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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在美国洛杉矶The Broad艺术博物馆
拍摄的艺术作品《郁金香》。The Broad是美国慈善
家伊莱·布罗德夫妇出资建立的一座当代艺术博物
馆，位于洛杉矶市中心,于2015年9月向公众开放。

香气袭人

12 月 16 日，在新加坡动物园，即将迎来 25 岁
生日的北极熊伊努卡在吃冰块和水果制成的“蛋
糕”。伊努卡是首头在热带地区出生的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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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美国纽约植物园举行2015年节日小火
车展。植物园节日小火车展是纽约圣诞节的传统活动
之一。今年展览面积达3000平方英尺，园林艺人用各
种植物花叶，精心编制了150多个纽约经典地标模型。

小火车展

周 评

“衅”字在汉语中有“缝隙”之意，又有“祸乱”、
“争端”之意。《左传》有云：“会闻用师，观衅而动。”
讲得就是用兵之道。如今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
关系用这一个“衅”字来解释再贴切不过。俄罗斯
出兵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但战机时不时掠
过土耳其领空，又打击了与土耳其血缘关系较近
的土库曼人，土耳其政府“观衅而动”，一举击落俄
罗斯战机，可谓衅起于战端。此后双方的衅隙越
扩越大，本周俄罗斯在黑海驱逐土耳其商船，而土
耳其也毫不示弱，驱逐俄罗斯商船。

为了弥补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分歧，美国国
务卿克里本周访问俄罗斯，美俄双方暂时放下成
见，就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及另一恐怖组织
达成共识。对于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国”中的
作用，正在土耳其访问的美国防部长卡特希望土
耳其管控好土叙边境，同时以合适的方式加入地
面和空中战斗中去。这反映美国希望未来土耳
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衅隙一旦产生，就很难消除。美俄最
近的衅隙产生于克里米亚问题，此后俄罗斯承受
了西方的一系列经济制裁。可以预见，俄土、美
俄之间的分歧将分散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
的力量，也将使这一组织获得更多苟延残喘的机
会。

与恐怖主义一样，气候变化也属于全球性议
题，各方对于目标、措施、资金等各个方面都存在
着分歧。但可喜的是，面对地球生存环境不断恶
化的现实，各方终于放下争吵，没有把障碍当成不
可解决的问题，而是寻求最大公约数。最终，《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
通过《巴黎协议》，各方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由此可见，衅隙并非难
除，而是取决于各方解决问题的决心与毅力。

但愿我们的世界少些衅隙，多些共识。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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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科

罗伯特·卡恩——1970 年 ，罗 伯
特·卡恩设计出第一个“网络控制协议”
(NCP)，即网络通讯最初的标准。1973
年，罗伯特·卡恩与文特·瑟夫设计出网
络通讯协议（TCP）。1978 年，TCP 协
议正式变为现在通用的TCP/IP网络协
议。80年代中期，卡恩参与了美国国家
信息基础设施(NII)的设计，NII后来被
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罗伯特·卡恩与
文特·瑟夫并称“互联网之父”。

钱华林——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
络信息中心研究员。1989 年 10 月起，
钱 华 林 参 加 并 主 持 完 成 了 NCFC、
CASnet、CSTNet 等大型网络工程，并
于 1994 年 4 月首次实现了中国与 In-
ternet 的完全连接。主持建立了我国
的域名体系，担任我国与 Internet 的技
术和行政联络员，并组织中文域名系
统的研究和开发。今天我们能方便地
逛淘宝、刷朋友圈，这位“祖师级技术
男”功不可没。

布鲁斯·麦康纳——互联网界的
反恐精英。布鲁斯·麦康纳曾担任美
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部门高级顾
问、副秘书长，现任美国东西方研究所
高级副总裁。

布鲁斯·麦康纳认为，互联网治理
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可以独自完成的事
情，各国之间需要加强合作，无论是政
府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可以进行交
叉合作来应对恐怖主义，追查互联网
犯罪分子。

乌镇，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古老小镇。
乌镇，一个举世瞩目的新兴小城。
刚从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分会场走出

