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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晚，针对网友在闭馆日将奔
驰车开到太和门广场一事，故宫博物
院回应：“针对今日有网民发布周一开
车进入故宫事件，经核查属实。故宫
博物院对此深表痛心并向公众诚恳致
歉。今后，我院将严格管理，杜绝此类
现象。感谢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的
关爱与监督。”

17 日 14 时 56 分，一位名为“露小
宝LL”的用户通过微博发布一组照片，
配文为“赶着周一闭馆，躲开人流，去故
宫撒欢儿。”四张配图背景均为太和门
广场，其中三张图片有一辆黑色奔驰
车出现。照片中的两位女士均着便
服，没有佩戴任何故宫工作人员证
件。这位用户的认证信息显示为“中
国国际航空公司乘务员”。虽然这条
微博在发布不久后就被迅速删除，仍
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喊话
故宫博物院出来解释一下。

故宫禁车，最早可以追溯到 2013
年。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曾解释
禁车原因：英国的白金汉宫、法国的凡
尔赛宫，都不允许车辆穿行，这是一个
文化尊严的问题。为了应对一些突发
或特殊情况，院内可以使用自行车和
电瓶车。

在禁车这一问题上，国宾或者外
国首脑也都没有“特殊待遇”。2013
年，法国总统奥朗德来故宫参观，一路
步行参观了这组世界上现存规模最
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
群。同年10月，李克强总理陪同81岁
的印度总理辛格参观故宫，故宫从钓
鱼台国宾馆借了辆电瓶车，让辛格总
理一路乘坐参观。自此以后，所有贵
宾，无论中外，再无例外。

国航相关负责人17日证实，该女

子的确曾为国航员工，但在2018年已
经离职，只是其微博认证没有修改。

记者留意到，微博航空官微在此
条微博下留言表示“已同步给认证的
相关同事”，目前，涉事女网友的该认
证已经不见。 据《北京晚报》

网友提出四大质疑

事件发酵后，涉事女子 @露小宝
LL 删除了从 2020 年到 2011 年 9 年间
的所有微博，国航空乘人员的加 V 认
证被取消，她的头像从自己的照片换
成了毛茸茸的卡通玩偶蒙奇奇。

17日晚21时02分，新京报旗下@
紧急呼叫 微博发布了一段自称涉事
奔驰车主的回应，车主回应是朋友借
车，说故宫邀请她参加活动。

面对故宫博物院的“深表痛心并
向公众诚恳致歉”，网友们并不买账。
联想到曾经在《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看
到，师傅们为了保护故宫的地砖，在院
子里都是骑车或步行。网友们痛心感
慨：“一边是小心翼翼地保护，另一边是
肆无忌惮地糟蹋，天壤之别。”

在@故宫博物院 官微的评论区
里，“这就完事儿？”“就这么简单？”两
句评论说出了网友的心声，获得了 18
万多的点赞。

故宫道歉之后，网友普遍还有以
下几个疑问：1.涉事“大奔”被放入，是
得到故宫哪一级工作人员的允许？

2.违规放行者应承担什么责任？
3.故宫内被“大奔”碾压后的地砖

有无受损？
4.涉事女子微博称当时身边还停了

十几辆车，是否属实？ 据《成都商报》

闭馆日开奔驰进故宫“撒欢儿”
女子发出微博后遭到网友热议，故宫道歉并承诺加强管理

“露小宝LL”微博截图

近期，延边大学发布公告称，拟
清退 136 名攻读硕士和博士的学
生，原因是这些学生没有在学校规
定的年限内取得学位并毕业。

近日，又有近 30 所高校公布了
超过 1300 名硕博研究生的退学名
单，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为何这
么多高校集中对不合格学生“动真
格”？研究生培养“严进严出”是否
成为新常态？

延边大学近期发布了《研究生
退学决定公告》，对学校 14名博士、
122名硕士送达退学决定，被退学的
原因是“超过最长学习年限”。延边
大学研究生退学学生名单显示，有
一名学生2005年入学，近15年都没
毕业。记者随机采访的一些在校学
生，他们大都十分认同学校的做法。

赵同学：“清退的这些学生，好
多已经超出了学习年限，学校已经
留了一段缓冲时间让他们能够毕
业，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利用好这段
时间完成学业。这样做也能反向推
动在读研究生，让他们更加努力学
习，更好地完成学业。”

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去年 3
月，广州大学对 72名研究生作出退
学处理。随即，合肥工业大学、西南
交通大学等高校也加入了清退不合
格学生行列，理由大都是“在学校规
定 的 最 长 学 习 年 限 内 未 完 成 学
业”。研究生、博士生未在规定年限
完成学业，导师是否有责任？湖南
的张同学认为学生被学校清退不应
该只是学生的责任，导师是否履行

了职责也应该被考核。
张同学：“现在高校都是采用导

师制，不能毕业我觉得可能不单是
研究生个人的责任，很多被清退的
研究生，他们的导师可能没有履行
好身为导师的职责，没有督促或者
鼓励学生达到毕业的要求。”

