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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韩剧 《大长今》 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美食
热”，不仅赚足了收视率，更让广大海外观众对韩国传统美食垂
涎三尺、兴趣大增。其中，大酱汤的醇香浓厚、硫磺烤鸭的清甜软
糯、清蒸醉虾的爽嫩可口，无不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看
似不起眼的韩国泡菜，居然成为电视剧中出镜率最高的食品之一，
这不禁让国人对它刮目相看，产生强烈的探究欲和好奇心。

韩国泡菜是一种以蔬菜为主原料，各种水果、海鲜及肉类为
配料的发酵食品。据悉，它的原型来自于中国的酸菜。随着时代
的变迁，泡菜的腌制形式和原料种类不断丰富，加上辣椒的传
入，最终成为今天风靡世界的泡菜。近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公布的人类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里，赫然可见韩国越冬泡菜的身影。看来，雄心勃
勃的韩国泡菜将不仅仅停留在荧幕前和餐桌上，更能永久地载入
人类文化史册。

与韩国泡菜一同上榜的，还有日本的和食和中国的珠算。有
人质疑，“舌尖上的美食”何以成为世界遗产，与拥有 !"## 多
年悠久历史的“最古老计算机”珠算比肩呢？其实，韩国泡菜与
日本和食并不是首个申遗的饮食文化项目，早在 $#!# 年，法国
大餐就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里，此后，地中
海饮食、墨西哥传统饮食和土耳其小麦粥也相继成为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每一样入选的饮食类项目都不仅仅是单纯的食物，更
是民族文化与传统风俗的彰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表示，被列
为申遗名单的是当地饮食文化，而不是某一具体食物。

此次韩国政府的申遗理由是“泡菜反映了邻里间‘分享’的
精神，增强了人们之间的纽带感和归属感”；日本则以“和食料
理营养均衡，体现了日本的四季分明、地理多样性以及日本人尊
重自然的精神，对凝聚整个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由，申请入
遗。此前入选的法国大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描述为“一
种社会习俗，用于庆祝个人或团体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地中
海美食则以营养全面、有益健康的优势作为长寿文化得到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入选资格。

作为美食大国，中餐菜式繁多，口味丰富，八大菜系各有千
秋，源远流长，且中国饮食文化中包含着“阴阳五行”、“天人
合一”等深刻的哲学思想，不可不谓内功深厚。然而，“修内
功”与“走出去”的步调不一制约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海外传播。
中餐馆虽数量众多、遍布世界，却大都停留在实用价值的层面
上，未能与民族传统文化深入地融合，打好“文化牌”。“民族
的才是世界的”，也许，这就是中国美食暂时徘徊在“非遗”门
外的根本原因吧。

下图：在韩国庆尚南道居昌郡韩国著名泡菜公司“宗家府”

的工厂内，工人们将调制好的配料抹到整棵的大白菜上

图片来源：新华网

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从 !$ 月 $ 日晚起对日本、
中国和韩国开始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从白宫的行前表
态与拜登的行程安排看，美国对日韩盟友的安抚意味浓
厚。不过，拜登一路的表现也强烈地显示出，在亚太地
区，美国寻求的是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左右逢源。

安抚小伙伴受伤的心

行前，白宫这样描述拜登的亚洲之旅：“将重申我
们作为一个太平洋强国的持久存在，推动我们的经济和
贸易利益，凸显我们对调整美国外交政策转向亚太的承
诺。”
《纽约时报》网站文章引用分析人士的话指出，拜登

此行意在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和承诺，这一姿态
对于日本而言相当重要，因为日本方面私底下越来越担
忧，美国或许不再具备足够的财政实力，甚至不再有足
够强烈的意愿来保证其在该地区的强势存在。

从拜登的行程安排来看，美国在亚洲的“亲密伙伴”
日本是首站，这无疑是给日本吃了一颗“定心丸”。拜登
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更是表示：
“我已告诉首相，我们的同盟承诺坚如磐石。”这无疑是
试图让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军事盟友日本放心。

此外，拜登此行还肩负调解日韩矛盾的使命。这两
个美国盟友近来摩擦不断。韩国总统朴槿惠就职以来，
日韩两国政府迄今未能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韩国方面
认为，如果日本不改变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会谈
将遥遥无期。最近，日本某杂志把朴槿惠的对外政策称

