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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广东轻取四川夺得4连胜
据央视网 1 月 26 日，2021-

2022赛季第二阶段第 27轮继续激
战，广东以110-76大胜四川。广东
夺得4连胜，四川遭遇3连败。

首节开场，阿联百步穿杨飙中
3分，广东内外开花打了四川一波
10-4开局。

次节，四川多点开花打出18-8
开局，将比分差距缩小到个位数。

胡明轩命中止血 3分后，广东再次
开启内外开花得分模式，易建联连
续得分，打停四川。上半场战罢，广
东55-35领先20分进入下半场。

最后一节，广东队率先打出10-
3开局，将比分差距扩大到37分。随
后广东队内线施压，比分率先上百，
并将优势扩大到41分。最终，广东
以110-76大胜四川。

福原爱任WTT世界乒联日本区首位总经理
据北京晚报 1月 27日，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简称：WTT
世界乒联）任命乒乓球传奇人物——
福原爱为日本区首位总经理。日本
是乒乓球运动在全球的关键市场
之一，福原爱将在新岗位上引领
WTT世界乒联在日本的战略发展。

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的乒乓球
市场颇具增长潜力，多名日本选手
也跻身世界排名前十，在国际舞台

上崭露头角。该市场在 2020年东
京奥运会期间也显示了其巨大潜
力，奥运会乒乓球比赛总共吸引了
超过 2100万名观众，电视覆盖率也
达到日本人口的54.4%。

福原爱是日本最著名的乒乓
球明星之一，她十岁就成为职业
球员，是日本国家队最年轻的球
员，她也因此以“乒乓球神童”的
美誉声名鹊起。

2021中国金球奖前三入围者揭晓
据北京日报 在中国国家男子

足球队即将踏上 2022年新征途之
际，以“树立中国足球榜样”为主旨
的 2021中国金球奖评选计票工作
已接近尾声。

奖项前三名新鲜出炉，国内双
冠俱乐部山东泰山的中锋郭田雨、
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的留洋球员
武磊和北京国安的射手张玉宁脱
颖而出。这是武磊连续第五届入
选中国金球奖评选前三，同时也是

郭田雨和张玉宁首次入围，他们三
人的得分都超过了 200分，相比其
他候选人优势明显。山东泰山队的
守门员王大雷名列第四，2020中国
金球奖得主吴曦排名第五，入籍球
员洛国富列第六位。

2021中国金球奖各奖项的最终
得主将于春节后的颁奖典礼上正式
揭晓。中国金球奖组委会还将举办
足球综艺类和青训公益类等奖项评
选，同时还将颁出“组委会特别奖”。

非洲杯八强名单出炉
据新华社 非洲国家杯足球

赛八分之一决赛于1月23日至26日
在喀麦隆举行，埃及、喀麦隆、摩洛
哥、突尼斯、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
冈比亚和赤道几内亚队晋级八强。

26日的比赛在喀海滨城市杜
阿拉举行，七届冠军埃及队与两届
冠军科特迪瓦队第 11次在非洲杯
赛场狭路相逢。科特迪瓦下半场以

杂技般的两次连续头球攻门无果，
双方常规时间 0:0闷平。随后进入
点球大战，因第三轮科特迪瓦的巴
伊射失一球，最终埃及5:4险胜科特
迪瓦，拿到四分之一决赛入场券。

四分之一决赛将于 29日和 30
日举行，届时冈比亚对阵喀麦隆，埃
及迎战摩洛哥，布基纳法索对战突
尼斯，塞内加尔遭遇赤道几内亚。

冬奥赛场最亮的“星”
奥运明星，从来都是奥林匹克史诗中光彩熠熠

的主角。有人年少有为，有人老当益壮，他们身上
的故事令人动容。北京 2022年冬奥会，将由这些
中外明星“领衔主演”。

谷爱凌：学霸也是“雪霸”

她是世界冠军，更是接近满分的斯坦福学霸，
她已加入中国国籍，即将代表中国队出战！

中国队的“雪上公主”谷爱凌，无疑是北京冬
奥会中国军团最闪耀的明星。2021年 12月 5日至
2022年 1月 11日，自由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共计获
得 6枚金牌、2枚银牌和 1枚铜牌。国际滑雪联合
会盛赞谷爱凌：“女子U型池比赛至今，这是史上
最完美的表现！”未满 19岁的她用实力诠释了何

谓“英雄出少年”，她也肩负着代表中国冲击雪上
项目金牌的重任。

武大靖：能否王者归来

2018年，平昌冬奥会，武大靖第一个冲过终点
线，39秒 584，摘下冬奥会金牌，同时创造新的世界
纪录，登上巅峰。四年之后，武大靖作为男子 500
米项目的卫冕冠军，仍被寄予厚望。本赛季武大靖
有些慢热，老将任子威将是武大靖的亲密队友、竞
争对手，状态更出色，但家门口的奥运会，永远不要
低估一颗“王者之心”。

