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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芝加哥7月4日电（记者 徐静）美国中部伊利诺
伊州海兰帕克市4日举行“独立日”游行时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至少6人死亡、30人受伤。

据海兰帕克市警方通报，当天10时15分左右，庆祝美国
“独立日”的游行队伍在行经该市中央大街时，遭枪手袭击，当
时现场聚集了大批观看游行的民众。枪手从附近一栋建筑屋
顶向人群开枪，造成5人当场死亡，1人在送医后伤重不治。

警方宣布，在事发现场发现一支威力强大的步枪。犯罪嫌
疑人是一名22岁的白人男性，目前在逃，手中可能持有武器。
联邦调查局和当地警方正全力追捕嫌疑人，同时向当地民众发
出危险提示，呼吁民众就地避险。

从美国媒体和社交网站发布的现场视频看到，枪响后，现
场民众四散奔逃，街道一片狼藉，四处散落着毯子、座椅、婴儿
车、水瓶、水杯等物品。

枪击事件发生后，新华社记者驱车来到海兰帕克市。市区
随处可见警车警灯闪烁，路上行人稀少，事发街道所有路口、收
治伤者医院均被封锁。一名目击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他当时站在离枪击发生地约两个街区的地方，枪响时还以为是
放烟花，随后有警察奔跑并让民众散开。

美国总统拜登4日下午发表声明说，他对海兰帕克市“独立
日”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已责令联邦执法机构协助搜寻在逃枪
手。拜登还表示，应对美国枪支暴力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海兰帕克市市长罗特林和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当天
均发表声明谴责枪手暴行。原定于当天下午和晚上在海兰帕
克市及周边地区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被取消。

此次“独立日”枪击事件再次暴露了美国“枪支暴力社会流
行病”之深重。据美国网站“枪支暴力档案”最新数据，美国今
年已发生至少309起造成至少4人死伤的枪击事件，超过2.2万
人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

新华社阿克拉7月4日电（记者 许正）西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西共体）3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宣布，解除今年1
月对马里实施的一系列制裁措施。

西共体委员会主席布鲁当天在例行首脑会议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鉴于马里过渡政府为恢复民主秩序采取一
系列举措，西共体决定取消这些制裁措施。

“然而，由于这一过程仍需要监督，西共体决定保留其
他制裁措施，同时维持暂停马里的西共体成员国资格的决
定。”布鲁说。

2020年8月，马里发生军人哗变，由哗变军人成立的全
国人民救赎委员会随后宣布，前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长恩多
被任命为过渡总统，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主席戈伊塔被任
命为过渡副总统。2021年 5月，恩多辞职。马里宪法法院
随后宣布，戈伊塔接任过渡总统一职，任期至马里政治过渡
期结束。

2021年11月，因马里过渡政府称无法在2022年2月前
完成政治过渡、举行选举，西共体决定对马里过渡政府实施
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对过渡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实施旅行禁
令和财产冻结等。今年1月9日，西共体宣布对马里实施新
的制裁措施，包括所有西共体成员国立即召回驻马里大使，
关闭与马里的陆路和空中边界，暂停与马里的所有金融和
经贸往来等。

6月，马里过渡总统戈伊塔签署总统令，宣布从今年 3
月26日开始为期24个月的政治过渡期。

西共体解除
对马里部分制裁措施

新华社贝鲁特7月4日电（记者 刘宗亚）黎巴嫩看
守政府总理米卡提 4日表示，针对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
海上边界问题采取非官方行动是不可接受的。

黎部长会议当日发表声明说，米卡提与看守外交部长
布·哈比卜在会晤讨论最近时局时说，黎巴嫩谋求在外交范
畴内与以色列划定海上边界，在此之外采取的任何行动都
是不可接受的，会导致黎巴嫩面临不必要的风险。

米卡提呼吁黎国内各方“表现出高度的国家责任感，遵
守国家的谈判进程”。

本月 2日，黎巴嫩真主党公开承认向地中海中有争议
的卡里什天然气田施放了 3架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其目
的是向外界传递该组织具有阻止以色列从该气田开采天然
气的“军事和后勤能力”。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
说，真主党的 3架无人机在飞往卡里什天然气田的途中被
以军击落，这些无人机试图进入以色列“专属经济区”上空。

黎巴嫩和以色列未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均坚持一片大
约860平方公里的地中海海域属于本国专属经济区。近年
勘探发现该争议海域蕴藏丰富天然气资源。2020年 10月
至 2021年 5月，黎以双方就海上边界划分举行了 5轮间接
谈判。由于在完成划界所要遵循的技术标准上存在分歧，
第6轮谈判被无限期推迟。

美国“独立日”发生枪击
事件至少6人死亡 嫌疑人仍在逃

黎巴嫩政府反对就黎以海
上边界问题采取非官方行动

6月28日，在丹麦格陵兰岛迪斯科湾，一艘船驶过漂浮
的冰山。

新华社/法新

漂浮的冰山

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盖洛普咨询
公司新近公布的民调显示，只有不到四成
美国民众为自己是美国人感到非常骄傲，
创下同一民调20年来最低纪录。美联社
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
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另一项民调显
示，8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国家正走在错
误道路上。

