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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家财商培训机构近期推出“儿童商学

院”，培养孩子的“财商”，“让孩子具有企业家精神”。

据介绍，上课的是一群 /岁到 && 岁的孩子，他们大

多家庭殷实富足，学费最高一年 #万元。据说这里的

教材全部从英国进口，训练方式主要以游戏互动、实

地体验为主。一时间，孩子的“财商”培养，又成为不

少社会人士的热议话题。

财商本意为“金融智商”，由当年风行一时的《富

爸爸穷爸爸》一书较早提出。挖掘培养孩子的财商，

不等于让孩子拜金。相反，应该通过财商教育让孩子

正确认识金钱的价值所在，学会如何面对金钱、如何

使用支配金钱、如何通过正常合法的渠道来获取金

钱。中国有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是，仔细环顾我们周围的教育环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财商教育

目前还存在着很多的空白，如何对孩子进行正确的财商教育，确实是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教育新课题。

金钱本身是把双刃剑。不对孩子进行正确的金钱教育，就有可能让孩子在金钱问题上迷失方向，甚至酿

成错误。尤其是近年来，逢年过节的孩子压岁钱就成为不少家长的困惑，如何让孩子们用好数目越来越大的

压岁钱，确实急需加强这方面的“财商教育”。当金融知识与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对

人的生活质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时，适时对孩子进行必要的“财商教育”，恐怕也将逐步成为素质教育的必

要内容和应有之义。“儿童商学院”的新闻，或许是从另一个角度为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提了一个醒：对孩

子进行必要的财富价值观以及金钱的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不应该只是“富二代”们特有的权利，普通人家

的子女，也一样需要接受财商的教育。

近日，网络上有则消息引发关注：汽车依靠 !"#

车灯“对话”，机舱乘客用 !"#阅读灯上网……这些科

幻片里才会出现的场景，有望成为现实。记者了解到，

相关消息来自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个课题

组，他们已经实验成功一种利用屋内可见光传输网络信

号的通信技术 （!$%$）。下个月，&' 台样机将亮相

('&)年上海工博会。

课题组负责人、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迟楠介绍，目前广泛使用的无线电信号传输设备存在很

多局限，它们稀有、昂贵但效率不高。“比如手机，全

球数百万个基站帮助其增强信号，大部分能量却消耗在

冷却上，效率只有 *+。”相比之下，全世界使用的灯泡

却取之不尽，尤其在国内 !"# 光源正在大规模取代传

统白炽灯。只要在 !"# 灯泡中增加一个微芯片，便可

让灯泡变成无线网络发射器。

科研人员不仅实现了在实验室环境中利用可见光传

输网络信号，而且实现了“一拖四”：即将网络信号接

入一盏 &,的 !"#灯珠，灯光下的 - 台电脑即可上网，

离线最高速率可达 ).(*/，实时系统平均上网速率达

到 &*'0，堪称世界最快的

“灯光上网”。

迟楠说，给 !"# 灯泡装

上微芯片后，可控制其每秒数

百万次闪烁，亮了表示 &，灭

了代表 '（二进制的数据）。

“由于频率太快，人眼根本觉

察不到，光敏传感器却可以接

收到这些变化。”这样一来，

二进制的数据就被快速编码成

灯光信号并进行有效传输。灯

光下的电脑，通过一套特制的

接收装置，读懂了灯光里的

“莫尔斯密码”。

课题组的专家们认为，与

现有 ,$%$相比，未来的可见

光通讯安全又经济。,$%$ 存

在的网络安全隐患，在可见光

通讯中会“一扫而光”。而且，

“灯光上网”意味着

更大的带宽和更高的

速度，网络设置几乎

不需要任何新的基础

设施。

“有灯光的地方，

就有网络信号。关掉

灯，网络全无。”迟

楠说，当然，!$%$

技术也有其局限性，

例如若灯光被阻挡，

网络信号将被切断等。更重要的是，“从灯光

通讯控制到芯片设计制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产

品，目前都是研究人员在‘动手做’，还没有

商用的芯片组。灯光上网要真正像 ,$%$那样

走进千家万户，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产业化发

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报北京电 （记者赵晓霞）
记者日前从教育部获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
将于 &'月 +&日至 +#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将围绕“全民终身学习：城市的包容、繁荣
及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探讨学习型城市的特点并
研究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大战略。会议期间还将
举行以“全民终身学习是城市的未来”为主题的市长

论坛。本次会议由教育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将有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
员国、各国城市政府和教育部门官员、联合国有关机
构、企业以及专家学者在内的近 #''名国际代表参加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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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客对华焦虑症再次发作
-010

对中国科学家大门紧闭

太空探索莫让“政治”遮望眼
本报记者 尹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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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将召开

儿童商学院引爆财商教育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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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010）以影响国家安
全为借口，拒绝中国籍科学家（包括在美工作的中国科学
家）参加一项学术会议，这一禁令遭到包括美国科研人员
在内的多国科学家的激烈反对。

-010 位于加州的埃姆斯研究中心，计划于今年 &&

月 ( 日至 % 日举行一场学术研讨会，主题涉及 -010 的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主要是寻找太阳系以外星球的迹
象，对于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的科学家而言，这次会议是学
术日程上的重大事件。

僵化在冷战时代的政治逻辑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官员援引今年 #月
通过的一项法律，拒绝了中国科学家参加一
个将于下月在加州埃姆斯研究中心（0234）
举行的会议的申请，该法令禁止任何中国人
踏入美国航空航天局大楼。

该法律是由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
夫 （56789 :;<=） 发起歧视性举动的一部
分。沃尔夫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权
限在宇航局之上，该法规表面上以反间谍为
由，拒绝外籍人士进入美宇航局的所有设
施。