徐梦桃：老将的金牌梦

5岁练习体操、12岁改练滑雪……31岁的徐

梦桃即将第四次出征冬奥会。作为中国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队的主力队员，早在 19岁时，她就拿
到过世界杯冠军，但参加三届冬奥会都与金牌失
之交臂，这位“老将”非常渴望能在家门口的冬奥
会上一圆金牌梦。

隋文静/韩聪：静待涅槃

他们是申雪和赵宏
博之后，中国队最有希望
拿下花滑金牌的组合。4
年前的平昌冬奥会，隋文
静和韩聪以 0.43 分之差
无缘冠军。在平昌冬奥
会周期，两人都饱受伤
病折磨。 4 年后的北京
冬奥会，隋文静和韩聪
将卷土重来。 □姚勤毅

关注冬奥

从 1月 24日开始，北京冬奥会 12个竞赛场馆、
28个非竞赛场馆和 3个训练场馆将全面进入月赛
时阶段。目前，中国冬奥会代表团还未成立，参赛
名单预计本周正式公布，但随着最终版赛程的公
布，中国军团取得首金的项目已经初见端倪。

冰壶项目将于 2月 2日提前打响，中国队将在
混双比赛中对阵瑞士，该项目在2月8日决出冠军。

2月 5日晚，中国短道速滑队将向中国代表团
首金发起冲击。短道速滑 2000米混合团体接力是
北京冬奥会新增项目，从 19时起，由武大靖和任子
威领衔的中国混合接力队将展开 1/4决赛、半决赛
和决赛的争夺。在短道速滑世界杯首站北京站的
比赛中，中国队夺金并曾刷新过世界纪录。

此外，中国香港队和中国台北队也有运动员取
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预计中国香港队将
派出 2男 1女共 3名运动员，参加短道速滑和高山

滑雪比赛。中国台北队预计将派
出1男3女共4名运动员，参加速度
滑冰、雪橇和高山滑雪比赛。

哪支队伍
将率先登场拉序幕？

中国冬奥军团历史上共夺得
13枚金牌，有 12枚出自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和速度滑冰项目。在北
京冬奥会上，这三个项目依然担任

中国军团争金夺牌的主力军。
中国冰壶队也曾是中国冬奥会的骄傲之一，这次

主场作战，中国队直接拿到了男、女、混双三个项目的
满额参赛席位。根据之前公布的名单，中国冰壶女队
运动员为一垒姜馨迪、二垒张丽君、三垒董子齐、四垒
韩雨，王芮为替补，其中，队长是“00后”韩雨。赛程安
排显示，冰壶比赛将在 2月 2日率先拉开序幕，中国
冰壶队也会在 2月 2日晚的混双比赛中登场亮相，
他们的对手是实力强大的瑞士队。作为 2022年北
京冬奥会中国军团最先踏上赛场的队伍，中国冰壶
队能否在家门口赢得开门红？非常值得期待。

哪个项目
最有希望冲击首金？

2月 5日大年初五是冬奥会的第一个金牌日，
将决出 6枚金牌。这一天里，中国军团最有希望冲
金的是短道速滑 2000米混合接力项目。这是本届

冬奥会短道速滑新增的分项，在本赛季 4站世界杯
比赛中，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取得 2金 1银 1铜的
亮眼成绩。除了混合接力，中国队在单人项目上同
样具备冲金的实力。平昌冬奥会男子 500米冠军
武大靖将努力在北京实现卫冕的目标。本赛季他
在短道世界杯上一度表现起伏，但在最后一站强势
反弹夺得冠军。任子威在世界杯上分别夺得一站
1000米和两站 1500米冠军，在这两个分项上有机
会为中国军团争夺金牌。

在最新的双人滑世界排名中，隋文静/韩聪和
队友彭程/金杨分列第三和第五位，前五名的另外
三个席位被包括世锦赛冠军米什娜/加利亚莫夫在
内的三对俄罗斯组合占据。在北京冬奥会上，花样
滑冰双人滑的主旋律将是中俄之争。

哪些雪上项目
有望创造历史最好成绩？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一直是中国冬奥军团的
传统优势项目。中国名将徐梦桃、小将孔凡钰、孙
佳旭等将在家门口冲击历史最好成绩。

此外，中国单板滑雪运动小将苏翊鸣也值得关
注。去年年底美国科罗拉多州举行的国际雪联大
跳台世界杯分站赛上，苏翊鸣拿下了中国单板滑雪
在大跳台项目上的第一个世界杯分站赛金牌，创造
了历史。苏翊鸣的横空出世，让大家对中国军团在
单板滑雪项目中创造佳绩充满了期待。 □龚洁芸

