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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毕业后
去送外卖
遇到失独母亲、抑郁症女孩
毕业后，他们选择成为一名“骑士”。
骑着心爱的小摩托，带着竹蜻蜓头盔，在城市
里穿梭，成为一名“马路骑士”，有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开始加入这个行列。
00 后爱上了送外卖。近期饿了么联合新华网发
布的《2020 年 00 后蓝骑士报告》显示，近一年来饿
了么新注册 00 后蓝骑士数量同比增长近 2 倍。
相比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潜在的职场 PUA、
每天忙到死却不知道何时升职加薪，送外卖显得更
自由、轻松，还能接触各种有意思的人，让 00 后更
愿意让外卖骑手成为他们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本期讲述的是一群 00 后外卖骑手，在送外卖的
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失独母亲、抑郁症患者，还有人
通过送外卖在餐厅”偷师“，希望未来能够开一家
属于自己的餐厅。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为失独母亲送外卖，遭遇“被迫成长”
小赵 00 年 男 骑龄 4 个月 江西九江
我出生在江西九江，我爸是工人，我妈是个家
庭妇女。
今年我自己开的餐馆遭遇疫情。连着几个月的
闭店，让我把之前赚的都给搭了进去。这时，身在
杭州的朋友跟我说，“要不来做骑手吧，我们差人
。”
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眼下疫情也不知道要持
续到什么时候，人总要生活，我也想离开江西出去
闯闯。
但我妈又一次反对我的决定。她觉得做骑士要
接触更多的人，怕我有被感染的风险，看我一意孤
行就下了最后通牒，“要是出去了，你就再也别回
来。”
结果是，我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这一走， 20 多天我妈没跟我发过消息。当时
我每天骑行送外卖，骑着小摩的感觉还挺享受，一
忙着就忘了和家里联系。
直到那一次，我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顾客。
那是六月的一个午后。那天下着瓢泼大雨，就
跟雷公发怒、有人渡劫似的，我感觉天都破了一个
漏洞似的。
当时我正赶着去取餐，需要配送的是一个生日
蛋糕。那个盒子很大，我担心蛋糕被碰坏，就小心
翼翼地拎着它，另一只手抽出来打电话，和客户确
认具体的配送位置。
其实我已经很小心了，但路面上的积水太深，
我脚下一滑，还是摔了一个屁股蹲儿。但我当时第
一反应不是看自己摔破了哪里，而是忙着看蛋糕是
否完好。
很可惜，那个蛋糕被摔得稀烂。当把蛋糕交给
顾客时，我担心得不敢抬头，心想这下完了，蛋糕
碎了，我一定要被投诉了。
顾客是个中年阿姨，看着挺严肃，感觉也不是
太好说话。我把蛋糕交给她以后，一个劲儿地道歉
，并表示这个蛋糕的费用我会全额赔款。我还补了
一句，“不知道您谁家过生日，我也祝他生日快乐
！”
没想到，那个阿姨听完这句话，脸色都沉了下
来，不说话了。

