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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MIT的放榜时间为什么要精确到分钟？

黄少华博士

Dr. Edgar Huang
317-804-4060 

SATEnglish@gmail.com

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黄博士的SAT课被列入Carmel高中，Fishers两所高中，Heritage
基督教学校和印地国际学校的家教名单。该课由于在当地产生
的重大影响受到那些高中counselors的推荐。很多其他公立和私
立初／高中的学生也都来参加。	SEEC受到家长和学生的反复推
荐。SEEC的影响多年来波及美国各地。加州湾区、纽约市和波
士顿家教市场繁荣，但那些地方不少的家长和学生专挑SEEC。

•	 2月6日起，SEEC增设新版SAT的班。现有SAT的班照常进行。欢迎6
年级以上的学生参加。

•	 SEEC常年授课。学生可任意一周加入。请email或打电话联
系。SEEC免费试听课，免费评估英语能力。SAT/PSAT英语提高班

中国治理环境污染的阶段性措施
人大重阳研究员  李毅�

3月14日是Pi日，就是那
个我们在中学数学里学的
园周率。3.14是大部分人记
得的，但是今天又是更精确
的3.1415，一百年后的2115
年3月14日才会出现另外一
个3.1415，所以美国好多大
学的数学系学生今天庆祝Pi 
Day的百年记念，包括吃照
片中的Pie。

3月14日又是麻省理工本
科生发榜的日子，MlT的
招办也学着校园里的数学
Nerd们，专门选在东部时
间早上9点26分发录取通知
书，使3.1415向后再精确三位数
成为3.1415926。MIT发邮件不

知道会不会精确到53秒
（3.141592653), 祝各位
学生幸运！

麻省理工在所有拥有
科学之梦的人心里，总
是存在于那么一个特
别的地方。生物医学领
域，她是内含子和外显
子或断裂基因诞生的地
方。麻省理工从当年想
并入哈佛成为她的工科
还被别人瞧不起，到现在发展成傲视群雄的
全球科学与工程的翘首。

（若需美国升学咨询服务，欢迎联系我
们：电子邮件：hypathway@hotmail.com

电话：314 497 1597）

《国家规划》第十八章第一节是“加快绿
色城市建设”。《国家规划》第二十七章
是“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世行报
告》第4章“可持续性”的第一节就讨论中
国的污染问题，中国的空气污染，中国的水
污染。《世行报告》第25页也论及，中国有
环境保护的法律规章，但是有法不依，执法
不严，违法不究。《世行报告》第9章的标
题是“推动绿色城镇化”，认为中国环保部
门权力不足，应予扩权；环保部门不得使用
环保罚款；建议中国城市尽快用气代替煤，
用集中供暖代替各家各户自己取暖；建议在
城市外环线以内的大面积上，规划城市用
水；建议大规模、大面积集中处理垃圾。
限制16个500万以上大城市人口开放户口，

一个重要原因，是难以解决这些城市的环境
污染。北京的雾霾问题，已经吵得沸沸扬
扬。怎样看待中国的污染？怎样治理中国的
污染？美日欧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目前，人们的注意力大多在雾霾上面，实际
上，耕地和水的污染，更为致命。
有研究发现，中国五分之一以上的耕地污

染，污染主要来自重金属等无机来源，而后
会进入食品，最终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中国
土壤中的主要无机污染物为镉、镍、砷这三
种重金属。镉和砷是采矿业的副产品，可导
致慢性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2013
年4月，几批来自湖南的大米中被发现含有
大量镉，一度使得湖南大米价格下跌达14%
。湖南同时也是中国前五大铜、铅等有色金
属的生产地区。土壤修复是使遭受污染的土
壤恢复正常功能的技术措施，这一过程对技
术要求很高，而且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不
同的条件下，重金属的反应也不同，这就令
确定污染源变得困难，要把重金属从土壤中
除去，可能需要把土地休耕数年。中国在最
新的五年规划中提出，将投入人民币300亿
元用于土壤修复和污染预防，不过有专家表
示，相关成本要比这个数目多得多。  
有研究发现，在全中国七大流域中，面

