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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专电 一种易在野生鸟类中传播的高致病
性甲型禽流感病毒 H5N1 已蔓延至全球越来越多地
方，甚至致死水貂等多种哺乳动物。但一些公共卫生
专家说，现阶段 H5N1 禽流感疫情对人类构成的风险
依然不高，因为它的最新毒株虽然提高了野生鸟类的
感染几率，却可能更难入侵人类细胞。

据路透社 23 日报道，H5N1 禽流感病毒的最新毒
株是出现于 2020 年的进化枝 2.3.4.4b，已传入非洲、亚
洲、欧洲以及北美和南美多地，造成大量野鸟和家禽死
亡，严重程度前所未有。

但世界卫生组织所收报告显示，截至目前仅不到
10 人感染这一 H5N1 进化枝。这些病例大多症状轻
微，感染者与染疫鸟类有过密切接触。

自 1997 年以来，全球共有超过 880 人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但几乎全部感染的是先前的进化枝，且
2016 年以来感染 H5N1的人非常少。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8 日说，H5N1 禽流感病毒
过去 25 年来在野鸟和家禽当中传播，但对人类构成的
风险依然低。

禽流感全球肆虐

公共卫生专家为何不慌？

■ 惠晓霜

新华社专电 披露美国秘密破坏“北
溪”天然气管道的知名记者西摩·赫什 23
日指出，美方破坏管道是为了防止德国使
用这条能源动脉，确保欧洲国家在俄乌冲
突中跟着北约走。

“他（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这样做是
出于政治目的，就是这样，”赫什接受今日
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他这样做是防止
一旦冬天迅速到来时德国及西欧国家启用
这条管线。”

“德国政府（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停
掉了这条管线，但德国政府有权重开。这

次行动的根本原因就是，确保欧洲、西欧继
续支持北约，继续向这场针对俄罗斯的代
理人战争提供武器。”

赫什现年 85岁，是美国知名调查记者，
因报道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制造美莱村屠杀
获得 1970年普利策奖。他还于 2004年曝光
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里卜监狱的虐囚丑
闻。他本月 8日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披露，
拜登政府策划并实施破坏“北溪”管道。

“北溪-1”于 2012 年开通，从俄罗斯经
波罗的海直通德国，向欧洲输气。“北溪-2”
与“北溪-1”大致平行，2021 年完工后，因
美国方面阻挠而迟迟无法投入运营。

俄罗斯去年 2 月 24 日对乌克兰发起特

别军事行动前几天，德国政府中止“北溪-2”
项目审批进程。西方后来对俄罗斯发起一
系列经济制裁，欧洲联盟决定逐步减少进
口俄罗斯能源，转而购买更多美国生产、价
格更高的液化天然气。俄方则减少对欧洲
供气，“北溪-1”输气量去年 6 月中旬以后
大幅减少，同年 8 月底因维修原因暂停输
气。

赫什披露，美国情报部门 2021 年 12 月
就开始策划破坏“北溪”管道。经过数月谋
划，拜登最终拍板。美军人员去年 6 月潜
入海中安放炸弹，9月挪威海军的飞机投掷
声呐浮标后引爆炸弹。

赫什 23 日接受采访时说，美方实施破

坏前，拜登和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
曾说漏嘴，让策划这次秘密行动的情报部
门头疼。去年 2 月 7 日，拜登在白宫会晤德
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会后的联合记
者会上，拜登威胁，如果俄方“入侵”乌克
兰，“北溪-2”就会被“终结”。但朔尔茨在
访问期间没有表示支持终结这一项目。

美方对赫什的报道内容坚决予以否
认，挪威、丹麦等事件相关国家也否认或拒
绝置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 23 日也表示，
欧盟目前不予置评。

丹麦、德国和瑞典分别调查这一事件，
但拒绝与俄方共同调查。俄方已经呼吁联
合国发起调查，并敦促美方给出说法。

美国为何炸“北溪”

