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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谈僵不谈崩

美政府会否“关门”引关注
当地时间2月10日，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代表就边境安全问题的磋商再次停滞。眼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临时拨款法案将于2月15日到期，

政府也可能再度面临“关门”问题，引发人们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前车之鉴近在眼前，刷新时长纪录的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停摆”并未促成白宫和国会之间、两党之间解决分歧，反而冲击经济民生，白

宫和两党也开始自尝支持率下滑等苦果。这种情况下，双方避免重蹈覆辙可能性比上一次要大。

参与磋商的共和党参议员理查
德·谢尔比10日对媒体说，他认为
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五成，接
下来24个小时对磋商尤为关键。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接连
发文，批评民主党阵营提出的方案
太差，“他们又想要闹成‘停摆’”。

不过，据《纽约时报》报道，尽管
民主党拒绝全额满足特朗普提出的
57亿美元造墙经费，但两党谈判代
表曾一度接近同意拨款13亿至20
亿美元。

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米克·马
尔瓦尼对媒体表示，尚不能彻底排
除联邦政府再度陷入“停摆”的可能
性。他还说，白宫已在国会各方要
求下有所退让，目前虽参与磋商，但
并非主导方，而总统特朗普可能接
受少于57亿美元的方案，并试图

“从其他渠道”补上资金缺口。
特朗普已定于11日前往得克

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举行集
会，继续为其美墨边境隔离墙计划
造势。

未来24个小时尤为关键

分析人士说，双方若迟迟谈不
拢，比较可能的结果有三个：约四分
之一联邦政府机构再次“停摆”；再
通过一份短期拨款案“续命”，为继
续谈判争取时间；特朗普冒险宣布
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以绕过国
会取得造墙经费。但与上一轮刷新
纪录的“停摆”风波不同，此次双方
支持谈判、达成妥协的意愿上升。

比如，上一次谈判直接由白宫和
国会民主党人主导，国会共和党要员
颇有“作壁上观”之势，而此次设立国
会跨党派委员会进行磋商，且并未由

重量级议员出面，体现出设置缓冲区
减少摩擦之意，以免重演此前特朗
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谈判主导者

“一言不合就谈崩”的局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

问题专家孙成昊认为，从政治形势
来看，联邦政府若再次部分“停摆”，
白宫和国会两党都会比之前遭受更
大压力，并可能付出更大政治代
价。两党目前都已着眼2020年美
国总统选举，也要算清得失，避免因
反复“停摆”的闹剧触怒选民、影响
选情。

比较可能的结果有三个

白宫今后两年受国会民主党人
更大掣肘，已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现
状。因政治分歧而面对政府“停
摆”，也未必不会换着花样重演。尤
其是对政府而言，边境隔离墙计划
是其非常重要的承诺和内政目标，
来自基本盘的支持也会增加底气。

“墙、墙、墙”，将可能成为今后华盛
顿争执的一个聚焦点。

只不过，如此“戏码”，终是“闹
剧”。各方也心知肚明，争执太大，
这“高墙”也是高悬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隔离墙将成为争执的焦点

白宫和民主党围绕国会预算案
拨款造墙问题僵持不下，导致约四
分之一联邦政府机构自去年 12 月
22 日起“停摆”，包括国务院、国土
安全部、商务部等重要部门和机构，

历时 35 天，刷新美国史上最长“停
摆”纪录。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月28
日发布的报告，这一轮联邦政府“停
摆”风波预计可导致美国经济损失

约110亿美元。
特朗普1月25日晚签署临时拨

款法案，联邦政府自当天起重新开
门并运作3周，至2月15日。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白宫。 新华社发（沈霆 摄）

蓬佩奥访中欧 与俄争夺影响力

蓬佩奥10日从美国启程，定于
11日访问匈牙利，12日访问斯洛伐
克，13日访问波兰并且出席为期两天
的中东问题会议，15日短暂停留比利
时和冰岛后返回美国。

路透社报道，这是继前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任内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2011年访问匈牙利以后，美国时隔8

年再度派国务卿出访匈牙利。至于斯
洛伐克，美国已有20年没有安排国务
卿级别的高层访问。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
高级官员说，美国近年没有太顾得
上匈牙利、斯洛伐克等中欧国家，
但是“如果没有存在感，就势必要
滚蛋”，在地区影响力方面输给俄

罗斯。
按照这名官员的说法，蓬佩奥这

次访问“相当有必要”。
美国智库机构大西洋理事会研究

员丹尼尔·弗里德曾经是美国驻波兰
大使，持相似观点。在他看来，“许多
人觉得美国在中欧地区已经完成了任
务，事实并非如此”。

重刷存在感

抢能源生意

美方官员披露，美国与匈牙利、
斯洛伐克分别商议双边防务合作，
有望在蓬佩奥访问期间正式敲定协
议。这两个中欧国家有意采购美制
F-16型战斗机。

另外，蓬佩奥打算在访问期间
劝说匈牙利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
赖，尤其避免支持俄方力推的“土耳
其溪”输气管道项目。

