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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美国哈佛大
学和麻省理工学院8日提起联邦诉讼，以
阻止美国政府实施将令部分留学生面临
被迫离境风险的签证新规。

签证新规一经公布就引发多方批
评，被指“残酷且毫无必要”，是通过向学
生施压迫使学校当局尽早重开校园。

新闻事实
这两所大学当天向位于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市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对美国政府日前发布的留学生签
证新规实行临时限制令以及初步和永久
禁令。诉状说，这项签证新规违反美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是在没有提出任何
正当理由、未经公众评议且考虑不周的
情况下发布的。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在一封
公开信中说，针对留学生的签证新规是
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下达的，既残
酷又鲁莽。他认为，此举意在迫使大学
重启校园，而无视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
康和安全。

巴科表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
院将大力推进诉讼，确保留学生能够继
续学业，而不会面临被驱逐的风险。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入境和海关执法局 6
日发布通告说，2020年秋季学期的留学生如果仅
上网课，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

深度分析
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并未解释为何要发

布新规把留学生签证同上网课情况挂钩，但不少
人认为，此举是为了迫使大学恢复正常授课，迎
合白宫尽快重启美国的主张。

为防范新冠病毒传播，美国大、中、小学等上
半年普遍暂停面授课。考虑到美国当前疫情远
未得到控制，很多学校打算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学
期继续让学生上网课，这招致联邦政府不满。美
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学校如果不
重启，可能被切断联邦经费。

新规招致多方批评。美国青年群体权益组
织“年轻无敌”发表声明说，新规再次反映出特朗

普政府应对疫情措施的排外性和错误性。当局
本可以给予一段时间的灵活性，采取更人性化的
方式，但这些官员却拒绝这样做。

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在社交
媒体上称此举“残酷且毫无必要”。

业内人士分析说，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受影响
留学生的规模，但可以想象，新规将严重干扰部
分留学生的求学计划。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伊丽莎白·施皮尔斯指出，考虑到一些留学生的
国家和时区，一旦他们回国，将无法继续学习，被
迫辍学。

即时评论
新冠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美国经济伤痕累

累，大选前景难测，疫情屡遭政治化。在此背景
下，美国政府又一次罔顾科学，把压力转嫁给在
美留学生，让人大跌眼镜。

各国留学生坚持在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

国家求学已属不易，没想到美国政府非但没有
“雪中送炭”，反而“雪上加霜”。这种出于政治考
量的做法害人害己，令美国已然千疮百孔的国际
形象更加不堪。

背景链接
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的新规针对非移民

F-1和M-1签证的留学生。F-1是美国最常见
的学生签证，针对寻求学术性课程的人；M-1签
证则适用于寻求职业性课程的人。

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数据，2018/19
学年，在美国的留学生数量接近110万，美国高
校学生中留学生约占5.5%。另据其他统计数据，
过去几年，美国每年发放 30 多万个 F-1 签证和
约1万个M-1签证。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在推动各州重启经
济。不过，因新冠疫情近期反弹，加利福尼亚州
等多个州经济重启均按下“暂停键”。

美国留学生签证新规惹官司

美军驻中东部队最高指挥官弗兰克·麦肯齐
8 日说，他对美国在伊拉克保持永久军事存在

“持乐观态度”，因为伊拉克人“欢迎”美军留下来
帮他们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麦肯齐这一
表态与美伊6月份举行战略对话后发表的联合
声明相左。那份声明声称，美国不在伊拉克寻求
永久驻军。

麦肯齐7日访问伊拉克，会见伊拉克总理穆
斯塔法·卡迪米。麦肯齐 8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他认为“长远看伊拉克人会希望与我们在一
起”，“我感受不到要求我们仓促撤军的氛围，我

很确定这点”。
麦肯齐说：“我们当然需要在伊拉克驻留外

国军队。我不知道驻军人数是否需要像现在这
么多。这最终将是个政治决定，而非军事决定。
但我认为现在伊拉克人欢迎且重视我们为他们
做的一切。”

麦肯齐暗示，美军有意在伊拉克长期保留小
规模驻军。美方上月宣布，驻伊美军将在今后数
月缩减规模。麦肯齐没说驻伊美军会撤走多少
人，也没提具体时间表。美联社报道，美军现阶
段在伊拉克驻扎大约5000至6000人。

麦肯齐称，任何最终决定要与伊拉克政府协
商后才能作出。

美伊战略对话的新一轮会议定于本月晚些
时候举行。麦肯齐说，双方希望这次能面对面
谈，不过受限于新冠疫情，不一定能够实现。双
方上次会议通过视频形式举行。

美伊关系因今年 1 月美军在巴格达袭杀伊
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陷入紧张。伊拉克
议会投票表决，要求外国军队撤离。伊拉克时任
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要求美方制定撤
军计划，遭美方拒绝。 新华社特稿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8 日承
认，美国执法人员对待白人与黑人的执
法方式不同，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9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长期存在
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问题。

“普遍现象”
巴尔当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

主持人提及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
今年 5 月因白人警察执法死亡。巴尔
回答：“我确实认为这是普遍现象。特
别是非洲裔男子，通常遭到额外怀疑。”

“我认为，如果人们没有得到应有
的尊重，这是错误的，”他说，“这是我们
需要解决的事。”

弗洛伊德 5 月 25 日在明尼苏达州
明尼阿波利斯市遭白人警察用膝盖压
住颈部后死亡，触发明尼阿波利斯及全
美多地大规模反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
抗议示威，至今没有平息。

尽管承认警方有“区别对待”现象，
巴尔同时辩称：“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
以前，我认为我们的处境不错。”

