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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虽高度赞扬卡尼，但记者
对卡尼的评价却褒贬不一，焦点在于
卡尼是否尽力帮媒体获得更多信息。

“他对自己做过记者非常自豪，从未
忘记自己坐在白宫新闻发布厅座位
上的那些日子，”美国《国事杂志》记
者康登说，“我相信，他在幕后为了(信
息披露)更加开放而努力争取。”

不过，白宫记者协会主席、麦克
拉奇报业集团老牌记者托马认为，白
宫在信息披露方面没有改进，反而更
加不透明，“这种趋势在卡尼上任前
已经出现，我们在他的配合下取得了
一些进展，但还不够。”

《纽约时报》执行编辑艾布拉姆
森今年1月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美洲站采访时，批评白宫对信息披露
的限制已达到空前程度。按照这家媒
体的记者贝克的说法，卡尼虽然曾在
美国《时代》周刊担任白宫记者，但并
未因“曾经坐在我们现在坐的位置上
而对自己的前同行手下留情”。

雅虎新闻去年6月的一篇报道
说，自卡尼2011年2月担任白宫发言人
后，将近2000次在例行记者会上使用
类似“我不知道”的措辞回答提问，回
避记者提问的次数多达9400多次。

据新华社、中国日报

白宫“喉舌”不好当

卡尼本月要离职

在美国要上名牌大学也得
下大功夫。申请名牌大学的敲
门砖，首先是成绩。美国高中的
课程教学方式与大学类似，计
算最后成绩，不看数字分数，只
看学分绩（GPA，满分为5分），一
般大学会有一个学分绩底线，
类似于国内的“调档线”，只有
在一定学分绩之上的申请者，
才会进入大学的考虑范围。

除了平时学习成绩，学生
还需参加SAT（学术能力测试）
或ACT（美国高考）考试。大部
分学生会选择SAT，这个考试
主要考察学术能力，分为阅读、
数学和写作，每科满分800分。考
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

限次报名，每次考其中一项或
几项，最后选取成绩最高的来
申请大学。美国高中生中考满
分的大有人在，莱斯大学宗教
学系三年级本科生雅丽告诉笔
者，她当年考了两次SAT，最后
的总成绩是2340分。

除了成绩之外，美国高中
生还需提高竞争力。美国大学
理事会开发了大学“进阶先修
课程项目”，高中生除了学习高
中课程外，可提前学习大学课
程，通过考试后，学分会得到大
学认可，也可在申请大学时提
高竞争力。雅丽说，高中四年她
选修了化学、物理、生物、政府
政治、经济学、西班牙语、微积
分等10门大学课程。

名牌大学挑学生更看重综
合素质和能力，这需要高中生
尽可能证明自身能力。如果你
有运动天赋，可以当个篮球或
橄榄球运动员，这是进好大学

的捷径。如果这方面不太出色，
就得通过义工、实习等课外活
动发展自己的社交和领导力。
雅丽高中时参加了高中红十字
会俱乐部志愿者工作，高二高
三是俱乐部副主席，到了高四
更是荣升主席，这些经历为雅
丽的高中简历增色不少。

高四申请大学才是关键。
一般高中生会根据兴趣、实力、
家庭情况申请高、中、低三档学
校提交申请材料。其中，最重要
的是申请文章。文章不长，1000

个单词左右，主要是写明自己
的兴趣及选择该大学的原因，
把自身经历与所申请大学巧妙
结合。雅丽当时准备申请莱斯
大学与贝勒医学院的医学项
目，正好暑假要回上海探亲，她
的舅舅是上海一所医院的外科
医生，在舅舅的帮助下，她有机
会实地探访医院，更深入地了
解了医生职业，才在高三暑假

过后写成一篇真情流露的申请
文章。雅丽申请了10所大学，最
后有6所大学来了录取通知：耶
鲁大学、西北大学、杜克大学、
莱斯大学、得州州立大学和休
斯敦大学。

雅丽最终的选择令人吃
惊——— 她放弃了常春藤名校耶
鲁，选择了莱斯。原因很简单，
她将来想从事医生职业，选择
耶鲁意味着本科毕业后还得重
新申请进入医学院；而莱斯提
供了医学项目，本科毕业后就
可以直接进医学院学习，况且
这个项目含金量很高：只有14个
名额，1000多人申请，最后莱斯
大学缺额录取了12人。

这就是一个普通美国学生
上大学的经历。考大学在哪都
不易，但雅丽的经历显示，美国
学生的象牙塔之路更强调自身
均衡发展和个人兴趣爱好。（作
者为美国莱斯大学访问学者）

““放放弃弃了了耶耶鲁鲁，，选选择择了了莱莱斯斯””

据新华社6月1日电 美国5
月31日用5名被关押在古巴美军
关塔那摩基地监狱的塔利班成
员，换回遭阿富汗塔利班俘虏的
唯一一名美军士兵伯格达尔。

一名美国高官说，5月31日
晚6时左右，约18名塔利班人员
在阿富汗东部把伯格达尔移交
给美军特种部队。当时，数十名
美军特种部队士兵在侦察机的
掩护下，乘直升机抵达交换地
点。这名官员说，美军特种部队
仅在地面短暂停留，接上伯格达
尔后便离开。伯格达尔先被送往
美军在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
基地，在那里接受身体检查。

美国防部另一名官员说，接
回伯格达尔数小时后，5名被关
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塔利班成
员登上美军一架C-17运输机，前
往卡塔尔。阿富汗塔利班5月31
日证实，他们已释放了伯格达
尔，以换回自2002年便被关押在
关塔那摩的5名塔利班指挥官。