临的严重问题是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
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主要湖泊富营养
化严重。七大水系污染程度由重到轻顺序
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
珠江、长江。其中辽河、淮河、黄河、海
河等流域都有70%以上的河段受到污染。
全国700余条河流，46.5%受到污染，水质
只达到四、五类；10.6%严重污染，水质为

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
城市水域污染严重。水污染正从东部向西
部发展，从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城市向农村
蔓延，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区域向流域扩
散。长江，在重庆、宜昌、武汉、上海的郊
区绕行，无数的排污口整日哗哗不停地向长
江喷吐着毒液，无数垃圾堆沿江边堆放，堆
多了，会自然滑进长江，江水涨高了，也会
自然将垃圾带入江中，有特大企业把排污口
延伸到长江江心，说这叫充分利用江水的自
我净化能力，对于沿江生活的人们来说，长
江既是沿江各城镇主要的纳污水体，又是人
们主要的生活饮用水源。黄河，泥沙含量大
带来的一大好处是净化能力极强，在青海被
严重污染的黄河在流进中自我净化，尤其在
到达刘家峡水电站库区后，经过沉淀，以一
类水质流出刘家峡，但仅仅经过上百公里之
后，在进入兰州市时就成了三类水，流出兰
州市时成为四类水，流经白银市后又下降为
五类水，大量工业和生活废水源源不断地被
排入黄河。   
该研究指出：中国水污染严重的原因，一

是工业污染。将来即使所有工业合理布局，
污水全部达标排放，处理过的污水也是超五
类的。二是城市生活污水，中国完全达到处
理后排放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三是农业污
染，即农田施用化肥、农药及水土流失造成
的氮、磷等污染，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中国
是世界上使用化肥强度最高的国家。多种因
素造成的复合污染，将使得中国水污染恶化
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另一个层面的原因有
这么几点：一是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
下，社会管理水平低下。二是一些所谓的企
业家道德水平低下。在发达国家，工业用水
的重复利用率达到80%以上，而且污水一定
要处理后达标排放。而中国水的重复利用率
远远低于此。多数企业做不到污水完全处理
后达标排放。发达国家平均每1万人就有一
个污水处理厂，用以处理人们每日所产生的
生活污水。而在中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
期，全中国的生活污水处理厂不到5家。武
汉、重庆等绝大多数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为零。都是直接排放。直到今天，中国还没
有一座城市做到污水100%全部处理。要想
尽早好转，必须实行全世界最严厉的污水排

放、净水饮用标准，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环保
标准最严格、执行最严厉的国家。 
单就雾霾来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比如，就北京的雾霾而言，有研究表明，京
津冀鲁占全球陆地面积不到0.3%，却燃烧了
全球11%的煤，生产了全球15%的钢。煤炭
燃烧是京津冀地区雾霾的最大根源，对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的贡献分别达到82%和47%
。人类历史上的两次能源替代，煤炭替代薪
柴、石油替代煤炭，替代能源价格都相对低
廉。中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是，环境压
力要求加快“煤改气”，但天然气与煤炭等
能源的比价关系，决定了天然气市场拓展并
无明显优势；二是，国内气源不足，国际资
源价格高企，价格管制使得国内气价较低，
影响了企业积极性，导致“气荒”问题多次
出现。如果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
短期趋势必然是气价上升，这又将进一步抑
制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速度。与发达国家对
煤炭清洁化利用有严格要求相比，中国的一
大弊病是用煤不当。中国仅50%的煤炭用于
电力，剩余50%消耗于钢铁、冶金、水泥等
行业以及小锅炉和居民家中取暖等，由于环
保技术缺失，后者对环境的影响更为致命。
反观美国，绝大部分的煤炭用于发电，在煤
炭清洁化上投入了上千亿美元。结果是，美
国过去几十年GDP翻了一番，发电燃煤使
用量增长了173%，但每度电的主要污染物
排放率却下降了89%。因此，中国的当务之
急，是加快推进天然气对50%燃煤消费的替
代，不断减少中小企业和居民直接使用煤炭
的数量。其次，与其用气电替代煤电，不如
加快推进清洁煤发电，例如建设先进的超临
界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淘汰老旧落后小电
厂、推广煤炭粉碎、气体排放净化以及碳捕
获等先进技术等。调整用煤结构，推行清洁
煤的全产业链，实现煤炭的集中处理、集中
净化和集中清洁排放，将是中国煤炭行业“
自我救赎”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煤改
气”。 
我认为，中国发展城镇化，中国特大城市