实际上，去年 2月，教育部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要求各校
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和学业考
核。其中指出，个别研究生培养单
位在研究生培养过程、师德师风、学
位授予等方面仍有学术不端、论文
作假等问题发生，暴露了导师责任
还未完全落实，研究生学习和自我
管理主动性还是不足。有教育学者
表示，通过对研究生严格实施限时
毕业的做法，就是在加强研究生培
养过程的监管。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
太圣：“以前从本科到研究生教育我们
大部分人基本的判断就是，入学的时
候难一点，但是出口相对来说松一点，
就是所谓的严进宽出，但现在我们从
教育部出台的一些政策，能够看到对
高等教育的质量的关注更多了。”

对于近期高校清退不合格研究
生的情况，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认为，1300多人被清退，
和在校研究生数量相比，依然是一
个小比例，但这也传达出了研究生
招录及毕业情况转变的信号。

储朝晖：“按照高校正常的淘汰
率，这个比例依然是一个小比例。但
同时也是一个信号，相比于过去研究

生的铁饭碗，你只要进门就相当于拿
到学位这样的管理方式有了一些改
变，对研究生的考核更加依据实际情
况，成为一个有规则淘汰的进程。”

储朝晖建议有志于从事研究生
学习的青年学生要调整学习思路，
把研究生学习当作正常的学习过
程，而不是仅仅作为延迟就业的温
室，不辜负珍贵的教育资源，去努力
完成学业。

储朝晖：“因为现在我们考研究
生很多人仅仅当成一个就业的或者
是推迟就业，想获得更高的就业竞争
力的另一个路径，这样的想法实际上
是有误差的，要真正地参与学习，一
定要定位清晰，想上研究生就必须要
把时间，把精力，把心思放在研究生
学习上，把学业当成一个基本的学习
生活的一个目标，端正学习的态度。”

过去，许多高校对清退研究生
工作比较谨慎、心存顾虑，担心学生
无法毕业或导致负面影响，清退工
作尽可能“小心谨慎”。而教育部一
系列文件的出台，明确了方向，也给
了高校清退研究生的底气。

这样“严进严出”的具体案例，
是对那些想混日子、混学位的学生
的一种警示，是严控学风学纪、严肃
学位授予制度权威的表现，也是对
高校的长期要求。“严进严出”，不是
一清了之，高校应该严格执行研究
生全流程标准的培养，解决现存人
才培养体系中的制度性问题，为符
合专业水平、社会需求的人才塑造
一个良好的环境，造福学子、造福社
会。 据央视新闻微信客户端

美国国会参议院针对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弹劾案审理还没正式展
开，“控辩”双方18日已隔空激辩。

众议院民主党籍弹劾案“管理
人”当天向参议院递交案情摘要，指
认总统行为是美国宪法起草人的“最
大梦魇”。总统律师团队同一天首度
回应众议院弹劾条款，指认弹劾条款
是对“美国民众自由选择总统的危险
攻击”。

国父“最大梦魇”

“管理人”由7名民主党众议员担
任，角色类似于庭审中的控方。他们
18日递交的111页案情概要汇总十余
名证人的公开和闭门证词，包括特朗
普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的合作伙
伴列夫·帕纳斯提供的“新料”，以及
国会下属政府问责局认定白宫冻结
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违法的报告。

众议院去年 12 月表决通过两项
指控特朗普的弹劾条款，特朗普由
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众议院
弹劾的总统。其中，滥用职权条款
主要缘于特朗普一度冻结对乌 3.91
亿美元军事援助，以施压乌方调查
政治对手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乔·拜
登父子。

“管理人”在案情摘要中写道，特
朗普的行为是“起草美国宪法的开国
元勋们的最大梦魇”。他们当天发表
联合声明说，案情所述事实“无可争
议、证据确凿”，特朗普“为个人政治
利益而滥用职权，唆使外国干预美国
选举”，因而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选举完整性和民主”。
路透社报道，这是“管理人”首次

正式呼吁参议院定罪并罢免总统。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控方的案情摘要
强调弹劾总统是一种政治程序，而非
传统意义上的法律过程。美国宪法
规定，只要总统遭议员认定“高度犯
罪或行为不当”，便可以遭罢免。

“攻击民选总统”

总统律师团队同一天也发表6页
文件，首次就众议院所控滥用职权、
妨碍国会两项弹劾条款作出回应。

文件指出，上述指控只不过是想
要罢免总统的党派举措，是对“美国
民众自由选择总统的危险攻击”。“这
是一种厚颜无耻的非法尝试，企图推
翻2016年总统选举结果，并干预数月
以后的2020年选举。”

美联社报道，总统律师团队定于
20 日向参议院递交案情摘要，“管理
人”可在次日作出回应。眼下辩方同
样拿宪法解释做文章，认定弹劾条款
本身违反宪法，因为两项指控都不构
成犯罪。

白宫 17 日宣布多名明星“大状”
加入律师团队，包括肯尼思·斯塔尔
和阿兰·德肖维茨。斯塔尔是前总统
比尔·克林顿任内的美国政府独立检
察官，跟踪调查了克林顿性丑闻始
末。德肖维茨曾为涉嫌杀害前妻的
美国前橄榄球明星 O·J·辛普森以及
牵涉性侵丑闻、去年在狱中身亡的金
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作辩护。

据新华社

美弹劾案未开庭
“控辩”双方先掐架

1300多名研究生被清退
清华复旦也出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