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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6 日电（记
者 周舟）中国杭州师范大学和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6日在美
国《循环·心血管影像》杂志上发表
报告说，他们借助透皮光学成像技
术一款手机软件，可通过分析手机
拍摄的面部视频来测量血压。

研究人员对 1328名加拿大和
中国成年人进行了测试，用装有透
皮光学成像软件的手机拍摄2分钟

面部视频，并对手机软件和传统血
压测量仪测得的收缩压、舒张压和
脉搏压进行了比较。

结果显示，透皮光学成像软件
测量的收缩压准确性接近95%，舒
张压和脉搏压的准确性接近96%，
符合血压测量器材的国际标准。

研究人员说，他们正尝试将视
频录制长度从2分钟缩短到30秒，
以让这种技术应用更加便利。

测血压有望像手机自拍一样简单

新华社东京 8 月 7 日电（记者
华义）日本研究人员最近从一种白
蚁的翅膀表面构造中获得灵感，发
明了可从雾中收集水滴的新材料。

日本龙谷大学等机构研究人
员在新一期英国《通讯化学》杂
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研究了在
澳大利亚生活的一种白蚁，这种
白蚁会在雨季飞行，其翅膀表面
具有独特的构造特征，能够吸附
空气中的微小雾滴形成水滴，再

将水滴弹掉。
研究人员由此产生灵感，将

两种二芳基乙烯分子混合起来制
造了一种结晶膜，成功模拟了这
种白蚁翅膀的表面构造。这种膜
能吸附与自然界中雾滴相似的、
直径100微米以下的微小水滴，并
形成更大的水滴供收集和利用。

研究小组认为，这种技术今
后有望用于开发表面自净材料，
也可用于从雾气中收集水分。

日本发明新材料可雾中取水

新华社伦敦 8 月 6 日电 （记
者 张家伟）英国格拉斯哥大学6
日说，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科研
团队利用金属的光学特性，研发
出可分辨不同威士忌间细微差别
的人造“舌头”。这项技术未来可
用于假酒识别和其他食品安全监
测，以及品质控制等领域。

在这一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
会期刊《纳米尺度》的最新研究

中，科研人员将金和铝两种金属
切割成超微结构的细微薄片，然
后把它们排列成棋盘状，形成人
造“舌头”的“味蕾”。

研究人员将不同的威士忌样
品倒在这些人造“味蕾”上，并
测量它们在不同液体中吸收光线
的情况。通过分析其中的细微差
别，研究人员就可识别出不同品
种的威士忌，准确率超过99%。

新研究：人造“舌头”能辨假酒

8 月 6 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
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学，中国作
家 、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得 主 莫 言
（左）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莫言 6 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获得迭戈·波塔莱斯大学授予的
荣誉博士学位。
新华社发（豪尔赫·比列加斯 摄）

莫言获评

荣誉博士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6 日电（记者
熊茂伶 高攀 刘阳）针对5日美国财
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举
动，多位美国专家表示质疑。美国前
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6日撰文指
出，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不
符合事实，此举损害美国政府信誉，可
能给美国带来经济衰退风险。

萨默斯曾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政
府担任财长，后又担任前总统奥巴马
的经济顾问。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他
当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
说，中国并没有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压
低人民币汇率以扩大出口、抑制进口，
指控中国进行汇率操纵没有可信依
据。过去几年间，中国一直致力于保
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对美元贬
值并不是人为的，而是市场对美国政

府威胁新加征关税做出的“完全自然”
的反应。美国的举动会给企业和消费
者带来恐慌，从而推迟支出，影响经济
发展。近几日市场的反应已显示出

“高度警惕”，投资者纷纷涌入债券、黄
金等避险资产，并撤出股票和企业贷
款等风险较高的资产。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
奇指出，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
国”，掺杂了政治因素。罗奇认为，如
果美方在加征关税等方面继续加码，
将难免遭到中国反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
格曼表示，美国一些政客声称人民币
贬值是汇率操纵，却无视美方此前对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新关税对汇率的影
响。此次汇率变化正是市场发挥更大
作用的体现。

前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马克·
索贝尔也认为美方不应该将中国列为

“汇率操纵国”。他表示，中国经常账
户已经接近平衡，外汇储备在2014年
到2017年初下降约1万亿美元，之后一
直保持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指控中
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难以被认同。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斯科
特·肯尼迪认为，人民币汇率“破7”不
是中方操纵汇率的证据。

美联社当天的报道注意到，自
2017年初上台以来，本届美国政府发
布的5份汇率政策报告，都没有将中国
列为“汇率操纵国”，此次美国财政部
发布的是一份新闻稿，而不是每六个
月发布一次的常规汇率政策报告。

