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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育

新华社伦敦 1 月 29 日电(记者张代蕾)中国
春节即将到来之际，英国天空卫视开始每天播出
曾“火”遍中国的电视剧《琅琊榜》，说英语的梅长
苏、霓凰郡主令英国观众大呼过瘾。《中国春节》

《春晚探秘》等中国纪录片也将在春节期间登上英
国荧屏，让英国观众通过电视了解中国农历新年。

这是英国天空卫视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联
合开办的“中国时间”春节期间的节目安排。

2016 年底，作为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
四次会议的配套活动，“中国时间”正式启动。天空
卫视频道目前每天播出 4 个小时英文配音的中国
纪录片、电视剧和动画片，收视覆盖英国及欧洲大
陆超过 1000 万收费用户及 300 多万免费用户。

这是中国首次在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媒体开设
纯英语的中国节目时段。两年多过去，效果如何？

“中国时间”在英国的合作方英国德孚传媒首
席执行官隋松岩告诉记者，开播以来，“中国时间”
至今已播出《舌尖上的中国》《中国园林》《丝路》

《瓷路》等 60 多部中国纪录片，《李小龙传奇》等 3
部电视剧以及两部动画片《围棋少年》《小鲤鱼历
险记》，得到英国电视观众认可，一些节目长播不

衰。
英国收视调查数据显示，《舌尖上的中国》

在试播阶段就有半小时 12 万人次的收视率，而
且每次重播都能收获新观众；《李小龙传奇》一
集的收视人次达到 20 万；具有中国风的动画片

《小鲤鱼历险记》播出后，许多观众在网络上点
赞。

“随着中英两国之间交流越来越频繁，英国
民众对中国有强烈的了解欲望，特别需要一个
来自民间、综合的媒体平台来提供接地气的中
国故事。”在英国工作生活多年的隋松岩说。

优质的电视内容也需要精心推广。为了尽
可能贴近当地观众，起到更好传播效果，“中国
时间”的节目从译制、配音、剪辑、简介到播出时
间都有讲究。

隋松岩说，在节目开播前，团队对英国观众
的收视习惯和爱好做了大量前期调研。例如，
“中国时间”所在的天空卫视 192 频道主要用户
是英国中产阶层家庭，其中半数以上观众是女
性，那么在播出节目挑选和编排上，就要更多考
虑这一收视群体的兴趣和需求。

一些节目的配音原来是美式口音，在英国
播出前需要重新配上英音；一些节目因为播出
时段在晚上 9 点前，所以必须剪掉血腥打斗镜
头，以符合儿童收看标准。还有一些节目需要更
多加工，做好本土化的重新包装，以拉近与本地
观众距离。

例如，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内涵深
厚，英国观众理解较难，因此在播放初期收视效
果不理想。团队决定增加一个开篇解说环节，请

《孤独星球》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主笔达米安·哈
珀撰稿并担当出镜解说人，到川宁等英国知名
茶叶品牌店实地拍摄解说，把中国茶与英国茶
联系在一起，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重新包
装后的纪录片大获成功，半小时内吸引 38 万人
次收看，创下“中国时间”在英国的收视纪录。

如今，“中国时间”日益成熟，在节目选择、
编排和推广环节都积累了不少经验，2017 年至
2018 年的收视率在网络媒体激烈竞争的大背
景下比上年度增加 15%。

去年起，“中国时间”开始尝试自己制作节
目，邀请一支英国摇滚乐队到中国西安采风，把

西方流行乐和陕西民歌互鉴交流的过程拍成纪
录片，让英国观众通过他们熟悉的形式和面孔
了解中国文化。该片计划今年播出。

隋松岩认为，对比过去单纯出口电视节目
到海外市场，“中国时间”的做法更贴合海外观
众需求，是中英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个创新平台
和窗口。他同时强调：“英国观众对中国电视节
目的认可，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经济发展、
国力增强，这促使更多英国人想要了解中国。”

英国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曾在中国做慈
善徒步的麦克·贝茨勋爵也是“中国时间”的观
众，他称赞“中国时间”努力从文化层面把中英
两国人民联系起来。

他说，文化总能够把不同国家的人民拉近。
每年中国春节都有近百万人参加伦敦的庆祝活
动，观看舞龙舞狮、欣赏中国音乐、品尝中国美
食。“我在中国行走的时候，也发现中国人民对
英国最直接的了解不是来自政治和贸易，而是
来自文化，来自《唐顿庄园》，来自足球……我希
望‘中国时间’的观众也会像我一样，被丰富、神
秘又不失现代和活力的中国所吸引。”

