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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连日来，中国互联网企业字节跳动
旗下热门视频分享应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在美业务遭受不公待遇，引

发广泛关注。从威胁发布行政令禁止
TikTok在美业务，到强迫将TikTok
出售给美国企业，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言
行受到专家学者和网友的广泛批评。

美国科技月刊《连线》杂志特约撰
稿人路易丝·马察基斯表示，美国政府
意欲禁止TikTok平台是“一场灾难”，

“只允许来自本国的企业发展壮大”，这
种“极其不公平”的做法有损于全球自
由市场。

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扎姆·
扎克认为，TikTok事件创下了一个“危
险先例”，意味着美国正在走一条“技术
民族主义道路”。

斯坦福大学法律、科学和技术项目
主任马克·莱姆利表示，“没有真正的证
据”证明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
威胁，事件根源在于美国政府对任何来
自中国的科技企业采取敌视态度。

美国政治杂志《华盛顿月刊》撰稿
人戴维·阿特金斯对特朗普政府试图让
美国财政部在TikTok收购交易中获
利的做法提出批评。他在社交媒体上
说，威胁封禁TikTok以迫使其被美国
企业收购是“滥用权力”。

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前首席法律
顾问格内·基梅尔曼也对美政府举措表
示不解，称这一做法在反垄断法中没有

依据，是“很不寻常、很不正常”的要求。
美政府意欲封禁TikTok也遭到该

平台上知名博主的广泛抵制。总计拥有
5400万粉丝的9名博主在8月2日写给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
TikTok实现了在脸书和Instagram等
社交媒体上无法实现的互动。

在TikTok上拥有超过3500万粉
丝的迈克尔·勒发布视频呼吁粉丝发
声反对美国政府的做法。他说，Tik-
Tok给予了他展示才艺的平台，同时
让他为更多人带去欢乐。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3日电 记者
许缘 孙丁）

美政府威胁封禁抖音海外版
遭美各界广泛批评

新华社纽约8月4日电（记者危
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尼克
松图书馆发表反华演讲，《纽约人》
周刊网站对此刊发文章说，蓬佩奥
的讲话损害美国长远利益，这届美
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其他外交政策
一样注定失败。

《纽约人》报道说，曾在上世纪90
年代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指
出：“不假思索地攻击中国，是对中
国、东亚局势的误解。”他表示，很多
美国的盟友与中国双边贸易额巨大，
东亚地区国家不愿意发生冲突。中
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让自己的人民
过上好日子，美国的自欺欺人是危险
的外交行为。

《纽约人》评论说，蓬佩奥承认今
天的中国经济已与美国和世界经济
深度融合，但他仍声称“中国对我们
的依赖程度超过了我们对他们的”。
然而事实是，美国许多基本商品都依
赖于中国，中国还是美国第二大汽车
零部件来源国。

文章引用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
克今年 7 月的一次讲话报道说，近
20年来，中国为全球增长作出了最
大贡献，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
目的地。文章还说，今天的中国不
断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国际
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而美
国则不断降低全球事务的参与度。

《纽约人》报道说，美国前助理
国务卿坎贝尔不久前预测，中国将
在美国未来几代外交政策中占据

“最重要”位置，但美国目前对华政
策却导致美中两国“走向一种异常
竞争、对抗的关系，这将产生非常难
以预测的后果”。

美国人欲执掌美洲开发银行遇反对

路透社推断，行长选举争议反映长
期被视作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地缘
政治争斗。想要抗衡美国霸权、阻挡克
拉韦尔－卡罗内当选不容易。美国投
票权重30%，而且美方候选人已获得巴
西和哥伦比亚支持，当选希望较大。

欧盟有意介入选举招致反对。一
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欧盟整体并
非美开行成员，而该行所有成员先前

已同意 9月以在线会议形式选举行
长。“少数国家企图绑架选举进程会冒
犯这一地区并受到挑战，何况是非地
区内国家。”

克拉韦尔－卡罗内上周驳斥欧洲
国家反对他竞选的说法，称他已与欧洲
多国领导人讨论美开行的未来规划。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路易斯·阿
尔马格罗2日借社交媒体推特拒绝欧

盟介入：“（美洲）地区独立自主，可自
行作出成熟决策。”

美国威尔逊中心阿根廷项目主管
本哈明·赫丹说，如果拉美国家拒绝克
拉韦尔－卡罗内，相当于“当面打特朗
普政府一拳”，显示美国对拉美影响力
在减弱；但如果接受他、特朗普却没能
连任，新行长可能成“跛脚鸭”。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部分拉美国家的前政府领导人及
高官已公开表示反对克拉韦尔－卡罗
内执掌美开行。

要求匿名的两名阿根廷政府官员
披露，阿政府倾向同意推迟选举，至少
延至11月3日美国总统选举以后。这
实现起来“有困难，但并非不可能”。
他们希望克拉韦尔－卡罗内的政治立

