937年西迁西安，组建西北临时联合
大学。次年转到陕西南部的城固，改
名西北联合大学，与昆明的西南联合
大学遥遥相对。

战时的生活自然清苦，但是大多数的
数学家还是挺过来了。令人遗憾的是曾
炯之的去世。他于1937年离开浙江大学
后应聘为北洋大学教授。七七事变之后，
随北洋大学到西安、城固。1938年，原北
洋大学校长、著名水利专家李书田率领沦
陷区学者在四川省的西昌市主办国立西
康技艺专科学校，曾炯之毅然前往任教，
讲授高等数学。这所新办学校，以西昌郊
区泸山一带的寺庙为校舍，绵延十数里，
条件相当艰苦。曾炯之少年时不得温饱，
营养不良，体质不佳，长期患有胃病。在
这战乱时期，贫病交迫，导致胃穿孔大量
出血，在西康那样的偏远地区，救治无门，
不幸于1940年11月在西昌逝世。陈省身
于1993年著文纪念曾炯之时说：“他回国
后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力，是国家的损
失。”确实，作为E.诺特的嫡传学生，而且
已经在抽象代数研究上卓有成绩，原本可
以为中国的代数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

古诗云：“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后两句指人生
的两件大事：成家，立业。1938年的陈省
身，已经功成名就,27岁就当上了国内顶
尖大学的数学正教授。这比以前的状元
要难多了。婚姻大事进展顺利，因为已经
找到了意中人:郑士宁小姐。

不甘忍受
田儿小褂的前襟，被宗大头扯落下

来，一下就急了，他顺势往前一扑身，伸
手要抓宗大头。大娟往前一挺身，护住
弟弟，说：“弟弟，让他把事情说清楚。”
她往前一上步，满脸正气地对宗大头
说：“我穷，穷个正道，你想胡说八道可
不行！”眼里那两道目光直戳宗大头。

盐沟两岸干活的人们都停了下来。
真是一正压百邪，大娟这句话把个宗大
头说得张口结舌，他看到两边的工人都
望向这里，便把大脑袋一晃，不甘示弱
地说：“为什么拦住苗先生，你在场里拦
住人家是什么意思？”大娟把心里火气
往下压压，虽面对着这个大头无赖，又
有这些盐警，但她看到盐沟两岸的工
人，心里稍微地平静了些，深深地喘了
一口大气，用手指着地上的那半面口袋
粮食，说：“我要姓苗的把这事儿说清
楚，问问他这面口袋是什么意思？”

宗大头低头看了看地上的面口
袋，伸手一提觉得沉甸甸的，问：“这是
什么？”大娟说：“粮食。”宗大头问：“哪
儿来的？”大娟说：“你问姓苗的吧。你
既然管，必须把这事儿弄清楚。”宗大
头把嘴一撇，朝着苗万贯说：“走，把粮
食提走，有啥事让她找我去。”宗大头
见两边工人这么多，天又这么热，不愿
在这儿多费周折，他觉得让苗万贯把
粮食拿走，有谁不愿意，马上捆到大部
队去，这事儿也就解决了。不料，他一
说把粮食拿走，苗万贯可急了。

苗万贯走到近前，从宗大头手里拿
过面口袋，嘴里连连地说着：“不、不，不
能提走，可不能提走啊！”宗大头一愣，

忙问：“为什么？”苗万贯说：“这是李镇长
让我专门给他们送来的。”宗大头有些不
解：“李镇长给他们送粮食？”苗万贯说：
“因为他们给镇长家驳盐……”说到这里，
他忙改过口来：“李镇长是他俩的大舅。”
宗大头一听，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心说：
“好险，怪不得这个小家伙这么厉害呢，原
来是镇长的外甥。”但转过来一想：不对，
镇长的外甥还能这个打扮，干这种活？于
是，宗大头把大脑袋一晃，眼睛一眨，问苗
万贯：“苗先生，你说这事该怎么办？”苗万
贯说：“我把粮食背来了，就不能再背回
去。”宗大头说：“好吧，把粮食放下，我看
他们谁敢不让你走。”他扭头朝着盐警们
说，“走，让苗先生跟你们一块儿走。”他把
面口袋稳在地上，转身，拉着苗万贯跟着
这队盐警走了。

田儿还要喊叫，大娟拉住弟弟说：“让
他们走吧，妈不是还要跟李大麻子算账
吗？咱先把这面口袋拿回去。”她从腰里掏
出那半个高粱面饽饽，递给了田儿。盐沟
两岸干活的工人，见大娟姐弟俩回家了，
都在议论这件事，夸赞大娟的义正词严，
但也为他们一家而担心。在盐坨上撩盐的
严志诚，一直注视着盐沟对岸所发生的一
切，他对苗瑞祥说：“大娟还真行！她在解
放区住了将近一年，思想上很有进步。”