受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美国经

济增长前景已面临压力。最新数据显
示，7月美国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较前
一个月有所减少；7月美国非制造业景气
指数为53.7，低于市场预期的55.5和6月
的55.1。

有分析人士担忧，美国正在重演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前的关税政
策。坎伯兰咨询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投
资官戴维·科托克警告，美国经济衰退
风险上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导
致的悲剧正在重演。

1930年，美国胡佛政府出台《斯穆特
—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超过2万种外
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以期减少进口，出
清国内积压产品。然而事与愿违，贸易
伙伴国纷纷进行反制，使美国对外出口
急剧下降。这一保护主义政策被历史学
家认为是使美国深陷大萧条的原因之一。

质疑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美前财长专家警告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8月6日，在朝鲜平壤，一名朝鲜男子在观看展览。
由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图片展”6日在

平壤人民文化宫开展。本次图片展共展出126张珍贵照片，分前言、历史轨
迹、发展成就、合作共赢、结语五个部分，系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历史沿革、发展成就以及未来前景。 新华社记者 刘艳霞 摄

新华社加拉加斯 8 月 6 日电 （记
者 徐烨 王瑛）委内瑞拉政府6日
强烈谴责美国对委实施“全面经济禁
运”，并表示美国对委制裁是“经济
恐怖主义”。

委内瑞拉外交部6日发表声明说，
美国对委内瑞拉非法经济制裁和封锁
是“经济恐怖主义”，对委经济和社会
造成严重伤害，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

“最荒唐、最无耻的掠夺行为”。
声明说，美国干涉主义行为的目

的是通过让委经济窒息来推动委内瑞
拉政权更迭，这严重违反《联合国宪
章》原则和宗旨。委全国人民将团结
一致与经济恐怖主义斗争到底。美国

试图通过单方面粗暴干涉来破坏委政
府与反对派正在国际斡旋下进行的和
平对话进程，这种尝试终将失败。

委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电视
讲话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
政命令相当于宣布对委实施“全面禁
运”，将对委所有经济部门造成破
坏，对委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这
是一种全球性威胁，“所有在美国拥
有资产的国家都应感到担忧，美国正
将合法财产权变成只为美国利益服务
的地缘政治手段”。

委外交部长阿雷亚萨当天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将努力寻找

“替代机制”和“替代方案”来应对

美国的经济封锁。在被问及委政府是
否会采取反制措施时，阿雷亚萨说，
各个选择都摆在桌面上，但“必须遵
守并符合国际法”。

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蒙卡达
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美国正
对委实施“全面经济禁运”，目的是
破坏委国内经济及正在进行的朝野对
话进程。蒙卡达警告说，美国正“企
图对委内瑞拉动武，这是委内瑞拉所
面临的危险之一”。

委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当天号
召支持者7日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大
规模游行，以谴责美国对委经济封锁。

美国总统特朗普 5 日签署行政

令，冻结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境内全
部资产，这些资产不得以转让、支
付、出口等方式处理。此外，为马杜
罗政府做事的委内瑞拉公民或将被禁
止入境美国。舆论认为，冻结委内瑞
拉政府在美全部资产，是美国政府对
马杜罗政府迄今采取的最严厉打压举
措，不仅禁止美国企业或公民与委政
府往来，还让相关外国企业和公民面
临美国政府连带制裁风险。

今年1月23日，委反对派成员、议
会主席瓜伊多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
得到美国、欧洲和拉美多国承认。为逼
迫马杜罗下台，美方不断以经济制裁、
外交孤立、军事威胁等手段施压。

委内瑞拉强烈谴责美国对委“全面经济禁运”

新华社比什凯克8月6日电（记
者 关建武） 吉尔吉斯斯坦中资企
业经营的金矿5日被吉民众非法冲
闯，中方员工遭暴力殴打，数十人
受伤。中国驻吉使馆提出严正交
涉，要求吉方全力救治伤者，彻查
情况，严惩肇事者。

中吉矿业有限公司在吉尔吉斯
斯坦纳伦州经营的“索尔通-萨雷”
金矿上，数百名当地居民5日举行示
威集会，要求企业停工并撤离，部
分集会者非法冲闯矿区，暴力殴打
中方员工。

事件发生后，中国驻吉使馆第一
时间同吉方严正交涉，要求吉方增派
警力并采取切实措施，保护中国企业
合法权益和中国公民人身安全。

记者从使馆了解到，冲突发生
时，矿上约有170名中国工人，其中
数十人不同程度受伤，伤势较重者
目前分别在纳伦州和首都比什凯克
的医院接受治疗。据吉卫生部通
报，所有伤者目前伤势稳定，正接
受妥善治疗。

