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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评

反恐不能
只靠“反恐精英”

历史上的本周

百年京张

□王文齐

9 月 15 日，英国伦敦西部一地铁站早高峰时段发

生爆炸，约30人受伤，警方随后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恐怖

袭击。当日晚，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将英国面临

的恐怖威胁级别提升至最高等级“危急”。其间，军方

向警方提供支持，军队在一些“不向公众开放的保护区

域”接替警察承担守卫职责，在交通运输系统、街道上，

将会有更多武装警察值守。对于反恐，很多欧洲国家

也都采取了类似策略，“满城皆兵”，重点盯防，试图布

下天罗地网，构筑反恐安全屏障。然而越反越恐的局

面和恐怖主义有增无减的态势，说明仅靠“反恐精英”

无法真正反恐。

近些年，往日岁月静好的欧洲大陆早已失去了安

宁。从巴黎到柏林，从布鲁塞尔到斯德哥尔摩，从不列

颠群岛到伊比利亚半岛，从伦敦到曼彻斯特，恐怖主义

的阴云把欧罗巴上空笼罩得严严实实。在欧洲各国不

断高筑反恐“铜墙铁壁”的背景下，欧洲的恐袭还是防

不胜防，究其原因：未针对“病根”开“药方”。

从根本上来说，恐怖主义并非军事问题，而是国际

国内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后的产物。

一方面，部分欧洲国家实施的对外干涉政策难辞

其咎。布什当年在中东发起的全面战争，为如今恐怖

主义的蔓延埋下了祸根。而欧洲由于错误地追随美国

的干涉行动，成为了国际恐怖主义报复的对象。“伊斯

兰国”生存空间遭到打压，急于报复，前往叙利亚和伊

拉克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纷纷“回流”欧洲，并制造

恐袭事件。

另一方面，移民融入问题越来越成为欧洲一个顽

疾。近年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生

活压力倍增，加上普遍缺乏管理，原有的移民融入问题

愈发恶化，社会边缘群体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人们的怨

恨情绪不断上升，这些都为极端主义思想的兴风作浪

提供了温床。

此外，对社交媒体管控的缺失、申根区的自由通行、

难民潮、国家间情报合作不力等都是欧洲反恐的桎梏。

打击恐怖主义，欧洲不能只靠提升恐怖威胁级别、

部署更多警力，最重要的是要痛定思痛且“刮骨疗

毒”。各国要反思并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欧洲内部

国家之间及欧洲与世界各国间应增强命运共同体意

识，摒弃双重标准和私心杂念，密切情报沟通，加强合

作。欧洲在“精英”反恐的同时，可积极发动民众，充

分依靠社区力量，及时发现恐怖分子的蛛丝马迹，反恐

于未然。此外，互联网反恐，边境管控，调整移民和难

民政策，加强社会管理，恐怕也都是欧洲反恐急需作为

之处。②19

把握机遇
报国圆梦

——海外学子积极投身祖国创新创业热潮

即便辍学，也要回国创业。是什么让孙悦

和李天驰这两名中国小伙儿如此坚决？

孙子曰：兵贵神速。2015年，面对国内潜

在的巨大市场，已在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做

完论文、只差答辩就能拿到学位的孙悦和李天

驰一分钟也不想多等，毅然放弃学位，投入祖

国新一轮创新创业的热潮中。如今，他们开发

的“编程猫”趣味编程软件已俘获国内不少小

朋友的心。

近年来，像孙悦和李天驰这样回国创新创

业的海外学子越来越多。祖国良好的创业和

就业机会如磁石般深深吸引着他们，而这强大

的磁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国内广阔的发展空间、

国家对创新的关注以及对人才的重视。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2017中国海
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16年年
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1万人，
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陆思嘉便是这数
以百万计海归中的一员。2012年，他带着技
术回国创业。如今，他参与创办的亿康基因
科技有限公司在全国已有约 220名员工，年
销售额达到1亿元人民币。

陆思嘉介绍，他们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
遗传病的诊断与阻断、肿瘤的精准检测等，每
年为超过5000对夫妇提供遗传病阻断服务，

助其提高怀孕成功率，降低遗传病风险。
“我国人口众多，遗传病是个大问题，对社

会和家庭本身都是很重的负担。”陆思嘉说，“我
觉得能回国在这方面作一些贡献，是件很有意
义的事情。”在陆思嘉看来，回国创业可谓一举
多得，不仅能够帮助更多患病同胞，还可让自己
的技术成果得以应用，且市场发展前景可观。

他说，“想要在美国把一些技术落地，再
把它用到人身上，真正帮到病人，需要一个很
长的周期，但在国内，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机
会，整个国家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都比较支
持精准医疗这个方向。”

除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全国上下着力营
造的创新环境，也是孙悦、李天驰、陆思嘉等
人回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支撑。

孙悦和李天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在
中国，创业已成为很多高校毕业生的首选，
全社会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体现在各个方
面。“对我们最有利的是国家对创新创业的
大力推动，使得全国人民对创新的接受程度
空前，整个民族对创新的包容性、重视度得
到提高。”

陆思嘉在创业初期也曾接受过政府扶
持。他说，国内很多产业园区会为创业者提
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而这对于各方面

