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寨子沟刺虎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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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演讲中
特朗普将强调“美国优先”

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23日在
瑞士达沃斯开幕。据白宫消息，美国总
统特朗普将在26日达沃斯演讲中强调

“美国优先”。
本次年会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

中打造共同命运”，70位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以及38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内
的3000名嘉宾出席。

在23日论坛开幕当天，印度总理
莫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都在发言中
批评了当前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倾
向，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他们没有直接
提及美国或特朗普。但西方媒体报道
认为，他们的发言是在批评特朗普的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按照白宫日程，特朗普将于25日
抵达达沃斯，并于26日发表演讲。白宫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表示，特朗
普将利用达沃斯之行推销“美国优
先”，传递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追求公
平和对等贸易、鼓励企业到美国投资
的信息。

本次年会之前，不少西方媒体预
测特朗普和欧洲领导人在看待自由贸
易、全球合作等问题上的理念不同，可
能出现“世界观”的碰撞。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冯仲平分析，本次达沃斯美欧之间可
能出现交锋，主要原因在于美欧之间
发生了理念冲突，进而引发利益冲突。
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欧洲尽管民
粹主义抬头，但并未在法国、德国等主
要国家执政，政治主流仍然是自由民
主主义。这导致自二战结束以来，美欧
首次在政治理念上出现错位。

他认为，“特朗普效应”不是暂时
现象，其引发的美国社会变化会让美
欧关系难以回到之前的状态。随着欧
洲国家的一体化理念、国际多边主义
理念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欧洲会根
据美国的变化调整外交策略。美国退
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不断威胁退
出伊朗核协议，让欧洲下决心提升与
中国的关系。此外，面对欧美高涨的民
粹主义情绪，中国与欧洲在维护全球
自由贸易方面也站在了一起。

（新华国际）

朝鲜女子冰球选手代表团25日
上午经由位于京畿道坡州的韩方出
入境事务所进入韩国，将与韩方选
手组建联队，参加平昌冬奥会。朝鲜
冬奥先遣队同一天入境韩国，为朝
方冬奥代表团、拉拉队、跆拳道代表
团和媒体记者团打前站。

朝鲜女子冰球选手团共15人，
包括12名选手、一名教练和两名助
手。上午9时21分，选手团通过韩朝
间的京义线陆路通道，9时29分抵达
韩方出入境事务所。办理入境手续
后，选手团乘坐大客车前往忠清北
道镇川。

朝鲜女子冰球选手
将与韩方选手会合，共同训练

镇川位于首尔以南大约90公里
处。在当地的韩国国家代表选手村，
朝鲜女子冰球选手将与韩方选手会
合，共同训练。当媒体记者问及与韩
方组建联队的感受时，朝方选手没
有回答。

平昌冬奥会定于2月9日至25日
举行。2月4日，韩朝联队将与瑞典队
打一场热身赛。2月10日，韩朝联队
将迎战首个对手瑞士队。

国际奥委会本月20日在瑞士洛
桑总部宣布，朝鲜将派22名运动员
参加冬奥会。除女子冰球外，朝鲜运
动员参赛项目包括花样滑冰、短道
速滑、越野滑雪、高山滑雪。

朝鲜冬奥先遣队
开始为期3天的访韩之旅

朝鲜女子冰球选手团抵韩同一

天，朝鲜冬奥先遣队开始为期3天的
访韩之旅。先遣队8人，由朝鲜体育
省副局长尹勇福带队。

韩国统一部介绍，根据计划，朝
鲜冬奥先遣队25日在出入境事务所
乘车前往江原道，检查拉拉队下榻
地点，而后考察位于江陵的比赛场
馆。次日，先遣队将前往冬奥会主办
城市平昌，最后一天赴首尔考察代
表团下榻酒店和跆拳道示范团表演
场地等。

