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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致电
祝贺非洲联盟第 32 届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强的旗帜。去年以
来，在非洲联盟引领下，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非
洲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继续一致发声，非洲国际

国内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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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断提升。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非洲联盟团
结带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
巨大成功，我同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盛举，为
中非关系发展谋划蓝图。中方愿同非方携手努力，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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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葡萄牙演员在“欢
乐春节”活动中表演舞龙。由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和里斯
本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欢乐春节”活动 9 日在葡萄牙首都
里斯本举行。
新华社 发

时评

毛业华

弃商当村官
小山村华丽转身
毛业华，河北省张家口市涿
鹿县保岱镇付庄村党支部书记。4
年多来，毛业华带领全村干部群
众出工出力，使付庄村一改往日村民出行难、吃水难、浇地
难等困难局面，实现了从基础设施落后的小山村到美丽乡村
的华丽转变。2018 年 11 月，毛业华入选“中国好人榜”。
据中国文明网

中国驻美大使：

中美关系合作与互利
共赢的主流不应改变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9 日电 （记者 刘晨 汪平）中
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日前表示，中美间存在分歧是正常
的，重要的是双方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正确判断对方的
战略意图。两国关系中合作和互利共赢的主流不应改变。
崔天凯 8 日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参加了由西密歇根
世界事务委员会举办的中美建交 40 周年对话会。他在会
上表示，中美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几乎同步，这绝非偶然。
这两大历史进程交织向前，给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
来巨大利益。尽管中美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
差异，但过去 40 年，两国关系的主流始终是合作和互利共
赢。40 年来中美两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国关系的主流
不应改变。
崔天凯说，现在有些人渲染中美竞争，甚至鼓吹中美
经济“脱钩”，这让两国有识之士感到忧虑。中美之间存在
分歧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双方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
2 月 10 日，游客在福州三坊七巷游玩。当日是春节长假最后一天。福建省各主要旅游景区游客仍络绎
不绝。今年福建省文旅厅全力打响“全福游、有全福”品牌，推出各种迎新祈福、民俗节庆和文体活动。
据统计，春节假日期间全省累计接待游客 2638.68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211.57 亿元。
新华社 发

民俗专家：

正月初七“人的生日”源于女娲创世神话
新华社天津 2 月 10 日电 （记者 周润健）11 日，正 活中。自汉魏以来，人们在人日的活动已逐渐走出单
月初七。民俗专家表示，这一天是“人胜节”，中国古代传 一的占卜求吉，不断扩展涉及祭祀、庆祝、文化、服
饰、出游、饮食等多层面多领域，可谓丰富多彩，并
说中的人的生日，也称人日、人庆、七元等。
天津市民俗专家由国庆介绍说，“人胜节”来源 久 而 久 之 形 成 风 习 ， 如 食 七 宝 羹 、 戴 胜 、 登 高 等 。
于中国的创世神话。民间传说，过去人和动物不分彼 “这些习俗蕴含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其中有些习俗对后
此，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日。女娲创世，在七天内每天 世仍有深远影响。”由国庆说。
由国庆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对人日的风
造出一种生物，前六天诞生了鸡、犬、豕 （猪）、羊、
牛、马，直到第七天才出现了人。因此，古人将农历 俗越来越陌生了，相关的节庆活动也几近消逝，但是这
正月初一视为鸡的生日，初二是狗的生日，以此顺序， 个古老节日的相关文化和积淀却存在下来。令人欣慰的
初七是人的生日。后来，在民间还出现补充说法，初 是，人日的相关节庆活动在当下的成都得到了很好的承
袭，市民在正月初七游杜甫草堂凭吊诗圣，吟唱诗歌，赏
八为谷日，初九为天日，初十为地日。
人日这一天的民俗活动较早出现在古人的占卜生 梅祈福，庆贺人日。这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年俗之一。

研究预测今年全球会有更多极端天气
2 月 10 日，游客在福州林阳寺内赏梅拍照。新春佳节期
间，
位于福州北峰山区的千年古刹林阳寺内梅花相继绽放，吸
引众多市民前往观赏。林阳寺是福州五大禅寺之一，建寺至今
已有千年历史。
新华社 发

新华社惠灵顿 2 月 10 日电 （记者 卢怀谦 李惠
子）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最新报告说，随着南极和北极的冰
盖继续融化，2019 年全球各地的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更
多、更严重。
这一研究团队日前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
们综合利用气候模型及卫星数据来模拟分析冰盖融化后
的水进入地球海洋水系后可能出现的情形，并呼吁各国
政府评估极端天气增多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模拟结果显示，随着全球变暖，来自格陵兰和南极冰
盖的大量融水将进入海洋。“根据我们的模型，大量融水
的汇入会对洋流造成严重破坏，进而导致更多的极端天