和大城市带的建设和有效管理，有利于中国
耕地、水、空气的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中
国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带，不但不会加
剧中国的环境污染，反而更有利于治理环境
污染、加强环境保护。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城
市带的建设和有效管理，有利于在长江三
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减轻土
壤污染，治理和防止镉、镍、砷对耕地的污
染，有利于防治有毒食品。中国特大城市和
大城市带的建设和有效管理，有利于治理和
防止城市对江河湖海用排污口喷倒污水，有
利于监管和迁移排污企业，（比如北京迁出
了首钢），有利于100%大规模集中处理城
市污水，有利于制止农业过度使用化肥，有
利于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排泄污水的不法企业
家，有利于重复利用工业用水，有利于在中
国实行全世界最严厉的污水排放、净水饮用
标准。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带的建设和有
效管理，有利于大规模实行煤改气，有利于
监管和从城市迁出钢铁、冶金、水泥企业，
有利于彻底消灭小锅炉，有利于彻底消灭各
种家庭用煤炉灶，有利于全中国高效节能使
用煤炭。总之，对于耕地、水、空气，城市
越大越好管，越小越难管。城市越大，越有
权威，越有钱，越好管，越容易消灭地方保
护主义，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环保标准最严
格、执行最严厉的国家。 
这里，美日欧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美

日欧，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一
百年前，芝加哥有几百个巨型的大烟囱，日
夜不停冒黑烟，白衬衣穿出去，几个小时领
子就黑了，一年到头，芝加哥的天空都是黑
的，特别是不刮风的时候。所有工业污水和
生活用水，不经任何处理，排入芝加哥河
与密西根湖，今日清澈的芝加哥河与密西根
湖，当年污水翻滚。全美国有毒食品到处泛

滥。欧洲和
日本的污
染，曾经更
为严重。
现在，美
日欧，蓝天
白云，阳光
灿烂，自来
水就是饮用
水，食物高
度卫生安
全。美日
欧，是怎样
从高度污染
的地狱变为环境美好的地方呢？大体说来，
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把污染企业外移，八
十年前从人口稠密区迁出，六十年前迁到日
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地，三十年前迁到中国大
陆等地。大部分污染源迁出去了，环境就好
多了。第二是严打重罚，保护环境。对不能
迁出的战略企业，实行非常严格的环保标
准，迫使企业使用高科技的环保设备，使废
水、废气、毒品的毒性大为降低、排放量大
为减少。
对中国来讲，第一条路不容易走。如上所

述，中国还要长期大量燃烧煤炭。首钢可以
从北京迁到山东，但很难迁到国外。中国自
己现在大量用钢铁，中国还要向世界出口
钢铁赚外汇，现在不可能把钢铁、冶金企业
转移到国外。今后几十年，中国都要大量盖
楼，中国要用大量水泥，中国不可能把水泥
工业迁到国外。为了保护环境，可以考虑逐
步禁止中国出口钢铁、水泥，但中国在相当
长时间里不可能依靠进口钢铁和进口水泥。
第二条路，可以学习，可以超越，可以一部
到位。把环保标准定高一点，监管严一点，
多杀人，多杀敢于排污的企业老板，消灭
地方保护主义，多杀敢于保护本地排污企业
的贪官污吏。但是，这个标准，也要订到，
让这个行业的中国企业能够生存和发展。标
准不能订到，把中国的这个行业消灭了。总
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环境保护比发达国
家有更为困难的一面，既要保持经济增长速
度，又要全力保护环境。有些能够一蹴而
就，有些只能循序渐进。
就城市规划而言，要划出大体三分之一的

