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裘雯涵

开荒、采矿、林火摧毁大片栖息地

考拉30年内在澳一州灭绝？

新华社特稿 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委员会长达
一年的调查显示，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考拉可能
2050年前在新南威尔士州灭绝。

这份 311页的调查报告 6月 30日发布。 报告
显示，过去十年来，新南威尔士州开荒、城市发展、

采矿和林业致使考拉不断失去栖息地。今年年初刚
结束的林火季摧毁新南威尔士州大约四分之一的
考拉栖息地，在局部地区甚至多至 81%。

调查报告提出 42项建议， 包括紧急普查考拉
数量、在城市发展计划中优先考虑保护考拉。新南
威尔士州州长发言人说， 州政府会考虑这份报告，

已承诺为保护考拉拨款 4400万澳大利亚元。

暑期提供三处空屋以赚取人气

意村庄推出限时免费住宅
新华社特稿 意大利南部一座村庄为吸引游

客，推出免费住宿活动，今年 7 月至 9 月间到那里
游玩的客人有机会在三处空屋免费住宿至多一周。

圣乔瓦尼－因加尔多村位于莫利塞区， 风景如
画，距离罗马约两小时车程。与意大利南部不少村
庄情况类似，多数年轻人外出找工作，村里人口连
年下降，许多房屋空置。

英国《都市日报》报道，作为“给你莫利塞”项目
的一部分， 圣乔瓦尼－因加尔多村想出暑期向游客
提供免费住宿的点子，以赚取人气。村子共提供三
处空屋，游客可至多免费住宿一周，条件是申请者
不能在当地有房产或亲戚，需填写表格说明想到那
里旅游的原因，发送给村文化协会报名。据悉，村子
迄今收到至少 600份申请。

年青一代引领迁居潮流

“大首尔”人口超全国半数
新华社特稿 韩国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首都

首尔及其周边地区人口今年预期达到 2590 万，首
次超过韩国全境其他所有地区人口总和 2580万。

这将是韩国统计局 1970年开始记录人口数据
以来，首尔暨京畿道、即“大首尔区”人口第一次占
全国人口半数以上。统计局说，多数预测显示今后
50年全国总人口呈下降趋势，人口向首都及周边地
区集中的趋势却可能持续。

韩国政府曾试图将部分公共事务机构迁移至
首都以外地区，以减轻大首尔区人口压力。但迁移
工程接近尾声的 2017年，大首尔区人口又现增长。

韩联社报道，不少人迁居大首尔区寻找更好的
工作机会， 另一些人则为首都的教育资源而来。迁
居首都潮流主要由年青一代引领。

可语音识别，可翻译外语，可录音

日企推出蓝牙智能口罩
新华社特稿 日本一家技术初创企业推出一

款蓝牙智能口罩，能将听到的话转化为文字并翻译
成 8种外语，还自带扬声和录音功能。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这家企业名为“甜甜圈
机器人学”， 在日本众筹网站筹集资金研发出这款
名为“C 口罩”的产品。产品为白色塑料材质，其实
是口罩外壳，中心位置有类似扬声器的网孔，两侧
各有一道豁口。 用户将普通口罩挂绳穿过豁口，即
可同时戴上普通口罩和“C口罩”。使用时，“C口罩”

经蓝牙连接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企业首席执行官小野泰介（音译）说，这款智能
口罩使用的技术源于企业开发的机器人产品。企业
目前打算生产 5000 个“C 口罩”，定于 9 月在日本
上市，零售价 3980日元（约合 261元人民币）。

■本报记者 李雪

反种族主义抗议声浪席卷美国，各高校自审历史，为争议学院改名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将“移除”前总统
在反种族主义抗议浪潮中， 美国多所高

校、企业和机构纷纷“自省”，移除种族歧视“黑
历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上月底宣布，将把美
国前总统、 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伍德罗·威尔
逊的名字从两所学院名中移除，原因是威尔逊
“不光彩” 的种族主义历史让他不再适合被表
彰为学生的榜样。

“必须毫不含糊”

普林斯顿大学 6月底发布声明称，将把威
尔逊的名字从公共政策学院名称中除去，改名
为“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此外，原来的“威尔
逊学院”将被改名为“第一学院”，纪念其作为
“第一所住宿制学院”的地位。

声明称， 之所以采取这一不同寻常的举
措，是因为学校认为，威尔逊的种族主义思想
和政策让他的名字不合适出现在学院名中，

“学院的学者、 学生和校友必须坚定地致力于
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祸害。”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鲁
伯在声明中说:“即使以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衡
量，威尔逊的种族主义也很严重，影响深远……

他不仅默许，还加剧了这个国家一贯的种族主
义做法，这种做法今天仍在造成伤害。”

路透社指出， 这一做法和 2015年形成了
鲜明对比。2015年 11月，一群普林斯顿大学学

生也对学院中威尔逊的大名进行抗议，但学校
在 2016年决定保持学院名字不变。

为何学校时隔 4年改变了主意？对此，校长
艾斯格鲁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
文章进行解释。他表示，直到本月之前，他一直
都反对移除威尔逊的名字， 是因为威尔逊帮助
创建了他所热爱的普林斯顿大学。 在威尔逊担
任校长期间，他将一所“没有活力”的学校发展
成了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不过，艾斯格鲁伯也承认，普林斯顿大学
对威尔逊的表彰建立在对种族主义的忽视上。

