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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在迎来嫦娥四号着陆月球 3 周年之际袁1 月 6
日袁 玉兔二号月球车行驶里程突破 1000 米袁 达到
1003.9 米遥 目前处于第三十八月昼工作期袁工况正常遥

冯华

绎国务院安委会决定袁 对重庆市武隆区凤山街道
办事处食堂坍塌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遥 刘夏村

绎尼日利亚叶每日信报曳叶每日邮报曳等媒体 1 月
8 日报道袁该国西北部扎姆法拉州多个村庄遭武装土
匪袭击袁至少 143 人丧生袁也有消息称死亡人数不少
于两百人袁袭击主要发生在 5 日和 6 日袁当地居民袁尤
其是妇女和儿童袁不得不逃往更加安全的地区遥

王新俊 何北平

绎当地时间 1 月 8 日袁意大利叶共和国报曳援引
外交部工作人员消息称袁 意外交部长迪马约在 2021
年年底传统节日期间感染了新冠病毒袁 目前其核酸
检测结果已呈阴性袁 基本恢复健康袁9 日起可重返工
作岗位遥 李耀洋

新年伊始袁叶原神曳 官方公布了新角色云
堇的演示视频野云堇院虹章书真意冶袁目前仅 B
站播放量已近 350 万袁 网友留言超过 1.7 万
条遥 在海外直播平台 Twitch 上袁云堇的预告
节目吸引了 53.8 万网友观看袁相当于 30%平
台观众都在收看叶原神曳频道遥去年春节前夕袁
风靡全球的叶原神曳让海外玩家学起汉语拼音
野xi佟o冶渊魈冤袁 今年则通过新角色让京剧艺术
走进全球玩家的视野遥

随着爆款游戏 叶原神曳2.4 版 野飞彩镌流
年冶上线袁新角色云堇正式登场遥 盔头尧靠旗尧
唱白噎噎云堇身上蕴含着传统戏曲元素袁成
为全球玩家探究的焦点遥 连日来袁无数网友

涌进 CGTN渊中国国际电视台冤两年前发布
的京剧视频学习袁短短几天里视频播放量暴
增 10 多万遥 玩家留言院野我们来到这里袁是因
为云堇的歌声袁 也是出于对中国古老艺术形
式的尊重遥 冶

由上海米哈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
品的这款游戏袁 目前已在 175 个国家和地区
同步上线遥 其火爆程度连特斯拉 CEO 马斯
克都曾在社交媒体上称院野迫不及待进入 叶原
神曳的世界遥 冶难怪叶原神曳特别邀请上海京剧
院荀派花旦演员杨扬为野云堇冶配音袁戏曲与
游戏碰撞出强烈火花袁带动中国传统文化在
海外点燃 2022 年的野第一把火冶遥 宣晶

张艺谋担任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曾执导过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张艺谋再挑重
担袁 成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袁他
也成为世界第一位执导夏奥和冬奥开闭幕式的 野双奥冶 总导
演遥

本届冬奥会开闭幕式以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冶为核心表
达袁以野简约尧安全尧精彩冶为创作原则袁立足于从全世界的角度
展望美好未来遥不再使用野人海战术冶袁而是将文艺表演与仪式
环节融为一体袁 通过融入科技创新尧 低碳环保和运动健康理
念袁努力向世界奉献浪漫尧唯美尧温暖的盛会遥

张艺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袁 非常荣幸可以成
为野双奥冶导演遥野因为国家的发展尧地位的提升袁中国有能力在
这么近的时间内举办两次奥运会袁所以才有了我成为耶双奥爷
导演的可能性遥 冶张艺谋说遥

谈及这次为何又邀请张艺谋担任开闭幕式总导演袁 北京
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尧 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
宇说院野张艺谋导演主导创作了令世人惊叹的北京 2008 年奥
运会开闭幕式袁给全世界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遥 2017 年袁冬奥
组委再次聘请张艺谋担任平昌冬奥会闭幕式耶北京 8 分钟爷导
演袁又一次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向世界展现了不一样的中国袁
各方评价也非常好遥所以在 2019 年我们确立开闭幕式总导演
时袁经过冬奥组委的认真研究评审袁最终确定再次请张艺谋担
任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遥冶 姬烨 李丽 高萌

