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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的世界印象 北约加大军援 加剧乌克兰危机

环球热点热点

瑞兔奔新春，四海皆欢腾。
又是一个全球同贺中国年的欢

乐时节。世界各地点亮“中国红”，
分享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感受中
国的多彩文化和开放胸怀。

春节，承载中华民族的古老传
统，传递着现代中国的开放、进步，
既是“中国时间”，也是“世界时
刻”。从东方到西方，从北半球到南
半球，人们喜爱春节，享受春节文
化，期盼春天的脚步，也愈加体验到
这一节日的精神内蕴，更加清晰感
知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脉动 世界同频共振

1 月 22 日，农历大年初一。在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来自中国的一
批游客从航班甫一落地，便感受到
熟悉的春节氛围。

当天，当地政府为兔年第一批
抵达巴厘岛的中国游客举行了欢迎
仪式，用当地传统舞蹈和音乐迎接
客人，入住酒店也特别安排了迎新
春活动。“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
当地人的热情，在异国他乡感到特
别温暖、亲切。”来自四川的李咏梅
说。

随着中国不断优化疫情防控政
策、有序恢复公民出境旅游，不少中
国人选择春节期间到国外度假。国
内一些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节日期
间出境游预订量创近年峰值，订
单平均花费同比显著提升。

中国出境游热度攀升，让许多
经历了疫情“寒冬”的外国旅游业从
业者感到暖暖春意。设计新的旅游
线路、组织中文等相关培训课程、推
出春节特色旅游产品、深化与中国
支付平台合作……在菲律宾、柬埔
寨、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土耳其
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当地旅游业
者近期格外忙碌，准备以最好的服
务迎接中国游客到来。

“经历疫情后，我们更加意识到
中国游客的重要性。”泰中旅游总商
会副理事长差那班说，中国游客为
泰国经济、社会注入了活力，今年中
国游客的回归是“大好喜事”。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日前发出
通知决定，2月 6日起，试点恢复全
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
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

“机票+酒店”业务。拉美社、路透
社、塔斯社等外媒评论说，中国重启
团队出境游备受期待，有望成为全
球旅游业加速回暖的“助推器”。多
国业界人士热切盼望，有更多中国
新老朋友前来做客。

在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朱莉娅·辛普森看来，
中国游客将为全球旅游业复苏注入
动能，未来十年全球旅游业有望迎
来高速增长。路透社报道认为，中
国旅游业的复苏提升了对中国经济
恢复的预期。

春节寄托对新一年的美好期
许，开启人们新的奋斗征程。在这
个新春佳节，中国经济活力的脉动
迅速向全球传递，为低迷的世界经
济送来“春风”和“暖意”，给各国人
民带来新的希望和信心。

近期，欧洲多国密集接待中国
多个省市的商务代表团。双方企业
面对面洽谈，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
和意向协议。春节后，更多中国代
表团将奔赴海外，拓展合作机会。

“春节后我希望去中国看看，实
地考察一下。”在与中方招商团会谈
后，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集团全球
采购部部长马蒂亚斯·多恩高度评
价中国在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
等方面努力，对双方加强合作寄予
厚望。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
步核算，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突破120万亿元，同比增长3%。国
际社会普遍认为，面对超预期因素
冲击，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
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超
过预期。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莱斯利·马
斯多普认为，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政
策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并产生“滚
雪球”效应，这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
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石油输出国
组织秘书长海赛姆·盖斯指出，中国
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对全球经济意义
重大。“随着中国旅游等经济活动稳
步恢复，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增长
的迹象。”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春节，
中国的活力和传递的暖意让世界满
怀期待。

中国精神 传递家国情怀

在中老铁路老挝段“澜沧号”的
餐车里，小兔子装饰和“新年快乐”
贴纸显得格外喜庆。列车奔驰，驶
向远方。

今年春节，同在中国铁路昆明
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的陈仕文与陈
相甫父子在异国他乡迎来难得的团
圆。被外派到老挝维护中老铁路
前，父子二人在国内因为工作忙碌，
一年见不上几面。

