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连日来， 欧盟和德法等多个欧洲国家纷
纷发声， 批评美国政府计划在本周加征钢铝
关税，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

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自去年1
月上台后， 多次在对欧贸易逆差问题上指责
欧洲。美欧在贸易问题上产生摩擦，既有政治
和经济因素，也有根本理念存在差异的原因。
如果美欧之间贸易口角升级为一定规模的贸
易战，势必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新的冲击。

贸易战风险显现

特朗普本月1日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
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欧盟立即做出强
烈反应， 考虑对大约35亿美元美国产品征收
25%的高额关税， 包括波本威士忌、 哈雷-戴
维森摩托车和牛仔裤等。 对此， 特朗普没有
退缩， 反而提高调门， 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征
税。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明确表示要“捍卫
欧盟利益”，将作出坚定的、与美方行为相称
的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美国宣布的措
施是“经济民族主义”，而一旦美国确定加征
钢铝关税， 法国将支持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框架下对美进行反制。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欧洲项目主任埃
里克·布拉特贝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欧洲领导人表示将会采取反制措施，美欧
双方的行动可能会逐渐升级， 存在爆发贸易
战的风险。

避免事态扩大

欧洲舆论普遍认为， 美国此次挑起贸易
争端， 主要是为了争取国内特定选民群体的
支持以及在贸易谈判中使美国处于有利地
位。然而，一旦美欧开打贸易战，双方都难以
成为赢家。

在欧盟范围内， 贸易大国德国最为忧
虑。由于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德国屡屡
被特朗普政府“点名”。默克尔去年3月首访美
国， 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避免美德或美欧
贸易战，以免影响德国汽车等重要行业。

当前，欧洲希望避免与美国爆发贸易战，
如果最终无法避免， 也希望将其控制在一定
范围内。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德国问题专家、洪
堡学者黄萌萌说， 德国希望尽量避免美欧贸
易争端升级以及贸易战， 德国政府并不赞成
欧委会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此外，欧
盟方面也主张不要反应过度， 从而导致美欧

爆发贸易战。

维护贸易规则

除了需要应对的贸易战风险， 欧洲更担
心的是， 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奉行“零和思
维”， 其大多数贸易政策想法都与WTO规则
不一致。欧洲担心，如果特朗普履行其执政承
诺，无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甚至让
美国完全退出WTO，那么整个多边贸易体系
将陷入混乱。

布拉特贝里说， 美国单方面宣布征收高
关税的做法， 可能导致更多的国家采取这种
单边决定，在全球经济中产生连锁反应，这将
对全球贸易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

他说，“当美国在自由贸易领域的角色变
得更加不确定， 甚至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
时候， 欧盟正试图发挥一种维护多边贸易的
作用。”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在贸易等方面的
理念不合导致美欧关系趋冷。当前，虽然美欧
战略同盟关系犹在，但竞争性一面更加凸显。
可以预见， 只要美国不改变现有的贸易理念
和政策， 贸易争端可能成为美欧关系常态。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王亮）6日进
行的墨西哥射击世界杯中， 湖南籍队员陈克
多搭档浙江选手徐红， 以502环的成绩夺得
男女混合气步枪金牌。

陈克多和徐红在比赛
中渐入佳境， 资格赛两人
排名第二， 决赛中两人分
别打出了248.6环和253.4
环，成功问鼎。

陈克多今年24岁，多次
获得省冠军，2011年、2012

年连续两年拿到全国青少年射击冠军，
2017年天津全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 他排
名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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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60 7 7 4
排列 5 18060 7 7 4 8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龙文泱）今天，全
省传统戏剧传承发展座谈会在湖南艺术职业学
院召开，省文化厅、市州文化主管部门代表、湖南
艺术职业学院、 省直各传统戏剧类项目保护单
位主要负责人及传统戏剧领域非遗专家代表共
聚一堂，为我省传统戏剧的传承发展出谋划策。

我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省， 也是
传统戏剧大省， 全省19个地方剧种都是非遗
代表性项目。 其中，118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中
31个是传统戏剧，76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中30名是传统戏剧的传承人。

与会专家认为， 传承传统戏剧关键在于
“人”和“戏”，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机制，使传承
人真正发挥作用， 使戏剧被原汁原味保留下
来。他们呼吁，尽快建立传承人退出与考核机
制， 传承人通过申报并完成与职责相关的项
目才能获取扶持基金。省艺术研究所原所长、
国家一级编剧邹世毅提出， 一台优秀戏剧是
集体创作的成果， 要扩大戏剧类非遗传承人
的评选范围，每个行当都要有传承人，并设置
群体性传承人评选项目； 通过扶持传统经典
大戏复排的方式，挽救濒危剧种。省昆剧团团

长罗艳认为，要科学制定考核机制，尊重戏剧
的传承规律，不能急于求成。非遗专家何治国
则建议把地方戏剧教学纳入中小学教材。

省文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省文化
厅将以传统戏剧为突破口， 探索对非遗代表
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实行精准施策、 分类
指导和动态管理。以经典折子戏为抓手，以戏
带功、以戏带培、以戏带传；对传统戏剧非遗
传承人群进行培训；通过学徒表演水平，考核
师父的履职效果； 建立传承人退出与考核机
制，考核结果与补贴直接挂钩。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
记者从湖南大学获悉， 近日， 中国科学院
院士、湖南大学教授谭蔚泓，因其在生物分
析化学前沿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荣
获2018年美国化学会“光谱化学分析奖”，
颁奖典礼将于2018年8月在美国波士顿举
行。

美国化学会(The� American� Chem-
ical� Society简称ACS)成立于1876年，是
一个独立的非赢利组织， 是世界上最大
的科技协会和世界权威科学信息主要来
源之一。“光谱化学分析奖” 于1987年建
立，每年只设一位获奖者，旨在奖励在光

