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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Malicaban Bay

一灣活水似清潭，
輕撫海邊細沙灘。
濱海度假屋點點，
優幽景色竟蕭然。

澤連斯基收到「生日大禮」：
豹2、M1主戰坦克都要來了 

在烏克蘭軍隊撤出「巴赫穆特決戰」的

關鍵小鎮索萊達爾後，歐美主要國家終於同

意對烏克蘭援助先進主戰坦克。

當地時間2023年1月25日，德國政府發表

聲明稱，將首先從自己的庫存中向烏克蘭運

送14輛豹2坦克，最終的目標供應量是80輛，

約能裝備兩個裝甲營。同日晚些時候，美國

總統拜登宣佈向烏克蘭援助31輛M1 艾布拉

姆斯坦克。更早之前，英國政府已經承諾援

助14輛挑戰者2型坦克。法國總統馬克龍亦表

示，可能向烏克蘭派遣勒克萊爾坦克。

1月25日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45歲生

日。過去一個多月來，他和烏克蘭的軍政高

層們一直在為獲得上述四款西方主戰坦克而

努力。這個月，烏克蘭在戰場上是艱難的：

俄軍對烏控頓涅茨克州東北重鎮巴赫穆特的

進攻取得突破，俄羅斯空軍仍在襲擊烏克蘭

主要城市及能源設施，使冬天更加寒冷。

但在對烏軍援方面，此前停滯的「援助

升級」議程取得重大進展。在決定援助主戰

坦克前，歐美已在1月做出了一系列對烏援助

先進步兵戰車及火炮系統的承諾。如今，澤

連斯基的下一步目標指向美制攻擊型無人機

及ATACMS 遠程導彈系統，這將使烏軍具備

在現有戰線攻擊克里米亞及俄軍內陸基地的

能力。

不過，這份「生日大禮」能否解燃眉之

急？按照德國官方說法，這些援助最快能在3

到4個月內到位，但坦克到達烏克蘭，並不能

很快形成戰鬥力。美國政府則沒有給出「交

貨」時間表。另一邊，俄羅斯則稱這種做法

是「極為危險的決定」。俄羅斯總統發言人

佩斯科夫宣稱，這些坦克的結局只會是「在

烏克蘭燃燒」。可以確定的是，冬春之際的

俄烏戰局將更加激烈，而和平、停戰的希望

依然遙遠。

姍姍來遲的「生日大禮」
烏克蘭很早就提出，需要西方主戰坦

克。2022年12月，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扎

魯日尼強調，烏克蘭需要300輛主戰坦克，

以支持繼續反攻。彼時，烏軍的大規模反攻

陷入停滯已達兩個月，經過部隊擴容和軍工

業重整的俄軍則在頓涅茨克戰線重新形成攻

勢。

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ISW）指

出，這是因為西方拒絕升級對烏軍事援助，

而烏軍原有的蘇制武器彈藥庫存不足，從而

無法維持此前的戰場優勢。《外交政策》雜

誌分析稱，烏軍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獲得分

散在東歐各國的前蘇聯裝備，對其進行現代

化改造，然後形成並不強大的戰鬥力，同時

繼續受到蘇制彈藥儲備不足的困擾；要麼直

接獲取比俄羅斯更先進的西方主戰坦克，並

同時得到幾乎「不會見底」的北約彈藥庫。

然而，自2022年12月以來，美國政府多

次表示，美制主戰坦克「不是在烏克蘭作戰

的合適工具」，並提出訓練、後勤等一系列

困難。直到2023年1月24日，歐美主要國家

防務長官在德國召開有關對烏援助的關鍵會

議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依然對坦克援助

的問題含糊其辭，僅表示「我們真正關注的

是確保烏克蘭擁有現在取得成功所需的能

力」。

一些五角大樓官員私下對美國媒體抱怨

稱，奧斯汀等政府高層提出的技術層面困難

