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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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在受邀出
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前夕，俄罗斯总统
普京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
总编辑慎海雄的书面专访。

专访如下：
慎海雄：尊敬的总统先生，很高

兴有机会再次采访您！首先热烈欢
迎您来到中国出席2022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应
邀参加在俄罗斯索契举办的第22届
冬奥会开幕式，那次也是中国国家元
首首次出席在境外举行的大型国际
体育赛事。习近平主席当时说，“邻
居办喜事，我当然要专程来当面向你
贺喜”。今年，中国遇上首次举办冬
奥会，而且是在春节期间，这件大喜
事，中国在申办冬奥会时明确提出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
现在，甚至在我的家乡——位于中国
南方的浙江也建有滑雪场。您在全
球首脑中第一个明确表态出席冬奥
开幕式。您认为，体育在中俄两国

“邻里之间”扮演什么样的特殊角色，
两国在冰雪文化、冰雪运动、冰雪产
业方面如何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您期待本届冬奥会俄罗斯取得什么
样的成绩？可以大胆预测一下俄罗斯
将获得多少枚金牌吗？

普京：我很早就认识习近平主席，
作为在解决世界问题上有着许多共
同看法的好朋友和政治家，我们一直
保持密切沟通。因此，我立即接受了
他提出的访华邀请，我要与中国朋友
一起分享举办今年这一全球重要体
育盛会——冬奥会的喜悦。值得注

意的是，这届历史上首次在中国北京
举办的冬奥会，将在中国农历新年春
节期间举行，而北京也成为了历史上
首座获得了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举办
权的城市。

我知道举办方已经为奥运会做好
了准备，大规模投资建设体育和交通基
础设施，兴建现代化的体育场馆，并为
确保外国运动员、教练员和记者在中国
逗留期间的安全创造了条件。

我相信，如此高质量的奥运会开赛
准备，将有助于奥运选手充分发挥他们
的意志品质，使他们在公平、不屈不挠
的竞技中展示自己的技能，实现既定目
标。当然，我们会为我们的运动员加
油，为他们的每一次胜利、每一项成就
而欢欣鼓舞。但是，能取得多少成就，
以及奖项的价值有多大——就只有比
赛才能证明。而疫情也可能影响运动
员参赛，进而影响最终的成绩。

体育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现
象。而举办大型体育盛会，有助于拉近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加深相互了解，促
进普遍公认的“公平竞赛”原则。2014
年索契冬奥会、2018年国际足联世界
杯等大型体育赛事在我国成功举办，就
是这方面的生动印证。

俄罗斯一直并将继续致力于传统
的奥林匹克价值观。我们反对将体育
政治化，反对将体育作为施压、不公平
竞争和歧视的工具。我们认为，对个人
违法实施“集体惩罚”的做法是不可接
受的，但这种做法最近已变得司空见
惯。当然，我们强烈谴责运动员使用违
禁药物，主张为消除在体育运动中使用

兴奋剂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我国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拥有以

冠军和传统项目著称的运动学校，以及
举办重大国际比赛的经验，并且我们的
运动员曾经打破过许多世界纪录，所有
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的公民，特别是年轻
人从事体育运动，促进全民健康，并为
未来的体育成就奠定坚实的基础。我
们计划，到2024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口比例将达到55%，到2030年，
将达到70%。

俄罗斯与中国在体育运动领域的
联系，具有广泛和全面的特点，在双
边人文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
赛事，包括冬季运动项目的赛事，已
经真正成为标志性赛事。其中包括：
俄中冬季青少年运动会，以及两国边
境地区的球队每年在阿穆尔河（黑龙
江）上进行的冰球友谊赛。俄中体育
联合会和职业俱乐部之间的交流也
得到了积极发展。例如，几年来，中
国“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一直在“俄
罗斯大陆冰球联赛”中比赛——这是
我在 2016 年访问中国时达成的协
议。此外，我们在培养青少年从事冰
球运动方面也建立了互动。2018年
6月，我和习主席共同观看了在俄罗
斯和中国的孩子们之间举行的一场
冰球友谊赛。