大年初五
中国军团有望冲击首金中国军团有望冲击首金

美国国务院批准与埃及的军火交易
美国五角大楼于当地时间 1月 26日宣布，

美国务院已批准一项向埃及出售价值约25亿美
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军事装备的交易，与此
同时，“由于埃及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美国会
议员呼吁限制美国对埃及的部分支持。

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于25日向美国国
会通报了这项潜在协议，其中包括两项出售军
用运输机和防空雷达系统的交易。美国国务院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已批准向埃及出售 12架
C-130J“超级大力神”军用运输机以及相关设
备，估计价值为22亿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在另一份声明中表
示，其已批准另一项可能的交易，即向埃及政府
出售价值高达 3.55亿美元的防空雷达系统，并
称埃及要求购买 3部 SPS-48陆基防空雷达，以
协助他们应对空中威胁。 □南博一

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1月22日爆
发示威活动现场。

继 2020年 8月马里政变，2021年 9月
几内亚发生政变之后，又一个西非国家布
基纳法索 2022 年 1 月 24 日发生军事政
变，与其他两国相似，布总统卡博雷先是
被军方带走并扣押在某秘密地点，军方代
表随后宣布接管政权并解除卡博雷的现
任总统职务。

布基纳法索位于非洲西部，分别与马
里、尼日尔、科特迪瓦等国接壤，是一个完
全的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于 1960年独
立，此后共发生6次政变。

政局不稳有征兆
2014年，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

辉煌酒店遭遇恐怖袭击，造成来自 18个
国家的 29人死亡，事件震惊国际。然而
这仅仅只是开端。2015 年起，来自马里
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逐渐将其势力向布国
渗透，造成安全局势不断恶化。

2021年1月5日，卡博雷宣誓就职开启
了自己的第二任期。去年以来，布基纳法索
连续发生多起恶性恐袭事件，6月，萨赫勒
大区两个村庄遭恐怖分子袭击，造成 130
多名平民死亡，是2015年以来的最大一次
伤亡。8月，北部阿尔宾达镇附近的车队遇
袭导致包括15名士兵在内的约80人死亡。

政变过程一波三折
2022年 1月 10日，布基纳法索政府称

挫败了一起政变图谋，军事检察官逮捕了8
名涉事军人。1月 22日，首都瓦加杜古民
众走上街头要求卡博雷下台，警察使用催
泪瓦斯试图驱赶示威民众，十几人被捕。

23日凌晨 5时左右，位于首都瓦加杜
古的拉米扎纳军营传出猛烈枪声，那里正
是羁押 1月 10日被捕的 8名政变军人的
地方。与此同时，北部卡亚的空军基地也
枪声大作，一时间关于政变的说法在当地
民间传开。

24日下午 3时，卡博雷突然在社交媒
体发文呼吁军队放下武器，他没有提及自
身处境，布官方渠道没有任何消息正式对
外公布，这又让外界顿时有些困惑，怀疑
卡博雷绝地反击，逆转整个局面。

然后就在 1个多小时以后，军方代表
在国家电视台播读了两则声明，宣布由桑

道戈·达米巴中校领导的“拯救复兴爱
国运动”（MPSR）已夺取政权，卡博雷
总统职务被解除，同时宣布中止宪法，
解散政府和议会，关闭布陆空边境，实
施宵禁等举措。

国际社会谴责政变
从各方消息来看，军方在抓捕卡博

雷之后迟迟没有对外披露，正是在与各
方磋商谈判。从抵抗的情形来看，达米
巴中校在布政府内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
阻力。

23日晚，西共体主席布鲁在尚未得
知卡博雷被捕的消息时，即向卡博雷致
信声援并且谴责未遂政变。24日，西共
体在得知消息后发表声明，要求军方对
总统卡博雷的人身安全负责。

非盟主席法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闻讯后都表示关注布基纳法索局势以
及总统卡博雷的下落，同时谴责任何以武
力接管政府的企图。

局势总体平稳但前景不明
24日晚，中国驻布使馆的提醒中，研

判当前布局势较为平和，但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较多，未来走向仍不明朗。25日，该
国政党之一“爱国者和民主联盟”表示支持
新领导人，但也表明“如果他们不与人民在
一起，我们就会把他们摆在对立的一面”。

这正是当下布基纳法索局势的写照。
达米巴为首的军方立足未稳，且无执政经
验，如果不能尽快团结各方力量，满足民
众期待，特别是对安全的期待，布局势
还有继续动荡的可能。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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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首相遭遇上任以来最严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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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周来，围绕唐宁街 10号近两年来
多次涉嫌违反防疫规定举办派对的丑闻持
续发酵，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身陷其中。伦敦
警方1月25日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与此
同时，由英国政府高级官员休·格雷进行的
调查预计本周公布结果，据称她已获得约翰
逊参加派对的“实锤”。