这是朝鲜就平昌冬奥会派出的
第二支先遣队。本月21日，由7人组
成的朝鲜艺术团先遣队前往韩国。
这一先遣队由朝鲜三池渊管弦乐团
团长玄松月率领，在韩国停留两天
一夜，实地考察了位于江陵和首尔
的多处场馆，为冬奥会期间赴韩演
出作准备。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白泰铉24日
说，韩方已发出通知，同意朝鲜艺术
团2月8日在韩国江陵艺术中心、2月
11日在首尔国立剧场演出。（新华社）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官司缠身，
多名亲信近期接连遭搜查或被捕。
韩国媒体报道，围绕情报机构“进
贡”一案，“大管家”金伯骏已承认受
李明博指使，李明博的二哥李相得
因涉案遭传唤，24日上午突然不省
人事、入院治疗。

韩国检察部门官员说，不排除
直接调查李明博的可能性。

“大管家”供出李明博

金伯骏现年78岁，2008年至
2012年担任青瓦台行政事务高级秘
书。他与李明博1976年在现代集团
共事期间相识，有超过40年交情，一
直是李明博的亲密助手。上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金伯骏协助管理李
明博的资产。

检方怀疑，李明博执政期间，金伯
骏从国家情报院两名时任院长手中非
法收受4亿韩元（约合240万元人民币）
资金。金伯骏13日晚接受长达11个小
时盘问，17日凌晨由法院批捕。

起初，接受检方问询时，金伯骏
坚称清白，拒绝承认一切指控。然而，
韩国媒体24日报道，金伯骏突然改
口，承认是受李明博指使，从国家情
报院收受资金。金伯骏供认，他听命
于李明博，自己从未使用这笔资金。

李明博执政时期的国家情报院
高级官员金柱成（音译）先前告诉检
方，他2008年向李明博举报国家情

报院动用“特别行动资金”向金伯骏
“进贡”2亿韩元（120万元人民币）。
尽管遭到举报，金伯骏仍继续向国
家情报院索取更多资金。

二哥遭查病倒入院

李相得83岁，是李明博的二哥，
同时是韩国资深议员。检方说，国家
情报院一些前官员供认，李明博执
政期间，他们从国情院拿出大笔资
金，非法提供给“政界红人”李相得。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原本传唤
李相得24日上午前去接受问询。李
相得以健康和律师日程等理由拒绝
接受传唤，要求检方推迟调查时间。

韩国媒体报道，李相得24日上午

突然病倒，不省人事，随后入住首尔
大学医院，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当天再次
传唤李相得，要求他26日上午前来
接受调查。

除“进贡”案外，检方还调查李
明博涉嫌滥用职权帮助李相得追回
投资资金。去年10月，韩国一家投资
机构的负责人提起诉讼，指控李明
博担任总统期间滥用职权，帮助兄
长李相得追回损失的投资资金140
亿韩元（8371万元人民币）。

韩国媒体推断，由于投资资金
案关联震惊韩国的“BBK股价操纵
案”，检方可能“重翻旧账”，复查股
价操纵案。 （新华社）

据张涛介绍，小寨子沟刺虎天牛
新物种的发表，是“小寨子沟保护区
天牛昆虫多样性研究”项目成果之
一。该项目严格按照《自然保护区条
例》《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由小寨子沟保护区管理处秉承开放
共享研究的理念，主动搭建科研平
台，提供研究场地，积极借助社会力
量，引入国际国内昆虫研究专家，持
续踏实地开展天牛昆虫多样性研究。

“我们一共工作了121人次天，采

集8794号天牛标本，分属180多个种，
较《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科学考察报告》中的12种天牛科昆虫
多了170余种。”张涛说，这些发现，极
大地丰富了小寨子沟保护区天牛昆
虫多样性，增强了基础研究。

目前，所发现的这些标本均保存
在北京二元昆虫实验室，由科研人员
对其做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后，可能更
多新物种或在将来被发表。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图由张涛提供