亲情在 哪儿都是家

气事件，每年的温度变化也会变动更大。”领导这项研究
的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南极研究中心副教授尼克·格列
齐说。
以北大西洋为例，
融水的汇入将导致大西洋深层水循
这将造成中美洲、
加拿大
环显著减弱，
从而影响沿海洋流，
与此同时西北欧的气候变暖
东部和北极高地的气温升高，
会有所减弱。
参与研究的新西兰地质与核科学研究所专家利兹·
凯勒说，近年来，冰盖融化正在引发全球海平面上升，这
次的新研究提示，未来如果能大幅减排，或许人类还可以
将危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再带她好好玩儿。”
宅在家里过年，流露着张利民的一丝无奈，但却蕴藏
着对女儿内敛的父爱，为孩子提供温暖舒适的环境和气氛
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宅在中国家中 亲情无惧文化差异
今年已经是胡安在中国过的第五个春节了。回想起第
“那时我所有的
一年过春节的场景，胡安至今仍历历在目。
过年去哪里？过年干点啥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追逐 主的劳动参与、更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也希望有和家里
中国朋友都回家过年了，很多商店和酒吧也不营业。”
休闲轻松的生活方式，
宅在一处成为不少人过年的选择。其 一样明亮整洁的房间和温暖惬意的床。”
对于胡安来说，春节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回家，而像
中，有的人选择宅在乡间，重拾儿时过年的味道；有的人宅
山间偶有鞭炮声，
“今夏山居”屋外支着烧烤架，炭火
他一样的外国人只能宅在屋里。“过年回家对于每个中国
在家中，一家子烹制美味菜肴，感受亲人团聚的喜悦；更有 正旺，烤架上烤乳猪冒着香气。趁着最后一丝天光，杨晓猛
人来说，真是意义非凡。”他感慨道。
外国友人宅在中国家中，
感受传统的中国春节习俗。
“宅”
中 和几个客人张罗着把各种烧烤端进屋内。
这个对中国充满好奇心的巴西人 2016 年成为了一名
有乐，
“宅”
中有情，
“宅”
中更有浓浓的春节气息。
虽身在异乡，
却丝毫没有
“为异客”的感觉，
这让杨晓猛
中国女婿，妻子韩文彬来自广东佛山，在那里，胡安曾感受
宅在乡间 重拾乡土年味
一家自在舒服，
“在这里不需要把自己当作客人，有什么要
到了别具特色的广东过年风俗。韩文彬介绍，比如年夜饭
年三十一大早，莫干山一念间“今夏山居”的女主人金 求就去跟老板娘说，
这让自己感觉更像这间房子的主人。”
的围餐形式，就让丈夫既好奇又不解。
虹就忙活起她拿手的土猪肉馅煎饺，这是为她春节期间的
宅在家中 感受团聚亲情
她说，广东家庭的年夜饭基本上都是在餐厅提前预订
客人杨晓猛一家所准备的“年夜饭”之一。从农历小年开
腊月二十七，在北京工作了十年的张利民早早来到火
的套餐，根据价格选择套餐类型。白切鸡、白灼虾、老火汤
一起过年。
始，这间坐落在浙江德清莫干山腰间的民宿就客源不断。 车站等候，
因为女儿要从安徽老家过来与他团聚，
……这些传统菜肴几乎都会出现在每个家庭的年夜饭餐
当城里人抱怨在家过年年味越过越淡时，换个地方宅起
“家里老人都去世了，所以我就叫孩子来北京过年。”
桌上。
来，寻找乡土年味逐渐流行起来。
由于火车两次晚点，张利民有了充裕的时间。他告诉记者，
除了相似的菜品，连一起吃饭的人也都大抵相同，这
杨晓猛在杭州从事企业管理咨询工作。从大山里走出 从事眼镜制造和维修行业的他去过浙江、河北等地，孩子
让胡安非常不解。“从除夕开始几乎每天都会和相同的亲
来，他希望带着妻儿重拾乡土情怀，怀念记忆中的春节。
也一直跟着他四处求学。
“不过春节和家人宅
戚们吃饭，只是买单请客的人不同。”
对于过年，
总有一种特殊
“我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孩子，
“孩子今年要高考了，课业压力挺大的。今年让她来北
在一起，听他们聊家常，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胡安说。
年味在他的记忆中变得 京过年也是为了给她换个环境，放松一下，但也是‘宅’在
的情感。”
杨晓猛说，
在大城市生活，
“在
甚至发红包这样的习俗，在胡安眼里也非常神奇。
越来越淡薄。
我住的地方。”张利民说，女儿张雨晴是一名艺术类考生，
巴西，我们不会将钱放在信封里分发给其他人，我们都是
回老家寻找儿时的年味其实是一种选择，但假期有 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还要准备专业课考试，所以过年也仅
包一些小礼物的。但是意义都是相同的，将幸运和祝福分
限，加之旅途劳顿，整个春节过得又局促又颠簸。“去年回 仅是换个地方准备年后的考试。
享给其他的人。”
老家过年，晚上睡觉前都不敢喝水，怕起夜，洗个热水澡也
由于女儿在寄宿学校上学，平日父女俩只能周日通电
他表示，巴西人与中国人一样，都是十分注重家庭的。
困难。”杨晓猛说。
话，
今年春节也是二人 2019 年的首次团聚。经过两个多小
“我现在作为中国女婿，也是中国人了，与家人宅在一起，
今年，杨晓猛最终选择宅在金虹的民宿过年。从杭州 时的等待，
女儿终于出现在出站口。凛冽的寒风中，父女二
生活中不管是哪里的习惯与风俗，有亲情就有家，有家的
但张利民把女儿全
驱车不到一小时，一条乡道边，金虹的三层小楼坐落在那 人在地铁进站口排队等待。虽交流不多，
地方就有温暖。”
生怕女儿与他走散。
里。虽然只有十间客房，但集中采暖、独立卫生间等设施一 部行李都拿在手中，
时不时还回头张望，
新华社记者 邰思聪 段菁菁
应俱全。
回到他租住的地方时，他跟记者聊了起来。“我们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既要有乡野的体验，又要有家中的舒适。”经营多年 老家有一种白菜做的特色菜叫‘香菜’，孩子特别爱吃，
民宿，
金虹对于和客人一块儿过春节，有自己的一套经验。 今年我就准备给她做一些，让她尝尝是不是那个味道。”
她说，
城里人来乡下过年，虽图一个“土”味，但对民宿的舒 张利民说，虽然是放假过年，但是也只能让女儿宅在家里
适度也是有要求的。
“客人希望有更宽敞的活动空间、更自 复习。“没办法，高考压力太大，只能辛苦孩子半年，考完试