但该禁令激怒了许多美国科学家，他们
表示他们实验室的中国学生和科研人员受到
了针对性歧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拒绝参加该会议并
加入到抗议行列，一些知名学者以个人或科研团队名义
退出该会议。

根据《卫报》报道，艾伦·波斯是本次会议的发起人
之一，他拒绝谈论事态发展，但表示：“这不是科学事
件，是不幸的政治问题。”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天文学教授
格夫·马尔西称，这道禁令是“完全可耻和不道德的”，美
国将纯粹进行科学研究的特定国家的科学家排除在外，这
是完全不道德的行为。违反良知的行为不能接受，这是底
线。耶鲁大学天文学教授戴布拉·费舍尔表示，当她实验
室的中国博士后被拒绝参加会议时，她才真正了解到禁令
的存在。费舍尔决定退出会议，随后，她的科研团队也宣
布退出。英国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称，美国的禁令是
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由于大量科学家的抵制，-010局长博尔登不得不在
&'日表示，该情况“极为不幸，令人遗憾”，他的办公室
一直在努力纠正错误，并承诺将重新审查中国研究者的与
会申请。遗憾的是，这些科学家仍需要通过安全检查，这
一过程通常要耗时数周，由于美国政府停摆，-010$/>

雇员无限期休假，埃姆斯研究中心也处于关门状态，目前
无法进行审查流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指出，美国对中国科学家的
严防死守是用典型的冷战思维绑架国家利益。以前我们对
美国是望其项背，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能看见他
了，个别的领域还能踩到他的脚跟了，美国的心态就变得

草木皆兵，怀疑一切。
记者打开 -010 的官方网站发现，截至 &/

日，仍无法访问。直到当日，美国白宫宣布?在参
众两院相继通过了旨在解决债务违约危机和结束
政府停摆局面的议案后@总统奥巴马才下令所有的
联邦政府雇员于 &/日回到工作岗位上。

“沃尔夫条款”实施以来，不仅来自中国的官
员与科学家无法与美国航天局进行交流与合作，甚
至在美国机构工作的中国籍研究人员、在美国学校

学习的中国籍学生都受到牵连。
公开报道显示，中国申请者会收到谢绝参加的回复邮

件，寄信人是宇航局开普勒项目组的专家马克·麦瑟史密
斯。“非常不幸……今年 #月美国通过的法律禁止任何中
国公民参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部门举办的会议，考虑
到安全问题，近期国会已采取行动，在美国其他机构工作
的中国公民也同样适用该禁令。”

理论上，美国航天局可以为参加学术会议的一些中
国籍研究人员或申请实习机会的中国籍学生申请特别豁
免权。但有报道称@美国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今年
已下令禁止接待一切中国访客。甚至博尔登本人要访问
中国也顾虑重重，博尔登上个月底到北京出席第 !( 届
国际宇航大会，据称也申请了特别许可。

此外，美国国会近期的举动包括今年 !月通过了该
法案的新增条款，禁止美宇航局基金以任何形式与中
国合作。据称，该条款引起了由美宇航局提供基金支
持的科学家们的恐慌，他们可能不得不断绝与中方的
合作，并不再接收中国学生。

而制定该条款的沃尔夫本人
却把禁止中方人员出席天文会议
的责任推给了 -010，声称由他
发起的禁令不禁止涉及中国个别
人员的活动，除非他们是中国政
府的官方代表，-010的决定是

“对这项法律的错误和不准确的解
读”。
英国牛津大学的天文学家克里

斯·林陶特称，将政治因素强加于科
学，让其震惊且不安。科学本应面向
所有人，因国籍问题限制科研者参加
会议，这违背了多年的实践原则，好
像又回到冷战时的俄罗斯与西
方物理学家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日
表示，中方注意到这种歧视性做法
已经引发许多欧美科学家的反对和
抵制，认为学术性或科研性活动不应
被政治化。
事实上，美国在空间科技合作方

面，对中国历来保持审慎拒绝的态度。
据媒体报道，此前国际空间站建设项目
就多年拒绝中国甚至华裔科学家参与，
而中国在执行嫦娥一号探月任务期间提出
的帮忙申请也被拒绝，美国的太空通讯网
络 （由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
点组成）不给该任务提供服务，结果是欧洲

航天局给中国提供了与卫星沟通的深空网络。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美航天合作实际上对双方都有

利。
美国太空网一位前国际空间站站长的文章称，美国的

航天飞机两年多前退役，导致 -010 和其他国家的航天
机构只能依靠俄罗斯飞船运送航天员往返空间站。现实

是，-010没有足
够的预算去维持国
际空间站以外哪怕
是中等规模的探索
项目。美国的不少
伙伴发现与中国合
作更有吸引力。
+''# 年，中国公
开请求加入国际空
间站时，遭美国断
然拒绝。此后几
年，俄罗斯人、欧
洲人甚至加拿大人
都呼吁将中国纳入
合作关系。从政治
和技术上讲，让中
国成为伙伴对大家
是共赢。

美国航天局局
长博尔登今年 $月访问北京与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会见
时曾表示@美国航天局高度重视与中科院的合作@希望能与
中科院在对地观测数据共享和科研项目等方面开展更多的
务实合作@并就双方未来合作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

然而@只要“沃尔夫条款”这种冷战思维的产物一直存
在，中美科学合作必然还要受到重重阻碍。类似沃尔夫这类
美国政客的焦虑与短视，牺牲的终将是全人类的福祉。

地球村开放合作是正途

封闭政策折射老大帝国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