美国出台对朝制裁新措施

美国财政部24日发表声明，以涉
嫌支持朝鲜武器研发项目等为由，宣
布对多个企业、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

声明说，作为对朝鲜“正在进行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并继续违反安理
会相关决议”的回应，此次对9个实体、
16名个人和6艘船只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中
说，美国财政部将继续“系统性地”针
对资助朝鲜政府及其武器项目的个人
和实体施加制裁。

根据相关规定，受到制裁的个人和
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
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新华社）

嘴里缺了多颗牙，别人吃肉自己
喝汤，吃点东西就塞牙。人还不到六
十，却看着比七十多的还显老。因为怕
麻烦孩子，牙痛的时候能忍则忍。相信
不少缺牙的中老年人都深有体会。

近日，成都商报四川名医携手爱
心单位，特邀丰富经验的华西口腔种
植硕士林峰院长和知名外籍教授小川
广纯主任启动“春节爱牙计划”，送种
牙补贴、CT免费检查牙齿。想在春节
前 把 牙 齿 种 好 吗 ？拨 打 市 民 热 线
028-69982579报名咨询！

具体内容如下：

①种植牙专项补贴4860元起（仅
限50人）；②指定进口种植体出厂价
3880元/颗（不可与种牙补贴同享），限
30个名额，先到先得；③华西口腔种植
硕士或外籍专家一对一亲诊，提供个
性化种牙建议和方案；④减免5000元
专家手术费；⑤一个电话报名，送价值
680元的新春福包。

种牙过年：
花2颗的钱，种半口牙，划算！

不少市民都希望春节就能用上种
植牙。针对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
如牙骨条件允许，可采用“即刻用”种
植牙，通过植入2颗/4颗种植体达到重
建半口/全口牙齿效果，当天种牙当天
戴牙吃饭，咀嚼食物有味又有力。活动
期间领种牙补贴，省钱省心。

市 民 惠 民 补 贴 报 名 专 线
028-69982579。

想要年前解决牙齿问题
还有没有可能？

“春节爱牙计划”启动
助您年前修好“老掉牙”
过个口福年

“大管家”招了 二哥晕了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悬了

朝方选手没有回答
与韩方组建联队有何感受？朝鲜女子冰球选手代表

团25日上午经由位于
京畿道坡州的韩方出入
境事务所进入韩国，将
与韩方选手组建联队，
参加平昌冬奥会。

朝鲜女子冰球选手团共
15人，包括12名选手、一
名教练和两名助手。据
悉，2月4日，韩朝联队将
与瑞典队打一场热身赛。
2月10日，韩朝联队将迎
战首个对手瑞士队。

朝鲜女子冰球选手团抵
韩同一天，朝鲜冬奥先
遣队开始为期3天的访
韩之旅。先遣队8人，由
朝鲜体育省副局长尹勇
福带队。

朝 鲜 女 子 冰 球 选 手 团 和 冬 奥 先 遣 队 抵 韩

北川发现世界新物种
小寨子沟刺虎天牛
中国与捷克的研究人员共同撰文，去年底发表在捷克杂志上

25日，四川小寨子沟保护区
发布消息，通过和捷克布拉格生
命科学大学、北京二元昆虫实验
室合作，经过一年多的搜集和研
究，北川发现世界新物种——小
寨子沟刺虎天牛。该物种的发
现，极大丰富了小寨子沟保护区
天牛昆虫的多样性。

目前，小寨子沟刺虎天牛的
正模标本暂存于北京二元昆虫
实验室，计划日后永久保存于四
川大学实验室标本馆。

张涛是四川小寨子沟保护区工
程师，也是此次科研人员之一。他介
绍，从2016年起，保护区和捷克布拉
格生命科学大学、北京二元昆虫实
验室合作，进行“小寨子沟保护区天
牛昆虫多样性研究”。回忆起长达一
年多的研究，他表示，在采集标本日
子里，就是风餐露宿、通宵达旦。