“我认为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事显
示，在消除非洲裔群体对执法部门的不
信任方面，我们仍有一些工作要做。”他
说。

达成“共识”
一份8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

过90%美国受访者认为，种族歧视和警
察暴力执法是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

这项英国《卫报》和奥皮纽姆咨询
公司的联合调查显示，大约91%美国成
年受访者认为种族歧视是美国存在的
问题；72%的人认为这是“严重问题”。
大约 89%的受访者认为警察暴力行为
是“问题”；65%的人认为这是“严重问
题”。

民调显示，就上述话题，年长者与
年轻人存在“共识”。80%美国年轻受
访者认为种族歧视依然是严重问题；35
岁至54岁的受访者中，68%的人同意这
一观点；55 岁及以上受访者中，69%的
人同意这一观点。

《卫报》报道，民调结果显示，美国
共和、民主两党对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
持类似反对“情绪”，而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正越来越“脱离”这种情绪。

特朗普对抗议活动起初立场强硬，
威胁动用军队，后来态度软化。他6月
16日签署整改警察部门的行政命令，但
之后多次抨击“激进左翼”，称部分示威
者是“愤怒的暴徒”。

难推改革
弗洛伊德死亡以后，要求美国国会

推动警务改革立法的呼声日渐高涨。
鉴于党争因素，警务改革立法前景仍不
明朗。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所提交警务改革草案6月24日在参议院
举行程序性表决，但未能获得在参议院
推进该草案所需要赞成票数。全部共和
党议员赞成，仅两名民主党人赞成。

斯科特 8 日与司法部长巴尔一道
前往南卡罗来纳州会晤当地执法人
员。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他所提交
的改革草案“没有失败”，他依然希望国
会议员“团结”，两党合作商定警务改革
方案。

国会众议院方面，民主党人提出的
警务改革草案6月25日获得通过，内容
包括禁止警察“锁喉”、要求执法部门汇
报使用武力情况等。不过，共和党人在
参议院占多数，各方普遍预计民主党人
的警务改革草案难以进入参议院正式
表决议程。 新华社特稿

美国一个致力于推动拉美裔参政的全国性
团体准备投入1000 万美元，鼓励拉美裔选民在
11月总统选举中多个关键州积极投票，借以增加
民主党胜算。

分析人士说，拉美裔选民在多州比重日增，
其投票率可能扭转选情。

鼓励选民“参战”
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我家来投

票”组织说，打算花700万美元组织发短信、打电
话等传统“拉票”活动，另投300万美元用于投放
数字和电视广告。

宣传活动始于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后
续将在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密歇根、内华达、
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和威斯康星多州铺开。该
组织打算争取让这些州新增330万拉美裔选民
参与投票。

美联社报道，亚利桑那州是共和、民主两党
激烈争夺的“战场州”之一，特别受双方竞选团体
看重，原因是该州选民传统上倾向支持共和党，
但该州人口构成近年发生变化，少数族裔、尤其
拉美裔选民比重增大，为选情增添变数。

不过，“我家来投票”组织也担心，今年受新

冠疫情影响，参政积极性向来不高的拉美裔选民
可能更不愿意出门投票。

美国疫情相关数据显示，在多个州内，相对
于人口所占比例，拉美裔群体感染率较高，不少
人因疫情而失业或减薪。

“我家来投票”执行总监埃克托尔·桑切斯·
巴尔瓦说，鼓励投票活动旨在传达“我们不要等
待政党采取行动，它们不会为我们社区投入资
源”。

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美国今年合格选民中，
拉美裔占13.3%，创历史新高；在亚利桑那州，今
年24%合格选民为拉美裔，比2016年选举时高两
个百分点；而在佛罗里达州，合格选民中20%为
拉美裔。只是，到了选举日，这些人不一定全会
出来投票。

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届总统选举中，
亚利桑那州仅有47%的合格拉美裔选民行使了
投票权，而白人选民投票率接近63%。

可有“造势”之力？
洛杉矶一家拉美裔民调机构“拉美人决策”

总经理马特·巴雷托说，关键州的拉美裔选民投
票率确实有助于扭转局势。“我们在2018年国会

中期选举已见证，创纪录的拉美裔投票率帮助
（亚利桑那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基尔斯滕·）西内
马取胜。”

共和党一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连
任团队同样注重讨好拉美裔选民，竞选中一再强
调经济发展、社区安全和家庭价值观等拉美裔群
体普遍较关心的议题。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负责与拉美裔选民沟通
的地区主管安德烈斯·马拉韦说，特朗普团队自
2016年以来一直对亚利桑那州的竞选宣传投入
颇多，而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正依赖
其他团体救助，帮忙粉饰他持续数十年给拉美裔
家庭带来极大伤害的失败政策”。

“我家来投票”组织并未公开“背书”拜登，但
执行总监巴尔瓦承认，该组织的“拉票”活动致力
于让更多拉美裔选民把特朗普投下台。

巴尔瓦曾出席拜登在亚利桑那州一场竞选
活动，后者承诺一旦当选，将从多方面维护拉美
裔群体利益，包括让拉美裔官员跻身政府最高决
策层。巴尔瓦说：“这场选举后，我们会立刻发起
（当选者）问责运动，希望届时能迎来新总统。”

新华社特稿

美国拉美裔团体出资美国拉美裔团体出资““拉票拉票””盼翻盘盼翻盘

美军高官为永久驻军伊拉克美军高官为永久驻军伊拉克““找理由找理由””

美司法部长承认警察美司法部长承认警察
““区别对待区别对待””黑人和白人黑人和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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