41 73 他山之石
我国参加比赛的四位歌唱家

中，范裕纶、宝音格力德、江新蓉
荣获一等奖，巴莎荣获二等奖，这
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当范裕
纶的《川江号子》在第一轮比赛演
唱时，就引起全体评委和听众很
大兴趣。他的声音很好，能很好
地掌握歌曲中的情绪和四川民歌的
特点，忽而平静忽而惊险，最后渐
弱句使人感到江船在山峡深处悠然
远去。本来在竞赛中是不许鼓掌
的，可是苏联评委忍不住竟破例向
我鼓掌；法国评委会主席怀疑这首
歌经过改编或重新创作，当我告诉
他独唱完全是船夫原始的歌，合唱
才稍加润色时，他十分惊奇地连声
称好……

江新蓉的京剧清唱这次也参加
了比赛，她唱了一段《三击掌》，一段
《玉堂春》，大家都被中国京剧优雅动
听的曲调、丰富多变的节奏吸引住
了。她唱得很好，伴奏配合也好，这
种完全东方色彩的音乐迷住了外国
人。有人问它应算古典音乐还是民
间音乐？我向评委会做了简要解释，
说明中国民间不但有丰富的民歌和
民间音乐，还有数十种民间歌剧（地
方戏）。京剧就是经过人民长期创造
和提高了的“北京歌剧”，它
既是民间的，又是古典的，是
中国的国粹。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华
沙的日子里，王莘一直在思

考一个问题，即“土”和“洋”的问题。国
内有很多为人喜爱的民歌演唱家，例如
郭兰英，始终保持着鲜明浓郁的民间特
色；但也有些人认为，民间唱法太“土”，
尝试以西洋歌剧的唱法来演唱民歌，结
果却“画虎不成反类犬”。

通过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做评委，
王莘深刻体悟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民
歌都有它独特的唱法，这种唱法是与本
民族人民的性格特点、生活习惯等因素
分不开的，是在长期民间生活中创造出
来、又经过艺术家加工提高的，因而具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广大人民所熟悉
所喜爱。所以，那种将民间唱法“提高”
成为欧洲歌剧唱法的论调是错误的，实
际上是要取消民间唱法。从这次国际
赛事中，他更明确认识到，我们必须更
好地培养和保护民间歌唱人才，使他们
能够从原有民间唱法（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原生态”唱法）的基础上加以提
高，使他们能够经常与民间艺术保持密

切联系，从那里汲取养料来丰富
自己。

联欢节闭幕后，王莘如愿
以偿地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
问了华沙近郊的玛佐夫舍歌
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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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首次汇入永定河

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溯源调查报告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发表谈话

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外交部副部

长马朝旭28日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溯源
调查报告发表谈话。谈话全文如下：

近日，美国情报部门炮制所谓溯源问
题调查报告。这份所谓报告是一份彻头彻
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毫无科学性和可
信度。美方还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污蔑
攻击。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
出严正交涉。

我们多次重申，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
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
家合作开展研究。但美国罔顾科学和事

实，执迷于政治操弄和情报溯源。他们拿
不出任何真凭实据，却一再编造谎言，对中
国进行抹黑指责。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溯源
问题向中国“甩锅”推责，散播政治病毒。
美国动用情报部门搞溯源，本身就是将溯
源问题政治化的铁证。
美方指责中国在溯源问题上不透明、不

配合，这完全是睁眼说瞎话。中国高度重视
并积极参与全球溯源科学合作，本着科学、
开放、透明的原则，先后两次邀请世卫专家
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今年初，国际和中
国权威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在华进行了为

期28天的考察研究，并发布了中国—世卫组
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权威、专业和
科学的结论，为全球溯源合作打下良好基
础。我们始终支持并将继续积极参加科学
溯源，但坚决反对搞政治溯源。

在溯源问题上，不透明、不负责、不合
作的恰恰是美国。美方至今拒绝回应国际
社会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
200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基地等合理怀疑，
试图掩盖真相，逃避责任。美国有责任和
义务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美国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化不得人心，

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80多个国家以致函世
卫组织总干事、发表声明或照会等方式，反对把
溯源问题政治化，要求维护中国—世卫组织联
合研究报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政
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反
对溯源政治化的联合声明。中国超过2500万网
民联署公开信，要求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基
地。这些都反映了人们的正义呼声。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再次正告美
方，搞政治溯源没有出路，立即停止毒化国际
溯源合作氛围、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行径，回
到科学溯源、合作抗疫的正路上来。

深受美国大片影响的人们常会把美国
情报界看得高深莫测、神通广大，但近来阿
富汗上演的“喀布尔时刻”，却让全世界都
真正见识了，美国情报界究竟有多无能。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公开坦言，在美方事前收到的情报中，没有
任何迹象表明阿富汗政府军会在11天内
溃败。虽然美方设想过多种情形，但普遍
估计在美军撤离后，阿富汗政府军的失败
至少要经历“几个星期、几个月乃至几年”。