—“ 宅 家 ”之 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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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同落实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携手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
大贡献。

中国年、文化味，展自信
一部电影火了——
—《流浪地球》，一首歌
曲热了——
—
《我和我的祖国》
；大到博物馆里
hiping
熙熙攘攘、民俗活动热热闹闹，小到家门口
—在春节期间，各种文化元
的春联福字、街道上的大红灯笼——
素，
或时尚或传统，时时处处，伴随着人们欢度新年。
节日与文化历来密不可分。随着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国人
的精神追求日益增长，文化顺理成章地成为节日的重要角色。
而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蕴藏着无比丰富的
文化内涵。文化过年、过文化年自然也蔚然成风。
因为热爱，所以投身，因为信任，所以选择，人们选择什么
样的生活，追求什么样的愿景，从根本上讲，就取决于他们对乡
土亲情的眷恋、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笃信。而这种
眷恋、
热爱和笃信，总而言之，就是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人
的文化自信，是历经沧桑的成熟，纵观天下的从容，“天道
酬勤”的奋发，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持久与
强劲的动力。
文化有如一条来自远古，经过现代，而又流向未来的河。
包容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常态。而我们今天坚持文化自信，同
样既要发扬光大优秀传统，又创造出符合现代人要求的生活
方式。
“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富起来、更自信
的中国人必然会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消费。国家统计局近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6 万
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9257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
长 8.2%。这启示我们，既要提供更为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
也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新华社记者 冯源 新华社杭州 2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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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常驻联合国代表：

美国破坏军控体系
或致难以预料后果
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9 日电（记者 李奥）俄罗斯常驻
联合国代表涅边贾 9 日说，美国破坏全球军控体系或将导
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涅边贾在俄第一频道电视台当天播出的采访中表示，
美国正在破坏军控体系，着意扩充军备，威胁世界安全。俄
方无法预料今后事态将如何发展，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也
正在增加。
他认为，当前冷战时期的矛盾仍存在，其主要原因之
一是俄推行独立外交政策，而西方国家无法像上世纪 90
年代那样对俄施加影响，西方因此充斥不满情绪。
美国国务院 2 月 1 日宣布，美国于 2 日起暂停履行
《中导条约》义务，启动退约程序。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即宣
布，俄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不再就《中导条约》提议
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泰国普吉海域发生
快艇撞船事故
致 11 名中国游客受伤

据新华社曼谷 2 月 10 日电 据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
馆 10 日通报，一艘载有 11 名中国游客的快艇 9 日下午在
普吉海域与一艘停泊油轮相撞，导致 11 名中国游客和 2
名船员受伤，无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正由皮皮岛返回普吉岛。伤者被
送往普吉两所医院接受救治，无生命危险。截至目前已有 6
人出院或无需住院治疗，其余 5 人住院观察，个别需要继
续治疗。
得知消息后，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高度重视，立即启动
应急机制，驻普吉领办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两所医院看望
伤者，要求院方全力救治，同时敦促警方、海事等部门尽快
调查事故原因，相关方面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土耳其居民楼倒塌事故
死亡人数升至 21 人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 2 月 9 日电 土耳其内政部长苏
莱曼·索伊卢 9 日晚说，伊斯坦布尔市 6 日发生的居民楼
倒塌事故已造成 21 人死亡、14 人受伤。
伊斯坦布尔市卡尔塔尔区一栋 8 层居民楼 6 日突然
倒塌，共有 43 人住在这栋居民楼内。一些居民说，他们在
楼房倒塌前听到了爆炸声。
事发后，土耳其当局在事故现场附近设立危机处置中
心，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9 日前往事故现场视察，并到医
院看望了受伤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