2021年12月，我和习近平主席宣
布 2022－2023 年为“俄中体育交流
年”，这必将成为我们两国人民生活中
重大且引人注目的事件。该主题年包
括在大众和青少年体育、教育、体育科
学和培养人才领域开展大约500场不

同的活动。其中最为成功的活动将会
定期举行。

我相信，北京一定会以最高水
平举办冬奥会。祝所有运动员、奥
运选手比赛顺利、取得好成绩，祝所
有来宾拥有美好难忘的感受和愉快
的心情。

慎海雄：在历经了“相互视为友好
国家”“建设性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
后，2019年6月，两国关系提升为“中
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21年6月28日，您与习近平主席视
频会晤时宣布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延期，请您谈谈这对两国关系的重
要意义是什么？

普京：20多年前签署的《俄中睦邻
友好合作条约》是一份为长期稳定发展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法律
基础的基本纲领性文件。因此，去年6
月28日，我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
同决定，将该条约再延长五年。

这是一份具有深刻思想的文件，其
中许多条款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国际形
势下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俄中关系在平等和非意识形态化
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伙伴关系是稳
定的，具有独立价值，它不受政治影响，
也不针对任何人。这种关系建立在尊
重和考虑彼此根本利益、遵守国际法和
《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之上。

此外，基于该条约形成的政治互信
使我们两国能够建立有效的多层次国
家间合作架构，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在其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中国稳居俄罗斯贸易伙伴之首。
尽管受到疫情限制，初步数据显示，去
年双边贸易额仍达到了1400亿美元的
历史新高。

中国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战
略伙伴。在全球议程的大多数问题
上，我们的立场一致或非常接近。
我们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
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
东亚峰会等主要多边组织和机制内
保持密切协调，对当前复杂的世界
局势具有稳定作用。

总而言之，我想重申：我们在
《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确立的
理念，使我们两国的伙伴关系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其性质和规
模发生了质的改变，并为进一步携
手共进创造了条件。

慎海雄：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还想
代表中国网友和广大的冰雪运动爱好
者问您一个问题。三年多前我采访您
的时候，您提到偶尔会“试着”打一打冰
球。但事实证明，您当年的说法过于谦
虚了。就在去年（2021年）5月举行的
全俄夜间冰球联盟比赛中，您开场30
秒破门，一人独进8球，水平不输专业
运动员。您有什么秘诀可以和中国的
冰雪运动爱好者分享吗？如果让您预
测一下，您认为本届冬奥会冰球比赛谁
会为俄罗斯队打入第一个进球呢？冰
球之外，您现在最想“解锁”的冰雪运动
技能是哪一项？

普京：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向爱好
冰球的人们提供任何建议。还是让专
业的冰球运动员和教练员来做这件

事。在我看来，从事什么运动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们应当经常从事自己喜爱
的运动。持之以恒，坚定地朝着既定目
标迈进，然后逐渐掌握技能。

冰球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传统，非
常受欢迎。2011年创建的夜间冰球联
盟在这里占据着特殊地位。如今，该联
盟拥有近1100支球队，汇集了来自我
国大部分地区的 2万多名冰球运动
员。我们许多著名的奥运冠军、世界冠
军都在积极参与发展这个项目，非常感
谢他们。

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显而
易见的。去年，我国的冰球业余爱好者
的数量超过了62万人，而这个数字还
在不断增加。

我很乐意在日程允许的情况下参
加联盟的活动。但是，我的运动兴趣并
不仅限于此。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滑
雪。我还喜欢冬季两项和花样滑冰，在
这两个项目上我国运动员一直拥有很
强的实力。我感兴趣的还有跳台滑
雪。不过，由于时间不够，我只能在电
视上观看比赛。

当然，我们非常期待在即将到来的
冬奥会上，我们的冰球运动员能够有出
色表现。俄罗斯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具
有团结精神和必胜意志的“冰球军团”，
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第一
个将冰球打入对方球门的人。

