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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当地时间
1 月 15 日袁 俄罗
斯南萨哈林斯克袁
当地迎来暴雪天
气袁 汽车被雪掩
埋遥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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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JIN BAO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5 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袁介绍节日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有关情况袁并答记者问遥

当前袁我国面临德尔塔和奥密克戎
毒株输入疫情的双重挑战遥 春运即将开
始袁人员流动和聚集大幅增加袁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遥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尧
宣传司副司长米锋提示广大群众袁在春
运返乡前要关注和遵守出发地尧 中转
地尧目的地防疫要求袁在旅途中要始终
做好个人防护袁坚持戴口罩尧勤洗手尧多
通风袁在返乡后要减少聚集尧减少流动袁
发现症状要及时就医和报告遥

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旻介
绍袁做好今年春运疫情防控工作袁要按

照引导错峰出行尧降低旅途风险尧加强
人员防护的基本原则开展遥 交通运输尧
人社尧教育尧文旅等部门将密切沟通协
作袁 积极引导务工人员错峰返乡返岗尧
高校学生避峰放假开学尧旅游景区限量
预约错峰接待遥

野防疫交通管控绝不能简单化尧耶一
刀切爷袁 严禁擅自在高速公路省界主线
设置疫情防控检查点袁县尧乡尧村不得擅
自阻断或隔离高速公路尧国省干线和农
村公路遥 冶周旻说袁要层层落实袁而不是
层层加码袁不能影响各类重点物资运输
和人民群众生活遥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司长韩光祖介
绍袁为满足春运期间热点地区尧热点航

线的客运需求袁民航局鼓励航空公司灵
活调配运力袁统筹安排加班和临时经营
航班袁及时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要遥 截
至目前袁春运期间已安排国内定期客运
航班计划近 60 万班袁 在此基础上批复
国内航线加班 2 万余班遥

在铁路春运方面袁 国铁集团客运部
副主任朱文忠说袁总体上袁春运每日席位
可供给能力最高可达到 1050 万左右袁较
2019 年提高 10%袁 客座能力能够满足春
运旅客出行需求遥 国铁集团将根据客流
变化袁 动态安排客车开行和运力投放袁努
力保障旅客出行和疫情防控的双重需要遥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
长王登峰表示袁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袁各

高校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放假安排遥 不管
在涉疫地区还是没有疫情的地区袁高校
都要严格落实高等学校疫情防控技术
方案的各项措施曰 同时要加强人文关
怀袁对校内师生做好生活保障和心理安
慰袁 督促返乡师生做好日常健康管理袁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和要求遥

目前袁国内部分地区报告了本土奥
密克戎疫情遥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
视员贺青华表示袁 专家们分析研判袁奥
密克戎变异株不影响我国现有核酸检
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袁我国野外防
输入尧内防反弹冶总策略和野动态清零冶
总方针对防范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有
效遥 杨彦帆

荨1 月 15 日袁中
国海军第 40 批护航
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
港解缆起航袁 奔赴亚
丁湾尧 索马里海域接
替第 39 批护航编队
执行护航任务遥 这是
编队中的导弹驱逐舰
呼和浩特舰遥

陈润楚摄

荨1 月 14 日 袁
宿迁市京杭大运河
上货运船只穿梭往
来袁野黄金冶 河道一
派繁忙运输景象遥
临近春节袁 京杭大
运河宿城段进入运
输繁忙时期遥

陈红摄

银当地时间 1 月 14 日袁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失火的住宅大
楼前袁民众在火灾遇难者遗像前悬挂花束寄托哀思遥 1 月 9 日袁这
栋高层公寓楼发生火灾袁造成 17 人死亡遥 这是纽约市近年来最严
重的火灾之一遥 廖攀摄

今年春运引导错峰出行

防疫交通管控不搞“一刀切”

动画电影叶小虎墩大英雄曳插曲叶骁曳MV

国风武侠再燃热血
春节档动画电影叶小虎墩大英雄曳将于虎年大年初一正式上映遥影片插曲叶骁曳MV 日

前正式上线袁 传统民族乐器搭配意境深远的唱词袁 铺展开一派气壮山河的国风江湖景
象袁传神展现了片中小虎墩和杨总镖头的千里送镖之行袁以及他们无惧艰险尧勇往直前
的热血豪气遥 虎年就要看虎墩袁与他一起虎虎生风踏上新年新征途遥

叶小虎墩大英雄曳讲述小虎墩追逐心中镖师梦想的冒险成长故事遥 江湖路远袁小
虎墩与杨总镖头千里迢迢送镖袁一路用脚步丈量了中国的壮美河山遥 此次发布的
插曲叶骁曳磅礴大气袁国风词曲与故事情节遥相呼应袁无论风雪边关袁还是野漠北
万丈孤烟长河落日圆冶袁皆让人感受到虎墩师徒的艰苦跋涉袁并跟着小虎墩
从晋中到西北袁从崇山峻岭到戈壁沙漠袁一睹沿途的壮阔风光袁一叹野天地
间袁江湖远冶遥

