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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家培训“绅士”和“淑女”的礼仪学校
推出新课程，教人们如何在虚拟世界举止文明。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这家“英国礼仪学
校”位于英国首都伦敦的时尚富人区，于2018年9
月推出网络礼仪课程，要价 2400英镑，教人们在
虚拟世界如同在公众场合一样讲礼貌。

课程告诫学生：不要在愤怒时发帖，不要用俚
语或首字母缩写发帖或留言。例如，不要用 imo表
述“在我看来”（in my opinion）。课程指导原则
中写道，即使在网络世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行为礼仪的“黄金准则”。

该校校长菲利普·赛克斯说，网络礼仪课程能
够帮助学生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具备“情感韧性”。
有助缓解网络欺凌现象。他认为，网络发达，人们
在虚拟世界所留痕迹不易消除，“你只有一次机
会”。这家学校先前向有意成为绅士和淑女的客户
提供礼仪培训，让他们能够得体地出席婚礼或下午
茶活动。 （据新华网）

伦敦：
网络礼节“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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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公务员制度，如果一言概括就是“铁打
的公务员，流水的官员”。

德国的公务员聘用也和中国一样，是通过招聘
考试进入的，并获得公务员资格。同样的，德国的
公务员也是终身制，如果没有犯错就不得解雇。

德国公务员法条有一段话就是：公务员是全体
公民的公务人员，服务于全体公民，不能听命于任
何党派、政府机构，以及个人。

拿一个城市来作举例，市长是每隔5年选举产
生，而由市长任命的重要部门的领导也是随着市长
的选举转换的，但是市里面的各个部门的工作人
员，包括“处长”等都是政府公务员，不随领导的
转变而转变，岗位终身制。

在德国，公务员和政客是严格分开的。公务员
在工作时候绝不允许有政治表态和倾向，如果公务
员要从政，也只能离开公务员岗位通过竞选。

事实上，德国的公务员收入中等，但工作环境
优越福利好，另外休假也多，因此大多德国公务员
都“不求上进”，比较安于现状。

德国这样的体制优点是可以避免公务员受到上
层政治家的影响，被“有野心的政客”利用，也保
证了不论哪一党派执政，国家机构的运转始终如
一。但缺点是这样的体制制造了官僚制度，许多事
情会拖得很久。

德国公务员的薪金制度和晋升制度也导致了许
多公务员情愿“碌碌无为”。因为有公共事业工作
人员公会组织，所以公务员的工资是有标准的，随
着时间而每年递增，并非一定是级别高的公务员工
资就一定高于级别低的公务员。某些德国公务员因
为工作时间长久，工资甚至比上级领导高。

另一方面，德国公务员的晋升空间也不大，因
为“顶层领导”都是属于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所以
公务员并没有实际的决策权，也没有可能成为“地
区或者部门领导人”，因此公务员一般一个岗位一
待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如果想要做更大的

“官”，就得从公务员队伍出来参加竞选，这就使得
大多数公务员无心从政，喜欢按部就班的工作。

所以，和中国公务员不同的是，德国公务员大
多安于现状，“碌碌无为”。但同时公务员因为有很
好的福利（尤其假期要比别的工作多），又不能被
辞退，所以公务员生活很安逸。

摘自《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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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 2019 年？新年期
间，全世界都在寻求答案。

过去一年，世界经历了太多的争吵、动荡、对
峙。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多国发起贸易战
引发国内外批评，英国陷入“脱欧”乱局、法国爆
发“黄背心”运动、德国政府遭遇执政危机、俄罗
斯总统普京支持率罕见下跌。不只是大国，意大利
经济滑向衰退、瑞典至今没能组建政府，许多国家
都步履艰难。这种动荡与争执使得俄罗斯世界杯的
欢乐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缓和被大折拆扣。

在美国彭博社看来，2018年对于多国领导人
来说是“悲苦的一年”。

2019会发生什么？一大堆悬念横在前方：美
国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后会不会弹劾特朗普？美俄围
绕《中导条约》的冲突会引发核军备竞赛吗？印度
总理莫迪能否成功连任？朝鲜半岛核谈怎么走？这
其中尤以中美能否达成贸易协议最引人关注，它可
能决定世界经济的增长以及国际关系的大气候。