英国电视观众爱上“中国时间”

新华社北京 1 月 29 日电(记者姬烨、汪涌)隆
冬时节的华北山区，群峰苍茫，白雪映照。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 29 日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和北京市
延庆区考察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展。他表
示，冬奥组委依靠全面细致的规划完成着出色的
工作，他为中国效率点赞。

本次国际奥委会对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和延
庆赛区的考察团阵容强大，除了巴赫，还包括国
际奥委会副主席和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
委员会主席胡安·安·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副
主席于再清、国际奥委会委员李玲蔚和张虹，以
及国际奥委会主要部门负责人。考察行程紧
凑、内容丰富，不仅有对场馆建设的考察，还有
对冬奥会可持续发展和冰雪运动开展情况的
调研。

巴赫在结束考察时表示：“北京冬奥组委正在
做着出色的工作，我们看到了全面细致的规划，所
有计划都在按部就班进行。这是中国方式。我们非
常确信工程按时完工和冬奥会的成功。”

29 日上午，巴赫一行前往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考察。位于崇礼区的张家口赛区被誉为“华北地区
最理想的天然滑雪区域”。巴赫一行首先抵达古杨
树场馆群施工现场，该区域正在建设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和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巴赫登上位于这三个赛场中间的山顶俯瞰，赛道
已经初具雏形。

跳台滑雪中心将跳台剖面的 S 形曲线融入
中国传统吉祥物件“如意”的造型中，故又名“雪
如意”。巴赫对该场馆很感兴趣，仔细听取工作
人员介绍场馆规划设计方案，对照现场摆设的
效果图，不时就场馆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位于
该区域的三个场馆预计于 2020 年 6 月达到测
试赛要求，巴赫在结束考察后，对同行人员说
“非常好”。

巴赫一行随后来到张家口冬奥村和云顶滑
雪公园。作为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
比赛地，云顶滑雪公园施工进展顺利。在听取云
顶滑雪公园场馆建设介绍之后，巴赫看到不远
处的 U 型槽有运动员在训练。他踏上雪场走到
场地旁，与选手攀谈起来。

当得知李方慧在去年 12 月于这块场地举
行的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中
夺得铜牌时，巴赫掏出一枚奥运五环徽章赠给
了她，鼓励她继续努力训练，到 2022 年把这枚
徽章换成北京冬奥会金牌。此外，巴赫还与在雪
场滑雪的孩子们合影留念。

结束对张家口赛区的考察之后，巴赫一行
下午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延庆赛区。该赛区位于
北京市延庆区小海坨山，将举行高山滑雪、雪
车、钢架雪车和雪橇的比赛。依托北京林业大
学，延庆赛区对有价值的树木进行贴标转移，以
保护珍贵林木。在张山营镇迁地保护基地看到
扫描树木上二维码，便可以查询树木移植位置、
移植时照片以及是否为保护树木等信息时，巴
赫连连称赞。

作为延庆赛区基础性保障“生命线”的综合
管廊，为该赛区造雪用水、生活用水、再生水、电
力、电信及有线电视等硬件接入提供通道，目前
已经实现隧道全线贯通。在对此进行考察之后，
巴赫一行又驱车来到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对于在大山深处的施工人员，巴
赫勉励他们珍惜宝贵的机会，在广阔天地建造
出经典的建筑。

巴赫说：“筹办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我们可
以看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了显著成
效，我们(此行)遇到了许多热爱冰雪运动的孩
子们，看到了正在训练的运动员，看到了已经举
办世界杯的 U 型槽，这些进展真的令人印象深
刻！”

巴赫说，北京冬奥会作为《奥林匹克 2020
议程》颁布后第一届从申办、筹办到举办全过程
践行议程的奥运会，正在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
新贡献。“筹办冬奥会很重要，但是这只是中国
长远发展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对于《奥林匹克
2020 议程》的实践。延庆赛区将珍贵林木移植，
也是在践行《奥林匹克 2020 议程》。”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河北省省长许勤，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张建
东，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长徐建培
陪同考察。

巴赫考察北京冬奥场馆，点赞中国效率

“政府‘停摆’现在结束
了 ，可三周之后又是未知
数。”一名美国国土安全部雇
员告诉新华社记者。由于工
作性质的原因，他只能匿名
接受采访。

美国联邦政府史上最长
“停摆”在持续了 35 天后于
上周画上句号，约四分之一
联邦政府机构获得三周运转
经费重新“开张”。过去一段
时间被要求无薪工作或被强
制休假的政府雇员暂时恢复
正常工作，可他们的生活却
无法立即回到正轨。