我抬头一看，她哭了。我给吓了一跳，心想这
也不至于吧，看着她年纪也不小了，会因为生日蛋
糕碎了就哭吗？
阿姨擦了擦泪，跟我说，“没关系，这个蛋糕
是给我去世的孩子定的，今天是他生日，如果他还
在，应该跟你年纪差不多”。
我听了心里更难受了，比别人给我差评还难受
。本来就是一个让人难过的日子，我把蛋糕弄碎了
，更给人心里添堵了。
阿姨坚持不要我的赔偿，看我身上也淋湿了，
就邀请我上楼避避雨。进门后，她一边给我递毛巾
，一边和我聊天。她有点心疼地看着我说，“你年
纪不大，就出来送外卖，还遇着大雨，你也不容易
啊”。
几番聊天下来，我才知道她的故事。
她今年 39 岁，十几年前，她跟着跑货运的丈夫
从云南远嫁到杭州。
阿姨在杭州没有其他亲戚朋友。她本以为有了
老公孩子，就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没想到三
年前的一次车祸，孩子没了，她也成了失独母亲。
没了孩子以后，家里忽然只剩下她和丈夫两人
。丈夫每日看着孩子的房间就掉眼泪，为了逃避那
些关于孩子的回忆，他又把原本辞掉的货运工作重
新捡起。
孩子是维系家庭的纽带，失去孩子以后，阿姨
也和丈夫之间没了羁绊。丈夫大部分时候都在外地
，阿姨一个人也不愿做饭，时常就叫外卖随便“解
决”一下。
也许是太想念孩子，当我和她聊起我送外卖的
生活日常时，她也听得格外认真。
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妈妈，也突然明白了母亲
的不容易。
“和你聊完感觉好多了”，阿姨说。待雨停后
，我跟她说我要去接着配送，阿姨还主动要求加了
我的微信，说认识也是缘分，以后想和我保持联系
。
离开阿姨家的那天晚上，我就主动找我妈视频
。我妈一边骂我”没良心，终于联系了“，一边问
我新生活习不习惯，祝福我在外面多照顾自己，典
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第一个月结束后，我领了 6000 块钱的工资，留
下了一部分生活费后，剩下的全给我妈转去。阿姨
让我想到了我妈——我常年也不在她身边，家里有
事我也不能及时帮忙。
后来，我也常去看望那个阿姨。她家正好在我
日常配送范围内——杭州西湖区。不太忙的时候，
我就会带些水果去陪她聊聊天。看到家里有什么需
要帮忙的，我也帮着打打下手。
也许她心里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而我在杭州
也没有亲戚朋友，多了一个跟“亲妈”似的亲人，
也挺好。
除了这位阿姨，我在这短短的四个月“骑士生
涯”里，也遇到不少事、不少人，每个客户背后都
是一段故事，有幸的是，我参与进了这个阿姨的故
事之中。
我目前最大的目标，就是努力跑单、未来给父
母更好的生活。送外卖就是一个过渡的平台，但我