张涛介绍，夏季是天牛发现的
高峰期，标本的采集也需在夏季完
成。那些日子，北京二元昆虫实验室

创始人刘彬，中科院昆虫博士、捷克
布拉格生命科学大学博士后王成斌
及捷克甲虫研究人员Petr Kabatek、
Petr Viktora、Ondej Konvika分组进
山，每个人都带着捕虫网、麻醉药、
白布及500瓦的汞灯等物品。

“很多访花天牛喜食植物的花
粉，白天我们用捕虫网在板栗树、大
黄等植物的花上去捕捉天牛，晚上用
500瓦的汞灯进行灯诱，吸引天牛飞
来，再进行捕捉。有时运气不好，一天

都采集不到一个。有时运气好，一天
有几十上百个，但大部分天牛都很常
见。”张涛说，那段时间，每个人的身
上，几乎都被蚊虫和蚂蟥叮咬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7月，
科研人员在采集完天牛标本进行科
研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只在板
栗树上采集的刺虎天牛标本很奇
特，这个标本的第四节触角内侧具
刺状突起，通体黑色或黑褐色，鞘翅
具有三行白色曲状和横状斑纹。

1 板栗树上 发现特别的刺虎天牛

2 中外专家 先后几次进山进行发掘
这一新发现，更加吸引了科研人

员的关注。刘彬介绍，捕捉到天牛
后，科研人员使用麻醉药将天牛麻
醉至死，然后记录采集信息。这些信
息非常详细，包括采集的地点、经纬
度、海拔、周围环境等信息。回到实
验室后，科研人员还会进行详细研
究，记录昆虫的大小、长短等信息。

“通过先后四次进山发掘，共发现
100多只相同但不知名的刺虎天牛，这
些刺虎天牛一般最大体长不到7毫米，

腿和触角呈褐色，第四节触角内侧具刺
状突起，通体黑色或黑褐色，鞘翅具有
三行白色曲状和横状斑纹。”刘彬介绍。

据了解，刺虎天牛属（Demonax）
隶属于鞘翅目（Coleoptera）天牛科
（Cerambycidae）天牛亚科（Ceramby-
cinae）虎天牛族（Clytini），刺虎天牛
属与族内其他属的显著区别，在于第
三、四节触角，有的种类甚至五、六节
触角内则具有刺状突起，全世界一共
300余种，中国分布有100余种。

3 现存北京 将送川大实验室标本馆永久保存
这一重大发现，让科研人员兴奋不

已。2017年8月，捷克甲虫研究人员Petr
Viktora、北京二元昆虫实验室创始人刘
彬和张涛共同将该新发现的刺虎天牛
命名为：小寨子沟刺虎天牛。

随后，他们共同撰写文章，于2017
年12月27日，在捷克杂志《Folia Hey-
rovskyana》出版文章《A new species
of the ClytiniMulsant，1839（Cole-
optera，Cerambycidae，Cerambyci-
nae） from China》，命名了一种世界
新物种——小寨子沟刺虎天牛（拉丁
名 ： Demonax xiaozhaizigouensis

Viktora，Liu & Zhang，2017）。刘彬
介绍，命名新物种，是科研人员在发现
的基础上，撰写科研文章，发给相关的
权威杂志，由他们进行审核，确定发表
命名新物种。

刘彬回忆，新物种小寨子沟刺
虎天牛采集于板栗树的花上，属于
该地区同时期的优势种类，至今才
被发现是因为该种与属内其他种类
区别不明显，容易混淆。

目前，小寨子沟刺虎天牛的正模标
本暂存于北京二元昆虫实验室，计划日
后永久保存于四川大学实验室标本馆。

4 改写报告 小寨子沟的天牛多了170余种

图据新华国际

1月17日，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现身
首尔江南三成洞的办公室

四川小寨子沟保护区发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