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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 12月 23日电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23 日刊载
报告说，一种埃博拉疫苗在非洲进
行的初期临床试验结果“令人鼓
舞”，疫苗安全性得到证实且能够
引发免疫反应。不过，其免疫效果
和持续时间仍需进一步验证。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过
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研究人员介
绍说，今年早些时候，他们研制的
这种疫苗在美国通过了人体测试，
结果显示疫苗安全并能产生一定
的免疫效果。在非洲地区最新完

成的初期临床试验中，他们与乌干
达马凯雷雷大学研究人员合作，给
108 名 18 到 50 岁的当地人注射了
疫苗或安慰剂。结果显示，疫苗在
所有受试者体内都引发了免疫反
应，且没有出现严重副作用。

领导这项研究的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研究员朱莉·莱杰伍德
说，这是首次在非洲地区证实新疫
苗的安全性和引发免疫反应的能
力，试验结果“令人鼓舞”，因为此
次疫情的重灾区在非洲，疫区民众
仍缺乏有效的疫苗保护。

新华社专电 沙特阿拉伯石
油和矿产资源大臣阿里·纳伊米接
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即使国际油
价跌到每桶 20 美元，沙特也不会
减产，因为减产只会让其他竞争对
手抢占沙特在原油市场的份额。

作为欧佩克主要产油国，沙特
眼下日产原油 960 万桶。按照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沙特是唯
一一个拥有相当规模闲置产能的
原油出口国，以往会借助增产或减
产减少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

不过，沙特在这一次油价暴跌
中的“不减产”立场坚定。纳伊米
说，欧佩克成员国原油产量目前占

全球原油产量的不到 40％，不能
算作全球的主要原油供应方，单方
面期望欧佩克减产是一种“扭曲的
逻辑”。

纳伊米说，欧佩克对油价暴跌
的程度并不吃惊，“我们知道油价
会下跌，因为市场有不少投资者和
投机者，他们就是依靠助推油价上
涨或下跌来赚钱”。

提及油价下跌对产油国经济
的冲击，纳伊米说，沙特等海湾产
油国的原油开采成本在每桶 4 美
元至 5 美元，“有能力抗住”低油价
的冲击，“在我们感到痛苦前，（其
他产油国）已经遍体鳞伤”。

据新华社东京 12月 24日电
日本国会众参两院 24 日举行首相
指名选举，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安倍
晋三当选日本第 97 任首相。这是
安倍晋三第三次当选日本首相。

日 本 国 会 众 议 院 当 天 下 午
举行首相指名选举。在 470 张有
效选票中，安倍获得 328 票。此
后 ，参 议 院 也 举 行 首 相 指 名 选
举，在 240 张有效选票中，安倍获
得 135 票。

安倍当选后将立即组建新一
届内阁，新内阁将于当晚在皇宫举
行首相任命仪式和内阁大臣认证
仪式后正式成立。

众议院在举行首相指名选举
前，选举原内阁官房长官、自民党
众议员町村信孝为众议长，原总务
大臣、民主党众议员川端达夫为副
议长。

在 本 月 14 日 举 行 的 众 议 院
选举中，自民党、公明党共获得
326 个议席，再次超过众议院三分
之二议席，在众议院拥有绝对优
势。安倍晋三和公明党代表山口
那津男 15 日签署了组建执政联
盟的协议。

安倍晋三于 2006 年首次当选
日 本 首 相 ，2007 年 宣 布 辞 职 。
2012 年，安倍晋三再次当选首相。

美国商务部 12 月 23 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
示，美国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
计算增长 5％，为 2003 年以来最快增速。这一增速
在 2015 年能延续吗？

圣诞喜报
面对第三季度亮眼的经济数据，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网站报道在标题中使用“难以置信”一
词。纽约华尔街喜形于色，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
数和标普 500 指数双双创下新高。

