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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资讯
广场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

进入2月，北京的喜庆气氛愈发浓
厚。虎年春节与冬奥盛会接踵而至，

“双奥之城”吸引全球目光。
一起庆冬奥、过大年，俄罗斯总统

普京也将来华访问并出席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

熟悉的地方，亲切的朋友。这将
是普京总统近三年再次访华，也将是
他同习近平主席自2013年以来第38
次会晤。

一个多月前，中俄元首“云端”相
见。习近平主席一席话犹在耳畔：“我
对我们的‘冬奥之约’十分期待，愿同你
携手‘一起向未来’，共同开启后疫情时
期中俄关系崭新篇章。”

从索契到北京
——邻居办喜事，专程

来贺喜

新冠疫情改变了各国对外交往方
式，普京总统此次北京之行格外不同寻
常。“两国元首近两年来首次线下会晤”

“今年开年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
件”……特殊的日程，展现特殊的情谊，
彰显特殊的意义。

“邻居办喜事，我当然要专程来当
面向你贺喜”，2014年中国新春佳节之
际，习近平主席飞赴俄罗斯索契出席冬
奥会开幕式，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
席在境外举行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此次北京冬奥会，普京总统率先确定来
华出席开幕式，并多次表达对中方成功
办赛的信心，“完全有理由相信北京冬
奥会将展示出真正的高水平，为世界奥
林匹克大家庭史册谱写光辉篇章”。

从黑海之滨到燕山脚下，跨越8年
时光的“冬奥互访”，成为中俄两国办大
事喜事相互支持的生动见证。

“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
中俄大地，冬去春来，留下两国元首同
行的足印。

犹记莫斯科红场胜利日庆典，战机
列阵飞越长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

在观礼台首排比肩而立，神情庄重；难
忘北京天安门广场“9·3”阅兵，各国嘉
宾沿红毯登楼观礼，习近平主席和普京
总统并肩而行，热情交谈。2017年、
2019年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普京总统率团出席；东方经济论
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两大俄罗斯
主场外交，习近平主席亲赴现场致辞。

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好朋友、
老朋友、真朋友”，成为习近平主席和普
京总统对彼此最亲切的称呼。

——一处处细节，体现对好朋友、
老朋友、真朋友的用心。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后，中方作了一项特殊安排
——在友谊宾馆举行清华大学向普京
总统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仪式。置身因
中苏友好交往而兴的古朴花园，回忆半
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习近平主席对普京
总统说，“在此会面多了一份同历史的
联系”。

亚信杜尚别峰会期间，普京总统
带着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和俄罗斯冰
淇淋前往习近平主席下榻宾馆，当面
向习近平主席祝贺生日。两位领导人
忆起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为普京总统
庆祝生日的场景，笑意盈盈。

——一项项礼遇，表达对好朋友、
老朋友、真朋友的敬重。

2013年3月，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
后首访俄罗斯。抵达莫斯科首日，普京
总统全程陪同，历时8个小时。

2018年6月，普京总统选择中国
作为新任期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家。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
主席郑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枚“友谊
勋章”配挂在普京总统胸前。

——一场场交流，不断深化着好朋
友、老朋友、真朋友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
总统同乘高铁赴天津出席中俄友好交
流活动。一条长桌，相对而坐，两位领
导人兴致勃勃谈起运输网络布局规划
的经验。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
总统同游涅瓦河，共同登上打响十月革
命第一炮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追忆峥
嵘岁月。上岸后，两位领导人移步冬
宫，深谈至午夜。

在中俄元首的交往中，交流的议题
越来越广、探讨的合作越来越实、交心
的程度越来越深，在大国领导人之间绝
无仅有。

习近平主席一语道明中俄元首的
“友谊秘诀”：“我们对当前世界大势看
法相近，在治理国家方面理念相通，肩
负两国各自发展振兴的历史责任。最
重要的是，我们对中俄关系的战略意义
有高度一致的认识，对推动两国关系持
续深入发展怀有共同的决心和愿望。”

从推动“世代友好”到奔
赴“星辰大海”

——元首定向领航，中
俄合作提质升级、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

一点点累土，一层层夯实。中俄关
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已经成为
互信程度、协作水平、战略价值最高的
大国关系，这关键靠的是两国元首战略
引领。