「事實上都不是問題」，否則美國政府也沒

有必要在1月做出援助150輛美制步兵戰車的

承諾。

其背後的原因，也不是擔心觸碰到俄羅

斯的「紅線」。澤連斯基已向美方承諾，烏

軍不會將西方坦克用於對俄羅斯本土目標的

攻擊。美國國防部近期則一直積極「調高紅

線」，默許了烏軍使用蘇制武器對俄羅斯本

土空軍基地進行攻擊，並降低了對突破「紅

線」後俄方可能採取的報復手段的威脅評

估。

美國《政客》雜誌援引多位不具名官員

的話說，事實上，五角大樓從未停止讓白宮

同意援助坦克的努力。在2023年1月的一次會

議上，也是國防部長奧斯汀最先向總統拜登

明確建議，美國應當向烏克蘭援助M1艾布拉

姆斯坦克。但是，拜登沒有表態。

拜登面臨的情況顯然比國防部更複雜。

剛剛贏得國會多數席位的共和黨人將阻擊對

烏援助視為和白宮博弈的關鍵行動之一。在

歐洲，極右翼政府領導下的意大利明確反對

升級對烏軍事援助，歐盟最近一次升級對俄

制裁也歷經內部談判波折。

另一邊，一直走在援烏「最前列」的英

國政府卻不願再等待盟友協商，於1月16日早

早確認了援助挑戰者2型坦克的計劃。隨後，

波蘭、芬蘭等國提出，如果德國許可，列裝

豹2型坦克的波蘭等國陸軍可以將自己的坦克

交給烏軍。德國總理朔爾茨旋即回應稱，如

果美國政府同意派遣M1坦克，德國就同意援

助豹2坦克。

一位「拜登政府高級官員」對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CNN）說，盟國將壓力全部轉

移到華盛頓，讓美國政府「大吃一驚」。另

有美國官員透露，拜登最終同意援助坦克，

就是為了「維持盟友間的團結」。拜登的親

密夥伴、民主黨參議員庫恩斯就公開表示，

「如果德國人這麼說，那我們應該派出坦克

了。」

在1月25日的記者會上，拜登沒有明確

介紹他將如何派遣這些坦克。但據美聯社報

道，烏克蘭政府最終得到的很可能是一個折

中方案：31輛M1主戰坦克，將放進剛剛通

過的25億美元烏克蘭安全援助一攬子計劃購

買，但不設定具體交付時間。「這樣，政府

能滿足盟友對美國的要求，而不必立即派遣

坦克。」

能否扭轉俄烏戰局？
烏克蘭獲得歐美援助主戰坦克的承諾，

會對俄烏戰局產生怎樣的影響？就理論參數

而言，歐美主戰坦克的裝甲防禦能力、光學

瞄準系統和數字火控系統比俄軍列裝的坦克

更先進，夜戰優勢明顯。當前烏克蘭陸軍面

臨的彈藥供應困難問題也將不復存在，北約

標準彈藥庫將源源不斷地為烏軍輸送炮彈。

但是，獲得援助承諾，與坦克交付和形

成戰鬥力、影響戰局之間尚有很長的距離。

包括美國國防部人士在內的諸多軍事專家指

出，最終能在戰場上發揮作用的，主要是德

制豹2坦克。

首先，美國陸軍機動車庫中的M1坦克在

被送往烏克蘭之前需要拆除部分機密設備，

這是一個「昂貴且耗時」的過程。相比之

下，至少有13支歐洲軍隊正在使用大約2000 

輛豹2坦克，供應更加方便。

其次，M1坦克是世界上第一款使用燃氣

渦輪發動機的主戰坦克，其引擎昂貴且難以

操作，運作8小時要消耗300加侖燃料，一個

營級戰鬥群每年的維護費用高達7億美元。而

採用柴油發動機的豹2型坦克維護成本低，烏

克蘭士兵也更熟悉其操作原理。烏軍認為，

訓練士兵使用豹2坦克大約只需要3到6周時

間。

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還指出，列裝

至少100輛先進主戰坦克，才能在烏克蘭戰場

上形成關鍵優勢。駐歐美軍前司令官霍奇斯

則披露稱，烏軍希望建設的是一支師級規模

的裝甲部隊，「作為戰爭下一個階段的主要

突破戰鬥群」。考慮到31輛「遙遙無期」的

M1坦克僅能裝備一個營級戰鬥群，14輛挑戰

者坦克只能裝備一個連，更值得烏克蘭陸軍

期待的是近百輛豹2坦克。