节日前夕工人们相互理发。“第
一次给父亲理发，我动作很慢，很小
心，希望时间慢一点，过程久一点。”
拿着推剪站在父亲身后，看到父亲
斑白的头发，陈相甫眼泪涌了出来。

正式通车运营一年多来，中老
铁路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截至
1月5日，铁路客运累计发送旅客突
破900万人次。时值春节，客流量出
现井喷式增长，中国铁路人坚守岗
位，全力保障列车安全平稳运行。

“过年回家”，是全体中国人心
中最重要的春节“仪式”。但在海
外，还有不少人像陈家父子一样，选
择继续留守、履行肩上的责任，深刻
诠释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善做善成‘一带一路’风正
好 ”“ 同心同德 两个百年梦必
圆”。除夕这天，克罗地亚塞尼风电
项目员工热热闹闹地在驻地大门上
贴上这副对联。

“风正好”，是塞尼风电项目全
体员工的共同心愿。隆冬时节，风
势正劲，是风电项目的绝佳发电时
机。大多数员工选择春节不回家，
争取再创佳绩。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10周年。10年来，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稳步推进、捷报频传，见证
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繁
荣，也通过春节文化的传扬促进文

明互鉴、民心相通。
从哈萨克斯坦卡麦公路项目

到以色列特拉维夫轻轨红线工程，
从巴基斯坦苏吉吉纳里水电站到
哥伦比亚波哥大地铁项目，无数中
国建设者埋头苦干、不辞辛劳，为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添砖加瓦。
春节期间，他们为保障项目正常运
行和当地人的生活出行坚持工作，
这份坚守和敬业，赢得各国人民广
泛赞誉。

“中国同事的忘我工作精神让
我敬佩，”塞尼风电项目员工瓦尼
亚·武亚西诺维奇说，“春节是他们
最重要的节日，祝他们春节快乐、兔
年大吉！”

去年10月通车的金港高速公路
是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柬埔寨
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柬方员工李
一年用刚学会的中文送上祝福：“金
港高速公路让柬埔寨人民更幸福，
祝金港高速越来越红火！”

万家团圆时，将士未下鞍。在黎
巴嫩、刚果（金）、马里，在坦桑尼亚、
圭亚那、塞内加尔，同样坚守岗位的
中国维和官兵和援外医疗人员，用真
情和关爱守护着和平与希望。

“如果你在国外遇到危险，一定
要给我发这个暗号。”维和女兵赵竹
青再次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前，
不善言辞的爱人给她一个包裹，里
面一张纸条上写着一串数字。这是
他们的特别“暗号”。

除夕这天，位于黎巴嫩南部的
中国营区灯笼高悬、彩旗迎风飘
扬。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但赵
竹青知道，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到最
佳、展示好中国军人的风采，是对家
人全力支持的最好回馈。

“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在自
己的战位上履行中国军医救死扶伤
的光荣使命，非常有意义。”中国第
十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内科组组
长王鑫说。

中华民族历来重真情、尚大
义。春节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最
能体现中国人对真情的坚守和“天
下一家”的博大情怀。“协和万邦”

“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以实际
行动，与世界风雨同舟，与各国真情
相交。

“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展现
了大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的勤
奋、敬业、专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特别感谢中国军医的敬业精神和
热情友好的服务态度。”……一句句
来自联合国官员、外国维和友军的
真诚称赞，折射出中国维和及援外
医疗人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

中国文化 润泽融通人心

大年初一，英国伦敦市中心特
拉法加广场上人头攒动，第22届中
国春节庆典在这里举行。上午，巡
游花车陆续出发，道路两边挤满了
各国游客，不少小朋友坐在家长的
肩膀上“先睹为快”。中午，舞狮表
演在广场上演，一只色彩斑斓的“狮
子”在铿锵的锣鼓声中翻腾跳跃，将
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前一天，在丹麦哥本哈根，龙珠
引着彩龙穿梭在历史悠久的市政厅
广场上，“中国龙”从童话大师安徒
生的雕像前游弋而过，童话氛围与