分析师普遍认为，消费回暖是美国经济数据向
好的主要原因。美国雷蒙德—詹姆斯合伙公司分析
师斯科特·布朗告诉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消费
是拉动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消费贡献 70％的美
国国内生产总值。

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压低美国整体通货膨胀水
平，为美国消费者省下不少油费开销，用于购买其他
商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上周
说，对于美国而言，全球油价下跌“可能是净利好”。

除油价下跌外，美国劳动力市场改善有助增加
个人收入。据美国劳工部数据，美国失业率从今年
年初的 7％下跌至 11 月的 5.8％。

上述乐观因素反过来有助改善消费者情绪。
Tropical Smoothie 咖啡馆首席执行官迈克·罗通多
说，“股市上涨、油价下跌，甚至房价也在回暖”，人们
似乎“更加乐观”。

乍暖还寒
然而，第三季度的强劲增长似乎在第四季度难

以延续。一方面，美国政府今夏非同寻常地大幅增
加军费开支，而这笔开支在第四季度恐难复制。另
一方面，全球经济仍现疲态，抑制“美国制造”的海外
需求。另外，美元走强可能进一步削弱出口。

事实上，美国经济远未痊愈。通胀率和大宗商
品价格在低位徘徊，反映需求仍然疲软。工资增长
依旧缓慢，劳动生产率提高也不明显。

美联储正密切关注近期数据，上周称将保持耐
心，以确认更高增速可以持续，能够转化为长期的就
业改善。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公司高级分析师
萨尔·瓜蒂耶里告诉美联社记者，他预测美国第四季
度经济增速为 2.6％，明年经济增速将为 3.1％。如
果 3.1％的增速果真实现，将为 2005 年以来美国经
济最佳表现。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埃博拉疫苗初试见效

沙特死扛保市场份额
油价跌到每桶 20美元也不减产

安倍连任日本首相

美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创新高

“向西靠”
乌克兰议会当天以 303 票赞同、9 票

反对的结果，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法
案，决定放弃不结盟地位。路透社报道，
相比一项提案成为法律所需的最低票数，
这一赞同票数超出 77 张。

在投票前，乌克兰外交部长帕夫洛·
克利姆金说，放弃中立地位将表明乌克兰
向欧洲和西方靠拢的决心，“这将（让我
们）融入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

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先前
说，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置身于西方军
事保护下。他 22 日晚告诉一些外国大使：

“乌克兰为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而进行
的斗争已成为我们与全球关系的决定性
因素。”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也曾寻求加入北
约，却遭后者无视。2010 年，乌克兰年宣

布采取不结盟做法，拒绝加入任何军事
联盟。

北约一名发言人 23 日在比利时布鲁
塞尔说：“我们的大门敞开着。如果乌克
兰提出申请且满足标准以及遵循必要原
则，可以成为北约成员。”只是，美联社评
述，乌克兰加入北约近期前景黯淡，或许
需要数年才能实现。

俄警告
对于放弃中立地位，乌克兰内部有不

同声音。反对者认为，这只会加剧紧张局
势。俄罗斯持类似看法。

乌克兰和西方一直指责俄罗斯支持
乌东部民间武装“闹独立”，俄对此予以否
认。另一方面，俄罗斯担心北约借乌克兰
危机东扩。

俄罗斯驻欧安组织代表安德烈·克林
23 日警告，乌克兰放弃不结盟地位是对俄

罗斯的“不友善一步，这一政治导向只会
损害两国关系”。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当
天说，乌方举动“会起反作用，只会加剧对
抗，造成一种假象、让人觉得能用通过类
似法律来解决乌克兰严重的内在危机”。

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22
日晚在社交网站“脸谱”上说：“基本上，寻
求加入北约将使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潜
在军事对手。”他说，乌克兰拒绝中立以及
美国上周通过新的制裁俄罗斯法案都将
产生“非常消极的后果……我们将不得不
作出回应”。

和谈难
法新社评述，因乌克兰放弃中立地

位，可能受到最直接影响的是将于本周在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的乌克兰问题
对话。

