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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刚同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通电话

确保在阿中方人员和机构安全
达沃斯论坛的变与不变

本报讯（记者 赵睿）大年二十九，
中国女足新一期集训名单公布，队伍
将于本月26日在广东省广州足球俱
乐部训练基地组织集训，并于2月10
日赴西班牙进行热身赛。

本期集训共征招了 34名球员，
效力于路易斯维尔竞技女足的王霜
和马德里CFF的唐佳丽顺利入选，
李梦雯、张琳艳、沈梦雨、吴澄舒、肖
裕仪和杨莉娜6名留洋球员正跟随
各自俱乐部球队参加联赛，她们将
直接赴西班牙参加热身赛。在西班
牙期间，中国女足计划进行四场热
身赛：2月 14 日率先对阵皇家贝蒂
斯女足，2月 16日对阵瑞典女足，2
月 19日对维瓦尔竞技女足，2月 22
日对阵爱尔兰女足。另据了解，中
国女足还计划于4月11日在西班牙
伊维萨岛与西班牙女足过招。中国
女足在女足世界杯上与英格兰女足

和丹麦女足两支欧洲强队同组，本
期集训即将对阵的热身赛对手也是
极具针对性的选择。

2023年中国女足面临三大任务：
首先是7月—8月举行的女足世界杯，
接下来是9月的杭州亚运会女足比
赛，之后还有10月进行的巴黎奥运会
预赛。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中国女足
的目标是能够超过上一届的成绩，也
就是打进8强。主帅水庆霞表示球队
的训练要求会比以往更加严格，中国
女足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踢
好每一场比赛。

对于中国女足而言，女足奥预赛
将会相当艰难，因为亚洲31支队伍参
赛，只有2支可以最终晋级。女足奥
预赛将分为三个阶段，现亚洲排名前
5的朝鲜、日本、澳大利亚、中国以及
韩国女足依靠排名优势直接参加第二
阶段比赛。

澳网，是张帅“涅槃重生”的地
方。2016年，带着“再不赢就退役”的
决绝，她在这里成功破冰，一举打破
14次大满贯正赛一胜难求的魔咒。
从此，职业生涯柳暗花明。此刻，依然
是这里，熟悉的地方，在34周岁生日
这一天，她挺进女单16强。此前，几
乎没有人想到，张帅的职业生涯竟然
能持续这么久。更没有人会想到，到
这般“高龄”她依然能够保持如此出色
的竞技状态。而她确实做到了！在日
复一日的努力付出中，在对梦想的执
着坚持中，用常人难以想象的自律和
坚忍，将那些看似不可能变成了实实
在在的“一切皆有可能”。胜利，是对

张帅多年坚守的褒奖，也是她送给自
己的最好生日和春节礼物。张帅的即
时世界排名升至第21位再创生涯新
高，同时还将收获160万元人民币奖
金。下一轮，张帅将与卡·普利斯科娃
争夺8强席位。
昨天张帅依然是一日双赛，在混

双首轮比赛中，张帅/哈泽在次盘抢
七局错失一个赛点后，最终以6：4、
6（6）：7、8：10遭本土外卡组合帕纳
比/哈里斯逆转，留下遗憾。女双次
轮，持外卡出战的王欣瑜/内岛萌夏以
5：7、1：6不敌2号种子高芙/佩古拉，
无缘女双16强。
男单第3轮比赛中，21座大满贯

得主、4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克服左大腿伤
情影响，以7：6（7）、6：3、6：4战胜27号种
子迪米特洛夫，取得对对手的8连胜，豪
取澳网24连胜，在澳洲赛事37连胜，15
次出战澳网32强战保持全胜，也是生涯
第59次闯进到大满贯男单16强，下一轮
将迎战22号种子、本土好手德米纳尔。
前世界第一梅德韦杰夫经过近3个小时
激战以6（7）：7、3：6、6（4）：7不敌美国球
员科达，无缘男单16强。此前两年，梅德
韦杰夫均闯入澳网男单决赛，此番出局
意味着他在澳网结束后世界排名将跌出
前10行列。前赛会亚军穆雷以1：6、7：6
(7)、3：6、4：6不敌24号种子阿古特，无缘
16强。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3年世界羽
联巡回赛超级750印度公开赛昨天在新德
里展开半决赛争夺，“雅思”组合以1：2负
于日本组合渡边勇大/东野有纱，跨年度23
连胜遭终结。
从去年下半年的丹麦公开赛至今，郑