5月31日，奥巴马和伯格达
尔的父母在白宫会见记者。奥巴
马欢迎伯格达尔获释，他说：“美
国不会放弃任何一名军人。”美
联社报道，伯格达尔的父亲鲍勃
为了儿子而蓄起长须，且努力学
习普什图语。鲍勃暗示，儿子被
塔利班扣押这么多年后讲英语
可能有困难，呼吁媒体给他们一
家人更多空间以便让儿子恢复。

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伯
格达尔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
基地接受身体检查后，被送往位
于德国兰施图尔的一家美军医
院，在那里接受进一步健康评估
和治疗，包括开始他“重新融入
社会的进程”。之后，伯格达尔将
被转入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圣
安东尼奥市的一处军事医疗中
心，在那里将与家人团聚。

以以五五换换一一
美国从塔利班手中换回唯一被俘士兵

穆罕默德·法兹勒

出任过阿富汗塔利班政
权的国防部副部长兼武装部
队参谋长，因涉嫌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１年期间指使屠杀数以千
计什叶派人士而被联合国以
战争罪通缉。２００１年１１月，阿
富汗一处监狱发生暴动，致使
美国中情局特工斯潘死亡，法
兹勒据信当时在场。斯潘也是
第一个在阿富汗战争中死亡
的美方人员。

毛拉·诺鲁拉·努里

曾担任阿富汗塔利班执
政时期的北部巴尔赫省省
长，是塔利班高级军事指挥
官之一。与法兹勒一样，他
也因涉嫌屠杀什叶派人士
而遭联合国通缉。

哈伊鲁拉·哈伊尔胡瓦

阿富汗塔利班执政时的
内政部长、高级军事指挥官，
被外界视作在塔利班内部相
当有声望和影响力的人物。

阿卜杜勒·哈克·瓦希格

阿富汗塔利班执政时的

情报部门副主管。五角大楼
文件描述，瓦希格是“９·１１”
恐怖袭击后，塔利班内部致
力于和其他宗教极端组织
组建反美联盟的关键人物。

穆罕默德·纳比

塔利班高级官员，负责武

器设备的保存以及战斗人员
和武器的出入境运送。

纳比在５人中相对不知
名，但可能与极端武装组织

“哈卡尼网络”有联系。美军士
兵伯格达尔据信获释前一直
被控制在“哈卡尼网络”手中。

据新华社

塔利班获释五人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吴华伟

休休斯斯敦敦笔笔记记

白宫发言人，或许是华盛顿最能
把人榨干的工作——— 美国《华盛顿邮
报》5月31日这样写道。定期与总统磋
商，乘坐“空军一号”随同出访……除
了总统本人，发言人是白宫最“露脸”
的人物。只是，这份工作也有不小代
价。当现任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确
认自己将在上任40个月后离职时，他
大概已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5月30

日在卡尼主持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
突然宣布卡尼6月中旬离职的消息。
按《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就白宫新闻
秘书职位而言，卡尼已堪称“铁人”。
奥巴马对卡尼3年多白宫发言人的工
作表现给予高度赞扬，称“卡尼是最
亲密的朋友之一，是很棒的新闻秘书
跟顾问，我将会非常想念他”。

奥巴马随后与卡尼紧紧拥抱。奥
巴马表示，卡尼的位置将由白宫副新
闻发言人厄尼斯特代替，奥巴马形容
厄尼斯特“很有判断力，很有气质”。
现年39岁的厄尼斯特，2007年进入奥
巴马选举团队，2009年进入白宫服务，
是长期在奥巴马身边担任新闻助理
的成员之一，也是卡尼的首席副手，
不定期代替卡尼负责白宫新闻简报。

现年49岁的卡尼2011年2月起接
替吉布斯出任白宫发言人，是奥巴马
入主白宫以来第二名新闻秘书。卡尼
毕业于耶鲁大学，曾经担任美国《时
代》周刊记者。2005年至2008年，卡尼任

《时代》华盛顿主管。对于卡尼的新去
向，有传言称他会担任美国驻俄罗斯
大使，但卡尼本人称尚未作出决定，

“我对一些可能性感到兴奋，我保证
你们将首先知道我下一步的决定。”
他形容担任白宫发言人是一个“令人
惊叹的经历，非常充实”。

卡尼的副手将转正

记者对卡尼褒贬不一

5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拥抱
即将离任的卡尼。 新华/美联

5月3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伯格达尔的父亲鲍勃和母
亲贾妮在白宫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美联

美军士兵伯格达尔

伯格达尔现年28岁，2009年
6月30日在阿富汗失踪，后被证
实落入塔利班之手。事发时，他
刚被派驻阿富汗两个月。2010年
4月，在塔利班发布的一段视频
中，伯格达尔呼吁美国释放关押
在关塔那摩监狱的阿富汗人。

2011年12月，路透社首先报
道美国考虑释放5名被关押在关
塔那摩监狱的塔利班成员以推
动和谈。2012年5月，伯格达尔的
父母说，儿子处在一个与塔利班
换囚提议的中心。随后有报道
说，美方将把5名塔利班成员送
往卡塔尔以换取伯格达尔获释。

2013年6月，因阿富汗政府
不满塔利班在卡塔尔设办事
处，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暂停。
去年11月，塔利班暗示愿与美
国重开谈判。随后，卡塔尔充当
双方的中介。按路透社的说法，
就在最近几周，双方密集谈判，
最终达成协议。 据新华社

事件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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