国际危机组织主席罗布·马利在美国《外交政
策》网站上撰文提醒，应关注 2019年可能发生的

“十大冲突”：也门，阿富汗，美中，沙特、美国、
以色列和伊朗，叙利亚，尼日利亚，南苏丹，喀麦
隆，乌克兰，委内瑞拉。

德国《七彩》杂志称，2019年是中国农历猪
年，希望这是“幸运的一年”，如果贸易战平息、
英国软脱欧、经济复苏、中东等地区走向和平，那
将是最好的前景。

德国《焦点》周刊评论称，2019年全球的经
济和政治走势都将受到中美贸易磋商结果的影响。
可以肯定，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将继续提升，将更多
参与国际事务、影响全球政策，在科技领域，由于
人工智能、5G技术等处于世界顶尖水平，更是如
此。

俄军事科学院院士苏达诺夫对俄Regnum新闻
社表示，2018年与中国的激烈对抗，导致美国的
战略地位大幅削弱。同日，韩国《东亚日报》报道
称，美中贸易战或许会推迟，但阻止不了中国经济
迈向世界顶峰。

摘自《环球时报》

多国经历“悲苦一年”
各方期待新年转机

世界忐忑中迎接2019

2018年 12月 14日上午 7时 49
分，中央芭蕾舞团原团长李承祥
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 87 岁。
普通观众对于李承祥这个名字或
许会感到陌生，但一定熟悉他的
代表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

1964年，33岁的李承祥带领
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
芭蕾舞团前身)一众年轻人开始排
练 《红色娘子军》，当时他们无
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部剧将在共和
国文艺史上扮演那么重要的角
色。当年在中国，李承祥与蒋祖
慧 (丁玲之女）、王希贤等人共同
编导的这部舞剧，一度成为芭蕾
的代名词。那代人就算不知道这
门外来艺术为何物，也知道这出
戏。

李承祥是最早提出想把电影
《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的
人，他觉得“娘子军”很适合用以
女性舞蹈为主的芭蕾舞来展现。但
起初，大家都对用浪漫、梦幻的芭

蕾来演绎“女奴斗恶霸”的革命题
材信心不足。演惯了公主、仙女的
女演员们，都被拉去军队接受训
练。

1964年 9月 26日，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正
式公演，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随后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每次演出
结束，掌声经久不息。李承祥记
得，“我演的是反派南霸天，不敢
站到前面，也不敢痛痛快快地欢
呼，只好暗地里鼓励扮演洪常青的
演员替我多喊几声。”

老照片上，青年李承祥浓眉、
宽脸，戴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忠
厚文静，算不上飘逸、高贵的芭蕾

“王子”长相。那个年代，年轻人
能够把艺术作为人生追求是件相当
奢侈的事情。他是河北省清苑县
人，1949年在华北大学念戏剧科
时加入了文工团。开国大典期间，
他参与了舞蹈家戴爱莲创排的大型
歌舞《人民胜利万岁》，曾在北京
怀仁堂演出，之后成为第一批职业

舞团成员。
和同代舞者一起，李承祥经历了

中国芭蕾从无到有的历程，并很早就
展现出舞蹈编导方面的才能。上世纪
50年代，伊莲娜、查普林、古雪夫
等一批前苏联芭蕾舞专家来到中国培
养师资。李承祥在担任古雪夫助手期
间，不仅自己要出演角色，还被要求
在排练厅的高台上坐着，看古雪夫指
导“小天鹅”们跳舞，直到把每个环
节都背了下来。

1984年，李承祥被文化部任命
为中央芭蕾舞团团长，之后一直致力
于舞团组织、舞蹈教育工作，还陆续
创作了 《沂蒙颂》《林黛玉》 等舞
剧。时至今日，《红色娘子军》在国
内外累计演出已达四千多场。晚
年，李承祥除了参加外事出访、文
艺活动，还频频作为中国第一代芭
蕾人代表在媒体上露面。他出版过
两本文集，书名正是作者一生最好
的总结：“舞蹈生涯 50年”和“情
倾芭蕾”。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李承祥：情倾芭蕾50年

柳百成和“队员们”

“我是突然接到清华机械系
的通知，说要选拔人到美国去留
学。我喜出望外，没有想到过
……”如今已是 85岁高龄的柳
百成院士回忆起了 40年前的那

段留学岁月。
柳 百 成 告 诉 记 者 ， 1978

年，中美进行建交谈判时，谈到
要派遣赴美留学人员。为了了解
美国的大学情况，我国派出一个
教育代表团赴美考察。回国之
后，代表团成员指出，中美差距
很大，希望尽快派遣人员赴美留

