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颖婕

图为心理老师在为学生及家长进行心理咨询。

（黄浦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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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在阿联酋富查伊拉酋长国海域拍摄的遭遇 “蓄意破坏” 的油轮。 新华社发

“油轮破坏”让美伊博弈更复杂
美航母战斗群压境波斯湾，多艘油轮在阿联酋海域突遭“蓄意破坏”

5 月 12 日，阿联酋富查伊拉酋长

国海域发生了多艘民用油轮惨遭破坏

的重大事件。 在美国航母战斗群压境

波斯湾、美伊关系达到“临界点”的背

景下， 这一突发事件让中东局势更趋

紧张，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也更加复杂。

事发海域距霍尔木兹海
峡 140 公里

作为事件发生海域的主权所属

国， 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

明称 ，4 艘货船在阿曼湾阿联酋领海

的富查伊拉海岸遭遇到 “破坏行动”，

该行动没有造成船上人员伤亡， 也没

有化学品或燃料泄漏。

尽管阿联酋外交部并未指认嫌犯

且未透露船只相关信息， 但阿方严正

指出， 对民用船只的破坏和对船上人

员安全与生命的威胁 “是一种严重的

事态发展”。

5 月 13 日 ， 沙特能源大臣哈立

德·法利赫确认，这些遭受破坏的船只

中有两艘沙特油轮，“这两艘船只的结

构遭受了巨大的损坏”。

海合会秘书长扎耶尼谴责了此次

破坏行径，宣称这是“一种严重的升级

行动， 表明了谋划并将其实施的那些

人的邪恶意图， 这破坏了该地区海上

交通的安全， 并威胁到船上人员的安

全与生命”。

换言之，尽管阿联酋、沙特和海合

会都未清晰点出此次事件的疑凶，但

在当前海湾地区复杂诡谲的局势之

下， 特别是美伊交恶加剧且面临冲突

“临界点”、 沙伊对抗僵持不下的背景

下，其矛头所指早已不言自明。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对该事

件表达遗憾的同时，也警告“不要让心

怀恶意的人阴谋破坏地区稳定和安

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

将领 12 日更是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

军事存在称为打击“目标”。

沙特、 阿联酋与伊朗之间实际上

已经打起了不点名道姓的 “口水仗”，

这让本就疑点重重的油轮破坏事件更

加扑朔迷离。

富查伊拉港距离霍尔木兹海峡仅

140 公里，5 月 2 日美国对伊朗石油进口

国制裁豁免终结， 其中一艘遇袭沙特油

轮又正准备前往沙特港口， 计划装载原

油交付给美国客户。 这诸多线索使得美

国海运局发布警告， 提醒船只在经过相

关地区时保持警惕。

将削弱美对伊石油制裁成效

在美国对海湾地区大军压境的情势

下， 此次油轮蓄意破坏事件不可避免地

对中东局势会产生影响。

首先， 美国与伊朗之间围绕石油的

博弈会更加复杂。 作为全球范围内重要

的产油国， 石油出口关乎伊朗国民经济

的命脉。特朗普上台以来，不遗余力展开

对伊朗的打压， 先是单方面退出伊核问

题全面协议，再重启对伊经济制裁，并将

制裁向石油领域拓展。 在经过一系列的

政策调整和盟友整合之后， 美国最终从

经济上将伊朗石油出口的大门堵死，相

关国家和地区临时性的伊朗石油进口制

裁豁免被中止。

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将伊朗所占据的

国际石油市场份额移交给沙特等中东产

油盟国， 为伊朗石油的买家提供替代市

场， 但阿联酋海域的民船破坏行动为相

关国家敲响警钟。

阿联酋富查伊拉港位处战略要冲，

不仅是该国唯一的多功能港口， 也是该

国唯一一个能绕开伊朗把控的霍尔木兹

海峡，将石油输往印度洋的港口。不仅如

此，全球最大的原油储备中心也正在富

查伊拉兴建。 美国妄图通过石油禁运作

为扼住伊朗咽喉的绳索，但此次事件会

成为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诸多伊朗石油

买家抵制美国决定的“理由”，从而在事

实上削弱美国对伊石油制裁的成效。

其次， 海合会国家内部的分裂将更

加固化。随着沙卡断交危机持续发展，海

合会内部俨然呈现出阵营对抗的鲜明格

局。 由于沙特高调宣称该国两艘油轮遭

到蓄意破坏， 因此巴林及时跟进为沙特

“站台”。 巴林外交部强烈谴责此次事

件， 称其目的是威胁海上航行的安全

与稳定， 并敦促国际社会确保海上航

行安全， 反对一切破坏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企图。

作为沙特阵营内部仍与伊朗保持

着低级别外交关系的国家， 阿联酋在

此事件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威胁而

难以有回旋余地， 阿联酋声称正与国

际机构合作调查该起事件。

不仅如此，埃及、约旦和也门等沙

特反伊朗阵营盟友也纷纷谴责此次事

件。 卡塔尔因沙特什叶派教士事件一

度与伊朗产生嫌隙， 但两国关系已得

到恢复。 尽管沙特与阿联酋均未点明

此次事件的嫌犯， 并且此次事件的受

