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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春节期间，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各国举行，
受到当地民众欢迎。

美国亚洲协会得州分会9日在
休斯敦举办庆春节活动，来自中国
杭州的手工艺人现场展示了多项手
工技艺，包括杭州刺绣、宣纸制作、
纸伞制作和木雕等。当地民众大多
首次见到这些新颖别致的艺术品，
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参与其中，有的
亲手装饰团扇，有的尝试宣纸制作，
场面十分热闹。

“我希望能更多了解中国春节
和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不同的文化
能让我们彼此加深了解。”参加活动
的当地艺术教师比尔德说，美国学
生对中国的了解有限，通过文化来
认识中国是非常好的途径。

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 9 日晚
在莫斯科举行，来自苏州民族管弦
乐团的艺术家们，为俄罗斯观众献
上了一场极具中国特色的新春音
乐盛宴。

音乐会在喜气洋洋、充满中国
年味的《春节序曲》中拉开序幕。
随后，《我的祖国》《茉莉花》《抒情
变奏曲》《二泉映月》《庄周梦》《澳
门随想曲》等经典作品登场，中国
民族乐器独有的魅力让俄罗斯观
众如痴如醉。

9日，“印象中国”摄影展在立
陶宛温泉小镇德鲁斯基宁凯拉开帷
幕，成为小镇“约会中国年”活动的
重头戏。摄影展共展出立陶宛摄影
师维陶塔斯·达拉什克维丘斯的24
幅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了中国民俗
风情、自然景观及日新月异的发展
变化。

达拉什克维丘斯对记者说：
“中国人是如此勤劳、真诚和友好，
他们的生活以及中国的发展是我的
镜头最愿意捕捉和体现的东西。”

当天活动中，维尔纽斯大学孔
子学院带来的中国农历新年年俗介
绍、古筝表演、茶艺和武术气功表演
等，为小镇带来浓浓的年味。

据新华社电委内瑞拉军队
10日正式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
习，以显示抵御外部干预的决心。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天
观看了在米兰达州一个军事要
塞举行的防空演习，演习中使用
了俄罗斯制造的武器。他说，政
府将保证足够投资，以确保国家
防空系统所需的一切。委防空
和防导系统将配备世界上最先
进的导弹。

马杜罗表示，委内瑞拉有和
平的权利，委人民是和平的人
民，委内瑞拉不接受任何人的威
胁或干涉。他要求军民联合起
来，共同抵御美国政府可能对委
发起的侵略。“成千上万的人将
被武装起来进行防空和反导弹
防御，使我们的城市和村庄成为
坚不可摧的地方！”

此次军事演习将持续至 2
月15日。

据新华社电据美国《科学》杂志网
站披露，美国政府机构已“悄悄”批准曾
引发巨大争议的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
这类被认为“危险”的实验在被禁多年
后将很快重启。

相关实验可将H5N1禽流感病毒
改造得易于在哺乳动物间传播，被认为
可能带来人际传播风险。《科学》杂志网
站8日一篇独家报道说，在相关实验被
暂停4年多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一个委员会去年“悄悄”批准了重启实
验。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一名发
言人表示，由于包含专利等信息，不便
公开相关评审资料。

“一个美国政府评审小组在去年悄
悄批准了两个实验室提出的实验申
请。这类研究曾被认为太过危险，所以
联邦官员曾发布过罕见的暂停禁令。”
这篇报道说。

该文章说，其中一个实验项目已经
获得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的资助，“将在几个星期后启动”。另一
个实验项目正在等待资助。

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曾引发巨大
争议。2011年，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
大学病毒学教授河岗义裕、荷兰伊拉斯
谟医学中心研究人员罗恩·富希耶的团
队分别利用基因技术改造H5N1病毒，
发现所得病毒能更容易通过空气在与
人相近的哺乳动物雪貂之间传播。

批评者认为，这种传播能力更强的
病毒如遭泄漏，可能导致人类面临巨大
的安全风险。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
顾问委员会曾一度要求相关论文不得
发表，世界卫生组织还专门就此召开会
议，相关研究被一度暂停。

支持者则认为，此类实验有助增进
对禽流感病毒的理解，帮助应对禽流感
病毒可能自然出现的变种。在多方磋
商后，英国《自然》杂志和美国《科学》杂
志在2012年先后发表了相关论文，相
关研究也在2013年恢复。