中国驻吉大使杜德文6日紧急约
见吉副总理拉扎科夫。杜德文敦促

吉方及时救治中方伤员，并对事件
展开彻底调查，严惩行凶者，对事
件中不作为警员追究责任。拉扎科
夫表示，吉方高度重视中国企业和
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将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救助伤者，并立即对事件展
开公正客观调查。

在中方交涉和敦促下，吉第一
副总理、吉内务部部长和纳伦州州
长已赶赴事发地协调处理事件。

目前，事态已经平稳，中企员
工已陆续从矿上撤回到比什凯克。
杜德文到医院慰问伤者。

中国驻吉使馆6日发表声明说，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吉投资兴
业，为改善当地民生、增进两国人
民间传统友谊作出重要贡献，得到
吉官方和社会各界充分肯定。中国
政府一贯要求海外中国企业严格遵
守当地法律，积极回馈当地社会，
实现互利共赢。此次事件给中方人
员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中方敦促吉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切
实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确保中方人员安全，避免再次发生
类似事件。

吉民众非法冲闯中企项目

中国使馆敦促吉方严惩肇事者

8月初，在美国宣布将自9月 1日
起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关税之时，位于美国佐治亚州东部
的西尔韦尼亚市正下起绵绵细雨。当
地棉花种植户、70岁的乔·博迪福特站
在自家农产品仓库前连声感叹：“我很
失望，真的太失望了！”

博迪福特的农场位于西尔韦尼亚
市东部，占地面积共约2400英亩（1英
亩约合0.4公顷）。除了棉花，他还种
植玉米和花生。这三种农作物都不同
程度地受到美方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
的影响。

以棉花为例，自去年美方挑起中
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对华棉花出口
大幅下降，美国国内棉花价格下跌了
约30%。数据显示，去年夏天，美国洲
际交易所棉花期货交易价格在每磅（1
磅约合0.45公斤）80美分至90美分，但
今年骤降至每磅 61 美分至 62 美分。

总部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美国全国
棉花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加里·
亚当斯对记者表示，对美国大多数棉
农来说，这一价格无法弥补他们的生
产成本。

如今，美国棉农面临两难选择。
一方面，今年播种已结束，种植计划无
法改变；另一方面，在中美经贸摩擦大
背景下，大豆、玉米、花生等传统农产
品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下滑，未来很难
有更好的替换选择。

亚当斯告诉记者，棉农做种植决定
时，不会仅仅关注棉花价格，而是将棉
花价格和其他作物价格相比较。但“由
于贸易摩擦影响，现在所有作物价格都
比较低，确实没有其他好的替代品”。

“现如今一台采棉机就要80万美
元，我们投资了这么多钱在设备上
……如果不再种棉花，将是毁灭性的
经济打击。”博迪福特说。

博迪福特的情况在美国具有一
定代表性。根据美国农业部 7 月公
布的最新月度 《世界农业供需评
估》 报告，2019 年美国全国棉花种
植面积预计为 1370 万英亩，较去年
的 1410 万英亩略有下降。面对不景
气的棉花市场，美国棉农不得不把
收获的棉花储存起来，待价格回升
时再出售。有数据显示，受中美经
贸摩擦影响，今年美国棉花库存或
达10年来最高。

在靠近博迪福特农场的斯克里文
轧棉机公司仓库里，一包包脱籽棉成
堆码放，高度已经接近天花板。公司
总经理杜安·巴杰伦对记者说，希望今
年9月至 10月棉花收获时，棉花价格
能达到理想目标。但随着美方单方面
升级中美经贸摩擦，巴杰伦的愿望多
半会落空。

在美方单边措施作用下，中美经

贸摩擦去年以来不断升级，美国棉农
蒙受的打击不言而喻。据亚当斯介
绍，过去一年，美国棉花在中国的市场
份额从贸易争端爆发前两年的44%至
45%暴跌至 11%至 13%。美国棉花产
量也从2012年至2013年的约500万包
降至去年的约180万包。如果中美贸
易协议迟迟不能达成，美国棉花出口
总量下滑将难以遏制。

同时，对美国棉农来说，由于不直
接面对终端消费品市场，难以转嫁成
本，所蒙受的损失只能自我消化。虽
然美国农业部分别于去年和今年推出
农业补贴计划，对大豆、花生、棉花等
种植户发放一次性补助，但对农民来
说犹如杯水车薪。如今，他们最大的
希望就是：停止中美经贸摩擦，恢复正
常双边贸易。

新华社记者 许缘 邓仙来
（新华社美国西尔韦尼亚8月6日电）

关税“阴雨”不停歇 美国棉农盼“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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