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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美国副国务卿
维多利亚·纽兰 26日表示，尽管美方前一天
同意向乌克兰援助“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但交付需要时间，赶不上乌克兰打算发动的

“春季攻势”。
知情人士披露，尽管公开场合否认，美国

决定援助“艾布拉姆斯”，是为了同德国捆绑，
促使德方转变立场、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豹”式
坦克，继而放大德国与俄罗斯的矛盾，维系西
方“反俄阵线”。在“发货”时间上，美国也暗藏
玄机。

维系“反俄阵线”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乌克兰近几
个月在顿涅茨克地区交通要地巴赫穆特的防
守中陷入被动，有生力量日益消耗。美国及
其西方盟友正敦促乌克兰改变战术，从巴赫
穆特抽身，调集兵力，今年春天在扎波罗热州
等南线发起新的穿插攻势。连日来，乌克兰
政府不断呼吁西方提供坦克、装甲运输车等
重型武器。

不过，就是否向乌克兰提供德制主战坦
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间分歧明显。
与美国等国不同，德国希望在军事援助乌克兰
方面保持冷静，避免行动过于激进导致局势进

一步升级。而且，出于纳粹德国挑起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历史原因，德国对德制坦克再次隆隆
驶入前苏联地区的象征意义有所顾忌。

美国一方面鼓动欧洲盟友向乌克兰援助
坦克，称“豹”式坦克对乌军而言更易上手，一
方面明确反对提供美制“艾布拉姆斯”坦克，理
由是这一系列重型坦克维护成本高、耗油量
大、操作复杂。德国则不愿意单干。包括总理
奥拉夫·朔尔茨的德方官员多次强调，只要美
国愿意援助美制坦克，德国就会批准北约盟国
援助“豹”式坦克。

路透社26日以一名德国政府知情人士为
消息源报道，在德方看来，西方盟友在对乌援
助重型武器上理应共同进退，真正不愿意提供
坦克的是美国。

媒体对美德分歧的报道在华盛顿引发不
满。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私下
向路透社记者抱怨：“媒体头条不该是我们跟
德国就援助坦克达没达成一致，而应该是美
国上个月就向乌克兰提供了 50亿美元安全
援助。”

公开场合，美国依旧摆出一副高姿态，声
称是否援助德制坦克是德国的主权决定；私下
里，美国不断施压。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
斯汀上周到德国参加北约会议期间，要求德方
停止在媒体面前把放行“豹”式坦克同美国援

助“艾布拉姆斯”挂钩。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华盛顿方面担心，俄

罗斯可能利用美德这一罕见的公开分歧，削弱
美国苦心经营的“反俄阵线”。最终，为了“保
持团结”，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25日批准向
乌克兰提供 31辆“艾布拉姆斯”。同一天，德
国宣布将向乌方提供14辆“豹2”主战坦克，并
同意波兰等盟国向乌克兰提供“豹2”坦克。

欧洲坦克先上

一些媒体预期，北约国家提供的“豹 2”坦
克今年春天就可以出现在乌克兰，但美制“艾
布拉姆斯”坦克要晚得多。这是美国给德国乃
至欧洲下的另一个套。

美国国务院分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被视为乌克兰“颜色革命”幕后操盘手之一的
纽兰 26日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重复美方先
前说辞，称“艾布拉姆斯”坦克结构非常复杂，
操作需要大量培训，因此，“上战场还需要一
些时间”。

同一天，国防部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
格证实，美国打算提供“艾布拉姆斯”坦克家族
中更为先进的M1A2型，而不是美军现有库存
中的M1A1型。这意味着，美军需要订购 31
辆M1A2型坦克，按照辛格的说法，需要“几个

月”才能交付。
这批M1A2型坦克是专门的“出口版”，没

有美军自用的高密度贫铀装甲，以防泄密。
据美联社报道，“艾布拉姆斯”坦克重约

70吨，装备一门 120毫米口径滑膛炮，由一台
1500马力燃气涡轮发动机驱动，最大时速达
68公里，能够在雪地、烂泥地行驶，战场态势
感知能力强，也适合城市巷战。不过，它是典
型的“油老虎”，每公里耗油量达4.7升，意味着
油罐车等后勤车辆需要跟在后面，以防坦克趴
窝。美方担心，“艾布拉姆斯”的燃油需求可能
成为乌军的后勤噩梦。