2014年，美国政府生物实验室连
续曝出多起安全事故，涉及炭疽杆菌、
天花病毒、H5N1病毒等。当年10月，
美国暂停多个病毒改造项目，其中包括
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2017年12月，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解除了相关资助
禁令。

经过长达 11个月的“马拉
松”式谈判，韩国和美国代表10
日在首尔草签第10份《防卫费分
担特别协定》，给两国间久拖不决
的防卫费谈判画上了“休止符”。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
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第二次会晤在即，韩美相互让步
达成妥协，有利于维护韩美同
盟，让双方在应对半岛事务的关
键时刻保持步调一致。不过，韩
国舆论普遍担心，达成协议并不
意味着美国今后在提高“保护
费”上就此作罢。

分歧巨大

驻韩美军防卫费主要用于
驻韩美军所在各个军事基地的内

部建设费用、军需后勤物资费用、
韩国劳务人员开支等。韩美两国
1991年首次签订《防卫费分担特
别协定》，2014年签订的第9份协
定于去年12月31日到期。

为延续协定，韩美自去年3
月开始举行了多轮续约谈判，但
因在分担金额等问题上分歧巨
大，始终未能谈拢。

依照上一份防卫费分担协
定，韩国每年承担大约 9602亿
韩元（约合8.6亿美元）驻韩美军
防卫费。但在去年，美方有意大
幅提高韩方承担金额，先是要求
韩方承担10亿美元，之后又加码
至12亿美元。而韩方则坚持上
限是 1万亿韩元（约合 8.9亿美
元），并称这一数字是韩国国民

心理所能承受的最大限额。
此外，双方在协定期限上也

意见相左。此前的防卫费分担协
定有效期通常为3至5年，但美方
此次突然要求将其压缩至1年，
这意味着今年下半年韩美又将围
绕明年防卫费分担展开新一轮磋
商，美方可继续要求韩方提高分
摊金额。韩方则主张按以往惯
例，将协定期限定为多年。

韩国专家认为，明年美国将
迎来总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有
意将大幅增加盟国的防卫费分担
金额作为看得见的外交成果以争
取连任。同时，这也是特朗普主张
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延续。特朗
普早在2016年参加总统竞选期间
就放话称韩国在安保上一直“免费
搭车”，还一度表示韩国应承担
100%的驻韩美军费用。实际上，
不光对韩国，特朗普政府也向北约
盟国和日本频频施压，要求它们增
加军费开支、提高防务费分担。

暂时妥协

韩国分析人士认为，韩美去
年花了大半年时间都未能就防
卫费分摊问题达成妥协，但今年
却很快取得突破，这与当前半岛
局势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第二
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将于本月底
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在这一
背景下，韩美不愿让同盟关系因

防卫费问题未谈妥而出现动摇，
因此速战速决，果断为这一问题
画上句点，以求保持在半岛问题
上的紧密合作。

根据此次达成的协定，2019
年韩国承担驻韩美军防卫费
1.0389万亿韩元（约合9.24亿美
元），协定有效期缩短至1年。从
协定内容看，韩美双方都做了一
定让步。韩方承担的防卫费金额
最终还是超过了其此前坚持的1
万亿韩元的底线，在协定期限上
韩方也接受了美方要求。美方则
撤回了此前提出的新设“作战支
援”名目以及让韩方支付美在韩
部署战略武器费用的要求，在一
定程度上考虑了韩方诉求。

不过韩国媒体分析指出，韩
美在防卫费分担问题上只是“暂
时达成妥协”，这一问题并未得
到根本性解决。韩国《每日经
济》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格
林的话说，在朝美领导人会晤
前，韩国从危机处理的角度同意
支付上述金额，但这并不保证特
朗普今后不再就驻韩美军防卫
费问题发表意见。

此外，韩国分析人士还指
出，由于韩国在半岛问题上需要
寻求美方支持，因此在韩美防卫
费谈判中讨价还价的余地相对
较小。 据新华社

海外“中国春节”异彩纷呈

委内瑞拉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委
内
瑞
拉
总
统
马
杜
罗
与

一
名
士
兵
握
手

“金特会”在即

韩美防卫费谈判暂获妥协

《科学》杂志网站披露
美国“悄悄”重启
争议病毒实验

2月10日英国伦敦，人们在新春巡游中表
演舞龙

2月10日，罗马侨界欢度2019年春节活
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2月10日法国巴黎，演员在活动现场进行舞
狮表演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2月9日美国芝加哥，民众参加芝加哥艺术博
物馆组织的中国灯笼游行活动