正如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
裁、国际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所指出的那
样，低劣的情报工作是美国此次撤军沦为一
场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日前发生的喀布
尔机场爆炸案无疑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实际控制阿富汗近20年，却无法
为美国政府提供准确的情报，最终酿成一
场令美国蒙羞、令世界震惊、令盟友寒心的
大溃败——这样一个无能的情报部门在新
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进行的所谓“调
查”又能有多少可信度？相信世人心中对
此都已一清二楚。

当然，要说美国情报部门一点“本事”
也没有，那也不够准确——至少在作假、作
恶方面，他们还堪称“专业”。
“我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们

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有一整
套培训课程。”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019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所大学发表
演讲时曾洋洋得意地说。

其实，蓬佩奥引以为豪的这些卑鄙伎
俩与美国情报界真实的所作所为相比，只
能算是冰山一角。

从越战到伊战，一贯弄虚作假
美国国家安全局2005年解密的一份

关于越南战争的研究报告显示，有情报官
员故意扭曲证据，谎称1964年8月4日在
北部湾巡航的美军驱逐舰遭到越南鱼雷艇
袭击。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随后下
令对越南北部进行轰炸，“北部湾事件”成
为美国对越南战争升级的导火索。
事实证明，情报部门是美国推行霸权

主义、实行对外干涉的重要工具，而弄虚作
假是美国情报界惯用手法。
美国情报体系十分庞大，由联邦政府多

个部门下属的18个机构组成，年预算总额超
过600亿美元，其搜集的信息以及相关分析
是美国高层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与此同
时，情报界也是美国政客推行对外政策的重
要工具，特别是在美国实施对外干涉时，二
者经常“一唱一和”，美国发动或介入的多场

战争都离不开情报机构的“煽风点火”。
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就是，美国曾宣

称有“可靠情报”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并以此为由于2003年入侵伊拉
克，但最终也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当年在
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时任美国国务卿科
林·鲍威尔拿着装有所谓“化学武器”粉末
的试管来证明对伊动武的必要性，这一“经
典画面”沦为全世界的笑柄。多年后，鲍威
尔不得不公开承认情报有误，但同时仍坚
称，当年整个美国情报界都对他“打包票”，
说关于伊拉克“化武”的情报没问题。

从虐囚到暗杀，向来不择手段
为达目的，美国情报机构可谓不择手

段、无恶不作。
虐囚——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2014年曾发布报告，详细描述了中情局在
审讯囚犯时如何刑讯逼供，其使用的“加强
审讯”手段包括水刑、剥夺睡眠、狭小空间
禁闭、人身羞辱等。报告还指出，中情局试
图掩盖虐囚行为并妨碍监管。该委员会时

任主席黛安娜·范斯坦直言：中情局的行为是
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监听——美国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为
名大搞监听活动，利用网络优势和黑客技术
把触角伸向全球。今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
局被曝利用丹麦互联网设施监听一些欧洲盟
国领导人，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操纵媒体——中情局曾在冷战时期发起
“知更鸟行动”，旨在通过操纵媒体影响大众
舆论。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早
在1977年就揭露，该计划招募的许多记者有
偿为中情局提供情报，并根据其授意撰写“假
新闻”。时至今日，美国一些媒体与情报机构
仍保持着相互利用的关系，暗中充当情报界
的“马前卒”。

暗杀——根据美国国会参议院发布的报
告，中情局曾试图暗杀古巴等国领导人，还曾
协助在智利、越南等国的暗杀行动。尽管美国
此后出台了暗杀禁令，但英国《卫报》网站刊文
指出，美国实际上从未彻底放弃这种恐怖主义
手段，只是把“暗杀”一词改为“定点清除”。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这样一个无能的情报部门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进行的所谓“调查”又能有
多少可信度？相信世人心中对此都已一清二楚——

美国情报界：无能、无信、无底线

据新华社郑州8月28日电（记者 翟濯）记者28日从郑州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郑州市发布35号
通告，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对封闭、封控区域全
部解除。

具体为：自2021年8月28日12时起，将二七区京广路街道
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自2021年8月28日12时起，
全市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封闭、封控区域全部解除；自2021
年8月28日12时起，全市离郑“个人核酸证明查验服务点”撤除。

28日12时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

郑州市昨日全面解封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高敬刘诗平）28日，位于
北京市境内的南水北调中线大宁水库开闸，来自丹江口水库的
“南水”首次汇入永定河，标志着永定河全线通水跨流域多水源
调度正式启动。

根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安排，本次调度将统筹官厅水
库来水、引黄水和南水北调中线引江水、小红门再生水、北运河
水等多种水源，贯通北京三家店至天津屈家店146公里河段，生
态补水总量约1.4亿立方米，通水河长总计865公里。

