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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于 22 日开启东
南亚之行，到访新加坡和越南。她将成为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出访亚洲的最高级别
美国官员，也将是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
副总统。

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高官近期接
连访问东南亚，试图拉拢这些国家形成遏
华包围圈，共同对抗中国。但东南亚国家
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国的“如意
算盘”将落空。

接连访问
拜登政府近期对东南亚地区格外“上

心”。在哈里斯此次出访前，美防长奥斯
汀已于 7 月下旬访问新加坡、越南、菲律
宾；8月初，美国务卿布林肯又出席了东盟
部长级系列会议。此后，美常驻联合国代
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还访问了泰国。

美方高级官员 19 日在访前吹风会上
说，哈里斯此访将聚焦于全球卫生、经济
合作和地区安全问题。除了与新加坡总
理李显龙会晤外，哈里斯在新加坡将就美
国的地区承诺发表演讲，并与新加坡政府

和业界代表讨论供应链问题。她在河内
将与越南方面共同正式启动美国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东南亚地区办公室。

分析人士认为，哈里斯此访的重要任
务是修复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到破坏的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驻多个东南亚
国家的大使职位长期空缺，美方参与地区
机制的级别也有所降低，这被外界认为是
美国忽视该地区的表现。美国战略与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默里·希伯特在接受
外媒采访时说，哈里斯需要向新加坡和越
南重新证明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承诺是

“坚定的”而不是像在阿富汗那样。

挑动对抗
分析人士指出，包括哈里斯此访在

内，美国近期拉拢东南亚国家是基于过时
的冷战思维，意在挑拨这些国家与中国的
关系，制造分裂和对抗，妄图打造遏华包
围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张腾军表示，拜登政府执政半年
来对东南亚一直不太上心，最近却突然提
速东南亚外交，恐怕是试图将东南亚变成
其对抗中国的前沿阵地。

泰国法政大学比里·帕侬荣国际学院
教授杨保筠表示，美国近期加强与东盟国

家关系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企图拉帮结
伙共同对抗中国。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也认为，此次哈
里斯访问东南亚是拜登政府为对抗中国
开展的一系列亚洲外交的延续。报道说，
在拜登政府对抗中国的政策中，与盟国及
友好国家加强合作占据核心地位。为构
建“对华包围圈”，美国今后还将派遣更多
高官访问亚洲，或与各国开展更多磋商。

难以得逞
尽管拜登政府卖力拉拢东南亚国家，

但其怂恿这些国家共同遏华的图谋难以
得逞。分析人士指出，东南亚国家不愿在
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希望同两国平衡地
发展关系。

本月初，李显龙在参加阿斯彭安全论
坛时指出，许多国家希望中美关系紧张加
剧的趋势能被遏制，美国的许多盟友都希
望能维持与中美两国的广泛联系。

奥斯汀访越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
氏秋姮本月 5 日重申，越南不与别国联手
对抗其他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巩固和强化
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她强调中美都是越
南在多个领域的重要伙伴。

专家们指出，东南亚国家对自身的利
益、美国的目的以及中美两国的作为都看
得很清楚，它们的对华政策不会轻易被美

国拉拢所左右。
美国前驻越南大使施大伟表示，东南

亚国家不想被视作棋子，而是希望自身的
利益和主张能得到考虑。

杨保筠认为，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
难以达到目的。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发
展仍是硬道理，正是和中国密切的经济
联系，使这些国家得以充分享受中国经
济的发展红利，在短短十多年里取得了
长足进步。中国和它们的双边经济基础
牢固，美国拉拢等风波所产生的影响相
对有限。

越南之声电台本月的一篇评论文
章指出，相比中国近年来在多个场合对
东南亚国家做出的多项外交承诺，美国
政府并未真正将东南亚视为优先考虑
的对象。

此外，拜登政府为从战争泥潭脱身而
抛弃阿富汗政府的做法，也让美国对地区
国家的拉拢变得苍白无力。美国兰德公
司高级防务分析师德雷克·格罗斯曼表
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伙伴会因美国
仓促撤军和将自身利益置于阿富汗之上
而指责美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
道说，美国从阿富汗“拙劣”的撤离让哈里
斯的新加坡和越南之行面临严峻挑战。