责编：刘柏衡 组版：王力校检：公大年张冬平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2019年2月12日 星期二世界新闻Ａ15
www.sanqin.com

据新华社电春节期间，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各国举行，
受到当地民众欢迎。

美国亚洲协会得州分会9日在
休斯敦举办庆春节活动，来自中国
杭州的手工艺人现场展示了多项手
工技艺，包括杭州刺绣、宣纸制作、
纸伞制作和木雕等。当地民众大多
首次见到这些新颖别致的艺术品，
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参与其中，有的
亲手装饰团扇，有的尝试宣纸制作，
场面十分热闹。

“我希望能更多了解中国春节
和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不同的文化
能让我们彼此加深了解。”参加活动
的当地艺术教师比尔德说，美国学
生对中国的了解有限，通过文化来
认识中国是非常好的途径。

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 9 日晚
在莫斯科举行，来自苏州民族管弦
乐团的艺术家们，为俄罗斯观众献
上了一场极具中国特色的新春音
乐盛宴。

音乐会在喜气洋洋、充满中国
年味的《春节序曲》中拉开序幕。
随后，《我的祖国》《茉莉花》《抒情
变奏曲》《二泉映月》《庄周梦》《澳
门随想曲》等经典作品登场，中国
民族乐器独有的魅力让俄罗斯观
众如痴如醉。

9日，“印象中国”摄影展在立
陶宛温泉小镇德鲁斯基宁凯拉开帷
幕，成为小镇“约会中国年”活动的
重头戏。摄影展共展出立陶宛摄影
师维陶塔斯·达拉什克维丘斯的24
幅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了中国民俗
风情、自然景观及日新月异的发展
变化。

达拉什克维丘斯对记者说：
“中国人是如此勤劳、真诚和友好，
他们的生活以及中国的发展是我的
镜头最愿意捕捉和体现的东西。”

当天活动中，维尔纽斯大学孔
子学院带来的中国农历新年年俗介
绍、古筝表演、茶艺和武术气功表演
等，为小镇带来浓浓的年味。

据新华社电委内瑞拉军队
10日正式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
习，以显示抵御外部干预的决心。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天
观看了在米兰达州一个军事要
塞举行的防空演习，演习中使用
了俄罗斯制造的武器。他说，政
府将保证足够投资，以确保国家
防空系统所需的一切。委防空
和防导系统将配备世界上最先
进的导弹。

马杜罗表示，委内瑞拉有和
平的权利，委人民是和平的人
民，委内瑞拉不接受任何人的威
胁或干涉。他要求军民联合起
来，共同抵御美国政府可能对委
发起的侵略。“成千上万的人将
被武装起来进行防空和反导弹
防御，使我们的城市和村庄成为
坚不可摧的地方！”

此次军事演习将持续至 2
月15日。

据新华社电据美国《科学》杂志网
站披露，美国政府机构已“悄悄”批准曾
引发巨大争议的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
这类被认为“危险”的实验在被禁多年
后将很快重启。

相关实验可将H5N1禽流感病毒
改造得易于在哺乳动物间传播，被认为
可能带来人际传播风险。《科学》杂志网
站8日一篇独家报道说，在相关实验被
暂停4年多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一个委员会去年“悄悄”批准了重启实
验。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一名发
言人表示，由于包含专利等信息，不便
公开相关评审资料。

“一个美国政府评审小组在去年悄
悄批准了两个实验室提出的实验申
请。这类研究曾被认为太过危险，所以
联邦官员曾发布过罕见的暂停禁令。”
这篇报道说。

该文章说，其中一个实验项目已经
获得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的资助，“将在几个星期后启动”。另一
个实验项目正在等待资助。

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曾引发巨大
争议。2011年，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
大学病毒学教授河岗义裕、荷兰伊拉斯
谟医学中心研究人员罗恩·富希耶的团
队分别利用基因技术改造H5N1病毒，
发现所得病毒能更容易通过空气在与
人相近的哺乳动物雪貂之间传播。

批评者认为，这种传播能力更强的
病毒如遭泄漏，可能导致人类面临巨大
的安全风险。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
顾问委员会曾一度要求相关论文不得
发表，世界卫生组织还专门就此召开会
议，相关研究被一度暂停。

支持者则认为，此类实验有助增进
对禽流感病毒的理解，帮助应对禽流感
病毒可能自然出现的变种。在多方磋
商后，英国《自然》杂志和美国《科学》杂
志在2012年先后发表了相关论文，相
关研究也在2013年恢复。