资源都有限的初创企业来说非常重要。
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剑桥大

学博士生张岑说，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等各类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吸
引不少海外学子回国考察，亲身体验国内创
新创业大环境。因此，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
愿意加入国内创新创业的浪潮中。

目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研究员刘芳德
已经组建好团队，准备回国为他们的“智能外
科”项目融资。“国内现在各地政府都很重视
创新创业，我们团队参加了不少国内举办的
创业大赛及地方考察，搭建了人脉，也获得了
更多国内市场的信息。”刘芳德说。

创新创业环境佳

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是关键。“百人计
划”“千人计划”“春晖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中央及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措施，
吸引海外人才。

2015年，作为第十一批国家“千人计划”
青年人才，时年29岁的余达刚完成在德国明
斯特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到母校四川大学
化学学院担任教授。

在他看来，身为中国人，有能力为祖国作
贡献，“是件很自豪、很幸福的事”，而此时，国
家对人才的渴求及相关政策无疑成为他实现
理想的助推剂。“我回国当教授，想教书育人
做研究，当然也希望有个好的平台可以施展
所学，希望有一定的资源，包括足够的经费，
可以高效开展相关基础研究，更希望能影响
一大批年轻人。”余达刚说，“没有‘千人计划’

的支持，我定不可能做出目前的一些成果。”
浙江“80后”小伙斯康也是国家吸引人才

计划的受益者。2012年从法国归国创业的
他先后入选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精英计划”
和第十二批国家“千人计划”创业人才。如
今，他参与创办的安吉云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已拥有一个近30人的工程师团队，获得国
内各项专利十余项。

斯康坦言，他的创业经历完全超出回国
前预期。他说，“国内为我们提供的优厚政策
条件是令外国学生无法想象的，这是时代的
机遇，必须要把握住。”

施展才华天地广

求贤若渴引人才

□王昺南

在中国大地上，有一条铁路，一头连着历史，一头
牵着未来，这就是北京到张家口170多公里长的京张
线。

1905年 4月，詹天佑被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
师。京张铁路的路段多在崇山峻岭之中，而居庸关、
八达岭一段尽是悬崖峭壁。詹天佑克服重重困难，创
造性地设计出了“人”字形路线，不仅大大减缓了沿途
线路的坡度，还避免了过多的隧道开挖。京张铁路于
1905年 8月正式开工，1909年 7月完成了全线铺轨，
1909年 9月24日全线通车。这是中国人设计和建造
的第一条铁路。

在京张铁路修建之初，外国人已在中国修建了唐
芦、胶济等铁路。听说中国人要独立修建穿越居庸
关、八达岭的铁路，他们断言不可能完成。

彼时，詹天佑带领没什么经验的设计和施工团
队，克服种种困难，高质量地建好了铁路，给民族自信
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百年京张，见证了中国铁路发展的历程。如今，
京张线上一条高铁正在兴建，它是世界上第一条设
计时速达 350公里的有砟轨道高速铁路，也是世界
上第一条设计时速达 350公里的高寒、大风沙环境
下的高速铁路。京张高铁将在京张铁路建成 110周
年的 2019 年全线通车。京张高铁建成后不仅会使
两地运行时间由3个多小时缩短到1小时之内，更将
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卓越的交通
保障。

京张高铁的蓝图正在崇山峻岭中展开，现代化的
高速列车将如巨龙驰骋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中。

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
从被外国人质疑到中国的高铁项目在海内外遍地开
花，中国高铁已成为新的国家名片。

中国已不是 100多年前的积贫积弱、山河破碎，
她正走向伟大复兴，而京张线——一条普通的铁路已
经并将继续见证这一切。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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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

3.5%

硕士研究生

61.5%

本科生

31.0%

商科

47.3%

应用科学

16.2%

人文科学

10%左右

大数据解读

“中国海归”
发展现状

日前，《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发布，
全面解读中国回国留学生发展情况。

● 从1978年到2016年底

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

458.66万

265.11万
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人员

占已完成学业群体比例逾八成

● 2016年

留学回国人员

43.25万

出国留学人数

54万

北京

“海归”多是哪的人？

上海 广州

成都 天津 西安 武汉 南京 青岛 杭州 郑州

“海归”在国外学得咋样？

● 在国外获得的最高学历 ● 在国外获得最高学位的主修科目

社会科学

10%左右

自然科学

7.4%

回国发展出于啥考虑？

方便与家人团聚

70.6%

受情感与文化
因素的影响

63%

国外经济形势不
利等方面因素

25%

“海归”主要从事哪些行业工作？

产业
（IT）

通信 电子
互联网
行业

“海归”回国收入咋样？

“海归”创业选择在哪些城市？

月收入
20001元及以上

13.7%

月收入
10001—20000元

13.0%

月收入
8000—10000元

5.8%

22.7%
月收入6001—8000元

44.8%
月收入6000元以下

北京 24.3%1 上海 8.1%2 成都 6.6%3

广州 5.9%4 武汉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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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东莞生态园研发基地，集广域互联网信息传输和光学监控于
一体的“云端号”准备升空。从一支5人海归创业团队到一家业务分布在12个国家和地区的
全球化创新集团，深圳光启仅用了6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