（参与记者：刘品然、王丽丽、王亚光）
（新华社河内8月21日）

美国拉拢东南亚 遏华图谋难得逞
新华社记者 蒋声雄 黄 硕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多国科学
家合作撰写的一篇新冠病毒溯源综述性
文章本周在美国《细胞》杂志上发表，这
是该领域专业人士基于已有科学证据对
溯源问题作出的重要评判。文章有力驳
斥了一些美国政客鼓吹的“实验室泄漏”
阴谋论，并指出，从动物到人的跨物种传
播是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来源。

20余名世界主流科学家合作撰写了
这篇文章，包括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玛丽·
巴希尔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所的爱德
华·霍尔姆斯、美国犹他大学人类遗传系
的斯蒂芬·戈德斯坦、加拿大萨斯喀彻温
大学疫苗和传染病组织的安杰拉·拉斯
穆森、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病毒研究中心
的戴维·罗伯逊等。文章预印本曾于7月
上旬在开放科学数据平台Zenodo上发布。

文章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流
行病由新型病毒逃逸引发，也没有数据表
明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武汉病毒研究所
或其他实验室正在研究新冠病毒或任何
足以成为新冠病毒祖先的病毒。武汉病
毒研究所开展常规的病毒基因组测序，
但这种操作无需细胞培养，风险可忽略
不计。早期的新冠病毒分离物无法感染
野生型小鼠等事实也表明，新冠病毒极
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中的功能增益研究获得。

武汉病毒研究所报告的 RaTG13 是
迄今已知的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最相似
的冠状病毒，一些阴谋论者声称RaTG13

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文章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从
未培养 RaTG13 冠状病毒，仅以短测序片段组装出
RaTG13的核苷酸序列。如果考虑基因重组等因素，另外
3种蝙蝠冠状病毒RmYN02、RpYN06和PrC31可能与新
冠病毒有更近的共同祖先，而这3种病毒都不是由武汉病
毒研究所收集的，并且疫情暴发后才完成对它们的测序。

文章作者还审核了支持新冠病毒人畜共患起源和自
然进化方面的证据。文章说，绝大多数能感染人类的病
毒都是人畜共患起源，之前的几种人类冠状病毒也是如
此。从新冠病毒流行病学史来看，它的出现与先前和动
物市场相关、因人类暴露导致的冠状病毒疫情暴发相
似。新冠病毒自出现以来经历了频繁的突变，包括大流
行早期出现的D614G突变以及发生在刺突蛋白受体结合
域的一些突变。这些突变是病毒在人群中传播后发生
的，增强了病毒适应性，同时也有力驳斥了新冠病毒出现
时其刺突蛋白已优化到足以适应与人体细胞有关受体结
合的说法。

文章结尾写道，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自
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新冠病例与武汉病毒研
究所有任何联系。相较于野生动物贸易中经常发生的人
与动物大量频繁接触，实验室来源这一路径极不可能。
如果不能通过合作与认真协作的研究全面调查新冠病毒
的人畜共患起源，世界未来面对由同样的人类活动引发
的大流行时将依然脆弱。

8 月 21 日，伊斯梅尔·萨布里（前左）在马来西亚首都吉
隆坡国家皇宫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
当天身着马来传统服装，在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见证
下完成宣誓。伊斯梅尔·萨布里现年 61岁，曾在前任总理穆
希丁的内阁中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和副总理。穆希丁于本月
16 日辞职。 新华社发（马来西亚新闻局供图）

伊斯梅尔·萨布里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总理

据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0 日电 （记者刘品然）美国政府20
日以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事件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
项目为由，宣布对俄罗斯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在纳瓦利内被“下
毒”事件一周年之际，对参与纳瓦利内事件和俄罗斯化学武器
计划的俄 9 名个人和两个实体实施制裁，受制裁对象多与俄
联邦安全局有关。声明还表示，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的俄国
防部两个科学实验室参与了俄化学武器能力研发活动。