中俄关系每向前迈进一步，都离不
开两国元首的共同擘画、亲自推动：
2013年共同签署关于合作共赢、深化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4年共同签署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2017年签
署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2019年中俄建交
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
总统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2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签署20周年。在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前夕，在北京和莫斯
科，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云相

见”。两国元首秉持“世代友好、合作共
赢”的缔约初心，正式宣布条约延期并赋
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这些中俄合作的重大进展，都凝结
着两国元首的心力：共同商定举办“青
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
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
年”，共同决定成立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一同参观长城汽车图拉州工厂下线汽
车展，一道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
产通气……

这些中俄友好的动人时刻，都留下
了两国元首的身影：一起访问“海洋”全
俄儿童中心，看望曾在那里疗养的四川
地震灾区学生和当年照料他们的俄罗
斯老师；共同观看中俄青少年冰球友谊
赛，同小球员逐一击掌问候；一道出席
莫斯科动物园熊猫馆开馆仪式，同孩子
们亲切互动、合影留念……温暖的一幕
幕令人难忘。

新冠疫情之下，习近平主席和普京
总统以“云外交”的创新方式保持频密
互动。通电话，视频会晤，在重要节日
互致信函，向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会议
致贺信，“云见证”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
工仪式，“云出席”对方重大主场外交活
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两国元
首定向领航，中俄关系航向不偏、动力
不减，不断在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
层次向前发展。

来看看闪亮的中俄合作成绩单吧
——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齐头并进，从
能源到基础设施，从通信到航空航天，
合作“上天入地”，携手奔赴“星辰大
海”。合作质量和合作体量同步提升，
合作更加务实、更接地气、更惠民生。
2021年，中俄贸易额达到1468.87亿美

元，同比增长35.8%，再创历史新高……
辞旧迎新之际，也是继往开来之

时。2022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二十
大，俄罗斯进入落实《2030年前国家发
展目标》的关键时期。北京会晤期间，
两国元首将发表重要成果文件，双方也
将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充分展现两国

“独特的全方位关系”。

从“肩并肩”“背靠背”到
“一起向未来”

——共同捍卫国际公平
正义，让世界看到大国应有
的样子

“我们支持传统的奥林匹克价值
观，首先是平等与正义。”启程赴华前，
普京总统与即将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俄
运动员举行视频连线，这句话被媒体广
泛报道。

此次北京冬奥会，俄罗斯将派出
46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坚定反
对体育政治化，一贯恪守“团结友爱、公
平竞争、相互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中
俄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展现团结精神，
这对于进入动荡变革期、遭遇多重危机
的世界尤为珍贵。

2013年首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
这样定位中俄关系的世界意义：“一
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
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
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
障。”也正是在这里，习近平主席首次
面向世界阐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各国携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日新月异，时代风云变幻，两

国元首一路引领，中俄始终牢记大国责
任，坚定展现大国担当，成为大国关系
典范。

面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中俄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推
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建设性作
用，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
深入对接，为国际合作注入强大动能。

面对骤然而至的新冠疫情，中俄积
极开展抗疫合作，在疫苗研发生产和对
外提供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引领国际社
会沿着正确方向团结抗疫。针对将疫
情政治化的论调，普京总统明确表示，
一些人试图在病毒源头问题上抹黑中
方的做法不可接受，俄方愿继续同中方
加强抗疫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面对某些国家挑动意识形态纷争、
社会制度对立，中俄继续奉行“四个相
互坚定支持”，共同弘扬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在国际舞台积极阐述民主和人权的
正确内涵，倡导不同族群、不同制度、不
同文明多元共存、和谐共处。

越是动荡的世界，越需要稳定人心
的力量；越是危机的年代，越需要振奋
合作的担当。

北京冬奥会正向世界走来。让我
们共同期待中俄元首的“冬奥之约”“新
春之会”。正如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
夫所说，这是“人类团结一致的节日，也
是体现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节日”。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记者郝
薇薇 谢琳 商婧 何梦舒）

中俄元首“冬奥之约”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金牛昂首辞岁去，玉虎纳福迎春
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
联欢晚会除夕夜如约与观众见面。晚
会突出守正创新、出新出彩的艺术追
求，通过丰富的视听语言和多彩的文
化元素，抒发中华儿女的自信豪迈之
情，尽显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