美国专家和媒体认为，党争不断、社
会不睦、经济不振等一系列乱象严重损害
了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及民众认同。随着
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美国政治、社会、舆论
氛围更加紧张，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党争不断

长期以来，党争是美国政治不变的主
题，而民主、共和两党近期政治交锋的焦
点之一，是 2021年年初国会山骚乱事件
的调查。

上个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国会山骚乱
调查委员会举行6场公开听证会并全程直
播，展示调查启动以来的主要发现，并听取
重点证人陈述。其中，白宫前工作人员卡
茜迪·哈钦森出席的听证会最受关注。哈
钦森在听证会上讲述了骚乱发生前时任美
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些不当言论和举动。

民主、共和两党反应对比鲜明。在民

主党人看来，哈钦森的证词进一步显示特
朗普对国会山骚乱事件负有直接责任。
共和党人则表示，哈钦森提供的信息大多
是道听途说，缺乏可信度。两派媒体也就
哈钦森及其证词激烈论战，立场和观点大
相径庭。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严重损害美国
国际形象的国会山骚乱进行彻底调查原
本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充满浓厚党
争色彩的调查注定难以客观公正。美国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哈伦·阿尔曼
指出，国会山骚乱调查公开听证会揭示了
美国政治分裂。美国民调专家惠特·艾尔
斯表示，许多人透过自己的“政治滤镜”看
待这些听证会，对这场骚乱的认知或将更
加两极分化。

社会不睦

独立日前夕，依然有不少人聚集在联
邦最高法院外，抗议该法院近期推翻在联
邦层面确立女性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
案”。近期，美国多地都因此出现示威人
群与警察对峙的情形。

美联邦最高法院 1973年曾就“罗诉
韦德案”做出裁决，确认美国宪法保护女
性堕胎的自由，但反堕胎人士和团体一直
寻求推翻这一判例。过去近半个世纪，对

立方在各层级展开法律战和舆论战，导致
社会撕裂加剧。

6月24日，联邦最高法院在审议针对
密西西比州一项堕胎限制法的上诉案后
做出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据报道，美
国20多个州预计将禁止或严格限制堕胎
行为，其中13个州的堕胎禁令在“罗诉韦
德案”被推翻后立即生效。

总体而言，美国民主党人及自由派人
士支持堕胎权，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特
别是一些宗教信徒反对堕胎权。双方观
点和立场完全对立、无法调和，矛盾在政
治极化环境下也愈发尖锐。“罗诉韦德案”
被推翻后，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划界，
多州开始限制或维护堕胎权。

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美国政治
评论员查尔斯·赛克斯认为，“罗诉韦德
案”裁决将加剧撕裂美国的“文化战争”，
把堕胎权话题推向每一场竞选的中心位
置，使美国政治更加极化。美国《政治杂
志》的报道也认为，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将
把社会撕裂成红、蓝“两个美国”。

经济不振

经济问题也在影响美国庆祝独立
日。多地烟火表演被迫取消或改期。此
外，因为油价高、机票贵，不少人选择就近

过节或原地过节。当下，美国面临 40年
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美联储加速加
息应对高通胀背景下，经济学家对美国经
济衰退的担忧持续升温。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价
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八个月高于
6%，近三个月同比涨幅都在8%以上。从
3月加息 25个基点、5月加息 50个基点，
再到6月加息75个基点，美联储控制通胀
的紧迫性可见一斑。

据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最新
预测，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环比按年率计算将萎缩 2.1%。由
于第一季度GDP已萎缩 1.6%，这意味着
美国经济可能已经陷入衰退。

白宫和美联储误判通胀形势、应对迟
缓，遭到多方批评。《华尔街日报》评论文
章写道，当前的通胀是“可以预见的”，是
由过度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所
导致的。

美国《政治报》—晨间咨询公司联合
民意调查显示，约四成美国人认为美国政
府政策应该对高通胀“负很大责任”。独
立日前夕，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
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
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近八成美国人认为
美国眼下经济“低迷”。

党争不断 社会不睦 经济不振
——多重阴影笼罩美国“独立日”

新华社记者 孙丁 熊茂伶

高考招生增加31个本科专业，
高校专业调整透露哪些新趋势？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宋佳 胡浩 郑天虹 王莹

新增专业工科占比近一半，“智
能”“智慧”成高频词

教育部公布的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新增
31种本科专业，涵盖工学、经济学、法学、
艺术学等九大学科门类。

碳储科学与工程、空天智能电推进技
术、智慧林业等新专业，首次出现在一些
高校的招生计划中。

“新华视点”记者梳理发现，近 3年
来，工学类新增专业较多。2019年度，31
种新增本科专业中，20种为工学专业。
2020年度和 2021年度，新增专业数量分
别为37种和31种，工学专业均占14种。