思维/黄雅琼跨年度已夺得23连胜。过往
与老对手渡边勇大/东野有纱交手，“雅思”
组合以12胜3负占据绝对优势。此番交
锋，“雅思”组合开局慢热，以1：2负于对手。
王懿律/黄东萍以2：1击败韩国组合

金元昊/郑娜银，为上一站马来西亚公开赛
次轮告负成功复仇。据悉，根据教练组安
排，王懿律/黄东萍将在下一站比赛中拆
对，各自携手新搭档出战。
此次比赛，陈雨菲、王祉怡都患上了

急性肠胃炎，仅有何冰娇闯入女单4强。
何冰娇以1：2遭韩国天才少女安洗莹逆
转，无缘决赛。

备战三大赛 中国女足点兵集结 “雅思”组合

跨年度23连胜遭终结

澳网16强 张帅生日很快乐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1月21
日，外交部长秦刚同阿富汗临时政府
代理外长穆塔基通电话。
秦刚说，春节来临，中方高度重视

在阿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希
阿方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在阿中方
人员和机构安全。

穆塔基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问
候，表示阿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
领土从事破坏阿中友好和损害中方利
益的活动，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
主义，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中国在阿
人员和机构安全。

秦刚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
阿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始终尊重阿富

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阿人民作
出的自主选择，尊重阿宗教信仰和民族
习惯，从不干涉阿内政，从不在阿谋求任
何私利，从不寻求所谓势力范围。中方
支持阿临时政府构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
构，实施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打击一切
形式的恐怖主义，同各国尤其是邻国友
好交往。中方同情阿人民遭受的苦难，
愿为阿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更
多帮助。

穆塔基表示，阿临时政府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欢迎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希同中方加强交往
合作。

新华社华盛顿1月20日电（记
者 许缘）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20日警告，任何未能偿还债务的行为
都是违约，如果联邦政府无法偿还债
务，将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并产生广泛
影响。
耶伦当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国会未及时
提高债务上限，联邦政府无法偿还债
务，“无疑将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很多
人将失去工作，借贷成本也必将上
升。她说，债务违约将引发美国主权
债务评级下调，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
备货币的地位，并可能“造成一场全球
金融危机”。

耶伦当天表示，如果联邦政府未
能履行支付义务，无论是对其债务持
有人还是对社会保障受益人，“都构成
实际违约”。财政部系统的建立是“为

了按时支付所有到期的债务，而非优先
考虑某一种形式的债务”。她强调，财政
部为避免政府债务违约而采取的特别措
施能支撑的时长难以确定，最早6月就
可能耗尽。

耶伦此番言论是针对部分共和党
联邦众议员提出以优先支付某些债务
缓解财政部资金接近耗尽的情形而作
出的回应。这些议员认为，在19日触
及债务上限后，财政部可考虑优先支
付美国国债利息以减少对金融市场造
成的损害。

耶伦19日在致国会的信中称，由于
联邦政府触及31.4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
上限，即日起财政部将采取特别措施，避
免联邦政府发生债务违约。目前，国会
两党正就提高债务上限展开对峙。对
此，美国总统拜登20日表示，他正推动
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

美财长耶伦警告称

美政府债务违约或造成全球金融危机

■ 新华社记者 聂晓阳

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20日
闭幕。闭幕第二天恰逢中国农历除
夕，曾经人满为患的会议中心人去楼
空，前一天还熙熙攘攘的达沃斯街头
恢复了冬日里惯有的沉寂。回望 5
天来2000多名嘉宾参加数百场讨论
的场景，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感觉油然
而生。

一如既往，本届年会在很多方面
都没有变：全球精英跨界云集进行头
脑风暴的高端性不变；在开放性和公
共性基础上坚持对话交流、求同存异
的“达沃斯精神”不变；对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的积极关注和期待不变；
对气候变化、技术革命等全球性话题
的聚焦不变……

然而，本届年会也出现了不少不
同寻常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地缘政治割裂欧
洲。俄罗斯代表团集体缺席达沃斯，
折射出乌克兰危机升级后西方与俄罗
斯地缘对抗加剧的局面，以及欧洲在
能源领域为代表的“去俄罗斯化”倾
向。尽管俄罗斯多家企业都是世界经

济论坛的战略合作伙伴，但今年俄罗
斯政企领袖都没有受到邀请，俄罗斯
代表团成员与各国嘉宾谈笑风生的场
面已成为旧日故事。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本届年会的致