“土耳其溪”是俄罗斯向土耳其
供应天然气并经由土耳其向欧洲南
部输送天然气的管道项目，海底部

分2018年11月竣工，陆地部分预定
2019年开工建设。

匈牙利所需天然气主要从俄罗
斯进口，国内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
电站扩建项目依赖俄方资金和技术
支持。

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西亚尔
托本月早些时候说，美国企业埃克森
美孚公司有意在黑海地区开发一处
天然气田，相关项目迟滞已久，近期
有望加速推进。美方希望这一项目
帮助匈牙利减少对俄方能源依赖。

再对付伊朗

蓬佩奥赴波兰主要为参加13日
至14日一场中东问题会议。除蓬佩
奥外，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以及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
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将一同出席。

知情人士介绍，会议将重点讨
论伊朗问题。美国希望联合更多国
家施压伊朗，进一步制衡伊朗在中
东地区的影响力。

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和德国2015年7月达成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5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这一多边
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

欧洲联盟以及多个协定签署国
仍在尽力挽救伊核协议。眼下不清
楚欧盟国家将派何种级别的代表团
出席波兰会议。

伊朗方面多次批评这次会议
并且召见波兰驻伊朗临时代办表
示抗议。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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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2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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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杂志网站披露

美国“悄悄”重启争议病毒实验

美国一项新研究显示

女性大脑比男性年轻3岁
新华社华盛顿2月10日电（记者周舟）美国

一项新研究显示，成年女性的大脑会比同龄男性
的大脑年轻大约3岁。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老
年女性常比老年男性思维更敏锐。

人类大脑的新陈代谢会随年龄增长而逐渐放
缓，而这一衰老过程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为探
明其中究竟，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扫
描了121名女性和84名男性的大脑，以获取他们
大脑的新陈代谢数据。这些人的年龄20岁至82
岁不等。

在向计算机输入了男性的年龄和大脑代谢数
据后，研究人员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找到年龄与大
脑代谢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输入女性大脑代谢数
据，算出其对应的大脑年龄。结果显示，女性大脑
年龄比实际年龄平均小3.8岁。

反向操作中，研究人员先利用女性数据让机
器学习，再输入男性大脑代谢数据。结果显示，男
性的大脑年龄比实际年龄平均大2.4岁。

研究人员说，这说明从代谢角度看，女性大脑
比同龄男性大脑更年轻，且这种差异在20多岁时
就已开始显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大脑衰
老更快，而是表明男性大脑比女性早3年进入成
熟期，且这种状况会长期维持下去。

俄军完成
新型防空导弹系统测试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2月11日电（记者
吴刚）俄罗斯海军总司令科罗廖夫11日说，俄海
军目前完成了一款新型舰载防空导弹系统的国家
测试，这一系统将于2019年上半年入列俄军。

俄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援引科罗廖夫的话
报道说，这款新型防空导弹系统是原有“鲁道特”
防空导弹系统和新型雷达系统的结合，采用垂直
发射方式，主要用于执行军舰的区域防空任务，将
于2019年上半年列装部队，用于装备22350型护
卫舰。

“鲁道特”防空导弹系统是基于俄罗斯S-
400陆基防空导弹系统所衍生出的海基舰对空导
弹系统，其最大特点是将短、中、远程导弹整合在
一套系统之内。

22350型护卫舰是俄罗斯的新型护卫舰，排
水量4500吨。

缅甸发生沉船事故
致18人失踪

新华社仰光2月11日电（记者庄北宁 伊
梦觉）缅甸若开邦消防部门11日说，一艘轮船当
天凌晨在若开邦勒派岛附近海域沉没，目前7人
获救，18人失踪。

缅甸消防局发布通告说，当地时间11日凌
晨4时许，缅甸运输和通信部下属的“雄象”号轮
船在勒派岛附近海域因遭遇海浪击打受损倾
覆。勒派岛相关机构立即派出两艘渔船前往救
援，截至11日上午，船上25人中有7人获救、18
人失踪。

若开邦消防局负责人告诉新华社记者，搜救
人员目前仍在沉船附近水域搜寻失踪者。

部分失踪人员的亲属已抵达沉船附近海岸等
候消息。有一名失踪人员的亲属告诉新华社记者，
这艘船于8日到达勒派岛，帮助维修岛上设施。

2月10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市，美国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埃米·克
洛布彻在一处公园内，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总
统选举。

新华社/路透

美民主党总统竞选再添一人

2月10日，在巴西布鲁马迪纽，救援人员在溃
坝事故现场搜寻。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民防部门10日通报说，
该州上月25日发生的溃坝事故已造成165人死
亡，仍有160人失踪。 新华社/路透

巴西溃坝事故
遇难人数升至165人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本周踏上中欧之旅，访问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等国。
一些分析师认为，美国近年将外交重点移向亚洲和中东地区，以致冷落中欧国家，国务卿这次出访中欧意在“重刷存在

感”，与俄罗斯争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全球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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