依然很感谢这份工作给我心智上的成长、自由的工
作时间和相对公平的工作状态。
陪抑郁症顾客“兜风”，我是外卖界“心理捕手”
小林 01 年 男 骑龄 5 个月 成都
我刚做骑士五个月，见的人不算多，印象最深
的是一个抑郁症姑娘。
那天凌晨，我接到了一个帮跑腿的单子。收件
人是个年轻女孩，拿到药品时她发现少了两盒，发
现是发件方少装了。
我看她脸色不好，全程也没笑容，心想这一生
病，少了药也耽误恢复。虽然责任不在我，我还是
自己原路返回帮她把剩下的两盒药取回来。
就是这多跑的一趟，我特意确认了一下药名
——“来士普”。那是个专门治疗抑郁症的药，我
这才知道她是个抑郁症患者。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患有抑郁症的人。当我送药
回去时，她一个人坐在小区门口发呆，依然面无表
情，只是看到我有些惊讶——她没想到我会专门为
她义务跑一趟。
随后我们便简单交谈了几句。她告诉我，她
今年 22 岁，大学毕业以后没去上班，就在家里折
腾了个网店。她有“社交恐惧症”，不喜欢和人
面对面交流，所以平时不出门，就和朋友通过网
络沟通。
言语间，我发现她看世界的角度也其他人不一
样。比如，正常人过马路，都担心前后有没有来车
，但她更在意有没有碰到别人。
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她总是不开心。在我的世
界里，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
话就是两顿。
后来我就常在微信上和她聊天，还尝试叫她出
来一起玩。没想到第一次邀请，她就同意了。
那天和我一起兜风时，我终于看到她的笑容，
但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抑郁症就好了。
回到家后，我开始查询和抑郁症相关的资料，
这才知道抑郁症不单纯是心理上的疾病，也是生理
上的疾病，需要看医生、吃药、治疗，可不是我哄
几句就能痊愈。
抑郁症并不可怕也不遥远。我也常常因为被投
诉、或者遇到了不理解自己的顾客而感到懊恼，有
时候真的气不打一处来。
有次就因为电梯没及时赶上，延时了五分钟，
被客户投诉退单。
我一直记得当时的感受，连日的疲累、那天的
委屈全都涌上心头。那天我停止了接单，连着几日
都躲在宿舍打游戏，不想见人，也不想吃饭，觉得
一切都毫无意义。
现在想来也有些后怕。要不是我朋友来成
都找我玩，让我陪他吃火锅、逛集市，让我心
里舒坦许多，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就辞职回老家
了。
因为她，我自己也有所改变。首先是变得乐观
了，不再因为顾客偶尔的不理解而不开心，毕竟能
不能做到事事周全，有时也不单纯是我的问题，不
要为了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我也开始学会给自己放松。现在我只在晚上接
单，接满 20 单就不做了，白天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情，画画、弹钢琴什么的。
比起上班，送外卖其实挺开心的。和我一起送
外卖的伙伴大多都在 18 岁至 25 岁，大家都很年轻
，也好打交道，送外卖时间自由，没有所谓的职场
PUA，也没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
我还给自己立了一个小目标。她这么年轻，就
有了自己的网店，我觉得我努努力也有希望。
如果我干满一年能攒下些钱，我打算开个专门
卖夜宵的小餐馆——成都人太爱夜宵了，做夜宵一
定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到时候我也可以经常请她来坐坐，让她感受下
，跟人接触没有她想象的那么难。
“单王”一天送 83 单，到后厨“偷师”准备开餐馆
小子 00 年 男 上海 骑龄 2 年
我是上海本地人，两年前开始送外卖。
我父母是搞餐饮的，我也打算继承这行。但餐
饮这行实在太复杂了，我又不想只在父母的店里帮
忙，我还年轻，应该多出去看看，于是就打算先从
送外卖做起。
接单时，我常“偷看”餐馆的后厨情况，主要
是向他们“偷师”。目前很多餐厅的原材料都可以
从淘宝买到，只要学会他们的制作方法，我就可以
开个自己的餐馆。
现在大家都叫我“单王”，还给我起了个外号
叫“人形地图”，因为我从不用导航，一看地址就
知道往哪儿送，效率极高。
不过就在两年前，我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路痴。
我送第一个单子就找不到路，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等见到顾客时，他直接说不要了，当时我的心
就跟迟到的外卖一样凉。
但我心想，做一天和尚就要撞一天钟。如果我
一辈子都要做“和尚”，就要把这个钟“撞烂”。
即使是送外卖，也要成为“骑士”里的行家。
从那次迟到的订单后，我就坚持每天骑行 12 小
时以上送外卖。最多的时候，每天早上 7 点起床，
晚上 12 点送完夜宵的单子才收工，一天最多能到
83 单。
我还有一些做骑士的“独门武功”：比如，我
会在下雨天和凌晨多花精力送外卖。那时单多人少
，配送费也高。
两年时间内，我送出五万单，平均每天
60-70 单，月收入也能达到一万多元。一开始，
我的上海本地朋友都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去送外
卖，现在我的收入已经和那些坐办公室的朋友
持平了。
我也推荐和朋友也来送外卖。骑士是连接商家
和顾客的桥梁，相比在公司上班，送外卖能够接触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更深入的感受到社会不同层
面的情况。
最让我开心的是，赚钱后我可以买任何我喜欢
的东西，比如两万多元的外星人电脑、PS4、Switch
游戏机——我从小就爱打游戏，还为此学了不少英
文单词。在送单时碰到外国顾客我还可以和他们简
单交流几句。
我的名字里有个“龑”，爸妈希望我能做飞天
的龙。当我知道大家叫我“单王”后，我挺开心的
——外卖送得好，也能成为骑行路上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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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致美国教育损失巨大
相当于出口降低 10%
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热潮给美国高等院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收益。《2019 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
，在美国际生人数连续 4 年超过 100 万
，中国是美国第一大生源国，留美人数
占所有国际生的 30%以上。不过，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这一趋势明显
放缓。
日前，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 2020
青年论坛 No.5——城市、房地产与经济
增长”会议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余
淼杰指出，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美国的教
育收入损失了 11.5 亿美元，相当于降低
出口 10%左右。
这一结论源自余淼杰与其他 4 位中
外学者合作完成的研究，目前已经以
论文的形式发表。该研究认为，不能
仅从商品贸易的顺差和逆差来考虑中
美贸易，因为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实
际上都转变为服务贸易顺差，美国从
中国购买商品时流出的资金会随着中
国留学生为美国高等教育付费而回流
到美国。因此，美国指责中国损害其
制造业是不合理的。
服务贸易的替代作用