谱化学分析和光学光谱法等领域作出杰
出贡献并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科学家。
此次获奖词写道： 谭教授在光谱化学分
析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DNA探针
的超灵敏生物分析， 超小型光学生物传
感器， 生物光子学和生物纳米材料的基
础研究和开发应用， 以及基于核酸适体
的化学和生物技术。 谭蔚泓教授长期在
化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从事光谱学和生物光谱分析的研究与教
学工作，在光学传感探针的设计、开发和
应用以及分子成像等领域取得领先的科
研成果。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通讯员 邓崛峰
彭怡峰 记者 左丹） 记者今天从长沙理工
大学获悉，日前，该校“大数据驱动的能源
互联网”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被科技部认定
为全国38家示范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之一。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建立旨在更
为有效地发挥国际科技合作在扩大科技开
放与合作中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提升我国
国际科技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发展“项目-
人才-基地”相结合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
使其成为国家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扩大
科技对外影响力等工作中的骨干和中坚力
量， 并对领域或地区国际科技合作的发展
产生引领和示范效果。

长沙理工大学2017年获得电气工程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资格。 该校电气学
院现有电力系统保护与故障自愈控制、电
力系统分析与低碳运行、 高电压与电网防
灾、 电力电子与柔性输配电等4个相对稳
定、富有成果、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是国
内较早提出并推动“能源互联网”研究团队
之一。

“大数据驱动的能源互联网”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将整合多方人才、 技术和平台优
势资源，形成中外单位实力优势互补，面向
世界能源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带动地方经
济的重大需求，建设彰显国际影响、引领技
术创新、拓展成果转化的独具行业特色、地
方高校一流的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型基地。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熊玲芝)3月5日，由湖南科技学院编排的
反映瑶族迁徙历史的舞蹈《过山》，在中央
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 这是湖南科技学院
瑶族舞蹈系列节目第三次在央视录制播
出。此前曾首次播出的《跳盘王》，表现瑶族
祭奠祭祀文化；第二次播出的《打起铜锣追
男崽》，表现瑶族人民爱情。《跳盘王》还获得
了2014央视《舞蹈世界》栏目“星”荣誉。

《过山》由该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24位
同学演绎，他们身着瑶族特色服饰，身背长
鼓，随着富有韵律的音乐，用曼妙的舞姿奉

献来自瑶族的独特神韵，创作历时3年。这个
取材于瑶族人民上山劳作场景的舞蹈，以瑶
族古老的长鼓舞为基础，并融合现代风格进
行创新编排，充分表达了瑶族人民乐观面对
艰苦生活的坚韧精神。

“《过山》是我们在吸收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创造力，将专业特
色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立足地方、根植
地方的创排节目，这也是我们对扎根中国
大地办大学这一重要思想的积极响应。”
湖南科技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院长邹林
波表示。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通讯员 唐世日 记
者 余蓉)“小宇， 之前从没看见过你和同学们
一起搞卫生，今天主动帮同学搬桌子了。真不
错！”3月5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阳华中学新学
期开学，看到小宇变得团结友爱，该校教导处
兼心理健康教师梁庚秀表扬说。

小宇是该校八年级一班学生， 因单亲家
庭、母亲溺爱等原因，养成了自私霸道、常因
小事就打架等不良习惯， 被班主任列入特别
教育名单。2017年10月，心理健康教育老师了
解情况后，多次通过谈话、心理教育和输导等
方式进行心理辅导，小宇行为习惯大大改观。

近几年，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高度重视师
生的心理健康，将心理健康教育向全县中小学推
广，全面解决贫困学生、留守孩子的心理健康问
题。3年来，该县共投入1000多万元，全县所有学
校建成心理健康教育基地，并与湖南科技学院合
作，为每所学校培训了一名心理健康咨询师。

该县还邀请10余位省内知名心理健康教
育专家来江华“送教送研送培”。全县共有5000
人次教师受益于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

探索对戏剧类非遗传承人
实施动态管理

通过申报并完成与职责相关项目才能获得扶持基金

江华校校都有心理健康咨询师

谭蔚泓荣获“光谱化学分析奖”

长沙理工大学获批
示范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瑶族舞蹈3次“跳”进央视

3月8日， 道县洪塘营
瑶族乡大洞田村， 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团与村民签
约， 为他们提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2017年下半年
以来， 该县成立了由县、
乡、村三级医生组成的100
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
队， 已与25万多名群众签
约， 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 基本医疗和预约转诊
服务和健康综合服务。
何红福 冯正春 摄影报道

签约服务
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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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王亮 ）今
天， 湖南湘涛足球俱乐部官方公布了出征
中乙新赛季的花名册， 其中中国足坛老帅
裴恩才成为新任主教练。

今年65岁的裴恩才是中国足坛的知
名教练，曾执教八一男足、武汉光谷、中国
女足、河南建业、江苏舜天等球队，其中成
功率领武汉光谷、江苏舜天冲上中超。裴恩
才本次“牵手”湖南湘涛也是和湖南足球再
续前缘。2003年， 裴恩才曾执教八一湘潭
队，征战当时的甲A联赛。

球员方面，湘涛队有谭斯、姜波、苑维
玮等8名国内新援加盟。

湘涛队新赛季部分主场比赛或将在长
沙的中南大学新校区体育场进行， 已确定
的是3月24日的足协杯赛事中， 湘涛队将
在中南大学新校区体育场迎战深圳雷曼
队。 湘涛队在中南大学新校区体育场进行
过29场主场赛事， 取得了14胜11平4负的
傲人战绩。

2018赛季中乙联赛扩充至28支球队，
赛事将于3月31日展开。

老帅裴恩才执掌湖南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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