歌曲中所传达出的无所畏惧的骁勇精神袁与小虎墩排除万难勇敢
追梦的举动极为契合遥 片中台词野忠义护镖袁使命必达冶绝非口号袁而
是小虎墩对镖师责任感的理解袁更在他与江湖恶势力的热血战斗
中给予他坚定的力量遥 野虎年吉祥物冶小虎墩能否大发虎威完成
使命钥 大年初一袁走进影院见分晓遥

叶小虎墩大英雄曳不仅有少年虎墩的成长袁也有镖师野刀
刃上打把式冶的热血江湖遥 此次 MV 中曝光了不少行云流
水的动作场面遥 歌词野英雄遁入林间化成一场雨袁天地间
一柄剑袁划破了青天冶恰似杨总镖头的写照遥 与蒙面神秘
人狭路相逢一幕袁他兔起鹘落数剑制敌袁极具国风武侠
意境遥 此外袁那些惊鸿一瞥的客栈混战尧沙漠追逐尧擂
台对决等动作场面袁更是火花四溅袁令人目不暇接遥

作为春节档最有年味儿的国风动画电影袁影片
不止汇聚了武侠尧景观等中国元素袁还散发着虎年
的浓浓年味儿遥小虎墩俨然野虎年吉祥物冶袁既有虎
头虎脑的超萌形象袁又有野萌冶虎发威的欢乐冒
险袁更有与父母过团圆年的虎年心愿袁野萌冶虎开
年袁影院等你遥 来源院人民日报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
低调公映

近日袁好莱坞科幻电影叶黑客帝国院矩阵重
启曳在内地正式公映遥由于该片已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在北美公映袁截至目前袁票房和口碑都
非常一般袁 因此片方此次在内地也没有再做更
多宣传遥 该片上映首日只有 25.7%的排片量遥

截至目前袁叶黑客帝国院矩阵重启曳仅在全球
收获 1.5 亿美元的票房袁相比该片高达 2 亿美元
的制作成本袁成绩惨不忍睹遥 该片口碑也非常一
般袁目前在豆瓣的评分只有 5.7 分袁与系列前三部
完全不在一个水准遥

1999 年袁华纳兄弟出品的首部叶黑客帝国曳在
北美公映袁很快就风靡全球遥 随后袁华纳兄弟分别于
2003 年先后推出了叶黑客帝国院重装上阵曳和叶黑客帝
国院矩阵革命曳袁前三部影片的豆瓣评分分别高达 9.1
分尧8.8 分和 8.8 分遥 而三部影片的全球票房也非常抢
眼袁分别为 4.66 亿美元尧7.42 亿美元和 4.27 亿美元遥

时隔 18 年袁华纳兄弟推出了这部叶黑客帝国院矩阵重
启曳袁故事承接叶黑客帝国 3院矩阵革命曳袁在预告片中袁人类
地下城尧机器战舰尧人体农场尧复活舱等科幻大场面接连亮
相袁更有直升机楼顶空袭尧街头爆破连环追车尧高速列车激烈
枪战等战斗场面轮番轰炸遥 此外袁尼奥依然在片中大秀中国功
夫袁并再现了经典野子弹时间冶袁与机械大军上演巅峰对决遥

虽然听起来非常让人激动袁 但这些电影元素在此前的三部曲
中都出现过袁现在再将这些画面重拍一遍袁要想再次赢得观众们的喝
彩袁恐怕并不容易遥 好在叶黑客帝国曳三部曲在内地有不少忠实影迷袁他
们是否还会冲着情怀走进电影院怀旧一番袁答案将很快见分晓遥 王金跃

绎中娇仔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居民证遗失袁 证号院
ZD03070005袁特此声明遥

绎 钟 玉 娇 持 有 的 残 疾 证 遗 失 袁 残 疾 证 号 院

36210219480316342914袁特此声明遥

绎钟美连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袁 证照
号院B811022127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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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火山爆发
导致该国通讯中断

据叶新西兰先驱报曳报道袁由于火山爆发袁汤加全国的通讯
都已中断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于 16 日表示袁新西兰当局正在
努力与汤加取得联系袁但由于灾情严重袁难以展开评估工作袁
暂时还无法统计当地的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遥

邻近新西兰的太平洋岛国汤加海底火山喷发袁 导致汤加
首都努库阿洛法出现海啸袁斐济和萨摩亚也发布了灾情预警遥
新西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 15 日发布警告袁该国东尧北部沿
海可能会受到巨浪袭击袁该国军方正随时待命遥

在 16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袁阿德恩对在场记者表示袁自
己看到的汤加灾情画面野非常令人担忧冶袁但这场灾害导致
汤加全国通讯中断袁 新西兰当局正在努力与汤加取得联
系遥

另外袁新西兰国防军已在调度救援飞机和船只袁外交部
等机构正试图通过包括民间渠道在内的各种方式袁 设法联
系汤加的有关部门袁 并希望了解新西兰可以为当地提供何
种帮助遥

据路透社报道袁自海啸席卷汤加后袁大约在 15 日晚 6 点
40 分袁 汤加当地的互联网和电话线路就已出现大面积故障袁
导致全境 10.5 万居民难以和外界取得联络遥 截至发稿前袁各
方尚无法了解海啸对各地的破坏程度袁 只能通过卫星图像研
究当地灾情遥

专家预测袁这一轮火山喷发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袁当地
民众必须对此保持警惕遥 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