据美国网络媒体《政治报》早些时候报道，
“艾布拉姆斯”坦克唯一的组装厂位于俄亥俄
州利马市，每个月可以生产12辆坦克，现在正
开足马力为波兰等买家赶工。如果优先生产
援乌坦克有难度，也可能引发争议。这篇报道
预期，M1A2型坦克运抵乌克兰需要“好几个
月甚至几年”。

这意味着，德制“豹2”、英国“挑战者2”等欧
洲坦克将先于美制坦克在乌克兰上场。“艾布拉
姆斯”何时入场，可能取决于“豹2”的表现。

1 月 27 日，孩子们在俄罗斯圣彼得
堡举行的纪念活动上献花。俄罗斯圣彼
得堡27日举行活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

中列宁格勒保卫战解除封锁 79 周年。
圣彼得堡原名列宁格勒。

□新华社 发

俄罗斯纪念列宁格勒解除封锁79周年

多国新春活动精彩纷呈
中国文化海外绽放光芒

美国通货膨胀可能正在降温，
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感受并不
明显。走进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
全食连锁超市，12枚装鸡蛋价格一
度从两年前的每盒 7.99 美元涨至
11.49美元。虽然目前价格已降至
8.99美元左右，但仍较两年前上涨
12.5%。

美国商务部 27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2 年 12 月美国个人消费
支出（PCE）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5%，涨幅降至 2021年底以来低值，
但仍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长期
通胀目标。

分析人士认为，近来美国物价
水平同比涨幅收窄，但许多商品价
格仍高于一年前水平，并可能长期
处于高位，持续困扰民众生活。穆
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
迪表示，整体而言美国物价水平未
下降，只是增速放缓。

另据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的数
据，作为衡量物价水平的另一重要
指标，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去
年 12月环比下降 0.1%，但同比仍上
涨 6.5%。具体来说，与民生息息相
关的多种商品价格同比涨幅惊人，
如中小学营养餐价格上涨 305.2%，
鸡蛋价格上涨59.9%，燃油价格上涨
41.5%，机票价格上涨28.5%……

一个硬面包圈、一份奶酪、几片
或一个苹果，这是一份典型的美国
公立学校学生午餐。面对日渐高企
的价格，部分美国家庭无法支付孩
子午餐费用，学校为了保证就学率
和出勤率，不能给孩子断餐，导致校
餐欠费不断累积。

连月来，校餐欠费如同滚雪球
般不断上涨。据美国学校营养协会
统计，截至今年 1月上旬，全美 847
所公立学校的校餐合计欠费高达

1920万美元，96.3%校区的校餐欠费仍不断上涨。
持续高企的商品价格给民众生活带来压力。

美国大型零售连锁企业克罗格公司首席执行官罗
德尼·麦克马伦认为，短期内食品价格不会下降。
他表示，虽然物价上涨速度有所放缓，但美国通货
膨胀在2023年上半年仍将持续。

美国日化企业巨头宝洁公司日前表示，公司旗
下的汰渍洗衣粉等产品将涨价，部分个人健康护理
产品也将于4月中旬涨价。此前，宝洁公司已上调
婴儿护理、女性护理、口腔护理、护发产品和护肤品
等产品售价。

对于消费者来说，工资水平长期跟不上物价涨
幅导致实际收入缩水，生活压力不断增加。面对日
益昂贵的商品，消费者只能减少购买。

美国商务部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
未经调整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下降0.2%，为连
续两个月下降，这一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显露
疲态。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首席执行官马修·谢伊
指出，消费者依然对价格保持敏感，能感知到日常
开销面临的压力。多数美国零售业高管预计，未来
一年美国家庭仍将感受到高物价带来的生活压力。

市场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保罗·阿什沃思预计，美国消费者支出在2022年以

“灾难性结局”收官，今年第一季度该指标或仍接近
零增长。 □新华社记者 夏林 许缘

新华社柏林1月26日电 德国
慕尼黑大学医院的研究团队近日表
示，人类移植猪心脏研究正处于“最
后冲刺阶段”，估计两年可投入应用。

据了解，研究团队试验了多个品
种的猪，最终选择了来自新西兰的猪
并对其进行基因改造，使其体重保持
在 70到 90公斤，这样它的心脏对人
体来说不会太大。

领导这一团队的著名心脏外科
专家布鲁诺·赖夏特对德国媒体介
绍，经过基因改造的猪的心脏要先在
狒狒身上进行试验，达到相关标准后
才可进行人体移植研究。2018年，赖
夏特研究团队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发表报告称，他们将经过基因改造的
猪的心脏移植到狒狒体内，狒狒接受