波罗申科 22 日说，乌政府与东部民间
武装代表将于 24 日和 26 日在俄罗斯和欧
洲代表的出席下举行对话。

今年 9 月，乌克兰政府与乌东部民间
武装在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只是，由
于冲突双方缺乏互信，协议未得到有效
落实。

对于本周对话，民间武装方面态度不
明。上月，乌克兰政府停止向由民间武装
控制的东部地区发放社保和其他福利，说
那些钱可能会被武装人员挪用为“战争资
金”。对此，民间武装谈判人员丹尼斯·普
希林告诉法新社记者，乌政府拒绝讨论这
一议题可能影响对话的举行。

“我们对明斯克的会谈日期一无所
知，”他说，“我们准备会谈，否则我们进行
视频会议……但只能按照我们先前讨论
的议程来。”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无视俄警告

乌克兰放弃中立欲投北约

12 月 24 日，在韩国首都首尔，韩国慰安妇老人和大学生在慰安妇
少女雕像前合影。当日，由韩国大学生捐资设立的慰安妇少女雕像在
首尔市梨花女子大学附近的一座公园举行揭幕仪式。 新华社发

韩大学生捐资设立
慰安妇少女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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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议会 12 月

23 日投票表决，决定放

弃不结盟地位，朝着加

入北约的目标迈进。

俄方警告，乌方这

一做法适得其反，只会

加剧乌东部危机的紧张
局势。

▶12 月 23 日，乌克兰议
会 通 过 法 案 放 弃 不 结 盟 地
位。当日，乌民众在议会外
抗议政府财政预算和国企私
有化，这反映乌内部分歧仍
很严重。 东方 IC供图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为学生提供出彩的舞台
本报记者 张建华 本报通讯员 翟迎朝

2014年 10月 17日-19日，受教
育部委托，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
会议主办的“创新发展高职教育”案
例征集评选活动在江苏泰州举办，
活动中，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4个典型
案例：不可替代的高职教育——“产
教融合服务食品名城”；优秀毕业生、
全国青年剪纸艺术家陈明杰 ——

“年轻的生命因执着而焕发光彩”；国
旗班成长历程——“校园那抹橄榄
绿”；自强不息的学生郑桂桂——

“没有什么可以折断梦想的翅膀”，在
全国众多参赛案例中脱颖而出，成
功入选。该院此次案例大范围成功
入选全国创新发展职业教育成果并
参展，是该院探索“教育教学改革、校
企合作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三位一体办学模式取得的阶段性成
果，也是创新高职教育发展模式，打
造职业教育品牌的成功之作。

产教融合服务食品名城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依托漯河
“全国首家中国食品名城”的支柱
产业——食品加工业，积极争取政
府与行业、企业的支持，搭建校企
合作、产教研融合的平台，培养高

素质的食品专业技术人才，积极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学院建
有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级食品生
物技术实训基地、漯河市食品科学
研究所，在校内设立企业产品研发
中心，在省、市内外 20 余家食品企
业建立实习基地。学院为企业开
展技术咨询、人员培训和技术开
发，把教学和科研项目与企业需求
对接，不断提升服务产业能力。利
用搭建“校、企、政、行”协作育人的
共赢平台，实现校企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人才共育，既提升了人才
培养质量，又促进了产业升级及地
方经济发展。

探索以职场化育人为主导的
“段阶式”人才培养模式。为增强
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发展竞争
力，该院食品工程系借助国家级实
训基地、教学系部和合作企业的优
势，创新探索“以实践为主线、校企
合作的‘段阶式’”工学结合人才培

养模式。今年 10月，该系不可替代
的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服务食
品名城”典型案例成功入选国家级
成果展。这是继 2013 年该院食品
工程系职场育人——“段阶式”人
才培养模式获教育部专业服务产
业发展能力典型案例的又一殊荣。