中国元素碰撞出新的火花。
中国年，世界同庆。今年节日

期间，“欢乐春节”系列活动在多国
举行。民俗庙会、艺术展览、新春音
乐会、春节嘉年华……一场场充满
年味儿的庆祝活动慰藉了游子心，
也为当地民众送上新春祝福。

地标建筑披上“红装”、精彩晚
会欢庆新春、游园赏花迎福回家、中
国美食一饱口福……从美国纽约到
日本东京，从俄罗斯莫斯科到新西
兰奥克兰，从西班牙马德里到塞尔
维亚贝尔格莱德，各式各样的庆祝
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让各国人民

“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感受
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中国年，让世界相知相连。随
着中国在不断开放中走向世界，春
节早已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每逢
节日，许多国家会发行中国生肖邮
票，致敬中国文化；迎接农历新年，
成为不少国家欢庆活动年历上的重
要日程；各国政要和友人齐拜年，一
句句“新春快乐”“吉祥如意”，传递
出真挚的情谊与祝福。

中国年，是世界感知中国的重
要窗口。在春节日益受到欢迎的背
后，是它所蕴含的团圆、和谐、和睦、
和美等重要价值与人文精神，在海
外民众中激发共鸣，搭建起不同文
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人们从城市回到农村，回
到父母和祖父母身边。”“每个人都
想与家人团聚，这顿饭因此被称为
团圆饭。”“人们推着行李前往火车
站，带着给家人的礼物。”……连日
来，德新社、英国广播公司等外媒纷
纷将镜头对准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后中国迎来的第一个春运，从一场
场奔赴团圆的旅程中，感受中国人
内心最朴素、最温暖的情感。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市中心，热闹的新年庆典吸引数千
名观众，舞龙舞狮表演场地被围得
水泄不通。当地媒体说，兔年春节
的气息较往年更为浓郁。春节比以
往更远地走出了华人社区，已成为
当地居民多元文化生活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

——去年9月，巴西伯南布哥州
首府累西腓市议会通过法案，将春
节纳入该市官方日历。提出这项法
案的市议员茜达·佩德罗萨说，当一
种文化同另一种文化相遇，才会流
动起来并展现出生命力，常有巴西
人从中国的十二生肖中思考和展望
未来一年的生活。

——“中国农历新年体现了中
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中国新年
的方方面面都是重要的文化财富和
独特的文化特征。了解这些，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
波黑巴尼亚卢卡大学汉学系主任吉
嘉娜·斯特维奇这样解读春节。

……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兔代表着

机智敏捷、纯洁善良、平静美好。在
障碍面前总能一跃而过的兔子，体
现着中国人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
我的正能量。当前，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兔的形
象与寓意，寄托了人们携手跨越障
碍阻隔、跃向更美好未来的共同的
美好期望。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春节期间仍是呼吸道传染病的
高发期，而老年人是感染新冠病毒
后发生重症的高危人群。春节期间
探望老人要注意什么？老年人出现
低烧、干咳等症状如何用药？围绕
公众关心的防疫问题，北京协和医
院老年医学科常务副主任孙晓红、
副主任医师王秋梅以及药剂科主任
药师梅丹等专家作出解答。

问：春节期间探望老人要注意
什么？

答：在探望还没“阳”过的老人
之前，要通过核酸或抗原检测等方
式做好自身筛查，以确保不增加老
人的感染风险。

对“阳”过的老人更要悉心呵护，
帮助他们完全康复。与年轻人相比，
老年人的康复过程更长。老人在呼
吸道症状消失后，全身仍可能较为虚
弱，存在乏力、疼痛或心慌等症状，需
要逐步恢复。因此，春节期间要保证
老人“吃好睡好”，不要安排过于密集
的日程；同时增加对老人健康状况的
关注，必要时及时送医。