学。第一批赴美学者从北京、天
津、上海的高校和研究院所中选
拔考核。“在德才兼备的前提
下，就是考英语。到最后，北京
大学共选定 11人，清华大学选
定 9人，中科院(含北京分院和
上海分院)、北京其他高校，以
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上海科
研院所等选定 30人。在这 50人
即将登上飞机前，北大又有两名
老师受到美国方面邀请赴美学
习。这样，我们第一批留美人员
就是52人。1979年1月1日，我
们全体访问学者在中国驻美国联
络处，见证了中美正式建交。邓
小平访美时，我们还参加了在华
盛顿的多项活动。”

到达威斯康星大学后，柳百
成借住在美国人的家里。“我发
现房东太太有个八九岁的小儿子
在玩苹果电脑，那是我头一次看
到计算机，这个对我触动很大。
我出国留学那年，清华机械系还
没有电脑。当时我已过不惑之
年，但下决心也要开始学习计算
机。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了一年
半之后，我又去麻省理工学院
(MIT)学了半年。当时，MIT 的
铸造凝固领域在国际上是最前沿
的。回国后，我用所学开辟了新
的研究领域，就是将信息化技术
和传统铸造技术深度融合，用模
拟仿真技术提升传统铸造学科的
水平。目前，在这个学科领域，
我的研究团队在国内处在领先地

位，在国际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我
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为知识分子
带来了春天，赴美留学是我学术人
生的里程碑。”

据柳百成介绍，第一批公派赴
美的 52名留学生后来悉数按期学
成归国。此后，在这批公派留学生
中，走出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专
家，甚至是学术领军人物，其中 7
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
院士。

全球留学潮

1981年，自费出国留学政策
放开。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
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国热”
迅速升温。1993年，“支持留学，
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
方针被写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
件，给了出国留学人员更广阔的空
间。进入 21世纪，出国留学更是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不仅留学
人数大幅增加，留学目的地也扩展
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至
2013年，中国每年出国留学的人
数从不到12万增长到了接近40万。

根据 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
国留学发展报告》，当年中国出国
留学人数占全球总数的 14％，位
居世界第一。一个曾引发热议的现
象是，虽然在 2005 年至 2013 年
间，欧美留学费用逐年攀升，但依
然没有阻挡中国留学热潮，这与中

国家庭收入持续增长有很大关系。
到 2012年前后，走出国门的

留学生中逃避高考一族少了，将目
标锁定常春藤名校的优秀学生多
了。同时，留学人群低龄化现象出
现。到2012年，15~18岁年龄段的
学生，已经占到中国留学生总数的
22％。

世界需要中国留学生

中国留学热潮产生的一个不可
忽略的国际背景是，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
济低谷，中国庞大的国际教育需求
和消费能力为国外院校和教育相关
行业所看重。根据 2012年的统计
数据，中国的境外留学消费大约在
1500亿～2000亿元人民币，中国
成为世界第一留学消费大国。

与此同时，大批留学生回国
后，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如
今，中国留学人才加速回流的态势
已成“现象级”：1978年，归国人
员仅以数百人计；2009年回国人
员数量首次突破 10万人，2012年
27万人，2016年突破40万人……

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表
示，归国的中国留学生给国内带来
了许多新思想、新文化，自觉担当
起中国全方位开放的先遣队，充当
着中国与世界交流沟通的天然桥
梁。

摘自 《环球》《中国经济周
刊》《中国教育报》

从公派学习、自费出国，到人才回流成“现象级”

海外留学40年变迁

1978年12月26日，52名中国师生登上了途经法国巴黎前
往美国纽约的飞机，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公派赴美留学生。至
今，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及机械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还记得卓琳代表邓小平对留学人员的嘱咐：“努力学
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40年来，留学成为中国和世界联
接的一条纽带，而留学回国人员取得的成就也格外引人瞩目。

慈善先行“拾遗补缺”

27年来，陶斯亮先后任职
过三个基金会，开展了多项公益
慈善项目，但“做着做着就做不

下去了”。
1991 年，陶斯亮加入中国

医学基金会，兼会长。一次，她
偶然接触到第一个慈善项目“智
力工程”。当时，面临解散的河
北承德地病办向中国医学基金会

求救，通过他们，陶斯亮了解到
碘缺乏症患者这样一个数量庞大
的边缘群体。1993年，中国医
学基金会开展了“智力工程”，
首先是保住了地病办这样一个机
构，促使地方政府关注碘缺乏病
问题。一年后，国务院颁布了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
条例》（163 号令），“智力工
程”逐渐中止。

