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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测绘局公布
31座名山新“身高”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赵亚辉）国
家测绘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公布了第二批

$!

座
著名山峰高程新数据。这些数据自公布之日起，
可在国家行政管理、新闻传播、对外交流、教学
等对社会公众有影响的活动中使用。

在这
$!

座山峰中，有不少是公众所熟知
的，如武夷山黄岗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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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盘山挂月峰
高程为

()&'(

米，天柱山天柱峰为
!*(+'(

米。
我国名山高程的测量工作始于

%""&

年，经
确定，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包括世界遗产）
范围内的

#(

座著名山峰高程纳入须由国家公
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范畴，分三批公布。

%""#

年
*

月
%#

日，国家测绘局与原建设部联合公布
了第一批

!+

座著名山峰的高程数据。本次公布
的第二批数据，是从

%""#

年
#

月至同年年底实
测完成的，全部高程数据精度优于

!"'!

米。

“百首航天员喜爱的歌”
名单公布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刘琼）《义勇
军进行曲》、《我们是中国的航天员》等

!""

多首
由航天员选出的“百首航天员喜爱的歌”，其中
包括为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活动全新创作的
歌曲《我为祖国感到骄傲》等

!)

首航天歌曲，也
伴随神舟七号“飞上了天”。

今天下午，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北京东方红航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的“百首航天员喜爱的歌”名单在航天城模拟
器大厅首次公布。“我为祖国感到骄傲———百
首航天员喜爱的歌”大型晚会也将于

!%

日在
航天城举行。

有关人士表示，这百首歌曲以音乐形式全
面记录和反映当代航天人的精神面貌，诠释和
弘扬载人航天精神，并将以“用音乐聆听英雄，
用歌曲展示英雄形象”的形式，面向广大青少年
推广。

一位访问学者讲述在美亲历

美国人对中国到底了解多少？

北京奥运会激发了普通人对

中国的好奇心

到过中国的美国人态度更友好

我是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后的第八天启程，来
到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

,-. /0

.1/234 5644

）做访问学者的。出发之前，最令我关
注和兴奋的事，当然就是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
会开幕式和那些激动人心的比赛场面。

来到这个森林公园一样的城市，周围一下子
就静下来了，头几天忙于安顿生活，没办法看电视
听广播，直到开学后，与这里的教授们聊天，一种别
样的奥运感受才重新回来。见到我的每一位教授，
知道我来自北京后，几乎都会问：你是什么时候离
开北京的？你以什么方式参与了奥运会？接着，他们
就会对开幕式的壮观和创意赞不绝口，有一个教授
还特别提到了“击缶倒计时”等表演环节，觉得特别
有中国味。他们热烈的表达虽略带夸张，但眼神里
流露出的确实是好奇、友好和认可。

呆了几天，我慢慢发现，到没到过中国，对美
国人的“中国印象”影响很大，那些到过中国的美
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更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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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院依地
而建，弯弯曲曲的建筑如同迷宫一般。开学头一
天，我找教室很费劲，就随便拦了个学生问路，他
自己也不太清楚，却跑到别处帮我问，又带着我去
找那间教室。我表示感谢时，他揪起胸前的衬衫，
让我看清那里绣着的“复旦”两个字，并用中英文
混杂着告诉我，他今年夏天刚刚去过上海和杭州，
两年前还去过厦门和香港。他喜欢中国，因为旅行
中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友善和热情。他没想到的是，
中国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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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星那么熟悉。他还提到，他有一个

女性朋友看了奥运会开幕式后，突然对中国很好
奇，就到处找朋友和同事打听谁去过中国，中国人
到底怎么样。最后告别时，他笑着告诉我，中国和中
国人“确实很好”。

其实，
,-.