2017年，海河水利委员会开始实施永定河多水源配置与生
态水量统一调度，多年来，生态补水近9.6亿立方米，国家累计
安排中央投资41亿元，支持59个项目开工建设，实施综合治理
与生态修复，整治河道581公里，基本打通了官厅水库上游生态
通道，为本次永定河全线通水创造了条件。

永定河是海河流域重要水系之一，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
流域生态退化，河道干涸断流。把永定河恢复为“流动的河”成
为新一轮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的首要目标。

2018年12月，海河水利委员会、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山西省水利（务）厅（局）、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永
定河生态用水保障合作协议》，促进流域水量调度向契约化、规
范化、秩序化方向发展。

钟声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得人心
——20年阿富汗战争给美国的警示①

美国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一场
深刻的教训，还有盟友的失望、质疑与批评

8月28日，在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街道的一个小区外，市民
李静在解封后与多日未见的孩子亲密互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 余俊杰）记者28日从中
央网信办获悉，为深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构建诚信网络，建设
网络文明，中央网信办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上线运营三
周年之际，于8月26日至9月3日期间举办“聚辟谣之力扬文明
之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据介绍，本次活动聚焦网络谣言综合治理，通过发布宣传海
报、征集公益歌曲、制作剧情条漫、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进一步
提升社会公众网络媒介素养、科学精神和法治意识，增强识谣辨
谣、辨析是非真伪的能力，引导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社
会公德和伦理道德，积极培育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积极举报
谣言，主动发布辟谣信息的良好氛围，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抵
制、共同治理网络谣言的生动格局。

活动期间，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中国文明
网、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还将联合
发布《“抵制网络谣言共建网络文明”倡议书》,号召严守传播秩
序、完善治谣格局、共建网络文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共同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中央网信办启动主题宣传活动

聚辟谣之力扬文明之光

近来，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军
仓促撤离造成的混乱，成为美国发动的阿富
汗战争留给世人的最深刻记忆之一。美国对
阿政策的战略性失败充分说明：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不得人心。

20年阿富汗战争显示，美国“新干涉主
义”注定不可能成功。2001年10月，美国以
反恐为名带领盟友入侵阿富汗。20年来，
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
战争，不仅给美国带来旷日持久的巨大消
耗，更是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20
年来，美国付出了2400多名军人死亡和超
过2万亿美元的代价，不但没有完成“反恐”

目标，反而导致“越反越恐”，在阿富汗的
恐怖组织从个位数增加到 20多个。“失
败”成为西方国家政要和媒体评论阿富汗
战争的高频词。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反
思阿富汗战争时说：“我们曾经相信，可以
用武器和金钱来改造世界。我们从一开
始就大错特错。我们的方案并不是建立
在可行或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20年阿富汗战争显示，美国的作用是

破坏而不是建设。20年来，10多万阿富
汗平民在美军及其盟军的枪炮之下伤亡，
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阿富汗战争平均
每天造成6000万美元损失，严重拖累阿

经济社会发展。长年战乱导致阿富汗经
济凋敝，造成约72%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
以下，失业率高达38%。阿富汗政治分析
人士穆罕默德·达内什乔说：“阿富汗人对
美国很失望，因为他们只留下了战争、破
坏和贫困。”美国领导人那句“美在阿政策
目标不是重建”既是自我解嘲，却也恰如
其分：无论是伊拉克、叙利亚，还是阿富
汗，美军所到之处，留下的都是动荡分裂、
家破人亡。

20年阿富汗战争再次证明，试图将特
定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和文明不可能
长久，用强权及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只会使
问题越来越多。英国政治和国际关系分析
师汤姆·福迪强调，阿富汗惨败暴露了美国
天真的想法——靠民主、美元和枪支解决
世界问题是错误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表
示，西方国家为阿富汗带来和平和民主的
努力失败了，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美军仓促从阿富汗撤离，进一步重创美国
的国际信誉，引发盟友的质疑与批评。法国《费
加罗报》指出：“欧洲人将为美国的失败付出高
昂的代价。”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当美军开
始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时，英国和其他北约
部队也加入其中。20年后，美国的撤军让北约
盟国除了跟着撤军以外几乎别无选择。这给北
约造成双重打击——它既暴露了北约对美国的
依赖程度，也让人怀疑美国未来是否愿意向其
盟友提供支持。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国的
盟友通过阿富汗的事例更加明白美国是“靠不
住的”。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又有其相似性。
从越南战争到阿富汗战争，美国似乎在重复自
己的历史。美国应该从一次次相似的溃败场景
中，深刻反思其动辄军事干预、穷兵黩武的政
策，停止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肆意干涉他
国内政，破坏他国和地区和平稳定。
转自《人民日报》2021年8月26日第1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