营造喜庆氛围
伴随欢快喜悦的歌声和热情洋

溢的舞蹈，晚会在《欢乐吉祥年》中拉
开帷幕。“枝头桃花红，陌上杨柳绿。”
殷秀梅、阎维文一曲《春风十万里》歌
颂大美中国，为观众带来盎然春意。

韩红带来歌曲《这世界那么多
人》，唱出世界的五彩缤纷。大张伟、
王勉的音乐脱口秀《快乐气氛组》，在
跳动的音符中烘托欢乐的气氛。温
拿乐队通过《朋友》《ShaLaLaLa（莎
啦啦啦）》的歌曲串烧，带领观众回望
经典音乐之声。孙楠、谭维维用歌声
奏响《春天的钟声》。

不少观众表示，今年春晚歌曲类
节目在奔放与深情的有机结合中，彰
显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喜庆色彩，
带来浓浓的年味。

孙涛、王雷、颖儿等表演的小品
《父与子》聚焦父子两代人之间跨越
代沟的理解与关爱。贾冰、沙溢、包
贝尔等演绎的小品《发红包》展现人
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与真情真意。

邓男子表演的魔术《迎春纳福》，为
观众送上了“虎虎生威”的新春祝福。
姜昆、戴志诚的相声《欢乐方言》道出方
言文化的鲜活多彩，卢鑫、玉浩的相声
《像不像》将评书、秦腔等传统艺术形式
演绎出时尚魅力。朱一龙、赵丽颖、王
俊凯、郁可唯演唱歌曲《欢乐时光》，唱
出举杯同庆、团圆相聚的欢畅。

触摸时代脉搏
刚刚过去的一年，意义非凡。我
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昂首阔
步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道路上。今年的春晚节目也
与时代的发展同频共振。

音乐短剧《万象回春》取材自云
南大象北移南归的故事，展现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卓越成果。邓超、李宇
春、易烊千玺唱响活力涌动的《时代
感》。任嘉伦、王源、宋茜、吉克隽逸
演唱歌曲《真爱起舞》，唱出满怀希望
和幸福的美好生活。

三星堆文物现场发布仪式和创
意舞蹈《金面》将人们的视线再度拉
回到神秘而灿烂的古蜀文明中。舞
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创意音舞诗
画《忆江南》彰显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景观太极《行云流水》、武术短剧
《乳虎啸春》展现刚柔并济的武魂。在
戏曲《生生不息梨园情》中，京剧、豫剧、
越剧、黄梅戏等接连登台，尽显我国传
统戏曲艺术的隽永多彩。舞蹈《火锅
奏鸣曲》展现火锅文化的热辣与激情。

火热的现实生活为文艺工作者们
提供了创作灵感。贾玲、张小斐等表演
的小品《喜上加喜》，讲述短视频创作给
大家带来的快乐。沈腾、马丽等借小品
《还不还》，有力鞭挞了诚信缺失行为。
郭冬临、邵峰等通过小品《休息区的故
事》，致敬坚守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凝聚奋进力量
伟大成就坚定必胜信心，伟大梦

想凝聚奋进力量。
在少儿舞蹈《星星梦》中，舞台幻

化为浩瀚星空，助力观众以孩童视角
畅游无垠宇宙。《摆出一个春天》通过
优美的舞蹈，铺展开一幅乡村生活的美
好图景。原生态情景表演《土地的歌》表
达了对山水林田湖最质朴的情感。

刘欢演唱《你是我生命中的礼
物》，李荣浩、张韶涵演唱《爱在一
起》，用歌曲传递温暖和幸福。张也、
吕继宏演唱歌曲《我们的时代》，表达
对伟大新时代的美好祝福。

“你是中国的母亲，孕育着中国
的奇迹”，陈坤、萧敬腾、王嘉尔、彭永

琛共同唱响《黄河 长江》。黄河、长
江奔流不息，澎湃着中华儿女凝心聚
力、不懈奋斗的壮志豪情。

晚会特别向各行各业优秀代表
致敬。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更是
从中国空间站发来了祝福。

再过几天，北京冬奥会就将开
幕。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送上新春
祝福。在春晚特别设计短片《冰雪闪
亮中国年》中，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带领大
家感受“冰立方”“雪如意”“冰丝带”
等北京冬奥会场馆的壮美。廖昌永、
李玟用一曲《点亮梦》，唱出人们对红
火中国年与冰雪冬奥会激情碰撞的
无限期待……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记者王
鹏 胡浩）

总台2022年春晚：

奏响新征程上的迎春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