为“欧巴桑外交”，意为“大妈外交”，更是引发两国网
民新一轮嘴仗。

分析指出，远东地区原本就是美国的战略重心之一。
以日美同盟和驻日美军为战略重心，以第一岛链为前沿
的战略格局，早已存在了大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样的格
局中，日本自身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因此，每当小伙
伴出现动摇之时，美国总不忘适时安抚。

寻找“微妙的平衡”

美国的最新表态或许能让日本稍稍安心，不过，日
本却很难满意。毕竟，虽然拜登对日本目前最关心的东
海防空识别区问题“深表关切”，但是却措辞谨慎，拒绝
像日方期望的那样公开要求中国撤销防空识别区。日本
舆论此前所期待的联合声明也没有发表。而且，美国还
拒绝了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政府采取统一立场，阻止民间
航空公司向中国政府递交飞行计划书的要求。拜登认为，
从民航安全的角度考虑，美国政府告知本国航空公司遵
守中国防空识别区的相关规定。

日本还非常失望地发现，在拜登为期两天的访华过
程中，防空识别区问题远远不是焦点。“双方在记者面
前未提中国设立识别区问题。”路透社 %日第一时间报道
说。事实上，中美双方此次互动的重点是推进中美新兴
大国关系的建设。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
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包括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
叙利亚等问题。

正如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的，拜登的亚洲斡旋

之旅试图在既支持“最重要”盟国日本和降低中日紧张
关系方面找到“微妙的平衡”。

开启新一轮亚洲外交

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早已是各方共识。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 !!月 $#日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
讲《美国的未来在亚洲》。她强调，“亚太再平衡”战略
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基石。无论其他地区出现多少热
点，美国都将继续深化对这个至关重要地区的持久承诺。

毕竟，美国的经济前景与亚太地区密不可分。赖斯
指出，美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有整整 !&% 去往亚洲，而
美国大约 '#(的进口来自该地区。美国面向亚洲的出口
与 !## 多万美国人的就业直接相连。而且，这一数字在
过去 !#年中上升了 )#(。

!# 月份，因联邦政府“关门”，美国总统奥巴马取
消了亚洲之行。这让很多人大失所望。分析指出，此次
拜登亚洲行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弥补那次的缺憾。正如
《华盛顿邮报》网站文章所指出的，拜登亚洲行的目的在
于“重申华盛顿在该地区的持续兴趣”。

要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美国寻求“左右逢
源”。明年 %月，奥巴马将“重返亚太”，拜登此行被视
作为奥巴马打前站，同时也掀开了美国政府新一轮“亚
洲外交战略”的序幕。

题图!日前，北京，到访中国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携孙

女游览北京著名的国子监街，到访一家茶社。

图片来源 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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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红

据法新社消息，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
里 )日强调，在伊朗核问题上，以色列的安全是最优
先考虑的因素。这是伊朗与六大国就伊朗核问题在日
内瓦签署协议以来，克里首次出访以色列。此时，巴
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 *个月直接和平谈判时间也过
去了约一半。

和谈再陷僵局

报道指出，自 $#!' 年 ' 月以来，这是克里 $ 月
上任以来第 "次出访以色列。在今年 +月底，克里曾
成功斡旋并推动了中断五年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直
接谈判。

然而，上个月，以色列接连宣布在所占巴方领土
上兴建定居点房屋，导致何谈陷入僵局。克里曾警告
说，定居点问题可能会引发巴勒斯坦抗议并威胁谈判
进程。巴勒斯坦方面则称，以色列的行为阻碍了和平
谈判。

虽然内塔尼亚胡迅速叫停了该计划，并表示该计
划在以色列与国际社会之间制造了“不必要的争端”，
但在 !!月 $%日，伊朗核问题六国在日内瓦与伊朗达
成阶段性协议，将暂停部分铀浓缩活动以换取减轻制
裁，让以色列政府大为恼火。内塔尼亚胡甚至公开指
责该协议是一个坏协议和“历史性错误”，美国亲密
盟友的强烈反应让巴以和谈再次陷入反复的僵局之
中。