正是这种“视而不见”，导致美国长期以来对非
洲裔的区别对待。在“弗洛伊德之死”后，他认
为“我们消除种族主义的承诺必须毫不含糊”，

这就是他改变主意的原因。

威尔逊做了什么
威尔逊曾于 1913 年至 1921 年期间担任

第 28任美国总统。1902年至 1910年， 他曾任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他被认为是国际联盟的缔
造者，即今天联合国的原型。1919年，威尔逊被
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尽管威尔逊是美国历史上进步主义
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但对种族隔离和奴隶制的
庇护让他广受争议和批评。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威尔
逊曾表示，非裔农奴“很高兴并且得到了很好
的照顾”。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他曾

拒绝录取非裔美国人。

2013年，在威尔逊就职总统 100周年纪念
日上，波士顿大学帕迪全球研究学院历史和国
际关系教授威廉·基洛曾撰文指出， 威尔逊在
任期内推行了许多种族主义政策。比如，在实
行种族融合数十年之后，威尔逊默许联邦机构
重新进行种族隔离。非裔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
员被要求使用分开的办公室、 餐厅和洗手间。

当非裔领导人代表团在白宫和威尔逊会面，抗
议种族隔离政策时，威尔逊大发脾气道：“种族
隔离不是屈辱，而是一项恩惠。”

1915年， 威尔逊曾在白宫组织无声电影
《国家的诞生》的私人放映会。这部电影将 3K

党称赞为南方生活方式的勇敢捍卫者，还对非
裔美国人极尽贬损。威尔逊称赞电影为“出色
的作品”。

近日，乔治·弗洛伊德、布雷娜·泰勒和其
他非裔美国人接连因警察暴力执法而死。普林
斯顿大学称，现在将种族主义者从学院名字中
移除显得更为紧急，威尔逊不再适合被表彰为
学生的榜样。

不过声明也表示，将“继续承认和尊重威
尔逊的杰出成就”。 尽管学者对如何评估威尔
逊任期内的成就持不同意见，但很多人还是将
他列为美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认为他的远
见卓识推动了世界发展。

基洛教授也曾发表观点称，要辩证地看待
历史人物：既要谴责他们的缺点，也要承认他

们的成就。

高校纷纷自审
自 5月 25日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因白人警

察暴力执法身亡后，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席卷
了整个美国。一个多月来，抗议者在各地示威，

要求结束系统性种族主义。

法新社称，抗议浪潮中，包括各高校、企业
和机构同样也在审视自身在系统性种族不公
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无独有偶，最近新泽西州蒙茅斯大学的校
理事就投票决定，将威尔逊的冠名从学校大礼
堂上移除。学校称考虑改为纪念大礼堂首席设
计师朱利安·阿贝勒， 他也是最早受到专业培
训的非裔美国建筑师之一。

近日，另一位美国前总统也被“移除”。纽
约市市长德布拉西奥办公室表示，将应美国自
然历史博物馆的要求， 移除博物馆前的西奥
多·罗斯福前总统雕像。 该雕像描绘出罗斯福
比原住民和非裔“高人一等”。

抗议声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争议性历史
人物雕像也纷纷“倒下”。美国国内也掀起移除
内战时期维护奴隶制的南方邦联纪念物及标
识的浪潮。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在延续对
抗议者的强硬立场。特朗普上月底签署一项行
政令， 要求加强保护美国纪念物并严惩破坏
者。特朗普在推特上称，破坏者将面临“长期监
禁”，并再次强调了“法律与秩序”。

多家化妆品巨头宣布停用“美白”宣传语

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在全球范
围引发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如今影响蔓延到
了商业领域。法国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上月底表
示，将从其晚间护肤产品中删除“美白”等词。

删除敏感字样
欧莱雅在声明中表示， 公司已决定从所有

晚间护肤产品上，删去“美白”“白皙”“亮白”等字
样。美联社解读称，欧莱雅此举，背景是弗洛伊
德之死引发全球范围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

上月早些时候，欧莱雅在社交平台“推特”

上表示，它“与非洲裔社区站在一起，反对任何
形式的不公正……说出来是值得的。” 这一表
态招致一些负面评价。有评论认为，该公司的
商业模式和广告主要面向白人消费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英国
模特门罗·波道夫曾是欧莱雅英国公司第一位
变性模特，后来在 2017年被该公司解雇。波道
夫对该品牌进行抨击：欧莱雅“把我扔进了狼
群，因为我公开谴责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

此后，该公司重新聘用了波道夫，她还加
入了欧莱雅英国公司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咨询
委员会。

多家公司联动
欧莱雅不是唯一一家进行改变的公司。

最近几周， 有超过 1.8万人签署了两份请
愿书， 要求联合利华停止其 Fair & Lovely系
列产品生产。

一份请愿书称，“产品建立、延续并受益于
内化的种族主义，促进了反非洲裔情绪”。第二
份请愿书称，这种霜“告诉我们，我们的肤色有

问题， 我们必须穿浅色的衣服才能感觉漂亮、

才感觉自己有价值。”