带有“智慧”“智能”等字样的“新工
科”专业频频出现。例如，北京交通大学
新增智能运输工程专业，哈尔滨工程大学
新增智慧海洋技术专业，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新增智慧林业和智慧水利专业等。

“如果过去是互联网+，那么未来就
是人工智能+。”国家教育考试委员会专
家组成员陈志文说，这是一个大趋势，人
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工科”专业或将继
续成为未来几年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方
向。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认为，新增专业体现了适应国家战略、科
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重庆大学等四所高校今年新增碳储
科学与工程专业。据介绍，该专业紧密贴
合国家“双碳”目标，旨在培养复合型人
才。

对于此次增设劳动教育专业，有专家
表示，这是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相关要求。

部分管理类、艺术类专业布点
撤销较多

近年来，高校撤销部分专业一直受到
社会高度关注。

2021年度，内蒙古大学撤销 12个艺
术类专业。2020年，重庆大学发布公示，
以部分与学校办学定位不相符合、专业基
础薄弱的专业逐渐停止招生为由，拟撤销
财政学等10个长期处于停招状态的本科
专业。2019年起，华南理工大学暂停部
分社会需求不足、就业状况差的本科专业
招生资格。

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表示，2021年
度撤销的专业涉及804个专业布点，主要
是一些不能适应社会变化需求和就业率

过低的专业。
记者了解到，2021年度专业调整，撤

销部分管理类和艺术类专业的高校较
多。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
业管理两个专业，分别被 33所和 31所高
校撤销。其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信息与
计算科学专业，被 19所高校撤销。15所
高校撤销产品设计专业。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
展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陈先哲表示，为防止
部分专业设置“过热”，教育部对艺术类等
专业加大调控力度。“撤销不代表此类专
业不重要，可能是因为此前开设太多，导
致总体学生规模较大，超出正常市场需
求。”

“管理类专业正在随着新零售、新物
流、新商业等经济形态变化而不断转型升
级，近年来的新增管理类专业，体现了与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结合的趋势和特征。”
陈先哲表示。

多位专家认为，学科定位不清晰、与
学校办学定位不符、生源不足、教学与就
业质量不佳等因素，也是高校撤销专业的
原因。

熊丙奇认为，一些专业设置快、停招
快是盲目跟风造成的。“部分高校在开设
专业时，没有结合自身定位、办学条件匆
忙上马，没有办出特色与高质量，被撤销
是必然的。”

“撤销专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高
校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更加聚焦核心领
域，集中力量打造优势学科。”陈志文说，
有些专业并不适合在本科阶段开设，在研
究生或以上阶段培养，更符合人才培养规
律。

专业调整有原则，对升学和就
业影响不大

高校专业是否说增就增、说停就停？
教育部要求，高校增设专业，需要对

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严格论证拟新设专业必要性和
可行性，进行校内审议和公示后方可进行
网络申报。在专业申报材料集中公示期
间，教育部会组织 4300余名专家开展线
上评议，对申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师
资队伍、教学条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并
实时反馈指导。

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表示，专业设置
和调整的总体思路一是服务国家战略、区
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二是重视质
量，三是优化结构。

教育部明确，高校在申报增设专业
时，要充分调研社会需求，以详实的人才
需求调研数据作为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
础，要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明确社会对
新设专业的具体要求。

大连海洋大学教务处教学规划与管
理科科长于旭蓉表示，新增专业针对国家
和社会急需培养人才，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考虑到就业市场需求。

大连海洋大学在2020年新设了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首批本科生牛浩
骅告诉记者，当时报考新专业也比较忐忑
和迷茫，经过两年的学习，感觉学校对新
专业是做了充足准备的。“每个学生都配
备了导师，大一下学期就开始在人工智能
实验室进行科研实验。”

采访中，不少学生担心：正在就读的
专业被撤销会否影响未来就业或升学？

多位专家认为，高校应进一步完善相
关退出办法，加强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挖
掘职业发展可能性，进行合理规划。

暨南大学本科生院执行院长张小欣
表示，本科专业调整对学生继续攻读硕士
研究生影响有限。因为本科专业与研究
生专业并非一一对应，即使本科专业转型
升级、暂停招生或撤销等，其所属的学科
门类依然存在，学生仍可报考同一门类下
相近专业的研究生。“学校应确保相关专
业在读学生按照既定人才培养方案顺利
毕业，以便求职深造。”他说。

2022年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本科专业的设置与录

取计划发生了一些变化。教育部数据显示，有31种新专业被

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与此同时，部分高校撤

销了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专业，不再招生。

据教育部统计，自2012年以来，共有265种新专业纳入

本科专业目录，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7万个，撤销或停招1

万个。

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一直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

的“晴雨表”，备受学生和家长关注。最新的专业调整反映出

哪些趋势？

● 高校专业调整新趋势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 备受关注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