问：老年人出现低烧、干咳等症

状怎么办？
答：发烧是新冠病毒感染的主

要症状之一，但老年人发烧可能并
不明显，甚至出现体温低于35℃的
情况。老年人体温不超过38.0℃时，
可以先观察，无需用退烧药。

干咳是老年人感染的常见症状，
轻度咳嗽不建议使用镇咳药物，可适
当含服含片等，缓解咽喉疼痛和咽干
的症状。症状严重者可选择镇咳化
痰药物，以清除痰液为主。若痰液较
多，避免过度镇咳，可用俯卧位呼吸、
叩背等方法帮助老人排痰。

问：老年人可以用退烧药吗？
答：在服用退烧药时，要注意补

水，避免大量出汗造成脱水等问
题。过量使用退烧药也有潜在的、
损伤肝肾功能的副作用，切记不能
因为体温不退而混合或频繁使用退
烧药。平时服用多种药物的老年人
在服用退烧药时，需要考虑药物之
间的相互作用。如不确定自己服用
的药物是否受退烧药影响，应先咨
询医师或药师。

问：需要给老人准备抗新冠病
毒的药物吗？

答：抗病毒治疗有利于减少新冠
病毒感染者发展为重症的风险，但目前
指南推荐使用的抗病毒药物都强调要

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对
于合并基础病的老人，还要注意药物之
间的相互作用，并且需要根据患者的肝
肾功能情况调整剂量。如果不明确是

否能与新冠治疗药物合并使用，建议家
属将老人的日常用药列出清单来咨询
医生或药师，确保用药安全。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春节期间老人防疫注意事项
——专家解答春节期间防疫热点问题

新华社发

近期，北约多国加大对乌克兰军援
力度。据德国媒体24日晚报道，有消
息人士透露，德国总理朔尔茨已同意向
乌克兰提供“豹”式主战坦克，并同意波
兰等国将德制坦克输送到乌克兰。

分析人士指出，北约国家加大对乌
军援力度，乌克兰危机将进一步加剧。

分歧中加大军援

英国首相苏纳克本月14日宣布，
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 14辆英制

“挑战者2”主战坦克在内的一批武器
装备。这是北约成员国首次宣布向乌
提供主战坦克这类“进攻性武器”。美
国随后在19日宣布向乌提供价值25
亿美元的新一批援助，其中包括 8套

“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59辆“布拉德
利”步兵战车以及 350辆高机动性多
用途轮式车辆等。

但在向乌克兰提供德制主战坦克
问题上，北约盟友间分歧明显。与美
国等国家不同，德国希望在军事援助
乌克兰方面保持冷静，避免行动过于
激进导致局势升级。

美国不断敦促德国单方面向乌克
兰提供坦克，但德国希望美国在向乌
提供坦克方面“先行一步”，德国还反
对其他国家将购入的德制坦克转交乌
克兰。

德国总理朔尔茨18日在瑞士达沃
斯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德国从不
单独行动，而将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
国同步行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
斯20日表示，德国暂时未能同盟友就
向乌克兰提供“豹”式主战坦克达成一
致。不过，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22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波兰向乌
克兰提供德制“豹”式坦克，德国不会
阻拦。

有分析人士指出，从贝尔伯克22
日的表态看，面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施
压，德方相关立场出现了松动。而如
果24日德国媒体的爆料属实，则说明
德国的立场出现了重大转变。

另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美国或
将改变此前不愿向乌克兰提供“艾布
拉姆斯”主战坦克的立场。

目前，美国和德国官方尚未证实
媒体的这些报道。

进一步加剧危机

进入冬季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
在战场上均无重大进展。一些西方军
事专家认为，俄乌可能都在为春季攻势
做准备。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北约国家
加大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尤其是如果
德国、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的
话，乌克兰危机或将进一步加剧。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
日说，当前乌克兰危机呈螺旋上升趋
势。北约国家越来越间接地、甚至直
接卷入这场冲突。西方国家对乌供应
重型武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任何事
情，只会给乌克兰方面增加问题。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
23日表示，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先
进武器，恐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俄
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列昂科夫认为，美
西方向乌克兰的新一轮武器供应，特别
是重型武器供应，必然会加剧战场形
势。俄军事专家维克托·利托夫金则指
出，西方国家通过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赚
钱，并希望通过持续不断的危机消耗俄
罗斯经济金融储备和人力资源。