毫无疑问，冬奥会上的冰球比赛将
一如既往地精彩纷呈，令人难忘。我们
将为好看的冰球比赛助威，当然，我们
相信我们的冰球健儿，并预祝他们勇创
佳绩。

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专访

如期安全举办赢得
世界信任

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在全球肆
虐，北京冬奥会面临的挑战显而易
见。北京通过出台一系列精准防疫
举措，提供周到的志愿服务和专业的
医疗保障，如期举办冬奥会，赢得世
界的信任与支持。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中国同俄罗
斯一样，在组织大型国际活动方面拥
有丰富经验，相信无论在赛事举办过
程中，还是在参赛者停留期间，或是
在运动员和观众的健康安全方面，中
方都会给予一切必要保障。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发表声明
说，中国是尼日利亚的好朋友、好兄
弟，尼政府和人民坚定支持中国办好
本届冬奥会。北京是世界首个举办
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
城”，相信北京冬奥会将是一届精彩、
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非洲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主席穆
斯塔法·贝拉夫说，凭借丰富的经验
和人才储备，北京冬奥会将再次让全
世界为之赞叹。

乌克兰青年和体育部副部长契
斯诺科夫表示，中方积极推进筹备工
作，全力保障北京冬奥会如期顺利举
办，相信北京冬奥会必将取得圆满成
功，再创辉煌。

践行奥运精神促进
文明交流

北京冬奥会吸引约90个国家和
地区近3000名运动员参加，一些国
家将首次派团出席冬奥会，各国以实

际行动践行奥林匹克精神，
携手“一起向未来”。

“奥运会和残奥会向世

界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那是一
种和平的信息，同时也是所有文化、
所有文明和所有种族之间相互尊重
的信息。”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这样表达
自己对冬奥会的期待。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说，作为一
项体育赛事，北京冬奥会对于世界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有助于冬季运动项目的
发展。少数国家企图将北京冬奥会政
治化，夹带“政治私货”，这是毫无意义
之举，因为冬奥会属于来自世界各地的
运动员。阿根廷将派出6名运动员参加
北京冬奥会4个项目的比赛，他希望阿
根廷运动员尽情享受比赛的快乐。

肯尼亚国家奥委会主席保罗·特
加特向北京冬奥组委会致亲笔贺信，
表达对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信心，
并希望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肯
中体育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期待
双方携手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为促进
各国团结与合作而努力。

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对北
京冬奥会表达最坚定的支持，他说，
奥运会是全人类的体育盛会，应避免
被政治化。只有坚持“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才
能让世界更团结。

三亿人书写冰雪运动
新篇章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自
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
3.46亿人参与了冰雪运动，筹办时提
出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目标，已经从愿景变为现实。这项目
标的实现，是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奉
上的一份珍贵礼物。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成为推动中国冰雪运动跨越
式发展的契机，冰雪运动“飞入寻常

百姓家”。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中国

实现了超过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
标，这是前所未见的伟大成就，是本
届冬奥会为中国人民和国际奥林匹
克运动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将从此开
启全球冰雪运动的新时代。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说，中
国为推动包括冬季运动在内的全民
健身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投入巨大资
源，付出诸多努力，体育健儿在历届
奥运会赛场上取得了骄人成绩。巴
方愿同中方加强两国体育领域的合
作，推动冰雪运动长远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记者孙一）

同赴冰雪之约 书写崭新篇章
——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世界期待

在匈牙利，一辆绘满当地儿童描画北京冬奥会愿景的电车，穿梭于首都布达佩斯市中心多个著名景点，
向当地民众发出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的邀约；

在俄罗斯，退休军医弗拉基米尔·沃罗比约夫专门为北京冬奥会创作歌曲，“洁白的雪覆盖着广袤大地，
北京期待奥运健儿踏上征途……”

在埃及，中、英、阿三种语言的“北京冬奥会”“北京2022”以及北京冬奥会会徽等文字和图案投映在高
187米的开罗塔上。

2月4日，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历经6年多筹办，中国以开放自信的态度向
全世界发出热情邀请。

多国及国际组织政要、民众期待，象征着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的奥林匹克火种再次在北京点燃，
属于中国、也属于奥林匹克的冰雪故事将谱写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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