场在选举后“软化”。
阿根廷也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一

名官员说，相较于拉美地区发展，美国
政府更想保住对该地区的控制力，同
时讨好佛罗里达州主张对古巴和委内
瑞拉强硬的选民。

不过，阿根廷在美开行中的投票权重
仅略超11%，需要其他成员国支持才能推

动延后选举。路透社说，墨西哥可能会支
持阿根廷，但要做好“政治平衡”不容易，
而且墨西哥投票权重也仅略超7%。

克拉韦尔－卡罗内上周告诉路透
社，他已获得“压倒性”支持，包括15
国公开和6国私下支持。他承认自己
的提名遭遇部分国家反对，但认为更
多国家希望“看到美国成功”。

路透社3日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7月30
日致信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兰查·冈萨
雷斯·拉亚说：“考虑到美国政府史无
前例地提名一名候选人执掌美开行，
推迟（选举）是更可取建议。”他同时提
及新冠疫情风险。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议由

其拉美事务顾问毛里西奥·克拉韦
尔－卡罗内执掌美开行。他持“鹰派”
立场，主张对委内瑞拉和古巴强硬。

美洲开发银行自1959年创建以
来，一直由拉美国家推举的人选担任
行长。美开行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是美洲国家组织专门机构，旨在为
促进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资

金和技术援助。这家区域银行成员还
包含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多国，但资金
只供拉美国家使用。

新行长人选需要获得美开行28个
拉美地区成员国中至少15国支持，同时
在表决中获过半数支持。每个成员国的
投票权重关联其在该行出资比例，参与投
票国家总权重需达75%以上，否则选举无效。

美洲开发银行9月12日的新任行长选举出现变数。
美国政府打破数十年传统，首次提名本国候选人角逐这一
职位，尽管胜选几率较大，仍有部分拉美国家明言反对。欧
洲联盟高官介入争议，提议将选举推迟至明年3月以后，遭
美国政府和美洲国家组织官员反对。

史无前例

公开反对

地缘斗争

多国 加紧6G布局

6G 的数据传输速率可能达到 5G 的 50
倍，时延缩短到5G的十分之一，在峰值速率、
时延、流量密度、连接数密度、移动性、频谱效
率、定位能力等方面远优于 5G。近年来，韩
国、日本、芬兰、美国均已开始布局。

6G是韩国通信企业的前瞻重点。三星电
子公司和LG电子公司都在2019年设立6G研
究中心。韩国业内预测2025年将启动6G技术
的标准化，2028年投入商用，2030年正式提供
服务。白皮书预测，得益于6G技术，超实感扩

展现实、高保真移动全息显示等
服务将问世。

日本也开始谋
求 在 6G 领 域 获
得先机。今年 4
月8日，日本总务

省 发 布 了 2025 年
在国内确立6G主要技

术的战略目标，希望在 2030
年实现6G实用化。

拥有通信领域著名企业诺基亚的芬兰更
早就开始了6G预研。2018年，诺基亚贝尔实
验室与芬兰奥卢大学、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
心等宣布合作实施“6 Genesis——支持6G的
无线智能社会与生态系统”项目。

美国一些研究机构也在致力推动 6G 研
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频谱创新计划”

倡导建立国家无线频谱研究中心，目标是超
越5G等技术。2019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批准了利用 95GHz 以上频谱进行实验，即开
放为6G网络服务的“太赫兹”频谱，帮助创新
者测试全新产品和服务。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
克倡导的“星链”计划，可利用外太空低轨道卫
星为地面用户提供宽带服务。类似的通信天
地一体化部署未来可能帮助美国6G发展。

专家 5G是6G发展的“地基”

有观点认为，一些国家可能试图跳过自
身技术不占优的5G部署、直接实现6G，从而

“跨越”发展。但多数专家认为“基本不太可
能”，因为从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1G）开始，
每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发展都要依托前一代核
心技术的演进，并引入新兴的革命性技术。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5G课题组组长胡国庆
博士说，将来真正商用化的6G网络必然是以现
有5G核心技术为基础做深度演进，同时引入太
赫兹通信、空天海地一体化网络等新兴技术。这
就意味着跳过5G“地基”，直接建设6G“大楼”几
乎是不现实的。他说，美国“星链”计划其实只能
作为5G补充。由于卫星成本高昂、带宽受限、信
号传输容易受大气状况影响等因素，将来即便建
成也只能在5G覆盖不到的区域作为补充，比如
海洋、沙漠、无人区等，无法绕过5G，更无法在5G
已覆盖区域对5G形成竞争威胁。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记者彭茜）

8月2日，消防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班宁参加扑灭“苹果大火”的行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林业和消防局3日宣布，最近一场导致约7800人疏散的

野火由一辆柴油车排放的烟灰引起。这场被命名为“苹果大火”的野火7月31日
在洛杉矶以东约120公里处的“苹果树巷”附近燃起，截至8月3日过火面积超过1
万公顷，只有5%火势得到控制。 新华社/美联