辞中表示，德国已停止进口俄罗斯的
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这“标志着德国
外交政策的深刻转折点”。欧盟委员
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发言中透露，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欧洲在管道天然气
方面已经集体减少了80%的对外依
赖。这些表态意味着，“去俄罗斯化”
的地缘政治变局正在欧洲铺开，前景
如何，尚未可知。

第二个变化是，人类所面临的挑
战空前严峻成为共识。挑战已从区域
化向全球化、从局部化向全局化、从单
一化向多重化演进。作为新冠疫情三
年以来第一次“正常举行”的年会，本
届年会被主办方形容是“在几十年来
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下
召开的”。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
瓦布在本届年会上多次强调，今年全
球遭遇能源转型、新冠疫情、供应链重
组以及气候变化、地缘关系紧张等“前
所未有的多重危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
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
变。全球经济脆弱、地缘政治紧张、
全球治理缺失、粮食和能源危机叠
加……全球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层
出不穷，贫穷、分裂、动荡有增无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把当前世界面
临的多重危机形容为同时发生的“完
美风暴”。世界经济论坛自然和气候
中心主任梁锦慧更是表示，多重危机
已经成为“地球的新常态”。

第三个变化是，不确定性成为关
注焦点。全球政商领袖对经济增长的
关注重点正迅速从速度、结构、效率等
观察点转向“韧性”，即应对不确定性
和在突发变故时迅速复苏的能力。当
下，世界经济复苏脆弱曲折，多国面临
供应链紊乱、通胀压力加大等危机，人
们呼唤决策者采取得力措施来建设一
个更具韧性的世界。

欧盟委员会负责创新、研究、文
化、教育和青年事务的委员加布里埃
尔表示，过去几个月，欧洲切身体会
到了韧性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俄乌冲
突和能源危机的背景下。阿联酋穆

巴达拉公司首席执行官穆巴拉克表示，
过去三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黑天鹅”事
件，让经济韧性成为每个国家和企业的
核心议程，“我们需要从过往的成本驱
动思考模式，逐步转移到韧性驱动的思
考模式”。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
学院院长威廉姆斯说，经济和金融意
义上的“长新冠”会一直存在，“整个卫
生系统和整个社会都需要从新冠的影
响中重建韧性”。埃及国际合作部长马
沙特则表示，埃及切身体会到气候变化
的影响，坚信投资气候保护就是投资经
济韧性。
人们从本届年会上感受到的变化还

有很多：与会嘉宾对全球化的反思以及
再全球化的号召明显增多；对人工智能、
元宇宙以及网络数据使用监管等话题的
讨论参与度空前活跃；围绕全球人口趋
势、未来工作方式等话题的讨论开始出
现等等。

达沃斯论坛的变化，折射出人类
发展和时代发展中的变化。但达沃斯
论坛的不变，反映的却是世界相处的
规律与道理：只有同舟共济，才能行稳
致远。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21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基2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美国向乌
提供新一批军事援助。同一天，俄罗
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美关系
正处于历史最低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俄
方对改善两国关系不抱希望。
——佩斯科夫20日说，当前乌克

兰危机呈螺旋上升趋势发展。北约国
家越来越间接地、甚至直接卷入这场
冲突。就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的进展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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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俄美关
系正处于历史最低点，在可预见的未来
俄方对改善两国关系不抱希望。
——泽连斯基20日感谢美国19日

宣布向乌提供价值25亿美元的新一批

军事援助。根据美国国防部19日发布
的声明，此次援助的武器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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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0

日报道，泽连斯基当天以视频方式参加
了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的乌
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泽连斯基呼吁
与会国家加快武器援助速度。乌克兰国
防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会议上乌方提
出了三个优先事项：更多防空武器；坦
克、火炮等武器；系统性弹药援助和武器
装备维修保养。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20日

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说，德国未能
同盟友就向乌克兰提供“豹”式主战坦克
达成一致。

俄罗斯说俄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

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新一批军事援助

■ 本报记者 张帆

昨晚，央视2023年春晚与观众见
面。今年央视春晚以“欣欣向荣的新
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为
主题，40余个节目将艺术与技术巧妙
融合、传统与现代激情碰撞，为全球华
人奉上一台彰显开心信心、奋进拼搏，
礼赞新时代中国和美好生活的春晚。