新闻学院与中国的交往还比较
多，奥运期间，他们共派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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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习生到北京，
帮助一个中国网站写文章，还去场馆采访运动员，
等等。我到了后的几天，他们陆续回到美国，不过
听说有两个学生打算长期留在北京了。那些天，我
偶尔还会看到，有些女孩子穿着印有“我登上了长
城”之类汉字的大

9

恤坐在教室里。这一切都让我
感到很亲切。

一些当地媒体的报道以偏概全

只有
!:$

受访者能说出
$

个

中国名人

北京奥运会结束时，我注意到，美国的不少
报刊在报道时，都使用了这样的“语序”：“虽然
……但是……”接在“虽然”后边的，是对北京奥
运会成功举办的认可和肯定；接在“但是”后边
的，往往是一些中国仍然存在的环境、能源、食品
安全等问题。这种“语序”使我想起了自己在这里
选修的一门课《新闻职业问题与伦理》，授课的美
国教授曾对我说，在美国的媒体上，你可能经常
会看到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是因为在一些西
方人、尤其是从没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头脑里，对
中国抱有固有的观念，北京奥运会部分改变了这
种看法，但要想彻底改变一些成见，恐怕不是短
期内的事。

我来的时间不长，对这些负面新闻感受还
不是太深。相比之下，那些在这里学习、生活了
好几年的中国留学生，感触要深得多。平常聊天

时，知道我是新闻传播专业的访问学者，一对中
国留学生夫妇有些“激动”地告诉我，他们有两
年都不怎么看电视和报刊的新闻栏目了，尤其
是不愿意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很多报道太不
公平！偏见很深！”他们说，自己也知道中国确实
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一些美国记者在报道
时，往往以偏概全，或者掺杂了主观判断，“让人
很不舒服”，但华人办的媒体影响力太小，更多
的美国人还是在这样的舆论大环境下构建他们
的“中国印象”。

这样的“中国印象”有多么模糊？与事实又有
多大的背离或偏差？我很快在一次无意中看到的
电视录像带里找到了“答案”。在那档电视节目里，
一个美国记者想看看普通美国人对中国到底了解
多少，于是他站在纽约华尔街上做了一个测验。他
随机采访了一些路人，请他们说出

$

个著名的中
国人的名字，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受访者
中，有近

!:$

的人支吾半天，一个也说不出来；另
有

!:$

的人勉强答出了“毛泽东”；只有
!:$

的人
能说出

$

个人名；只有两个被访者能说出
$

个以
上的中国人名字。然后，记者又拿出一张空白的世
界地图，请他们画出中国的大概位置，这次，也是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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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勉强画对。其他的人，有的把中国画
在了西伯利亚的位置，有的画在了日本，有的画在
了中东，有的画在了澳大利亚，最离谱的是画在了
非洲！

这是在华尔街上做的测验，被访者看上去大
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很难想象，如果测验是在美国
的偏远乡村，结果又会是什么样。不过，看完这档
节目后，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些看似对中国“很无
知”的被访者，其实往往是没有更多机会认识到一
个真实的中国。在这方面，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
是国家层面，我们能做些什么？

普通人对“真实的中国”持开

放心态

与西方沟通可尝试多种表达

方式

从点滴做起，也许是最缓慢但最有效的办法。
我平时经常接触到新闻学院的图书管理员芭芭
拉，她在学院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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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人很热情，爱好收集
与新闻记者相关的剪报、录像带或视频。有一次，
我请她帮忙翻译一个有关“网络记者”的句子，她
狐疑地看了我一眼，问“中国是不是没有网络记
者？”我回答说不仅有，可能比美国还多呢，她非常
惊讶。我向她讲述的中国和中国媒体的现状经常
让她吃惊，看着她先惊讶然后略有所思的样子，我
总在想，一个人不知道某些事实时，她的看法也许
谈不上“偏见”与否，她只是没有机会知道事实。实
际上，对于我的介绍，她始终能以开放的心态来接
受。我想，真应当请她到中国看看。

在国内有过新闻专业学习背景、目前在
,-.