赫什：把盟友绑上战车 新华社专电 美国有毒化学品运载列车脱轨事
故初步调查报告 23 日发布，但未就事故原因给出结
论。

根据初步调查报告，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的监测
系统显示，出事列车的车轴和轴承在距离脱轨地点大
约 48 公里的地方开始升温，但没有达到触发过热警报
的温度。轴承升温至警报发出鸣响后，工作人员立即
刹车，但未能阻止事故发生。

据媒体报道，美国每家铁路公司都有自己设定的
温度报警阈值。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珍妮
弗·霍门迪强调，事故最终报告可能需要 18 个月才能
出炉，但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可能会提前建议铁路公
司降低触发过热警报的温度阈值。

共和党方面和东巴勒斯坦镇官员批评民主党籍的
拜登迟迟不到当地视察，却突访乌克兰并宣布追加大
笔军事援助，视外交事务优先于国内问题。

民主党方面则强调，正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共和
党政府废除了前一届民主党政府对于铁路安全的监管
措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 23 日直接讽刺说：“我听说
他（特朗普）说他和这件事无关，尽管它（废除前届政府
政策）发生在他的政府里。”

路透社说，“毒列车”脱轨事件让美国民主、共和两
党陷入新一轮政治争斗和“指责游戏”，而当地民众仍
陷于大量致癌化学物质泄漏对健康造成长期影响的担
忧。

初步调查报告出炉

“毒列车”事故到底怪谁？

■ 沈 敏

新华社专电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23 日宣布，美方将提名万事达卡公司前首
席执行官阿贾伊·班加为世界银行新一任
行长人选，接替本月早些时候宣布提前卸
任的戴维·马尔帕斯。

世行自成立以来，行长一直由美国公
民担任，也由美方提名人选。分析人士说，
美国选择班加的一大考虑是他的印度裔身
份。

班加 63 岁，为美籍印度裔人，现任美国
泛大西洋投资集团董事会副主席，在商业
领域有 30 多年工作经验，除了曾在万事达
卡公司任职，还曾担任美国红十字会理事，
以及卡夫食品公司和陶氏公司等企业董
事。

拜登发表声明说，班加在动员公、私
营领域资源推动解决气候变化等“当今最
紧迫挑战”方面颇具经验，“特别适合在此
历史关键时刻领导世行”。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发表声明
说，班加的经验“有助于他实现世行消除
极端贫困、扩大共享繁荣的目标，同时推

动必要变革以有效完善这一机构”，包括
推动减少碳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的举措。

世行本月 15 日宣布，马尔帕斯当天告
知执行董事会，他决定于今年 6 月 30 日之
前提前卸任。

长期以来，按照西方国家商定的“惯
例”，全球两大多边金融机构中，世行行长
人选由美国提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
裁人选由欧洲国家提名。

这 一 由 美 国 和 欧 洲 国 家 长 期 把 持 两
大国际金融机构最高决策岗位的“传统”
越来越受到诟病，外界呼吁提升发展中国
家在这两大机构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

世行在公开声明中承诺，行长遴选过
程将秉持“公开透明、任人唯贤”原则，提
名人选程序截止日期为 3 月 29 日。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正是为了避免美
方人选遭遇抵制，拜登政府才推出一位印
度 裔 人 士 。 据 美 联 社 报 道 ，反 贫 困 组 织

“禧年美国网络”执行总监埃里克·勒孔特
说，“美国期望其提名的人选得到发展中
国家支持”，“与其他经济体打过交道又有
根基”，因此班加获得提名与他出生于印
度的背景“关联甚大”。

印度裔背景受关注

美国提名世行新行长人选

2月 24日，游客们在日本静冈县河津町欣赏河津樱。
近日，日本静冈县河津町的河津樱满开，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河津樱于 1955

年在河津町被发现，以开花早、花期长而闻名。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 摄

日本：河津樱花满开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