绿地。大城市规划，特大城市规划，大城市
带规划，先确定建设大外环线，然后确定建
设市内高速公路体系，同时规划设计大体三
分之一的道路用地，同时，要规划设计大体
三分之一的绿化用地。然后留出三分之一盖
高楼，而且这三分之一地区的高楼，要挤着
盖，绝不许拉开距离盖。这就是中国大城市
规划设计的大体战略思路。中国大城市的大
部分绿地，可以不种花草，可以主要种树，
可以主要不种用来砍伐赚钱的树，可以主要
种植高耸入云的大树，比如巨杉、巨松、巨
柏、巨榕。百年树木，千年树木。可以参照
黄陵，参照莫斯科郊区的大森林，参照美国
旧金山附近的优胜美地。
种巨树，有可能根本改变生态环境。远古

的时候，河南有猛犸。唐朝的时候，八水绕
长安，西安有水军，水军舰船可以从西安行
驶到广州。宋朝的时候，从西安到延安陕北
高原都是大森林，可是，后来，除了黄陵，
陕北高原多数地方成了寸草不生的黄土高
原，因为人把树砍光了。四十年前，西安南
郊还在耕种相传唐朝传下来的稻米桂花球，
有个小品叫《换大米》，当时用来换面的大
米中，最贵的大米，就是桂华球。看看黄陵
的大树、大树林就知道，北方缺水少树是
人为破坏造成的，只要坚持种树，坚持种巨
树，持之以恒，假以时日，缺水少树的中国
北方，一定可以重回汉唐水草丰茂的景象，
太阳出，黄河清。

写有圓周率的Pie查尔斯河畔的麻省理工校园

吳曉波

网友将去年美国名牌大学录取中国学生的数
目放在网上，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这个数
据似乎靠谱，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加竞争可是
越来越激烈了。

美国顶尖的私立大学其实对外国学生存在公
开的配额限制，超过了就不招了，所以这些
数字很多年都是如此，恒定得可以预测。应
该指出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数字是否是对
持有中国护照的学生的统计，如果是这样，
大批在美国读高中的中国学生都参与了竞
争，这对于大陆本土学生更是雪上加霜。
我见过的大陆在耶鲁读本科的学生，绝大多
数至少拥有过美国高中的交换经历。但是大
量优秀的中国学生竞争州立的UC（加州大
学）系统大学，已经对美国本土的华裔第二
代造成了升学上的竞争压力。

HYPSM（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
和麻省理工）这五大名牌，看来只有波士顿
的两所对大陆学生最为苛刻，哈佛的名额留
给中国高官可以理解，平民的孩子不在那乏
味的红建筑里读书也罢。但是以中国学生擅
长的科学与技术为主的麻省理工也只招了五
位中国本科学生，这再怎么也说不过去了。
何况本科生人数只有麻省理工的21%的加州

理工也招了六位中国学生。后来又有网友提
供了更准确的数据，对于所有持中国护照的
学生，MIT每年大概招了13位中国学生，还
是远低于加州理工的。难道这美国最著名的
大学城博士屯，只把号称美国最大的私立大
学（波士顿大学）留给我们交得起昂贵学费
的同胞？

但 是 也 有 对 中 国 学 生 稍 微 慷 慨 的 美 国 名
校，包括杜克，芝大和布朗。最令人惊奇
的数据，来自洛杉矶周围的著名文理学院
Pomona学院（请见校园照片），这所每届
只有不到四百人的小学院招了16名中国学
生，而对应的位于东岸麻省的Amherst学院
则只招了5人。

美国大学2014年录取中国的本科生人数，后
面的录取率为总的录取率，不是专指中国学
生。

学校     录取数 录取率

斯坦福大学 13人  5.60%
哈佛大学 9人  5.79%
耶鲁大学  13人  6.72%
哥伦比亚大学  14人  6.89%
普林斯顿大学  14人  7.29%
麻省理工学院  5人  8.20%
芝加哥大学  25人  8.89%
布朗大学  27人  9.16%
达特茅斯学院  4人  10.05%
加州理工学院  6人  10.55%
杜克大学  26人  11.58%
范德堡大学  27人  11.97%
宾夕法尼亚大学16人  12.10%
波摩纳学院  16人  12.89%
阿默斯特学院  5人  13.67%

吳曉波

Pomona学院校园

加州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