2001 年加入 WTO 后，中国得到了
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关税从 35%降至 3%
。数据显示，入世后中国出口迅速上升
，2009 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第一大的出
口国，现在出口占全球 13%-14%。与此
同时，中国入世后，尤其是 2004 年、
2005 年之后，赴美留学的国际学生数量
呈现指数化上升，当前的数量较 21 世纪
初已经翻了 4-5 倍左右。
由于不同城市的产业机构和水平不
同，其贸易自由化的水平也不同。研究
结果显示，赴美留学人数增长强劲的正
是贸易快速增长的中国城市。越是贸易
自由化的城市，出口扩张就越迅速，同
时城市中赴美留学的学生数量就越多。
由此可见，中国贸易扩张是决定中国赴
美留学生人数增长的关键因素。
余淼杰表示，尽管美方在货物贸易
上有逆差，但中国的贸易顺差又导致更
多的学生跑去美国留学，增加了美国对
中国的教育服务出口。实际上，美方的
服务贸易顺差，特别是教育、留学方面
的服务贸易顺差，对货物贸易有替代作
用。因此，美国单纯从贸易逆差的角度
来指责中国的说法是片面的。
贸易摩擦致美国教育损失巨大

然 而 ， 2018 年 初
美国挑起贸易争端以
来，留学生增长势头
开始趋缓。据研究测算
，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美
国教育服务出口减少了
大约 3%，收入损失了
11.5 亿美元，相当于降
低出口10%左右。
其中，这一政策
对自费的学生比对有
奖学金的影响更大，
对本科生的影响也大
于研究生和博士生，
原因是研究生和博士
生都会不同程度地受
到学校的财政支持。
专业方面，相对于传
统的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政策对人文、自然科学的影响更大
。
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结果。据 2018 美
国门户开放报告，2018 年留美国际生增
长放缓，增长率由去年的 3.4%减少为
1.5%，2019 年则下降 0.9%。其中中国学
生人数在 2018-2019 年期间增加了 1.7%

，研究生入学人数增加了 2%，本科生
入学人数仅增加了 0.2%。
这一趋势也将对美国大学和科研机
构的财政预算产生重要影响。根据美国
商务部的数据，2018 年国际留学生为美
国经济贡献了 447 亿美元，并为美国提
供了超过 45 万个就业机会。
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进一步收紧

中美教育界人士呼吁
国际教育交流不应该政治化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入境和海关执法局
6 日发布通告说，2020 年秋季学期的留学生
如果仅上网课，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
当前签证。签证新规一经公布就引发多方批
评，被指“残酷且毫无必要”，是通过向学
生施压迫使学校当局尽早重开校园。美国哈
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8 日提起联邦诉讼，
以阻止美国政府实施将令部分留学生面临被
迫离境风险的签证新规。
签证新规是对中美教育合作的又一次
打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和国会频
频对中美教育合作发难，导致两国人员正
常的留学、访学活动受到干扰。中美在教
育领域的合作交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教育合作在推动中美友好交往中起到了积
极作用。美国政府将教育交流政治化害人
害己，是逆潮流而动之举。
近期美国政府和国会频频对中美教育
合作发难，导致两国人员的正常教育交流
、访学活动受到干扰。5 月 29 日，美国总
统特朗普签署公告，禁止与“中国军民融
合战略”有关的中国公民持学生或访问学
者签证进入美国的大学攻读研究生或者从
事博士后研究。无独有偶，来自阿肯色州
的保守派参议员汤姆· 科顿提出禁止中国留
学生来美学习科学、技术、数学等专业。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政府预计将
对允许国际生以学生身份就业的选择性实
习培训计划（OPT）进行限制。美国多数
高校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美以国家安全为
由禁止中国人员来美学习交流，实际上会
扩大打击范围，将中国的顶尖科研人才拒
之门外，危害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
。
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签证收紧以及毕业后在美就业的不
确定性已经让中国留美学生的处境雪上加
霜。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
究所主任傅瑞珍表示，美国政府限制中国
留学生签证和反移民立场已经对来美留学
的国际学生产生抑制作用。但实际上美国
大学的很多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
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当前美国大学