攻读教育学博士的刘彦军已经在美国呆了
&

年。
她说自己都开始用英语做梦了，并慢慢理解了使
用另一种语言进行交流的真谛，那就是：如果交流
的对象完全处于另一种文化背景，你必得以他们
熟悉和习惯的方式来表达想法，才会有效果。也就
是说，尝试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想问题，而不单纯用
我们自己的。她对我说起一件事：因为某个新闻事
件，国内一个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对西方记者讲了
一些话，但是这些话完全是中国式的思维和表达，
并使用了一些在英文中很难找到对应词汇的字
眼，以至于西方记者在理解上就有障碍，最终写出
的报道也就可想而知。这种信息传播上的不畅和
无效，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在那些没有到过中国的

外国人眼里，遥远的中国和生

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到底是一

个什么模样？中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真实现状，

能否及时准确地传达给他们？

本国的媒体报道，又在多大程

度上影响着他们脑海里的“中

国印象”？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讲师阴卫芝，在北京奥运

会期间启程前往美国北卡罗莱

纳大学做访问学者。近两个月

来，身为传播学者的她，一直在

观察着身边的人和事，也在思

考着东西方在传播方式上的差

异、误解和提升空间。

右图：
+

月
&

日出版的《华

盛顿邮报》有关中国的报道。

阴卫芝摄

德国之声容不下张丹红的一个话筒———

西方新闻自由的政治困境
据德国媒体不久前的报道，德国之

声到底免去了张丹红中文部副主任的

职务。据说，还有一些德国作家联名向

德国联邦议会写信，要求对德国之声

中文部进行审查，并称张丹红是个“政

治糊涂的记者”。西方的“政治挂帅”强

烈震动了中国公众。张丹红无非是说

了一些客观的话，但“新闻自由”的德

国却容不下她的几句“异见”。看来，西

方的“新闻自由”是一定要符合其“主

流政治观”的。如若不符，那就只有开

路走人。

从这段时间看，张丹红不是唯一孤

立的个案。在今年
(

月初，德国另一家

媒体体育信息通讯社解除了记者迪特·

黑尼希的职务，媒体认为主要原因也是

由于长期以来“明显亲华”。因为报道立

场问题而遭到媒体的歧视和偏见，在整

个新闻史的发展中其实并不少见。当年

-7.