深入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
改革。该院食品工程系充分利用
国家级实训基地，实施“理实一体
化”课程改革，把课堂安排在 30 多
个各类实验实训室，让学生边学理
论 、边 练 技 能 ，教 学 效 果 显 著 提
高。食品工程系“肉制品加工技
术”课程顺利通过河南省教育厅评
审，成为该院第一门省级精品课程
和 第 一 门 省 级 精 品 资 源 共 享 课
程。该系教师承担的河南省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食品理化
检测技术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改
革研究与实践”获河南省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一等奖。

因执着而焕发光彩

毕业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
设计系的陈明杰，是一个自信、执着
的男孩。2005 年 4 月，在漯河职业
技术学院求学的陈明杰，一个偶然
的机会喜欢上了剪纸。陈明杰通过
看书和上网查询有关剪纸的信息，
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摸清剪纸的基
本套路，在该院手工制作协会的帮
助下，凭借摄影和绘画技术功底，逐
渐掌握了剪纸技巧，开始自己的创
作。在校期间，陈明杰大胆突破传
统的单层技法，创新了多层套色剪
纸技法，使作品更具有立体感和写
实感。他创新的 6种写实套色剪纸
技法，在国内也属独创。陈明杰花
了近 4 年的心血完成了单层剪纸

《清明上河图》8米长卷。他的摄影
作品《流失的记忆》和剪纸作品《水

浒英雄传》在第十二届河南省科技
文化艺术节上分别荣获一等奖。剪
纸作品《龙凤呈祥》和生肖剪纸被英
国新诺丁汉大学收藏。2009年，为
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创作了

《开国大典》；以汶川大地震为题材
创作了剪纸作品《大国总理》，被国
家领导人收藏。

为梦想插上翅膀

“我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
能 够 给 孩 子 们 奏 出 最 美 妙 的 音
乐。”为了这一美丽的梦想，她一路
风雨兼程，无怨无悔，用智慧和努
力弹奏出了生命的最强音，她，就
是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音乐系 2011
级器乐班学生郑桂桂。

郑桂桂天生残疾，右手五指残
缺。2011 年郑桂桂进入漯河职业
技术学院音乐舞蹈系学习，得到院

系领导、师生的关心和帮助，凭借
坚强的意志和对音乐艺术的执著，
手部残疾的她练得一手好钢琴，先
后两次获得国家一等奖学金和多
项荣誉称号。郑桂桂成功登上了
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东方卫
视“中国达人秀”、凤凰卫视“鲁豫
有约”等节目的舞台，参加“中国达
人秀”年度总决赛，在人民大会堂
弹奏完美音符《浏阳河》，精湛的演
奏征服了现场内外数万观众。今
年，在该院举办的首届校园微电影
大赛中，以她的事迹创作的微电影

《没有什么可以折断梦想的翅膀》，
在河南省首届大学生微电影大赛
中获得特等奖，并被共青团河南省
委推荐到团中央参赛。

校园那抹橄榄绿

迎着朝阳，伴着雄壮的国歌旋

律，一队着装整齐、阵容威武、英姿
飒爽的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
国旗护卫队，徐徐升起一面鲜艳的
五星红旗。

该院大学生国旗护卫队成立
于 2001 年，至今已走过 14 年的历
程，已成为漯河职业技术学院一支
陶冶爱国主义情操，培养爱国主义
情感的先锋队。14 年的磨砺使国
旗护卫队成为一个能够诠释漯河
职业技术学院精神、展现漯职院学
子风貌的形象大使，凝练成了“信
念坚定、素质过硬、作风优良、激昂
青春、无私奉献”的“国旗护卫队精
神”，形成了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独
特的红色校园文化。

11 月 16 日，学院国旗班被河
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授
予河南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优秀大学生群体”称号，成为全
省高职高专院校唯一获此称号的
大学生群体。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今
天，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在新一届党
委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创新、发
展”的办学理念，走产教研融合发展
之路，提升办学质量，逐渐引领把该
院建设成为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特
色鲜明之路的示范性高职院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