柴油车尾烟引发加州大火

一名澳大利亚女子在浮潜时被座
头鲸撞伤，导致肋骨骨折和内出血。

英国广播公司3日报道，这名29
岁女子随旅行团8月1日在西澳大利
亚州宁加卢礁附近海域浮潜。未经核
实的报道说，事故发生时她在两头座头
鲸之间浮潜。

事故发生时，这名女游客所在团队
距离海岸数百米，其他游客没有受伤。
受伤女游客先被送往附近小镇治疗，后
乘飞机前往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住
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

西澳大利亚州海域是目前已知座
头鲸栖息数目最多的海域。这种鲸体
型庞大，体长可达19米，但通常不会攻
击游泳者。

在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旅
游名胜局监管下，宁加卢礁附近自2016
年开展与座头鲸共游旅游服务项目。

目前，有15家旅行社取得执照，可
每次组织9人团队下海，在座头鲸出没
的水域浮潜，游客必须与座头鲸保持至
少15米距离。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座头鲸撞断浮潜游客肋骨

西班牙现任国王费利佩六世的父亲、前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8月3日宣布，
他将离开西班牙定居国外。现年82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于2014年退位，将王
位传给其子费利佩六世。

这张2014年6月3日的资料照片显示，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圣洛伦索-
德尔埃斯科里亚尔出席活动。 新华社/法新

西班牙退位国王
胡安·卡洛斯一世宣布将定居国外

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期间
的远程办公，给人们带来更多会议和更
长工作时间。

美国彭博新闻社4日报道，上述研
究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和纽约大学的
研究人员联合展开，涵盖北美、欧洲和中
东共计16个城市的超过2.1万家公司。

哈佛大学商学院和纽约大学的研
究人员说，这项研究是该领域迄今规模
最大的研究之一。

研究人员比较新冠疫情导致居家
工作前后超过8周的员工行为。结果

表明，居家工作期间，每天工作时间多
出48.5分钟，会议数量增加大约13%，
每天向同事平均多发1.4封电子邮件。

在美国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少数城
市，日均工作时长后来恢复至疫情前的
水平。但在纽约市、圣何塞和欧洲大部
分地区，更长工作时间一直持续至5月。

哈佛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系教授
杰夫·波尔策说：“人们已经调整工作模
式。”波尔策是这项研究的5位联合署
名作者之一。

卜晓明（新华社专特稿）

疫情期间每天多工作48分钟

斯里兰卡警方捉住一只携带毒品
和手机用户身份识别（SIM）卡的猫，怀
疑有人企图利用它把这些物品运入监
狱，于是把它关入牢房。不料，这只猫
次日“越狱”。

警方1日根据情报在首都科伦坡
的韦利卡德监狱附近捉住这只猫，发现
猫脖子上系着一个很小的袋子，袋里有
1.7克海洛因、两张SIM卡和一张存储
芯片。警方把这只猫关入韦利卡德监
狱一间牢房，调查这起用猫运送毒品和
SIM卡的案件。

斯里兰卡媒体3日报道，这只猫2
日逃出牢房，警方正在寻找。

韦利卡德监狱是斯里兰卡最大监
狱，戒备森严，驻有警方情报人员。监
狱管理部门说，上月共有38部手机、
264块手机电池、20张SIM卡和3.5克
袋装海洛因被人扔进韦利卡德监狱。

警方情报人员上周在科伦坡市郊
的缉毒行动中逮捕两名嫌疑人，缴获一
支气步枪、10发子弹和一只鹰。警方
怀疑毒贩用鹰运送毒品。

吴宝澍(新华社微特稿)

斯里兰卡“运毒”猫“越狱”

美《纽约人》周刊载文指出

蓬佩奥反华演讲
损害美国长远利益

新闻分析 6G能“跳过”5G发展吗
今年以来，韩国、日本等相继发布对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6G）的展望，

力图在6G领域加快布局。学界预测，6G在多项关键指标上比5G应有数
倍甚至于上百倍提升。

一些国家前瞻6G研发，是不是意在“跳过”5G阶段？专家认为，移动通
信技术发展很难“跳过”，目前6G还在预研阶段，需要5G技术打好“地基”。

?

去年4月在巴黎圣母院大火中受
损的巨大管风琴3日开始接受修复。
修复人员将拆下管风琴各个部件，深度
清洁后再将它们按原样组装，工程预计
耗时4年。

法新社报道，工人在管风琴周围搭
起30米高脚手架，3日先用一台绞车拆下
键盘，之后将逐个拆下风琴的全部8000
个音管。拆卸工作预计年底完成，之后
将对键盘和音管做深度清洁并将它们
重新组装，复原后将花6周时间调音。

巴黎圣母院修复工程负责人让-

路易·若热兰希望，管风琴能在2024年
4月16日，即大火5周年的第二天，再
度奏响。

巴黎圣母院这架管风琴1733年投
入使用，音色浑厚响亮，演奏者形容它
能产生交响乐一般的音效。

大火没有烧到管风琴，但是烧毁的
教堂屋顶和尖塔中含有数百吨铅，部分
在大火中融化，导致铅灰掉落在管风琴
上。另外，由于教堂屋顶烧毁和去年夏
天巴黎较炎热等因素，管风琴受到温度
不稳定的影响。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巴黎圣母院管风琴修复工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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