的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

彼得·阿内特因为声称“美国的战争计

划已经失败”，就被扫地出门。但是因为

亲华立场在西方媒体中遭到歧视或者

被排挤的个案，
%""(

年以来在德国媒体

中倒是高调出现。我们不由得想，中国

的发展到底触痛了一些德国媒体的什

么敏感神经，以至于连他们宣扬的“言

论自由”这样的招牌都要砸了。

言论自由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理

想，人们希望以此捍卫每一个人自由

和公开表达意见的权利。保护每一个

人的言论自由，是人类在走向进步的

过程中政治文明的表现。但是，某些德

国人如此高举政治大旗，倒是让我们

看清了，言论自由其实并没有一套普

世标准，它更像是一种相对权利，或者

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西方媒体一再表

白，希望通过对言论自由的争取，来实

现对政治权力的平衡，并保护真实客

观的新闻报道，但在运作过程中，有些

媒体自身却无法摆脱与这一信条相反

的政治困境。

众所周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

言论自由被西方国家作为批评中国人

权状况经常使用的武器。这种批评往

往充斥了对中国政治制度、人权状态，

甚至是历史文化的偏见。一些西方人

用一种普世理想作为政治武器，攻击

另一个国家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这种滥用西方话语优势的做法迟

早要付出代价。

换句话说，一些人批评中国的出发

点就错了。他们抨击中国时缺乏起码的

善意，也操作得很不认真，根本不想或

是不屑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无视中国

从经济到政治以及人权领域的巨大进

步，批评中国时信口开河，只要在西方

听着顺耳就行了。这种“逢中必反”的心

态影响了一些西方的媒体人和社会精

英，使他们面对中国时失去了基本的实

事求是精神，以及对不同声音的宽容

心。于是乎，批评中国，可以尽情自

由；为中国说公道话，则要严厉追究。

批评中国，没事实可以编造，小题可

以大做；褒扬中国，有事实也不行。张

丹红事件表现出来的就是类似的虚伪

和霸道。

据说，张丹红事件中也有一些敌视

中国政府的华裔政治流亡者在捣乱，他

们四处活动，给德国之声施加了压力。

这些因素或许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是，

看看西方媒体及其知识精英在遭到来

自非西方世界的压力，特别是伊斯兰世

界的压力时，他们在保护“自己人”时表

现出来的坚决，和在张丹红事件中的表

现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容不下张丹红

的一个话筒是目前德国新闻界相当普

遍的感受。

一些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将言论自

由作为对华的舆论武器，他们高高在

上地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后知后

觉”，他们能够站在人权的道德高地

上，随意地指责中国。然而历史的车轮

是在转动的，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不

可能没有巨大的政治进步做支撑，也

不可能不带来中国人权事业的快速发

展。狭隘的恰恰是西方的一些知识精

英，他们跳不出在中国问题上的固有

思路。更糟糕的是，他们自己还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

（转自《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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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者

核心观点
“逢中必反”的固有心态影响了

一些西方的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使

他们面对中国时失去了基本的实事

求是精神，以及对不同声音的宽容

心。他们也因此陷入了与西方新闻

自由信条相反的政治困境。

非洲孔子学院院长
北京共议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吴晶）
非洲孔子学院建设工作会议

$

日在京召开，来
自非洲

"%

个国家
"$

所孔子学院和
%

所孔子课
堂的院长及其所在学校的校长齐聚北京，与

"&

所中方合作大学的代表共同研究中华文化和汉
语教学的推广。

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孔子学院是中非合
作在新时期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开始与非
洲各国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合作，共同建立孔
子学院，目的就是帮助当地人民，特别是青少年
学生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促进中非在经济、教
育、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孔子学院在不断满足非洲朋友学习汉语
需求，促进彼此的交流与学习方面，发挥了独特
作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校长乔治·马果哈说，
“同时，它也拉近了非洲与中国的距离，增进了
我们的友谊。”

据了解，非洲已有
"'

个国家建设了
("

所孔子学院。而在全球范围内，已开办孔子学
院

($"

所，分布在
$$

个国家和地区。开设各
种层次的汉语课程

)***

多班（次），学员达
"*

万人。

专家剖析
脑卒中病发率偏高原因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王淑军）
!"

月
(

日是全国高血压日。一项研究显示，因为中
国的高血压患者

$:*

以上伴有一种体内物质的
升高，从而使这部分人群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增
至

!%

倍。专家指出，这可能是中国脑卒中病发
率偏高的重要原因。

在今天由健康时报、人民网等主办的“控制
高血压，预防脑卒中”座谈会上，世界高血压联
盟主席刘力生教授介绍，这种体内物质叫同型
半胱氨酸（

5.;

），是蛋氨酸在人体细胞代谢过
程中的中间产物。它在血液中的含量超过一定
浓度时，就会损伤小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栓，
给大脑带来致命的威胁。

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与安徽医科大学安徽
省生物医学研究所进行的相关合作研究，历时
!%

年对
$

万多人进行平均
&

年以上的跟踪，发
现，单独存在高血压或高

5.;

血症的患者，脑
卒中发生的风险分别为健康人群的

$

倍和
*

倍。而高血压和高
5.;

血症同时存在者，脑卒
中发生风险则猛增至健康人群的

!%

倍。高
5.;

成为中国人高血压的大帮凶。
让人忧虑的是，中国高血压患者中大约

$:*

伴有
5.;

升高（每升血浆
5.;

超过
!"

微摩尔），表现为高
5.;

血症。其中，女性高
血压患者的

&"<

存在
5.;

升高，而男性则高
达

+!<

。
刘力生指出，根据多重危险因素联合控制

的理念，建议我国的卫生和药监部门对于同时
控制血压和

5.;

的复方药物的研发和临床应
用给予大力支持，以提高高血压患者长期治疗
的依从性，从而有效降低排列在我国首位死因
的脑卒中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目前，我国有
!'%

亿高血压患者，脑卒中患
者约

&""

万—
#""

万人，每年新发脑卒中患者
超过

%""

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