空中技巧队
摘世界杯分站赛双冠

北京时间 1 月 6 日凌晨袁 在 2021/2022 国际雪联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加拿大勒瑞雷站比赛中袁 中国选手徐梦
桃以 103.92 分的成绩夺冠袁 平昌冬奥会铜牌得主孔凡钰以
92.70 分获得季军遥 男子组方面袁中国选手孙佳旭以 120.81 分
的成绩夺冠袁杨龙啸以 119.91 分的成绩获得亚军遥

凭借这个世界杯冠军袁 徐梦桃将自己职业生涯世界杯冠
军数提升至 27 个渊不含团体冤袁而 1999 年出生的孙佳旭夺得
了职业生涯首个世界杯个人赛冠军头衔遥

本站世界杯仅比赛一天袁中国队共派出四女五男共 9 名选
手参赛遥女子组方面袁徐梦桃以资格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袁孔
凡钰尧邵琪以第三尧第九的成绩进入决赛袁许诺排名第 18袁遗憾
无缘决赛遥 决赛中第一轮袁徐梦桃凭借资格赛第一的成绩直接
晋级第二轮决赛袁第二轮决赛共 6 名选手参加袁徐梦桃总得分
103.92 分强势夺冠袁孔凡钰也发挥稳定袁得到 92.70 分遥

夺冠之后袁徐梦桃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院野2022 年开门
红浴 这个意义非凡的耶雪板奖杯爷送给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30
天浴 感恩袁战胜自己尧突破自己袁成为更好的自己浴 冶

男子组方面袁中国队有孙佳旭尧杨龙啸尧齐广璞尧王心迪 4
名选手通过资格赛进入决赛遥决赛第二轮中袁孙佳旭最后获得
120.81 分袁夺得冠军遥 2002 年出生的杨龙啸表现同样出色袁仅
落后孙佳旭 0.9 分袁获得亚军遥 邓方佳

4 姻2022 年 1月 10 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郑薇 校对院杨芳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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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袁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关于节
日期间疫情防控和保供稳价工作的发布会上袁 国家卫
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袁截至目前袁全球新冠肺炎累
计确诊病例已突破 3 亿例袁 近一周日均新增确诊病例
接近 190 万例袁超过上一波疫情高峰的 2 倍袁我国外防
输入压力进一步加大遥

全国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平稳
野目前我国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平稳袁 局部地区出

现的本土聚集性疫情也总体可控袁 有的已经恢复了
常态袁有的尚在处置过程中遥 冶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
级巡视员贺青华指出袁 国务院联防联控综合组派驻
在陕西尧河南的工作组仍在当地指导疫情处置工作遥

他介绍袁西安疫情近期呈动态下降态势袁风险区域
在逐步减少袁社区病例趋于动态清零状态遥河南关联疫
情目前已累计报告 175 例感染者袁波及河南尧上海和浙
江 3 个省份的 9 个市遥 其中袁许昌以禹州某企业聚集性
疫情为主袁近期报告部分周边社区居民有感染的情况袁
存在社区感染风险遥 郑州已发现的病例中有一定数量
的病例是通过主动就诊尧社区筛查发现的袁说明已经发
生了局部的社区传播遥

野上海浦东尧浙江金华尧河南周口等地的疫情处于
初期袁近两日均有零星病例报告遥 冶贺青华指出袁广东深

圳 1 月 8 日报告两例病例袁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是一起
新的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疫情遥

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裕尧价格基本稳定
今年春节期间袁恰逢北京冬奥会举办袁同时又面临