的嘉宾伊丽莎白·乌加若，不顾初冬的寒意，干
脆打起赤脚、手拎鞋子，在青石板路上感受“人
家尽枕河”的江南意蕴。窄巷边，十几位金发
碧眼的外国学生在小店内轻抚乌镇剪纸、真丝
旗袍，爱不释手。在乌镇，不仅人在画中游，而
且人随文化走。

这样诗情画意的乌镇，已经率先实现了
4G 网络多制式全覆盖，免费 WiFi热点覆盖主
要公共场所，光纤固定宽带实现“百兆到户，
千兆进楼”，重点区域千兆到桌面，信息高速
公路畅通无阻，网络基础设施领先全国。互
联网和乌镇的“碰撞”，让每一位游客都可以
切实感受到“一样的古镇，不一样的乌镇”。

画船听雨时，白墙黑瓦仿佛亘古未变。
而在桨声灯影中，一脉碧水赋予了水乡更多
的 繁 华 。 墙 上 的 二 维 码 、店 里 粘 贴 的 免 费
WiFi、支 付 宝 结 账 …… 互 联 网 元 素 无 处 不
在。一年来，这张网承载着看得见、摸得着的
变革：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挂牌运营，智慧养
老服务中心建成启用，智慧旅游服务形成体
系，智慧交通设施日益完善，智慧环保实现实
时监管，智慧政务系统高效运转，互联网应用
融入了乌镇百姓的日常生活。

一网一世界。“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
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

‘老死不相往来’。可以说，世界因互联网而
更多彩，生活因互联网而更丰富。”来自美国
Collegiate 学校的图沙尔·马登特别赞同习近
平主席的这句话，他说：“我相信中国有能力
实现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的目标，让每个人都
有接触互联网的机会。同时，我希望能有一
种更便捷的方式，让美国商家与中国的消费
者连接起来，这对两国都很有利。”

如今的乌镇，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12月 16日，在风光旖旎的江南水乡、粉
墙黛瓦的千年古镇，为期三天的第二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拉开帷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开
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纵论互联网给人类生
产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深入阐述推进全球
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该坚持的“四项原
则”，明确提出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的“五点主张”，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

互联网的问世与发展，不仅引领了社会
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
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更深刻改变着人们的
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与进步。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成
果惠及 13 亿多中国人民，更好造福各国人
民。”中国正是本着这样的主旨发展互联网、
治理互联网的。接入国际互联网的 21
年来，互联网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融入人民生活。目前，中国有
6.7亿网民，网民规模全球第一；
有 413万多家网站，在全球国

家顶级域名中排名第二。互联网正成为带
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风口”，互联网经济 GDP
占比去年即达 7%，全球互联网公司 10强中
中国占了 4家，去年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大
约 2.8 万亿元，居全球首位。“十三五”时期，
中国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理念引领发展、推动变革。大力实施网络强
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
划，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目的
就是要让互联网给全体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然而也必须看到，互联网领域面临发展
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诸多问
题和挑战，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更
大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还面临诸多难题和障

碍。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需要在相互
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建构科学合理的规则
与秩序。网络空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面对风险需要同心协力、同舟
共济，面对机遇不能搞“有你没我”的零和游
戏而应是携手共进的互利共赢。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
该坚持“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
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应当“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
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
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
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
义”。“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归结起来，就
是希望互联网这个人类的命运之舟行稳致
远。

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国际社会
携手推进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同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我们定能让这个家园更
美丽、更干净、更安全，更好造福全人类。

安全与繁荣是世界各国

人民的共同追求，在互联网

领域也不例外。第二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于 16日至 18日

在中国乌镇举行，本届大会

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为主题，汇聚来自五大洲的

2000多名嘉宾就全球互联

网领域的重大议题展开深入

交流，共谋互联网发展与治

理之道。

这是中国倡导并举办的

世界性盛会，也是互联网治

理迈向全球共享共治模式的

崭新里程碑。对于建立多

边、民主、透明的互联网治理

体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

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将产

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会场上的“技术咖”世界的乌镇
乌镇的世界

图② 博览会上展示的一款虚
拟现实全景摄像机。

图① 一名互联网农产品销售平
台的工作人员在展示优质农产品。

这是在浙江乌镇西栅景
区一条小巷里光绘的“@”图
案（12月 14日摄）。

图③ 博览会现场展示的多功
能机器人。

图④ 博览会现场展示的智能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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