聚焦身边人、平凡事和朴素情

过去这一年，每个人都不容易。医
护人员、快递小哥、志愿者、服务员……
今年春晚将目光更多投向身边人、平凡
事和朴素情，引发观众的共情共鸣。
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走上春晚舞

台，合唱一曲《早安，阳光》，素不相识
却十分默契，振奋人心的和声唱出新
征程上的生活交响；歌曲《小哥》用质
朴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快
递小哥、外卖小哥、司机小哥们的心
声；开场歌舞《花开种花家》《开饭！开
FUN》节奏朗朗上口、平易近人，展现
了创作者的质朴真情，表达了对美好
生活的真挚向往。

聚焦普通人春晚故事的微电影
《我和我的春晚》把“贺岁档”搬上了春

晚舞台，黄渤、吴京、马思纯、范伟、沈
腾、马丽、王宝强、春夏、方青卓、潘斌
龙等演员以叙事艺术和光影魅力讲述
一名普通观众圆梦春晚的故事，折射
出春晚陪伴广大观众一起过年的珍贵
记忆。该节目创意灵感源自春晚剧组
多年来收到的无数观众来信，这也是
春晚创办以来第一次牵手电影艺术。

深度创新奉献新年“爆款”

去年春晚舞台上的《只此青绿》将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舞美深度融合，
美轮美奂的表现形式让人回味无穷。
今年春晚坚持“用心+创新”，继续用
创意节目为观众制造惊喜。
舞蹈《锦绣》出自获得文华奖的舞

剧《五星出东方》，从国之重宝“五星出
东方利中国”锦护膊中汲取灵感，依托
千年织锦的瑰丽，舞出中华文明的风
采。登上春晚舞台的“汉锦”舞段，其
创作构思来源于“中国是礼仪之邦”的
解读。肢体动作、形象气质、队形调度
等均展现大国气质，舞者们垂眸而出、
步伐轻缓蹁跹，顿挫有力，内敛而含
蓄，具有独特古典韵味的美感。主创
团队根据舞台的规格、多媒体视效、灯
光色彩等，对音乐、队形、发型、妆容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在央视春晚舞台
4K/8K、AI、XR等新技术的加持下，整
体舞段的呈现也拥有了更加广阔的观赏
视野。

创意节目《当“神兽”遇见神兽》利
用VR三维绘制等总台新技术，让上古
神兽“走出”文献古籍，和现代生活中
的孩子们奇妙相遇。年轻的视觉设计
团队以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载和故宫
等古代建筑元素遗存为原型，创造出
白泽、麒麟、貔貅等上古神兽形象，它
们与活泼灵动的孩子们共同展现无穷
的想象力，迸发出传统与时代融合的
蓬勃活力。

央视春晚舞台“津”彩不断

作为北方戏曲曲艺重镇，每年的春晚
舞台上总少不了天津籍戏曲演员的身影。
今年春晚的戏曲节目《华彩梨园》由戏曲名
家、青年一代戏曲演员和少儿戏曲爱好者
同台献技，经典与现代完美交融，精彩不
断。其中，戏曲名家孟广禄、天津籍戏曲演
员杨少彭以及青年演员吴奇峪、唐春园的
集体亮相，让整个节目“含津量”颇高。
开心麻花团队带来的小品《坑》延续

了此前的反腐路线，除了沈腾与马丽的
再度携手外，天津籍演员常远在节目中
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此外，另一位天津
籍演员宋祖儿连续两年登上春晚舞台，
这一次她不仅参与了开场歌舞的演出，
还与宋轶、黄霄云、单依纯一起表演了歌
曲《绿水青山》。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今年参与春晚的感受就是不像之前
那么紧张了，但感觉还是很热闹，新春伊
始站在春晚的舞台上，感觉很特别。今
年的表演形式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是
一个很新颖的节目类型，给我一种全新
的体验。”

央视2023年春晚艺术与技术巧妙融合 传统与现代激情碰撞

真情讲述平凡人 满屏精彩新意浓

昨天是中国的传

统佳节除夕，也是“津

花”张帅的34周岁生

日。在这个特别的日

子里，她依然在2023

年澳网赛场上拼搏。

6：3、6：2，张帅轻取资

格赛“黑马”美国球员

沃雷涅茨，连续两项大

满贯赛事、职业生涯第

5次挺进女单16强阶

段，也是她时隔7年再

度闯入澳网16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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