面临财政困难，失去国际生将是额外的沉
重打击。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加利福
尼亚州是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的最佳目的地
。加州多个高校担心美政府近日颁布限制
中国学生、学者来美深造的新规将使加州
高校失去优秀的科研人才。美国前助理国
务卿帮办、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
丽表示，“我确实担心，美国的政策会在
很大程度上阻止有才华的中国学生来美攻
读研究生或从事研究，从美国科技创新的
角度来看，这将适得其反。”据福克斯新
闻报道，美国谷歌公司前总裁埃里克· 施密
特表示，目前美国禁止中国学生来美留学
的立法努力可能会“违背美国自身的利益
”。这位现如今担任美国五角大楼国防创
新委员会主席、国会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
员会主席的技术大亨近日在接受一家军事
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很多顶级的研究
生都是在国外出生，而且通常都是中国人
。”
刚刚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的上海
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王星星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前中美教育合作遭遇“逆流”，教育交
流已被政治化。美政府限制中国学生、学
者的签证显示出近年来美国对于中国崛起
的不自信心态，将可能导致众多中国优秀
学生不再将美国作为留学首选地，即便在
美国未被驱逐的中国留学生也将难以安心
从事科研工作。王星星指出，中美在教育
领域的合作交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
两国政治关系的起伏较大不同，过去 40 年
来中美在教育合作领域的波动性相对较小
。教育合作在推动中美友好交往中起到了
积极作用。王星星认为，中美教育合作的
内生动力强大，未来合作的潜力和空间仍
然巨大，并能继续为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
展发挥积极影响。王星星通过在美访学以
及在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经历感受
到，美国高校不同于政府，他们对华交往
合作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最近两年美国
多个高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
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莱斯大

我們的新網站

学等学校的校长，纷纷发声欢迎和支持包
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和学者。比如
哈佛大学校长巴科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以
及信件中明确表示对中国留学生的欢迎态
度。王星星在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保罗·
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的前同事就很愿意与
中国学者交流和讨论，愿意倾听中国的真
实情况。他们反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留学
生的限制，强调中美之间学术交流与合作
的重要性，认为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这种
对话与合作显得弥足珍贵。
正如 王 星 星 所 言 ， 哈 佛 大 学 校 长 巴
科 6 月 2 日致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
安全部执行部长沃尔夫，敦促美国政府
重新考虑对国际学生、学者和专业人员
的非移民签证限制，特别是不应该对选
择 性 实 习 培 训 计 划 （OPT） 和 科 学 、 技
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国际学
生进行限制。巴科强烈建议美国政府避
免采取针对某些国家学生的强硬限制措
施，因为这有悖于美国的建国宗旨和公
开、包容的宪法精神，也将在科学研究
的关键领域把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割裂
开。除了哈佛大学，美国其他高校负责
人也就美签证限制政策表达反对意见。5
月 29 日康奈尔大学副教务长沃尔福德在
代表该校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康奈尔大
学因为有优秀的中国学生、出色的中国
研究人员和热忱的中国校友而更为强大
。我们强烈主张在所有学科领域继续为
来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
区的康奈尔学生和研究人员发放学生和
学者签证，并继续发放毕业生临时工作
许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古特曼 6 月
23 日在学校网站发表声明，为美国政府
针对某些国际学生和学者进入美国的限
制措施深感不安。声明说，来自中国的
学生学者总是被他人怀疑在美国学习和
研究的动机，但自 1896 年第一位中国学
生到校学习以来，中国学生、教师和员
工对该校世界领先的研究和教育至关重
要。宾大将竭尽所能继续欢迎来自中国
和其他各国的学生学者。

了对海外留学生的签证政策。当地时间
7 月 7 日，美国移民执法局表示，秋季学
期课程完全是线上学习的留学生将不会
获得签证。对此，包括哈佛、麻省理工
等高校对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移民执
法局提起了诉讼，在此案开庭前，美国
政府终于同意撤销此前发布的留学生签
证新规。

美国可能驱逐在美留学生？
中美教育纽带处于危险之中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7
月 11 日 文 章 ， 原 题 ： 由 中 国
学生打造的中美纽带处于危险
之中 副题：中国对美教育需
求的骤降将削弱美国软实力
未来的几周，许多中国学生将
不得不决定如何以及是否前往
美国深造。
7 月 6 日，美国当局宣布，
除非下学期参加面对面授课，
否则在美的外国学生将面临被
驱逐出境的风险，这一声明引
发了恐慌（还有来自哈佛大学
等高校的起诉）。今年秋天，
通常还会有 5 万名中国新生进
入美国大学就读，但是美国驻
华使馆的签证办公室已经关闭
，并且未透露何时开放。家长
们很快就会收到下个学期的学
费账单，通常是数万美元，即
使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家上网课
。
许多富裕的中国家庭还没
有准备好放弃他们的美国梦。
18 岁 的 艾 丽 就 读 于 北 京 一 所 顶
级高中的国际部，学费不菲。
她收到了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
，并打算去就读。对于她来说
，其他国家缺乏吸引力，澳大
利亚是为“成绩差的人”准备
的，加拿大“中国学生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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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隆重推出5大板塊 提升,
為客戶， 讀者提供了更好的瀏覽體驗。