联合利华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子公司表示，

在当地市场销售的 Fair and Lovely 美白霜将
停止使用“白皙”一词。英荷合资公司联合利华
去年在印度因该产品获利约 5亿美元。联合利
华表示，该品牌“致力于赞美所有肤色”，此举
旨在朝着“更具有包容性的美丽愿景”迈进。

不过，作家普尔纳·贝尔认为，联合利华的
声明 “非常令人失望”。“它不足以弥补因肤色
歧视而造成的不可言喻的精神和情感伤害。给

产品重新命名没有任何意义———那只是颜色
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她说。

同样作出改变的还有美国强生公司。强生
公司上月底宣布，将停止在亚洲和中东销售一
些号称能减少黑斑的产品。

还有几家美国公司已经表示，他们将考虑
改变自己的视觉形象。玛氏公司称，正在考虑
调整“本大叔”品牌使用的白发非洲裔男性图
案。百事公司旗下的桂格燕麦公司宣布，将停
用具有 130 年左右历史的“杰米玛阿姨”品牌
形象，因该品牌源于非洲裔的种族歧视形象。

雀巢公司表示，将重新命名旗下两款“艾
伦”品牌棒棒糖，理由是这些产品被认为带有
种族色彩。与此同时，高露洁公司正在“重新审
视”其牙膏品牌“黑人”。

而在印度，几位宝莱坞明星因为美白产品
代言而受到抨击，其中包括演员、前世界小姐
普里扬卡·乔普拉。

受到密切关注
各公司的上述行为受到外界密切关注：支

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否仅仅停留在表面？

德国护肤品牌妮维雅的母公司拜尔斯道
夫在采访中表示，该公司“反对种族主义和任
何形式的歧视，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妮维雅的“自然公平”系列产品销往中东、

印度、尼日利亚和加纳等国。在其中东网站上，

该产品被描述为能够“防止肤色变黑”。

当英国广播公司（BBC）提问妮维娅是否
会修改描述时，妮维雅方面表示，该产品含有
SPF-15，“有助于防止任何皮肤类型的晒伤，比
如不规则的深色色素沉着。”

该公司还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对所有产
品描述进行审查，并正在重新评估和更新可能
导致任何误解的描述。”

英国最早进行美白研究的社会学家史蒂
夫·加纳表示， 美白产品通常针对的是非裔和
亚裔社区的女性。

美容品牌 A肤色公司创始人诺姆沙多·米
歇尔·巴卡说：“围绕这些产品的语言都在宣扬
一种美丽的标准， 即白皙的皮肤更受青睐。制
定和销售这些产品的人不太可能是有色人种，

从而导致一种扭曲的看法，即所有非洲裔女性
都渴望白皙的皮肤。”但她同时指出，讨论已经
变得“过度关注一个人整个肤色的变化”。

在德国首都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一名女子手举“黑色皮肤不是罪”的标语。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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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25 直播:2019-2020CBA 联

赛复赛第 1阶段(龙狮-
上海)

21:35 直播 :2020 世界一级方
程式锦标赛奥地利站
(第 1站)排位赛

22:30 直播:2019-2020西甲联
赛第 34轮

央视一套
10:14 精选剧场
13:13 电视剧:小娘惹(3-6)
16:47 第一动画乐园
20:06 经典咏流传第 3季
22:38 开讲啦
23:31 电视剧:芝麻胡同(43、44)

央视三套
11:30 喜上加喜
13:00 黄金 100秒
14:30 综艺喜乐汇
18:00 综艺喜乐汇
19:30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22:05 回声嘹亮

央视五套
10:01 2019-2020 英格兰足球

超级联赛第 32轮(谢菲
尔德联-托特纳姆)

11:55 直播:2019-2020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复赛
第 1阶段常规赛 (四川
五粮金樽-福建豹发力)

14:25 足球之夜-欧洲杯回顾
特别节目-意大利记忆

14:55 足球之夜-欧洲杯回顾

特别节目-丹麦记忆
15:25 直播:2019-2020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复赛
第 1阶段常规赛 (浙江
广厦控股-浙江稠州银
行)

19:30 直播:2019-2020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复赛
第 1阶段常规赛 (山东
西王-深圳马可波罗)

22:20 欧战快报 -2019 -2020
意甲联赛集锦

23:10 直播:2019-2020意大利
足球甲级联赛第 30 轮
(尤文图斯-都灵)
央视六套

10:35少儿影院:小骑士(德/奥)
12:10 故事片:河朔迷云
14:03 译制片: 巴霍巴利王 II:

终结(印度)
17:46 故事片:唐人街·探案
20:15 故事片:唐人街探案 II
22:36 译制片:东京家族(日本)

央视十一套
12:30 影视剧场: 破冰行动(19、

20)
14:11 豫剧:三打金枝
16:24 影视剧场: 情满四合院

(20、21)
18:11角儿来了:贾文龙(上)
19:30 京剧:华子良
22:02 影视剧场:西游记续(3-5)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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