出访谋求认同

克里此行访问以色列正值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发
表激烈看法后不久。上个月以色列外交部长阿维格
多·利伯曼曾表示，以色列应该寻找除美国外的其他
伙伴。

美国国务院一名负责人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
伊核问题上存在战略的不一致。以色列强调全面协
定，而美国方面则认为初步协定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这名负责人指出，美国正在就一项全面协定展开协
商，克里希望就此与内塔尼亚胡进行讨论。

尽管美国已经向以色列多次保证决不允许伊朗发
展核武器，但以从未停止对该协议的指责，更称该协
议为“历史性的错误”。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克里将
与内塔尼亚胡继续有关伊朗核问题六国最新谈判内容
进行讨论，谋求同盟国以色列对该协议的认同。

盟友安全优先

针对以色列强烈反应，奥巴马第一时间与内塔尼
亚胡通电话，向以方再次保证美以利益相关、目标一
致。白宫副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美以两国领导人重
申，双方共同目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依据我
们对以色列盟友的承诺，我们会与以方保持密切磋
商。”

奥巴马在电话中告诉内塔尼亚胡，理解以方“有
足够理由怀疑伊朗的意图”，不过他亦强调，伊核问
题六国会寻求一个“持续、和平与全面的解决方案”，
希望美以就达成伊核问题最终协议的进程立即启动磋
商。

而此次国务卿克里访问以色列，实际上就是美国
在向其盟友发出安抚信号，在伊朗核问题谈判中，盟
友以色列的安全将是最优先的问题。

下图：!$月 )日，在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总理

办公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左）与到访的美国

国务卿克里出席联合记者会后离开。美国国务卿克里

当日抵达耶路撒冷，这是今年克里第八次访问巴以地

区。 新华社发（科比·吉德翁摄）

申请“非遗”
各国美食打起“文化牌”

武 玥

克里赴以安抚盟友
杨韵仝

联合国预计谷物产量大幅增加

新华社罗马 !"月 #日电 （记者葛晨） 设在意大利
首都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 !日发布最新报告说，包括
大米在内，"#$% 年世界谷物产量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
"!亿吨。

粮农组织网站公布的最新一期《作物前景与粮食形
势报告》 说，这一数字比去年增长近 &'()，比历史最
高的 "*$$年增长 +)左右。

世界谷物产量的最新估计主要反映出对美国、俄罗
斯联邦和乌克兰玉米预测产量的调整，这些地区的谷物
产量因收获接近尾声而成定局。

根据最新的评估数据，在今年的世界谷物产量中，
小麦、粗粮的产量分别增加 ,'&)和 -")，大米产量增
加 -)。

粮农组织预计在 "*-( 年作物季节结束时，世界谷
物库存量将增至 !',"亿吨，比上一年度提高 -%'()。这
一预测比 --月的预报数高出近 .**万吨。

粮农组织今天还公布了食品价格指数，显示 $$ 月
份的价格走势保持稳定。

虽然全球谷物产量将增加，但粮农组织警告，非洲
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正在恶化。

飓风克萨韦尔袭击德国北部
新华社柏林 !"月 #日电 （记者郭洋） 飓风克萨韦

尔 !日午时到达德国，导致德国北部部分地区交通受到
影响、学校停课。

当天，德国北部地区严阵以待，汉堡机场和不来梅
机场取消部分航班，德国铁路取消石荷州所有长途车
次，港务部门下令禁止大型船只驶入易北河或离开汉堡
港，汉堡、基尔、吕贝克的圣诞市场关闭。居民们也得
到通知，尽量不要外出。

另外，汉堡中小学已于 ! 日上午 $$ 时提前放学，
该联邦州与石荷州、不来梅宣布 +日全天停课。

目前，气象部门已向德国北部地区发出恶劣天气警
报。气象专家预计，!日晚间，飓风克萨韦尔将在德国
沿海和北部内陆地区肆虐，引发雨雪天气，最高风速或
超过 $(*公里每小时。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资料图片

" !$ 月 , 日

凌晨，一名女子在

南非约翰内斯堡的

曼德拉住所外悼念

曼德拉。

新华社记者
张川石摄

南非总统祖马 )日宣布，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地时间 )时 $#点 )#分去世，享年 *)岁。

!!$月 , 日凌晨，人们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的曼德拉住所外悼念曼德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