你甚至没有机会说英语”。至
于英国，她参加过那里的暑期
课程，但感受到了当地对外国
人的冷漠，“与英国相比，我
更喜欢美国，我觉得在那里我
更容易被接受”。
艾丽的母亲说：“麻烦事
一件接一件。”她还记得在美
国度假时，这个国家“在各个
方面”都显得很不错。但是，
她哀叹道，美国官员“在与新
冠疫情的斗争中输得很惨”。
她对美国普通人拒绝戴口罩感
到震惊。
是的，中国年轻人知道美
国总统称新冠病毒为“功夫流
感”。
现在，美国在让外国学生
感到不受欢迎方面做得很“出
色”。弗朗西斯· 米勒是西安
的一名留学顾问，他说，他接
待 的 许 多 中 国 学 生 从 15 岁 左
右就开始参加专门的国际考试
，为美国高考或其他外国大学
入学考试做准备。这些学生下
决心出国留学，因为他们放弃
了决定中国大学入学资格的三
年高中课程。他们的前景不容
乐观。南京一名留学教辅机构
教师说，公司的新客户在一年
内 减 少 了 2/3 。

Southern News Group

休城新聞
星期一

2020年9月14日

Monday, September 14, 2020

B4

特朗普表示他不會延長
TikTok 出 售 的 截 止 日 期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週四表
示，他不會延長他為 Tiktok 的中
國 母 公 司 字 節 跳 動 （ByteDance) 設定的即將到底來的 9 月
15 日的截止日期，要麼出售該應
用程序要麼被禁止使用。
特朗普在安德魯斯聯合基地
登上空軍一號之前說：“我們將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要麼將其
關閉，要麼將其出售。” 他堅持
說：“不會延長 TikTok 的截止日
期”。
總統的言論只是他在 7 月份
宣布將禁止在美國運營該應用程
序後的強人方式的最新例證。
上個月，他在一項行政命令
中聲稱，有“可靠的證據”表明
ByteDance“可能會採取行動，

威脅到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行為
”。
然而，字節跳動公司已經起
訴特朗普政府，以回應其所說的
“嚴重政治化”行政命令。
TikTok 在宣布此案的博客文
章中說：“相對於訴訟，我們更
願意進行建設性對話。” “但是
行政命令威脅要禁止我們在美國
的業務，取消創造 10,000 個美國
工作機會，並無可挽回地傷害數
百萬使用該應用程序進行娛樂，
交流和合法生活的美國人，這在
大流行期間尤其重要，我們簡直
別無選擇。”
隨著 TikTok 努力保持其在美
國的生存力，微軟已成為該平台
的購買潛力，盡管可能性不大。
該應用程序在美國和其他西

方國家迅速流行，成為第一個在
其本國以外的用戶中獲得廣泛關
注的中國社交媒體平台。
根據分析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數據，今年前三個月，它的下
載量為 3.15 億次，季度下載量超
過曆史上任何其他應用程序。
TikTok 的批評者擔心，它在
美國用戶身上收集的數據可能最
終會落入中國政府的手中，盡管
TikTok 曾表示已將其數據存儲在
中國境外，並且會抵制北京進行
的任何嘗試來搶奪該信息。
網絡安全專家表示，TikTok
對國家安全的潛在風險在很大程
度上是理論上的，並且沒有證據
表明該應用程序的用戶數據已被
中國情報部門獲取。

從嶽麓峰會解讀南數字新經濟發展路徑

【作者 白祖偕 劉雙雙 付敬懿】 因為疫情，從春天推遲
到秋天舉行的 2020 互聯網嶽麓峰會以“數字新經濟 雲開看未來
”為主題，於 7 日至 9 日在長沙舉行。來自華為、騰訊、中國電
子、中國移動、京東、拓維信息、北京字節跳動等領軍企業的大
咖雲集長沙，把脈數字新經濟的未來與機遇。
這個發端於千年學府嶽麓書院的互聯網峰會，最初只是幾個
懷抱夢想的湘籍互聯網精英發起的小規模“湖湘彙”論壇，如今
已成為備受矚目的行業盛會，成功舉辦了七屆。而洞庭魚米之鄉
湖南也在這七年間乘“雲”而上，在新經濟產業發展的賽道上加
速“奔跑”。
官方數據顯示，近 7 年，湖南移動互聯網產業以年均 71.9%
的速度增長，長沙正成為互聯網企業第二總部或區域總部的聚集
地、中部地區互聯網產業發展的新增長極。其中，2019 年長沙
移動互聯網產業營收 1050 億元(人民幣，下同)，是 2014 年的 15
倍，同年長沙移動互聯網發展指數為 271，在全國直轄市及省會