害方为民用船只， 但卡塔尔方面未见

就此事件公开发表看法。 这反映了海

合会内部沙卡阵营之间的对抗因伊朗

因素而日益固化。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研究员）

专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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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心理教师“成长的烦恼”谁来解
专家呼吁，应为他们搭建科学、多元的成长平台，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程度

眼下， 中高考步入倒计时， 在不

少中小学校， 心理老师也开启 “忙碌

模式” ———除了日常备课、 上课， 他

们还要策划考前专题讲座， 为部分学

生进行心理咨询， 下班回家后时不时

地还要通过微信、 电话， 纾解一些家

长的焦虑情绪。

心理健康教育被视为直指 “人

心” 的教育， 既须遵循学科本身的逻

辑， 更要关注对象的发展需求———这

对心理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 但尴尬的是， 有些心理教师甚

至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 至于专业

晋升和成长的平台就更少了。

教育界专家呼吁，应该让更多“润

物无声”的心理教师走到台前，并为他

们搭建科学、多元的成长平台，这不仅

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

做着很多 “看不见 ”

的工作， 课时数却不达标

80 后心理教师韦伯 （化名 ） 考

虑再三， 还是从他一度非常向往的知名

中学离职了。 在他之前， 学校还有一位

年轻的心理教师 “出走”。

“很多人以为当心理教师是一份轻

松的工作 ， 课不多 ， 也没什么升学压

力。 其实， 我们做的都是 ‘看不见’ 的

烦琐工作。” 韦伯忍不住吐槽， 不少直

接关系到学生身心健康的工作， 因为和

考分无关， 所以即便心理老师做得再累

再苦， 有时仍得不到学校的足够重视。

心理教师，确实不好当。有教育学专

家分析，如今的青少年，都是成长于物质

富足、 资讯爆炸时代的 00 后 、 10 后 ，

个性十足， 心理教师需要面对更多复杂

的学生成长性问题； 另一方面， 当心理

“感冒” 时， 大多孩子很难跨出主动寻

求心理教师帮助的第一步 。 因此 ， 中

小学心理教师除了课程 、 辅导以外 ，

往往还要开展心理剧 、 心理漫画 、 团

体辅导等主题活动。 但这也让他们在实

际工作中， 普遍面临职业定位不分明的

苦恼。

“按照课时标准， 心理教师的 ‘满

工作量’ 是每周 14 节课时， 但很多老

师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 沪上一位高

中心理教师告诉记者， 这主要是因为，

心理老师做的很多实际工作 ， 都是在

课表和课堂之外开展的 。 比如 ， 要花

很多业余时间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心理

辅导 。 但因为无法计入学校的课时数

考核， 从 “账面数字” 来说属于工作未

达标的教师， 所以不少学校都让心理老

师去承担一部分德育工作或行政事务。

“部分心理教师可能只做着 20%跟心理

专业相关的工作， 无法发挥这个角色的

专业性。”

在这位教师看来， 参与适当德育工

作也是必要的， 可以有更多机会接触学

生， 但如果心理专业的工作边界始终不

分明， 甚至 “本末倒置”， 从长远来说

既不利于学校心理教育的开展， 也不利

于心理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

建平中学 90 后心理教师刘玄佛硕

士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 。 她坦

言， 在择业时， 中小学心理教师并非很

多同学的首选。 一方面， 如今相较于学

校， 各种类型的企业都纷纷向心理学毕

业生抛出 “橄榄枝”， 提供的薪酬、 待

遇普遍更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 心理教

师在中小学遭遇的职业天花板， 也让一

些心理专业毕业生感到 “心里没底 ”，

主动放弃。

提高专职心理教师比例，

亟需打造多途径专业发展平台

相关统计显示， 眼下上海中小学专

职心理教师已经过半 ， 在全国处于前

列。 然而， 对标主管部门红头文件上明

确的 “小学原则上 100%专职化， 初高

中 100%专职化” 的要求， 目前仍有不

小的距离。 相较于初高中心理教师队伍

的高专职化， 上海公办小学的专职心理

老师占比较低。

有心理教师坦言， 心理学科是否受

重视、 心理教师能否得到好的专业发展

机会， 和学校的教育理念息息相关。

沪上一位资深心理专家告诉记者，

近年来， 越来越多中小学的心理教育理

念有了显著进步。 “大部分中小学校长

都开始认可心理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不

再需要像过去那样， 一家家到学校去动

员。 但因为这门学科的育人成果不是显

性的， 因此各校的重视程度不一样， 心

理教师的处境也会大不相同。”