不過，讓豹2坦克形成戰鬥力，烏軍仍需

克服一系列困難。語言障礙、「操作哲學」

等問題或許可以通過訓練和前期實戰解決，

但在「綜合戰爭」中，坦克只是多兵種協同

作戰的一環。按歐美陸軍編制，每個坦克連

都需要配備防空導彈小隊、充足的燃料供應

車、協同作戰的機械化步兵分隊，以及其他

輔助裝備。

軍事分析人士關注的是，在沒有空中

優勢的前提下，烏軍如何為大規模裝甲集群

保障燃料運輸，又如何維護前線彈藥庫的安

全？比烏軍戰鬥經驗更豐富、保障水平更先

進的俄羅斯陸軍裝甲部隊，在「特別軍事行

動」初期就遭遇後勤補給困難、燃料半途斷

供的危機。到2022年7月之後的烏軍反攻及僵

持階段，俄軍裝甲部隊更因燃料庫、彈藥庫

屢遭海瑪斯火箭炮襲擊而難以形成戰鬥力。

霍奇斯為此呼籲稱，歐美應當為烏軍提

供更多有助於防空及形成空中優勢的武器援

助，包括遠程導彈和「灰鷹」武裝無人機。

但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指出，拜登政

府對這些軍事援助的保留「是為了控制局勢

升級」。對烏軍來說，當務之急是讓新的裝

甲部隊迅速成軍並投入戰鬥，取得成效，從

而向西方證明：這種突破俄羅斯「紅線」的

嘗試是值得的。此後，歐美才可能考慮更多

的援助。

而在戰場另一邊，2023年1月11日，俄

羅斯東正教新年假期剛剛結束，國防部長紹

伊古就對俄軍在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的

指揮人員進行了調整，67歲的俄武裝部隊總

參謀長格拉西莫夫被任命為新的總指揮。此

後，俄軍持續調整前線指揮機構。烏克蘭情

報部門1月23日稱，俄軍南部軍區及西部軍區

司令員均已變動。

冬春之際的戰爭「窗口期」正在臨近，

雙方都在為下一階段做準備。一些分析認

為，短期內雙方仍會維持密集的炮擊及無人

機襲擊。俄軍對烏克蘭民用設施和能源設施

的攻擊不會停止，烏軍則將嘗試使用無人機

攻擊俄軍後勤網絡和內陸基地。在頓涅茨克

的「決戰場」，俄軍正試圖對已久攻半年的

巴赫穆特形成最後的合圍。俄控頓涅茨克負

責人普希林1月24日稱，目前烏軍僅能控制一

條通往巴赫穆特的道路。

4個菜1500元，6根麵條20元，「逢節必漲」怎麼破？
春節滿心歡喜出遊，不料卻遇到「美食

刺客」。

日前，有消費者反映，春節期間在北海

一家海鮮飯店用餐，結果4個菜花了1500元，

這個價格令消費者「好難受」。

無獨有偶，近期網上頻頻出現消費者

「就餐被宰」的新聞，「20元6根麵條」、

「58元燴菜沒有肉」，相關話題一經報道立

刻引發網友熱議。

每逢傳統節日，特別是春節，與百姓生

活休戚相關的商品，如交通、旅遊等產品，

尤其是餐飲，「漲」字總能觸動消費者。為

何「逢節必漲」？這一怪圈又該如何破？

消費者遭遇「美食刺客」
據報道，1月24日，消費者一行4人到

廣西北海銀灘遊玩後，被一出租車司機帶去

「僑港漁村美食」飯店用餐。在消費者表示

極少吃海鮮、對海鮮不瞭解的情況下，店主

現場推薦了4樣海鮮並當面稱重宰殺。點菜單

由消費者本人簽字確認。

然而消費者在吃完結賬時才發現，4個菜

居然要1573元。回到住宿的地方，民宿老闆

表示價格實在太離譜了，消費者覺得心裡好

難受，「我們那麼相信那個司機大哥，不僅

錢被騙了，信任感也被騙了」。

上述事件一經報道，迅速引發關注。1月

28日凌晨，北海市市場監管局發佈對此事的

調查處理情況。

根據通報，當事人當天所點的四道菜

分別是油螺辣炒、龍躉石斑、馬蹄螺和貴

妃螺辣炒。其中：油螺辣炒3.8斤，單價168

元/斤，金額638元；龍躉石斑（店家標注為

「龍頂」）清蒸3.1斤，單價168元/斤，金額

520元；馬蹄螺3.5斤，單價68元/斤，金額238

元；貴妃螺辣炒3.7斤，單價48元/斤，金額