着疫情防控的情况袁 对于生活物资保供稳价的社会关
注袁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长许正斌表示袁已
密切监测市场运行情况及价格变化袁 并多次召开视频
会议调度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袁指导各地稳定生产供应尧
充实商品储备尧加强产销衔接尧做好工作预案遥

许正斌指出袁从市场情况看袁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
裕尧价格基本稳定遥 2021 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袁当前生
猪和猪肉供应充足袁价格回到正常区间袁冬季蔬菜在田
面积同比增加袁 粮食应急加工能力充裕袁36 个大中城
市及市场易波动地区成品粮油库存保持在较高水平遥
各大中城市普遍制定了保供稳价方案预案袁 一些地方
根据物价变化情况向困难群众发放了价格临时补贴或
一次性补贴遥

野米袋子冶野菜篮子冶是重要民生商品袁与老百姓生
活息息相关遥对此袁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
刘涵表示袁新春佳节将至袁粮油肉蛋奶鱼果蔬等供应充
足袁完全可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遥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表示袁

据初步调查摸底袁各地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足袁流通企业
备货量普遍比平日增长 30%左右袁 同时启动两节期间
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制度袁 及时协调相关地区解
决广大群众反映的问题遥

疫苗接种人数覆盖全国人口 89.54%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部署袁 各地继续按照

知情尧同意尧自愿原则袁规范接种流程袁确保接种安全遥
据贺青华表示袁 目前各类人群接种以及加强免疫接种
总体顺利遥

贺青华介绍袁截至 2022 年 1 月 7 日袁全国累计报
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88777.2 万剂次袁其中 3 至 17 岁
人群接种 47277.4 万剂次 袁 疫苗接种总人数达到
126226.4 万剂次袁覆盖全国人口 89.54%袁完成全程接种
121587.8 万人袁占全国总人口的 86.25%遥

他表示袁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证明袁新冠病毒疫苗
能有效降低重症率尧减少病亡率遥近期全国部分地方发
生的新冠病毒疫情甚至出现了局部聚集袁 应当坚持疫
苗接种和隔离管控传染源尧戴口罩尧一米线尧常通风尧不
聚集等公共卫生措施袁 这些措施仍然是当前疫情防控
的最有效措施遥 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好疫苗这个预
防疾病的有力武器袁积极主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袁为疫
情防控尽一份责任尧尽一份义务遥 金振娅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反弹

美国约翰斯窑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袁 截至 1
月 5 日的过去一周袁 美国日均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高达
55.3 万袁是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纪录遥其中袁1 月 3 日美国新增
确诊病例突破 100 万例袁 更是刷新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
例最高纪录遥 随着奥密克戎毒株近期在美加速传播袁美国疫情
出现严重反弹遥

在新增确诊病例中袁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占 95.4%袁德
尔塔毒株感染病例占 4.6%袁 奥密克戎毒株已经迅速取代德尔
塔毒株袁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要新冠病毒遥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
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窑福奇表示袁确诊病例野几乎呈垂直
增长冶袁预计将在 1 月底达到数据峰值遥 乔治窑华盛顿大学医院
灾难医学部门负责人詹姆斯窑菲利普斯说袁此轮病例激增是疫
情以来野前所未有的冶袁未来美国各地的疫情野可能会非常严
重袁需要做好准备冶遥

受到病例激增影响袁许多医院已经不堪重负遥 各大医院面
临严重的人手短缺袁许多医护人员被感染遥 犹他大学医学院教
授罗伯特窑格拉斯哥说袁 该校已有数百名员工被感染或隔离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袁 许多儿童也被感染新冠病毒住
院遥 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袁上周平均每天有 672 名儿童因感
染新冠病毒住院治疗遥 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兹克说袁该州儿童
感染住院的数量自上月初以来增长了 3 倍遥