“我们这代人非常看重职业的发展前

景， 如果一直留在学校的话， 专业发展确

实会受到限制 。 所以 ， 很多老师都看重

持续充电的机会 ， 希望有更多去外面访

学 、 交流的机会 ， 这样才会获得更多的

发展。” 刘玄佛的话道出了很多心理教师

共同的期待———渴望更多认同 ， 收获职

业的自豪感 ； 渴望走到台前 ， 拥有一片

更广阔的天地。

上海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迄

今已走过了 30 年。 正如一些专家所

言， 沪上中小学近年来不断改善心理

学科的硬件 、 软件 ， 各级各类课程

赛、 科研活动、 培训等利于心理教师

专业发展的平台也逐渐趋于多元， 但

这条路依然任重道远。

欧洲议会选举将至，英国保守党支持率跌至第五

英国由于短时间内“脱欧”无望，因

此将参加 5 月 23 日开始举行的欧洲议

会选举。 根据 13 日的最新民调显示，上

个月成立、 主张与欧盟一刀两断的脱欧

党， 在选举前的民意支持率已大幅领先

其他政党， 以 34%的支持率名列榜首。

而首相特雷莎·梅领导的执政党保守党

的支持率已跌至第五位，仅为 10%。

据英国民调机构 YouGov 为 《泰晤

士报》进行的民调数据显示，疑欧派头号

人物法拉奇领导的英国脱欧党支持率为

34%，排名榜首；最大反对党工党支持率

下跌 5 个百分点至 16%， 紧随其后；支

持留欧的英国自由民主党和绿党支持

率分别为 15%和 11%；保守党的支持率

仅仅只有 10%，堪称惨淡。 因此脱欧党

获得的票数有望比两大主要政党的总和

还要多。

对于这样的民意， 工党副党魁沃森

13 日发表演讲称，不要让 “伪装的爱国

主义极右翼情绪左右欧洲议会选举”。沃

森同样希望工党坚定支持将“脱欧”协议

诉诸公投。

2016 年“脱欧”公投后，作为“脱欧”

派领袖的法拉奇宣布已达成个人政治目

的，并辞去独立党党魁一职。 不过，由于

英国迟迟无法实现“脱欧”，今年 4 月 12

日，法拉奇宣布成立脱欧党，角逐欧洲议

会选举。

在新政党成立大会上， 法拉奇猛烈

抨击保守党、工党的领导人和英国议会，

称全世界都认为英国是一个伟大的国

家，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却乐于在衰败的

道路上不断前行。 英国现在就是个被驴

牵着的狮子， 如今我要给英国政治带来

一场大地震”。 他表示，如果脱欧党能在

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 他将要求加入代

表英国与欧盟磋商的谈判小组。

据分析，“脱欧”公投近 3 年后，英国

依然深陷“脱欧”僵局。首相特雷莎·梅无

法让议会批准“脱欧”协议，与工党的跨

党派磋商又毫无进展， 因此英国不得不

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这为选民提供了表

达不满的新机会。

■本报记者 吴雨伦

■钮 松

就巴基斯坦瓜达尔酒店遭袭事件，我外交部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 （记者

侯晓晨） 巴基斯坦瓜达尔明珠洲际酒店

日前遭遇恐怖袭击。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3 日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 ，将继续