移植后最长存活时间达六个半月。
2022年 1月，美国马里兰大学医

学专家进行了全球首例将经过基因
改造的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的手
术。接受手术的是一名 57岁的男性
心脏病人，他在手术后存活了约两
个月。

异种器官移植被认为可以缓解
人体器官捐献不足的难题。德国器
官移植基金会数据显示，德国 2022
年有869人捐献器官，和2021年相比
减少 6.9%；捐献器官数量 2662个，较
2021年下降 8.4%；捐献器官中，心脏
有 312个。而根据欧洲移植组织的
数据，截至 2022 年底，德国有超过
8500人等待器官捐献，其中近 700人
等待心脏捐献。

德专家称人类移植猪心脏研究
已进入“最后冲刺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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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连日来，我驻外人
员、海外华侨华人、多国友好机构举办
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庆祝
中国农历兔年春节，分享传统佳节带
给人们的温馨、喜悦和期待。

22日，波黑特雷比涅市举行“欢乐
春节”演出，中国驻波黑大使季平、特
雷比涅市市长丘里奇、当地民众及在
波黑华侨华人 300余人出席。演出在
欢快的《春节序曲》中拉开序幕，两国
学生倾情合唱《爱我中华》，现场还进
行了越剧、“惊鸿舞”和书法表演，让观
众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中国农历除夕，联合国刚果（金）
稳定特派团司令科斯塔拜访中国维和
工兵分队营区，参加了工兵分队举办

的新春游园活动并观看春节文艺汇
演。科斯塔高度肯定我工兵分队过硬
的专业技术和良好的精神面貌，并向
全体官兵致以诚挚慰问和新年祝福。

春节期间，厄瓜多尔思邈维华国
际学校校园里挂起大红灯笼，教室贴
上了春联，窗户贴上了红色窗花，整个
校园沉浸在喜庆的节日气氛中。学校
还举办了大型迎新春活动，同学们向
家长和来宾奉献了融合中厄两国文化
的歌舞节目，展示了茶艺、捏泥人、中
国剪纸和绘画等技能。

22日，吉祥兔、八角亭和上千盏红
灯笼将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中心的
93公园装扮一新，由哥中投资贸易商
会主办的“欢乐春节”庙会吸引了大量
民众前来参与。庙会内容丰富多彩，

人们观赏舞龙、舞狮和武术，体验中国
剪纸、使用筷子等。

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日前举办
春节招待会。基里巴斯总统马茂、议
长里特等基方官员、驻基使团、在基华
侨华人、中国援基项目专家组和医疗
队、中资企业及社会各界代表等近300
人欢聚一堂，共贺农历兔年新春。

2023年德国华侨华人社团春节联
欢会22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中国驻法
兰克福总领事孙从彬、法兰克福市
政委员迈克·约瑟夫出席联欢会并
致辞。约瑟夫表示，法兰克福市政
府感谢华人社团为促进法兰克福进
一步发展成国际化都市作出的重大
贡献，并向在德华侨华人致以诚挚的
新年祝愿。

克罗地亚中国友好协会 22日晚
在萨格勒布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
国春节。克罗地亚前总统梅西奇、克
中友协主席卡拉菲利波维奇、中国驻
克罗地亚大使齐前进等 100 余人出
席。卡拉菲利波维奇在讲话中向在
克华侨华人致以节日问候，并表示克
中友协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推动两
国关系发展，努力增进两国民间交往
和友谊。

农历新年伊始，文莱华人举行了
舞龙舞狮和“开门迎宾”等活动，喜
迎兔年新春佳节。文莱王储、首相
府高级部长比拉 22日携家人来到当
地民众家中参加新春庆祝活动，并
和一些华人家庭共同举行传统“捞
鱼生”仪式。

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孙立杰 22
日召开旅斯侨界新春座谈会并发放

“新春暖心包”。与会代表表示，旅斯
侨胞将继续团结一致，为推动中斯两
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添砖加瓦。

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日前在路
易港举办 2023年春节招待会，中毛两
国各界代表 600余人出席。中国驻毛
里求斯大使朱立英夫妇与毛里求斯总
统鲁蓬夫妇、总理贾格纳特夫妇等共
同祝酒，祝愿中毛两国繁荣昌盛，两国
人民幸福安康，两国友谊地久天长。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近日开展
“温暖迎春”系列慰侨活动。中国驻黎
巴嫩大使钱敏坚前往中国援黎国家高
等音乐学院项目现场和中国赴黎维和
部队营区慰问并致以节日问候。

