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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热闹非凡的元宵节即将到来，这是农历新年的第一
个月圆之夜，吃元宵，看花灯，赏圆月“一个都不能少”。天文专家表
示，今年元宵月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已连续三年（2017 年、
2018年和2019年）如此。到了2020年，这一“纪录”将被打破，这一年
的元宵月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月亮圆缺变化
一周为一个“朔望月”，周期是29.5天，这个月中月亮最圆（即满月）的
那天称“望日”。

只有当月亮与太阳的经度相差180度时，从地球上看，月亮与太阳
处在正好相对位置的时刻，才能看到圆月。但是，月亮围绕地球运行
的轨道是一个椭圆，最近时有36万千米，最远时有40万千米，由于万
有引力的关系，近时走得快一些，远时走得慢一些。由于月亮转动的

“步伐”有快有慢，因此每个月“望”的时间也有差异，农历十四、十五、
十六和十七都有可能，其中，以十五、十六这两种情况居多。

既然元宵月是“十五圆”，那么，什么时候赏月最佳呢？“只要天气
晴朗，可以选择在18时30分以后，此时的月亮已经珠圆玉润，皎洁明
亮，分外迷人了。”赵之珩说。

据新华社电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避免不了聚餐饮酒，有人忙于聚会、
暴饮暴食，打破了原先的饮食规律，引起肠胃不适、躯体失衡，担心是“节
后综合征”找上了门。专家建议，如果节后感到肠胃不适，不应盲目“断
食”，要注意饮食搭配、摄入适量。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指出，“节后综合征”是一种
过节后的自然现象，不必过度担忧，更不能因此刻意少吃一顿饭，或者只
吃流食，这样反而可能会造成新的营养失衡。

于康说，虽然不应盲目“断食”，但在吃的时候可以注意在饮食上做一
些“微调”。如果感到节后肠胃有饱胀感，可以在节后只吃“七分饱”，即在
每餐吃到有轻度饥饿感的时候就要停止进餐，摄入日常食量的三分之二
到四分之三即可。

此外，在营养搭配上要注意青菜、水果的摄入和粗细搭配。于康说，
节后的午餐和晚餐都应保证充足的蔬菜摄入量，每餐也应做到玉米、小
米、燕麦、荞麦等粗粮的摄入。

于康还介绍说，喝茶和山楂水也有助给肠胃“减负”。节后喝茶对体
内油脂的消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喝山楂水可以帮助改善消化不良的
症状，同时还有助于控制血脂。

“金特会”本月底将在河内举行

韩美防卫费谈判暂获妥协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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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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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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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元宵节
“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节后综合征”找上门怎么办？

专家支招给肠胃“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