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就“北溪-2”项目向美国会提交
报告，认定涉及该项目的俄罗斯两个实体将受制裁，另将两艘
船只列为将被冻结财产。

美国政府今年3月称纳瓦利内去年8月被俄方“下毒”，并
以此为由宣布对俄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俄方坚决否认这一
指控并对美方制裁予以反制。

美宣布对俄实施新制裁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0 日电（记者刘品然）美国白宫20日
宣布，总统拜登提名前资深外交官、哈佛大学教授尼古拉斯·伯
恩斯出任驻华大使。

现年 65 岁的伯恩斯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
际关系教授，此前在美国政府从事外交工作27年。

据美国国务院的信息，伯恩斯曾先后担任白宫国家安全
委员会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高级主任，国务院发言人、
美国驻希腊大使和驻北约大使，于2005年至2008年担任美国
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白宫当天还宣布，拜登提名前总统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厅
主任拉姆·伊曼纽尔出任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曾于2011年
至2019年担任芝加哥市市长。

按照程序，伯恩斯和伊曼纽尔的提名须获得国会参议院
批准。

拜登提名前资深外交官
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东京 8 月 21 日电 （记者刘春燕）《日本经济新闻》
日前报道，日本经济新闻社 2020 年“主要商品与服务份额调
查”显示，在被调查的70个品类中，中国企业在17个品类中占
据全球市场份额首位，较2019年有明显增加。

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分别在移动通信基站、车载电池、
个人电脑、锂电池隔膜、光伏面板、大型液晶面板、中小型液晶
面板、摄像头、国际信用卡品牌、香烟、造船、大中型卡车、原油
运输量、粗钢、洗衣机、冰箱、家用空调领域占据全球市场份额
首位。

在日本经济新闻社2019年调查的74个品类中，中国企业
在12个品类中占据全球最大市场份额。

最新公布的调查还显示，美国企业在24个品类中排在全
球市场份额首位，包括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智能手表、平板电
脑、云服务等领域。日本企业则在7个品类中占据首位。

全球市场份额居首的
中企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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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在坦桑尼亚达累
斯萨拉姆的新冠疫苗
接种点接种疫苗。为
海外中国公民接种新
冠疫苗的“春苗行动”
20 日在坦桑尼亚最大
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启
动，将为约 4500 名在坦
中国同胞接种疫苗。

新华社发
（赫尔曼·埃马纽埃尔摄）

◀8 月 20 日，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左）在以
色列中部的萨巴村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以
色列政府 19 日晚宣布扩大新冠疫苗加强针接
种年龄范围至 40 岁及以上人群后，年近 50 岁
的总理贝内特 20 日完成接种。 新华社/法新

▲8 月 19 日，在泰国曼谷，一名戴口罩的商
贩推车走过考山路。据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
心 20 日公布的数据，该国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 19851 例，累计确诊 1009710 例。

新华社记者 王 腾摄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20 日赴
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默克尔说，这是她卸任总理前的一次“告
别访问”。普京却说，不只是“告别”，双方
有很多“正事”要谈。

议题之一是俄德“北溪-2”跨境天然气
管道项目。普京说管道铺设工程只差最后
15公里。在7月获得美国“默许”项目完工
后，默克尔来跟普京要“承诺”：保障乌克兰
的“输气中转国”地位和能源供应安全，这是
她答应美国的条件，但需要俄罗斯配合。她
下一站要去乌克兰，恐是为了“安抚”。

另一项议题是阿富汗危机。默克尔
希望俄罗斯能为德国从阿富汗“撤人”提
供帮助。德国接收过一些逃离战乱的阿
富汗难民，默克尔在国内为此挨过不少
批评。如今跟着美国匆忙撤军，德国也
在美方宣布的阿难民收容“临时中转国”

名单中。
当天在克里姆林宫公开会面时，默克尔

所穿上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矢车菊蓝”，
蓝色矢车菊是德国国花；普京向默克尔献
上一捧粉白相间的鲜花。这一场面让人
回想起 2018 年 5 月默克尔访俄的时刻。
那是一次正式访问，普京在索契用一束粉
白鲜花迎接默克尔，却被一家德国媒体解
读为“侮辱”，认为这是有意强调默克尔的
女性身份。当时因为美国政府强硬要求
德国放弃“北溪-2”项目，以及克里米亚等问
题，两人也有许多不愉快的“正事”要谈。