城市排名第六，穩居中部第一。
在新經濟領域“跑步前進”，湖南憑什麼
？
“自 2013 年底以來，湖南高度重視、大
力發展互聯網產業，以互聯網的速度製定並
實施了支持鼓勵互聯網產業發展的系列政策
措施。”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杜家毫在與出席峰會的嘉賓代表座談時如此
表示。
何為“互聯網”速度？
記者發現，2014 年春節後不久，時任湖
南省省長的杜家毫主持召開移動互聯網產業
專題會議；5 天後，湖南省政府發布《關於鼓
勵移動互聯網產業發展的意見》；又 5 天後
， 《關於鼓勵移動互聯網產業發展的若幹政策》出爐。與此同
時，湖南省、市、區各級政府相繼推出“柳枝行動”等“真金白
銀”扶持政策，連續 5 年每年提供 4 億元產業扶持專項資金……
高層重視和配套政策引導無疑是湖南互聯網產業“搶跑”的
關鍵一環。特別是 2018 年互聯網嶽麓峰會上，杜家毫發出公開
邀約：“我們期盼騰訊、京東、阿裏巴巴等國內外知名互聯網企
業將'第二總部'落戶長沙，推動形成北有北京、南有深圳、東有
杭州、中有長沙的中國互聯網產業發展新格局。”這一邀約不僅
透露了湖南產業發展的願景和目標，更推動了湖南互聯網產業的
集群式發展。
截至 2019 年底，湘江鯤鵬、58 集團、百度無人駕駛、華為
軟件開發雲、騰訊(長沙)雲等國內眾多知名軟件和互聯網領軍企
業在湖南湘江新區設立了全國總部或第二總部。中聯智慧產業城
、長城總部、北鬥微芯、映客直播第二總部、湖南麒麟科技園、
萬為機器人產業園、恆定互聯網教育基地等一批重點建設項目開

工進展順利。
在 58 同城董事長兼 CEO 姚勁波看來，湖南互聯網產業發展
是一個奇蹟。 “在與各級政府的交往中，真切感受到責任感、
使命感，這也是湖南互聯網產業能後發趕超的重要原因。”
目前，58 集團在湖南總投資額逾 30 億元，在湘員工 2000 餘
人，業務涵蓋網絡招聘、房屋租賃買賣、本地生活服務、二手交
易、互聯網金融、創新孵化等多個領域。
在業內人士看來，嶽麓峰會與湖南互聯網產業發展已然形成
了相互帶動的重要作用。如今，業界精英爭相組團參加嶽麓峰會
的目的絕非僅僅為了“論道”，而是希望在湖南這片互聯網產業
蓬勃發展的沃土上找尋更多合作契機。
今年疫情防控期間，騰訊雲和湖南相關部門合作，創新上線
“湘就業”“湘消費”平台；嶽麓峰會舉行前一天，騰訊智慧教
育唯一全國運營平台正式落地長沙，騰訊雲計算(長沙)研發中心
同步掛牌。
“百度無人車在長沙的落地，就是對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
”百度集團副總裁侯震宇對長沙打造“自動駕駛第一城”充滿信
心。
阿裏巴巴集團副總裁、阿裏研究院院長高紅冰希望，利用雲
技術與“廣電湘軍”合作，將娛樂與電商結合，打造一種全新的
本地生活新經濟。
2020 互聯網嶽麓峰會落下帷幕，湖南高層釋放的發展數字
經濟信號更加明晰：數字經濟代表未來發展趨勢。當前湖南堅持
“軟件”、“硬件”一起抓，緊緊圍繞互聯網產業打造信創工程
、新型電子產業鏈，加快推進工業互聯網和智能製造，實現互聯
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業態
、新產業、新模式。湖南將提供更加優良、更為活躍的營商環境
，讓更多企業在湖南不斷做大做強。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