在此背景下，来自选民、反对党，甚至执
政党保守党内要求约翰逊下台的呼声持续
高涨。英国媒体形容，约翰逊正经历 2019
年上台以来最严重危机。

那么，约翰逊会被赶下台吗？潜在的领
导人更替是否会给保守党，乃至英国政坛带
来新一轮动荡？

丑闻持续发酵
伦敦警察局局长迪克当天表示，鉴于

“公众的深度关切”，以及内阁调查小组提供
的信息，警方正在调查近两年来，在首相府
和政府办公室“可能发生过的、违反防疫规
定的一系列活动”。

此举被视为一大转折，因为伦敦警方先
前拒绝就相关传闻展开调查，并表示将在政
府内部调查发现可能构成犯罪的证据之后，
才予以考虑。

眼下，由格雷进行的调查预计本周公布
结果。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她已经收到
唐宁街派对的照片，显示约翰逊在场。此前
还有消息人士称，首相府的警卫已接受格雷
问询，并提供了“极为不利”的证据。

最新消息是，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 26
日早晨表示，约翰逊尚未读到格雷的报告。

“近日事态发展较快。”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叶江说，
在格雷的调查报告尚未出炉的情况下，伦敦
警方突然宣布介入调查。“对约翰逊来说，危
机进一步加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
俊杰也认为，警方展开调查“标志着事态进
一步升级”，约翰逊确实面临麻烦。

危机何以酿成
目前看来，形势对约翰逊而言颇为不

利。英国媒体认为，违规派对丑闻已成为约
翰逊 2019年上任以来遭遇的最严重危机。
然而，约翰逊此前也曾陷入“装修门”等丑
闻，这次为何格外窘迫？叶江和赵俊杰认
为，这既与丑闻本质有关，也与英国社会长
期以来积累的矛盾有关。

一方面，叶江指出，一系列丑闻反映出
“本应起到表率作用的首相不顾自己设置的
规定”。英国广大公众受制于相关规定，甚
至连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不得不独自悼念
已故丈夫菲利普亲王。此后，约翰逊又被曝
出涉嫌违规参加生日派对，比此前参加所谓

“工作场合”更具主观性，也更严重。
赵俊杰指出，“派对门”发生在英国新冠

死亡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可谓“国难当头”
的特殊时刻。而且约翰逊一度拒绝正面回
应，同时频频“甩锅”，转移焦点。

另一方面，叶江和赵俊杰指出，“派对
门”只是引起众怒的一条“导火索”。近年
来，英国“脱欧”、新冠疫情对英国政治经济
社会造成冲击，而约翰逊政府未能妥善处理

“脱欧”遗留问题，并在抗疫复苏方面频频失
误，已经引起民众不满。

命运仍存变数
在此背景下，上周两项民调显示，多达

三分之二的选民希望首相辞职。在保守党
内，似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首相正成
为一种负担。

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是否会有超过
15%（54名）保守党议员致信该党组织“1922
委员会”，要求对约翰逊发起不信任投票。
如果约翰逊能够“闯关”，那么他有望安稳度
过接下来的12个月。反之，他将被赶下台，
保守党也将面临新一轮党首选举。可见，在
决定约翰逊的政治命运时，保守党人的意见

至关重要。
叶江和赵俊杰均认为，最新事态发展进

一步加大了约翰逊被赶下台的可能性，但其
政治命运仍存变数。

影响或将深远
目前，“派对门”的负面影响已蔓延至

约翰逊所在的保守党。民调显示，在野党
工党的支持率已大幅领先保守党，领先优
势更是 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在英国将于
5月举行地方选举的背景下，这对保守党来
说意味着什么？叶江和赵俊杰均认为，保
守党具有一定执政优势，但其在 3个月后
的选情不容乐观。

一方面，相比工党，保守党执政经验更
丰富，执政基础更稳固。叶江预计，保守党
不太可能会在议会“翻车”，并有望在 2024
年大选前保持议会多数席位，这也意味着
工党难以“翻盘”。

叶江注意到，一些保守党议员已被建
议不要参加地方选举，因为该党名声不
佳。与此同时，预计反对党将会紧紧抓住
保守党在经济、民生、疫情等方面的失误，
对其造成打击。这也意味着反对党，尤其
工党有望在 3个月后赢得佳绩，并为大选
做铺垫。

不过，叶江和赵俊杰均认为，如何应对
危机，稳定、平复党内以及公众情绪，将是影
响保守党命运的主要因素。“时间所剩不多，
但仍有回旋余地。”赵俊杰说。 □陆依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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