坚定支持巴方反恐努力。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5 月

11 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自由区附近明

珠洲际酒店遭恐怖袭击。 “俾路支解放

军”下属“马吉德旅”已宣称对袭击事件

负责， 称袭击目标是酒店内的中国及其

他外国投资者。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否

有中国公民伤亡？

“中方强烈谴责针对瓜达尔明珠洲

际酒店的恐怖袭击， 对在袭击事件中牺

牲的巴方人员表示哀悼。 ”耿爽表示，据

了解，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他说，巴

基斯坦安全力量及时采取措施， 迅速消

灭恐怖分子， 有效保障瓜达尔地区安全

稳定及当地中方人员和机构安全， 中方

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中方将继续坚定

支持巴方反恐努力， 认为巴基斯坦政府

和军队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

”交媒体平台 “脸书” 12 日宣布，

为确保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欧洲议会选

举公正性， 这一”交媒体企业取缔多个

虚假或传播假新闻的账号。

“脸书”意大利公司发言人说，采取

上述举措源于美国非营利组织“呼声”报

告多起违反“脸书”规则的个案。

“呼声”12 日证实，“脸书” 取缔 23

个意大利用户账号，粉丝共计 246 万。那

些账号传播虚假信息或分裂内容， 其中

半数以上的账号支持意大利民粹主义政

党五星运动或极右翼党派联盟党。

意媒报道， 遭取缔账号中支持联盟

党的一个最活跃账号近来分享一段视

频， 显示许多移民打算破坏一辆意大利

宪兵驾驶的车辆， 获得 1000 万次点击

量。 只是， 这段视频出自一部电影。

王逸君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十年提高十倍，高校基金会“吸金”能力日益增强
但占比仍不到高等教育总投入的 1%，学者呼吁尽快构建多元筹资机制支持“双一流”建设

本报讯 （记者姜澎 ） 过去十年 ，

中国大学获得的捐赠金额提高了十倍，

但仍然不到高等教育总投入的 1%。 日

前， 在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

办的 “多元化筹资与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 研讨会暨第三届大学基金会创新发

展论坛上， 不少学者呼吁， 加快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 国内高校亟需尽快构建多

元筹资机制。

此次论坛上，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透

露 ， 中国大学的基金会在 2012 年到

2017 年之间，每年获得的捐赠金额在八

九十亿元左右。 仅直接在民政部登记的

18 家大学教育基金会，2017 年捐赠总收

入为 36.38 亿元，2018 年达 44.65 亿元。

而公开数据表明 ， 2017 年高等教

育本科院校教育经费为 8921 亿元， 占

各级各地教育投入的 21%。 其中 ， 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5488 亿元， 占比超

过 60%； ”会捐赠部分的金额仅占高

等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1%左右。

盘点 40 所 “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 可发现， 教育基金会净资产的规模

差异也比较大。 目前， 净资产在 10 亿

元以上的学校较少， 大部分学校教育基

金会净资产在 1 亿元至 10 亿元之间 ，

“马太效应” 日益显现。

即便是获”会捐赠 “大户” 清华大

学 ， 2018 年筹集的到账资金为 21 亿

元， 此外还有逾 4 亿元的投资收益， 而

该校 2018 年的预算是 200 多亿元。 北

京大学 2018 年筹集到的资金大约是

12.75 亿元， 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基金会

的投资收益， 而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总

资产去年底超过了 57 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 ， 2011 年以来 ， 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教育财政性

经费支出逐年增长， 近十年年均增长率

达 20%左右 。 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增

速远高于一般性财政收入增幅。

但是，与会专家指出，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单靠国家投入已无法完全满足需

求。 目前，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高等

教育”会投入分担比例一般在 50%至

60%之间，有时甚至更高。美国大学基金

会资产价值最高的哈佛大学， 其基金会

净资产达 350 亿美元左右， 排全美第二

位的耶鲁大学为 240 多亿美元， 而排在

第 20 位的高校也有 50 亿美元左右。

去年 8 月， 教育部、 财政部和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出台 《关于高等学校

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 》 明确指

出， 高校要建立多元筹资机制， 共同支

持 “双一流” 建设。 相关部门也出台了

一系列相关政策， 鼓励”会各界依法捐

赠高等教育领域。

近年来， 高校重大建设项目， 包括

学科建设项目的投入结构开始逐渐发生

变化。 过去， 这些项目投入中， 财政性

投入往往占 80%以上 。 而今年的部分

重大项目， 财政性投入占比已逐步保持

在 30%至三分之一左右 。 也就是说 ，

重大建设项目正在努力实现举办者投

入 、 受教育者合理分担 、 ”会投入的

“三三制” 的比例结构。

即便如此，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大

学教育基金支出占学校总支出的比例反

映了基金会在学校财务体系当中的分量

和贡献， 这也是大学多渠道筹资的能力

证明。 从全国范围看， 我国高等教育多

元化筹资任重道远， 高校基金会构建多

元筹资机制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

超级大乐透第 19054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2＋18＋23＋27＋30 05＋10

一等奖 29 10000000 元

一等奖（追加） 7 8000000 元

二等奖 212 111076 元

二等奖（追加） 36 88860 元

三等奖 274 10000 元

四等奖 3037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4984758179.70 元

排列 5 第 1912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8 9 1 9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912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8 9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国际 教科卫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