默克尔和普京彼此都能流利运用对
方的母语，无需翻译即可交流，但两国在
诸多事务上立场相去甚远，时常谈不拢。

两人在莫斯科的会见持续将近3小时。
默克尔在会后告诉媒体记者，她再次向普京
要求释放俄罗斯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

瓦利内。普京断然拒绝，说纳瓦利内被关
押是因为违法而非因为其政治活动。纳
瓦利内去年乘坐飞机时身体不适，一些西
方国家称他遭俄方“下毒”，俄罗斯予以否
认。纳瓦利内今年初回国后因诈骗罪名
被判监禁。

就阿富汗问题，普京表明俄罗斯不打
算帮美国收拾“烂摊子”，希望与阿富汗建
立睦邻友好关系，同时鞭挞美国等西方国
家“将价值观和民主模式强加于他国”。
至于乌克兰问题，普京质疑乌方无意和平
解决乌东部冲突。不过，俄方打算充分履
行与乌克兰签订的“输气中转”协议，也愿
意在协议于2024年到期后延长，但表示需
要考虑更多细节。

尽管分歧常在，按照英国《卫报》的概
括，默克尔出任德国总理以来，德俄关系

“虽然很紧张，但从未破裂”。

德国今年9月下旬举行联邦议会选举
后，默克尔将结束她第四个总理任期，执
政16年，是执政时间最长的欧洲大国领导
人之一。虽然她已经宣布不再谋求连任，
但她的政治遗产或许将影响德国对外政
策路线相当长时间。她扛住美国的频繁
施压，对德俄关系发展保持相对务实的立
场，典型例子就是坚持推进“北溪-2”。这
一项目利好德俄能源贸易合作，美国却视
之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武器”，虽然美国
政府 7月答应德国，不会再因为“北溪-2”
制裁德国企业，但强调要采取各种办法

“降低风险”。
“北溪-2”管道还有15公里要铺，预计

9月初完工，但前提是美国不会再设障；而
9 月选举以后，默克尔不再掌权，新总理
能否延续务实风格，顶住美国的压力，在
德国及欧洲的“价值观”与“利益”之间取
得平衡，与俄罗斯保持接触与对话，加深
合作而非对抗，仍有不少悬念。

这15公里，至少不会是鲜花铺就。
（沈敏）（据新华社专特稿）

默克尔会普京：不只是“告别”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媒体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旗下多个
网站20日突然无法登录，目前尚不清楚是技术故障还是其他
原因。《华盛顿邮报》报道，阿富汗塔利班运营的 5 个英语、阿
拉伯语、乌尔都语、普什图语和达里语网站20日晚“从互联网
上消失”。为网站提供服务的是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云网
络安全服务公司。这家企业暂未就网站“下线”事件作回应。

脸书公司17日宣布维持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封杀”并成立
专门小组负责监控和删除与塔利班有关的内容。这一政策适
用于其旗下所有平台，包括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王宏彬）

阿富汗塔利班旗下网站突遭下线

海地灾区民众生活正在恢复
地震造成至少2189人死亡

据新华社海地莱凯8月20日电 距离海地14日发生7.2级
地震已过去近一周，记者看到，灾区民众生活正在恢复，废墟
清理和伤员救治情况不容乐观；国际援助物资陆续抵达灾区，
因物流不畅，部分偏远地区物资依然紧缺。

海地南部省首府莱凯距离震中不到50公里，是此次地震
的重灾区。记者20日在莱凯市中心的市场里看到，商贩们正
在出售水果、蔬菜、熟食、服装等。市中心的餐馆也恢复营业。

海地总理亨利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国仍有70万人
需要人道主义援助，震后重建的挑战巨大。

据海地民防部门18日发布的数据，此次地震已造成至少
2189人死亡、12268人受伤，5.3万多座房屋被毁。没有华侨华
人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 （参与记者：王钟毅、陈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