177元。

4個海鮮菜品共1573元，加上米飯、紙巾

金額14元，實際消費共計1587元，店家實收

1500元。

通報顯示，該店海鮮池內的海鮮產品

全部明碼標價，消費者所點的四道海鮮在點

菜單上的價格也與海鮮池標注價格一致。經

與市內多家同檔次餐廳進行價格比對，該店

定價基本符合春節期間海鮮餐飲消費價格；

經與北海海產品市場當日價格比對，該店四

類海鮮產品經加工、烹飪後的價格在合理區

間。

針對消費者質疑四道海鮮烹飪後份量

不足問題，為確保核查真實，執法人員按照

點菜單標注的重量，逐一稱斤並復原烹飪菜

品。經比對，未發現有海鮮掉包、摻雜摻假

等行為。不過油螺加工後可食用部分縮水明

顯，馬蹄螺和貴妃螺經對比也存在份量略少

的情況。

此外，監管部門經調查發現，該店家存

在支付出租車司機回扣招攬客人、未與消費

者充分溝通即匆忙配菜下單、部分海鮮經烹

飪後份量略少等問題。

目前已責令該店家停業整頓、限期整改

並立案處罰。店家表示將向消費者致歉並退

款。對涉事出租車司機，相關部門已責令出

租車公司對其進行約談、罰款和限期停運處

罰。

北京市東元律師事務所律師孔磊告訴，

在上述消費過程中，商家未與消費者充分溝

通即匆忙配菜下單，該行為涉嫌利用信息不

對稱，侵害消費者知情權；而出租車司機未

經乘客同意，通過採取回扣的方式，欺騙了

乘客，客觀上也損害了乘客的知情權。

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

秘書長陳音江向指出，涉事餐館給與司機回

扣，還涉嫌商業賄賂，擾亂市場經營秩序，

屬於不正當競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七條規定：經營者不得採用財物或者其他手

段賄賂下列單位或者個人，以謀取交易機會

或者競爭優勢：（一）交易相對方的工作人

員；（二）受交易相對方委託辦理相關事務

的單位或者個人；（三）利用職權或者影響

力影響交易的單位或者個人。

如何打破「逢節必漲」的怪圈
遊客感覺被宰的事件還發生在同為熱門

旅遊城市的西安。

1月25日，一段遊客投訴西安回民街某麵

館6根面賣20元的視頻引關注。視頻中，這名

遊客正用筷子撥弄著麵條，並不滿地說道，

「這是20塊錢的油潑面，連大帶小只有6根

面。」

26日，事發轄區市場監管所工作人員

稱，麵條確實份量不足，已督促麵館整改，

油潑面增加50%的份量，價格明碼標價，同

時提升服務人員的服務質量。

還有消費者表示，在西安華清宮外的

「天下第一面」，點了一碗燴菜，上菜後發

現這道58元的菜品內壓根沒有肉，像是一碗

「白菜湯」。屬地市場監管部門表示，目前

正在調查處理此事。

事實上，「逢節必漲」並不局限于餐飲

行業，也出現在酒店住宿、美容美發、家政

洗車等服務業。客觀上來說，服務業在春節

期間漲價，是市場價值規律調節的結果，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

從法律層面來講，我國價格法規定的價

格有3種：市場調節價、政府指導價、政府定

價。除極少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實行政府指導

價或者政府定價外，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價格

實行市場調節價，這其中就包括屬於完全競

爭狀態的餐飲、住宿、旅遊等服務業。

孔磊表示，從經濟學角度講，供求關係

決定價格。春節期間，一些熱門城市、熱門

景點遊客井噴，這些城市和景點周邊，用餐

和住宿的需求大幅增加，處于賣方市場，價

格必然會上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