2014年，美国政府生物实验室连
续曝出多起安全事故，涉及炭疽杆菌、
天花病毒、H5N1病毒等。当年10月，
美国暂停多个病毒改造项目，其中包括
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2017年12月，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解除了相关资助
禁令。

经过长达 11个月的“马拉
松”式谈判，韩国和美国代表10
日在首尔草签第10份《防卫费分
担特别协定》，给两国间久拖不决
的防卫费谈判画上了“休止符”。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
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第二次会晤在即，韩美相互让步
达成妥协，有利于维护韩美同
盟，让双方在应对半岛事务的关
键时刻保持步调一致。不过，韩
国舆论普遍担心，达成协议并不
意味着美国今后在提高“保护
费”上就此作罢。

分歧巨大

驻韩美军防卫费主要用于
驻韩美军所在各个军事基地的内

部建设费用、军需后勤物资费用、
韩国劳务人员开支等。韩美两国
1991年首次签订《防卫费分担特
别协定》，2014年签订的第9份协
定于去年12月31日到期。

为延续协定，韩美自去年3
月开始举行了多轮续约谈判，但
因在分担金额等问题上分歧巨
大，始终未能谈拢。

依照上一份防卫费分担协
定，韩国每年承担大约 9602亿
韩元（约合8.6亿美元）驻韩美军
防卫费。但在去年，美方有意大
幅提高韩方承担金额，先是要求
韩方承担10亿美元，之后又加码
至12亿美元。而韩方则坚持上
限是 1万亿韩元（约合 8.9亿美
元），并称这一数字是韩国国民

心理所能承受的最大限额。
此外，双方在协定期限上也

意见相左。此前的防卫费分担协
定有效期通常为3至5年，但美方
此次突然要求将其压缩至1年，
这意味着今年下半年韩美又将围
绕明年防卫费分担展开新一轮磋
商，美方可继续要求韩方提高分
摊金额。韩方则主张按以往惯
例，将协定期限定为多年。

韩国专家认为，明年美国将
迎来总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有
意将大幅增加盟国的防卫费分担
金额作为看得见的外交成果以争
取连任。同时，这也是特朗普主张
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延续。特朗
普早在2016年参加总统竞选期间
就放话称韩国在安保上一直“免费
搭车”，还一度表示韩国应承担
100%的驻韩美军费用。实际上，
不光对韩国，特朗普政府也向北约
盟国和日本频频施压，要求它们增
加军费开支、提高防务费分担。

暂时妥协

韩国分析人士认为，韩美去
年花了大半年时间都未能就防
卫费分摊问题达成妥协，但今年
却很快取得突破，这与当前半岛
局势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第二
次朝美领导人会晤将于本月底
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在这一
背景下，韩美不愿让同盟关系因

防卫费问题未谈妥而出现动摇，
因此速战速决，果断为这一问题
画上句点，以求保持在半岛问题
上的紧密合作。

根据此次达成的协定，2019
年韩国承担驻韩美军防卫费
1.0389万亿韩元（约合9.24亿美
元），协定有效期缩短至1年。从
协定内容看，韩美双方都做了一
定让步。韩方承担的防卫费金额
最终还是超过了其此前坚持的1
万亿韩元的底线，在协定期限上
韩方也接受了美方要求。美方则
撤回了此前提出的新设“作战支
援”名目以及让韩方支付美在韩
部署战略武器费用的要求，在一
定程度上考虑了韩方诉求。

不过韩国媒体分析指出，韩
美在防卫费分担问题上只是“暂
时达成妥协”，这一问题并未得
到根本性解决。韩国《每日经
济》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格
林的话说，在朝美领导人会晤
前，韩国从危机处理的角度同意
支付上述金额，但这并不保证特
朗普今后不再就驻韩美军防卫
费问题发表意见。

此外，韩国分析人士还指
出，由于韩国在半岛问题上需要
寻求美方支持，因此在韩美防卫
费谈判中讨价还价的余地相对
较小。 据新华社

海外“中国春节”异彩纷呈

委内瑞拉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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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特会”在即

韩美防卫费谈判暂获妥协

《科学》杂志网站披露
美国“悄悄”重启
争议病毒实验

2月10日英国伦敦，人们在新春巡游中表
演舞龙

2月10日，罗马侨界欢度2019年春节活
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2月10日法国巴黎，演员在活动现场进行舞
狮表演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2月9日美国芝加哥，民众参加芝加哥艺术博
物馆组织的中国灯笼游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