面对疫情反弹袁华盛顿尧纽约尧洛杉矶等地学校已经紧急
调整了新年假期结束后的返校安排袁 要求学生返校要出具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袁不少学校已暂时转到线上授课遥 马里兰州州
长拉里窑霍根 1 月 4 日宣布该州进入为期 30 天的紧急状态袁
并出动 1000 名国民警卫队员协助抗疫遥 美国总统拜登 4 日敦
促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成年人接种疫苗遥 美国疾控中心也更新
了防疫指南袁 建议人们在出现疑似感染症状或检测结果呈阳
性后进行为期 5 天的隔离遥 但指导意见同时包括缩短对无症
状感染者的建议隔离期等内容袁 以缓解航空等服务业人力短
缺的难题袁这引发不少医疗专家的质疑遥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袁
55%的受访者认为拜登政府应对疫情不力遥耶鲁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流行病学副教授格雷格窑贡萨尔维斯表示袁公共卫生专家
呼吁更加重视更广泛的干预措施袁包括快速检测尧口罩令与环
境控制等袁然而袁政府仍未充分采纳这些建议遥

事实上袁此前担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弗朗西斯窑
柯林斯半个月前就警告袁如果不认真防控奥密克戎毒株袁美国
有可能野每天感染 100 万例冶遥 美国媒体评论说袁数月以来袁美
国忽视快速检测的重要性袁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批准更多
快速检测产品方面行动迟缓袁这都让美国防疫工作受到阻碍遥
拜登 4 日发表讲话时承认袁美国目前新冠检测能力不足袁预约
难的问题令他本人都感到沮丧遥 布朗大学医学教授梅甘窑兰尼
表示袁未来一个月袁她非常担心美国经济将会停摆袁野因为我们
很多人都生病了冶遥 李志伟

由中国港湾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和
斯里兰卡政府合作
开展的大型投资项
目科伦坡港口城袁
是两国共建 野一带
一路冶合作的典范遥
科伦坡港口城预计
2022 年完成一期市
政建设袁 未来规划
城市建设规模超过
630 万平方米袁集商
业尧居住尧休闲娱乐
等多功能于一体 遥
图为科伦坡港口城
全景遥

新华社发

2022 新年方至袁 由周云鹏领衔主演的
喜剧电影叶澡堂也疯狂曳定档 1 月 12 日独
家上线腾讯视频袁上演欢乐洗浴人袁爆笑贺
岁遥 该影片由江苏猫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袁浙江浩影网络有限公司尧北京中佳时
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袁 天津兔子
洞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独家宣传袁 刘海
力导演袁苏士为尧王轶玲尧赵骏尧侯添方尧刘
敏尧智泓等一众喜剧演员倾情出演袁实力续
航袁笑力满满浴

叶澡堂也疯狂曳1 月 7 日正式官宣定档袁

该片聚焦于野东北洗浴文化冶这一时下热议
且地域特色鲜明的话题袁 讲述了落魄摄影
师李志龙 渊周云鹏 饰冤 和助理包子 渊赵骏
饰冤袁在洗浴中心野亚龙湾冶完成一次特别的
私房照拍摄工作时袁 因丢失相机和错拿虎
皮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遥 影片结
构精妙袁讨巧地以洗浴中心为核袁将下属阿
涛联合老板女人密谋夺权洗浴中心尧 鸳鸯
大盗巧偷相机发现偷情证据袁以及李志龙搭
档错拿虎皮卷入纷争并仗义援手三条线索
交叉叙述袁小人物们的意外相遇本就妙趣十

足袁 辅以自带笑
点的东北方言表
达尧 豪爽无畏的
东北性格呈现尧
撸串搓澡等特色
生活方式袁 东北
老 铁 别 样 battle
引人入胜袁 笑料
包袱高频输出接
连不断袁 令观众
在感受东北烟火
风味的同时袁尽
情享受这场由错
位乌龙引发的爆
笑刺激故事遥
来源院1905电影网

孙佳旭渊左冤与徐梦桃分获本站世界杯赛男尧女子组冠军遥

《澡堂也疯狂》定档 1 月 12 日

精准对接地方需求 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爆款游戏让海外网友爱上中国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