为庆祝新春佳节，智利华助中心
和智利华商联合总会 23日组织了中
国新春踩街拜年活动。中国驻智利大
使馆代表及智利各华侨华人社团负责
人在当地舞龙舞狮艺术团的陪同下，
前往首都圣地亚哥旅智华人工作和生
活集中的区域进行春节大拜年。

23日晚，荷兰皇家工业俱乐部挂
起大红灯笼、亮起兔形彩灯，荷兰各界
人士、部分国家驻荷兰及欧盟外交使
节以及中资企业代表等约 120人在这
里出席 2023年欢乐春节“阿姆斯特丹
北京之夜”晚会。除了传统舞狮表演
等精彩节目，与会嘉宾还围绕中荷两
国历史和文化进行有奖竞猜，共同欢
庆中国新年。

为庆祝中国农历兔年春节和中法
建交59周年，中国驻法国大使馆23日
晚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举办“中法美食文化之夜”活动。正
在法国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陈竺、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法国
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法国前总
理拉法兰等出席活动。法比尤斯表
示，美食文化是中法两个伟大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他向中国人民送上美
好新春祝福，也祝法中友好万古长青。

拖德国下水 美国援乌坦克藏玄机

↑春节期间，菲律宾马尼拉中国城举行舞狮表演庆祝农历
新年。 □新华社 发

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27日因暴雨引发洪水，城市进入紧急状
态。图为一条道路被洪水淹没。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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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前一秒风平浪静，后一秒波涛汹

涌。”这是急诊科的特征。“宁肯晚吃一口
饭，也要多看几个病人。”已经成为急诊
科医护人员的座右铭。“阳康”之后，许多
人的体力大不如从前，特别是这些护佑
人们健康的医护人员，他们是倒下一批、
又有一批人立刻顶上来……为了加强春
节假期急诊科的医护力量，医院还从别
的科室抽调了多名“精兵强将”，共同守
护“急诊岗位”。

今年 37岁的邬媛，参加工作 15年，
14个春节都是在岗位上度过的，唯一与
家人团聚的春节是结婚那年。邬媛告诉
记者：“我们科室为了表示对新婚职工的
关爱，新婚第一个春节，无论是谁，科室
都会千方百计让他在家过节，不安排值
班！”想起与家人团聚的那个春节，邬媛
感觉已是很遥远的事。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在岗位过春节
早已是工作常态。今年节日期间，我们
急诊科就有 56位同事在岗位。”急诊科
副主任张正良正在坐诊，看着他不间歇
地接诊和一个个心急如焚等待的患者，
记者不忍心打扰，拍了几张照片记录下
他的工作状态。

邬媛自豪地说：“我们张主任是全国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也是远赴武汉抗
疫的急先锋。我们科的护理团队更是一
个年轻、有拼劲的团队，每个人都了不
起，不仅专业技术强，科研能力也不落

伍，仅 2022年发表护理论文 14篇，申报
国家新型专利 30项，有多人先后获得省
优质护理先进个人、省青年五四奖章、省
科普讲解大赛一等奖等。”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近
几年，该院急诊科在裴红红主任的带领
下，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技术创新为
抓手，完善管理体系和绩效考核制度，
促进急诊护理学科建设，加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常态化防控，持续开展“护理
小讲堂”、青年护士三基训练及竞赛等
活动，使整体护理、救治水平得到质的
提升，先后获得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
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急诊）重点专
业基地、全国“一星级”青年文明号等
荣誉称号，综合技术在同行业处于领
先地位。

夜幕降临，记者陪着远道而来的朋
友在大唐芙蓉园游玩时，收到邬媛发来
的短信：“26 日我们医院门急诊接诊
2433人次，其中 143人次是加诊。从除
夕到初五，医院门急诊共接诊救治 6993
人次，大部分患者病情基本稳定。”看着
游人如织、灯火璀璨的大唐芙蓉园，记者
有感而发：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
我们负重前行。在新春佳节万家团圆之
际，正是有诸如医护工作者、交通民警、
重点项目建设工人等千千万万个普通劳
动者的节日坚守与默默奉献，我们的生
活才如烟花般美好灿烂。

□本报记者 阎瑞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