据新华社柏林1月25日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帕克市
政厅前，点点烛光摇曳，弥漫着哀伤和
愤怒。一块写着“问题在于枪支”字样
的红色标语牌格外醒目。

23日夜，数百名洛杉矶民众聚集
在这里，为日前蒙特雷帕克枪击事件
遇难者举行烛光悼念会。

“为何枪击惨剧不断重复？！”手举
标语牌的教育工作者保罗·帕迪拉愤
怒地质问。

21日，蒙特雷帕克枪击事件造成
11人死亡、9人受伤；23日，旧金山湾
区半月湾市枪击事件造成7人死亡、1
人受伤；23日，奥克兰市枪击事件造成
1人死亡、7人受伤。

帕迪拉对记者说：“1月份还没过
完，美国就已发生 30多起枪击事件。
这太疯狂了。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
去了。”他强调，枪支泛滥是悲剧不断
的重要原因，美国联邦和地方各级政
府必须采取切实行动加强控枪。

帕迪拉的言论引起现场民众共
鸣。一名男士大声喊道：“枪击发生在
小学、发生在超市、发生在教堂，我们

应该尽快加强控枪。”一名华人无奈地
说，每次枪击事件发生，人们都充满震
惊、悲伤和愤怒，但没过多久就归于平
静。

61岁的当地拉丁裔居民艾玛·加
莱戈斯和几位邻居一起来到悼念会现
场。她告诉记者，自己就住在发生枪
击事件的舞厅附近。枪声响起时，她
还以为是爆竹声，直到警笛大作、直升
机开始在头顶盘旋，她匆忙打开电视，
才了解到原来枪击事件发生在身边。

“我非常难过他们遭遇如此悲剧。”
加州州长纽森23日在社交媒体上

说，自己正在医院探望蒙特雷帕克枪
击事件受害者时，被叫去听另一起枪
击事件的简报。“这次是在半月湾。悲
剧接踵而来。”

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
统计数据，美国今年已经发生39起大
规模枪击事件，成为该网站2014年开
始记录数据以来同期同类事件最多的
年份。美国媒体指出，今年的大规模
枪击数量比今年迄今过的天数还要
多。 新华社洛杉矶1月24日电

为何枪击惨剧不断重复?
——洛杉矶民众控诉美国枪支泛滥

1月24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
斯德哥尔摩出席新闻发布会。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 24 日晚召开
新闻发布会时说，“能和芬兰同时加入
北约是目前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
瑞典希望能与土耳其恢复有效对话。

瑞典媒体当日援引土耳其外交部门的
消息报道说，原定于 2 月举行的土耳
其、瑞典和芬兰三方关于加入北约的
会谈“无限期推迟”。分析人士指出，
瑞典加入北约申请批准程序遭遇重大
挫折。 新华社发

瑞典加入北约进程受重挫

新华社惠灵顿 1月 25日电 新西
兰执政党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
25日在新西兰议会大厦宣誓就任新西
兰总理。

希普金斯表示将于下周重组内
阁。原社会发展和就业部长卡梅
尔·塞普洛尼同日宣誓就职副总理。
据悉，希普金斯还将兼任国家安全和
情报部长。

希普金斯当天对媒体说，解决高通
胀问题是他的首要任务。新西兰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新西兰消

费者价格指数上涨7.2%，通货膨胀成
为当前新西兰民众最关注的内政问题。

本月19日，新西兰时任总理阿德
恩宣布，由于个人精力原因，将于2月
7 日前辞职，比其完整任期提前 9 个
月。工党党团会议22日投票通过希普
金斯为新的工党党魁。根据新西兰政
治制度，执政党党魁将出任总理。

希普金斯现年44岁，2008年以来
曾先后担任工党议员、教育部长、卫生
部长、新冠疫情应对部长、公共服务部
长和警察部长等职务。

希普金斯宣誓就任新西兰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