2000 年，在中国市长协会
担任专职副秘书长的陶斯亮来到
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被当地严重
缺水的贫困面貌以及大量儿童辍
学的情景所触动，于是联合协会
的女市长们发起东乡助学行动。
2006年，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东乡助学行动逐渐退出。

2005 年，陶斯亮出任中国
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简称“听
基会”)理事长，在听基会发起

“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2009
年，在基金成立仪式上，陶斯亮
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介
绍，如果在6岁以前就能安配助
听器，聋哑儿童是完全可以回归
正常生活的。当时中国这样的儿
童有 80万，而一个助听器只要
8000多元。俞正声随后向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建议，由
政府出面将6岁以前的聋哑儿童
救助管起来，引起国务院的重
视，不久就拨了4亿元，专项用
于聋哑儿童救助。如此一来，聋
哑儿童从出生就被政府包干救

助。于是陶斯亮将听力救助的工作
重心转到老人上。

“每当我们一项慈善活动的终
止，就意味着国家的一个进步。”
在2018年8月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慈善论坛的演讲中，陶斯亮
将爱尔基金定位为“拾遗补缺”，

“凡政府一时顾不上的，我们就先
行干起来。”

解决“无米下炊”窘境

到听基会的时候，陶斯亮首次
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开始试
着用慈善晚宴的方式募捐，一桌饭
菜认捐 1000元，第一次公开募捐
就筹集了七八万元。但对于数量庞
大的聋哑人士而言，这些捐款只是
杯水车薪。

后来，陶斯亮找到美国斯达克
听力技术公司，用诚意打动了公司
创始人奥斯汀，并签订了“世界从
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10 年合
约，所有助听器和服务都由斯达克
无偿捐赠和提供，组织动员工作则
由各地残联包干，解决了项目的资
金困境。

2016年 《慈善法》 颁布，为
了专业化运作和管理公益慈善项
目，当年 3 月，中国市长协会将

“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升级为独
立的慈善法人机构，以助残、助学
与扶贫为主要内容，基金会还设立
了脑瘫儿童救助的“向日葵计
划”，以及五个助学项目——爱尔

圆梦、爱尔育才、爱尔美育、爱尔
图书角和苏萍奖学金。下一步，陶
斯亮希望引进自闭症儿童救助项
目。

慈善不是单打独斗

陶斯亮希望将爱尔公益做成一
个平台，让所有的要素在这个平台
上集聚。有真金白银捐款的企业
家，有技术精湛的医生，还要有政
府的介入，帮助找到需要救助的病
人。“将这些要素集合起来，才能
够做成这件事情。慈善绝不是单打
独斗就能干的!”她说。

这些年来，爱尔公益在脑瘫救
助和听力救助两个项目上开始寻求
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合作。对
于目前的互联网募捐，陶斯亮也开
始探索和尝试。不久前，爱尔公益
基金会和美国欧几里德系统公司签
订了“爱之光——视觉关爱公益项
目”的战略合作协议，该项目致力
于青少年视力筛查和近视防控。

在陶斯亮看来，慈善项目首先
得本着一颗纯粹的公益心，不能打
着慈善的旗号而干盈利的事情。同
时，还要广泛宣传动员，得到社会
的关注和支持。这些年，爱尔公益
开始在地铁投放广告，陶斯亮也开
始面对媒体，推广爱尔的慈善项
目。在陶斯亮看来，慈善公益最终
还是应该形成社会性，否则光自己
封闭地搞公益，最后一定是事倍功
半。．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每当我们一项慈善活动的终止，就意味着国家的一个进步”

陶斯亮：“拾遗补缺”做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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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亮：“拾遗补缺”做慈善

陶斯亮（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是北京爱尔公益基
金会创会会长，从事慈善事业 27年。仅在过去的一年时间
里，她所领导的公益机构就义诊筛查了上千名脑瘫患儿，累计
救助近 400名脑瘫患者。从最开始“卖桌子”，找“红二代”
的老哥老姐们站台募款，到现在一年比一年成熟的“爱尔公益
慈善之夜”，陶斯亮将慈善做成了持之以恒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