据这位政府雇员透露，
虽然白宫承诺会尽快给受
“停摆”影响的政府雇员补发
工资，但由于受到系统、流程
等因素制约，已被拖欠的工
资仍需时日才能到手；他家
里账上虽有应急资金，但敌
不过首都地区高昂的生活成
本，两个孩子都十几岁，到处
都是用钱的地方，仅靠妻子
一人的收入撑不了多久。

被迫“赋闲”在家一个多
月，他每天盯着新闻，盼望事
情出现转机，能够早日重返
工作岗位赚钱养家。可白宫和民主党在边境安全
问题上屡屡谈崩，看着这一切，按照他妻子的说
法，他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他也试过找兼
职补贴家用，但求职需要时间和成本，更何况远水
难救近火。

迫不得已，这位政府雇员跟很多人一样，开始
寻求和接受公益组织的帮助。记者在华盛顿哥伦
比亚特区附近一处“临时市场”遇到了这位政府雇
员。在那里，受“停摆”影响的政府雇员在出示身份
证明后，可以免费领走胡萝卜、洋葱、葡萄等新鲜
瓜果蔬菜以及一些高蛋白食品罐头。

现场负责人麦凯布说，他们公益性质的区域
“食品银行”在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设置了 6 个“临
时市场”，在政府“停摆”期间每周开放一次，累计发
放了约 4500 份援助品。“停摆”结束之后需求虽大
幅减少，但依旧存在。

“看到政府‘停摆’结束，我们也长舒了一口气，
真心希望‘停摆’不再回来了。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拿
到补发的工资，所以仍旧有人需要帮助。我们会继
续待在这里，直至他们的生活完全恢复正常。”麦
凯布说。

政府“停摆”期间，美国社会公益组织活跃，纷
纷向暂时失去收入的政府雇员伸出援手。除了麦
凯布供职的直接发放食物食材的“食品银行”类机
构，有的机构则提供热餐热饮、日用品等。有酒吧
也加入其中，请政府雇员免费喝一杯，以期消解他
们的苦闷。

过去一个多月里，记者接触了众多“停摆”部
门的政府雇员。交谈中，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身处
困境的焦虑以及对华盛顿政治环境的失望与不
满。有人还萌生了到私营领域谋职的想法，因为在
政府工作似乎也没有那么稳定了。此外，他们面对
社会救助时情绪复杂：迫切需要、又羞于谈及。一
位公益组织负责人告诉记者，好多人是这辈子头
一次排队领取免费食物，迈出这一步并不轻松。

而更令他们犯难的，是如何面对指望着他们
的家人。

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部门规定同样无法
透露姓名。她在联邦政府工作了 10 年，这次“停
摆”中她被强制休假。她 14 岁的儿子知道“停摆”

的来龙去脉后，也开始担忧起来。
“孩子问我：‘我们现在算是穷人了吗？我们没

钱了吗？’我只能告诉他，暂时是这样了，因为我们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收入了。”她苦笑着说：“跟孩子
说这些话真的很艰难。”

至于三周之后，政府是继续运转还是重陷“停
摆”，政府雇员的境遇又将怎样？这位母亲表示，这
很难说，因为华盛顿现在的政治不确定性很强，所
以即便这一轮“停摆”已经结束，她还是忧心忡忡。

“政客们都各有盘算，但却让我们付出代价。”

这位母亲抱怨道。
(记者孙丁、熊茂伶、胡友松 参与记者：高攀)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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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28 日电(记者许缘)美国
国会预算办公室 28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的联邦政府
部分“停摆”预计导致美国经济损失约 110 亿美
元。

报告说，政府“停摆”风波可能导致去年第四
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 0 . 1%，
约 30 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 GDP 可能
损失 0 . 2%，约 80 亿美元。

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随着政府“停摆”结
束，美国经济有望恢复正常，但其中约 30 亿美元
损失无法弥补，相当于按年率计算的 2019 年
GDP估值的 0 . 02%。

不仅如此，长达五周的“停摆”风波还造成约
180 亿美元政府支出延迟。正常情况下，政府可将
这些资金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同时，部分政府服
务也因此推迟。

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与美国整体经济相比，
政府“停摆”对企业和员工的影响更大，特别是联
邦雇员和部分业务受损的私营企业。

美国总统特朗普 25 日晚签署临时拨款法
案，联邦政府将重新开门并运作三周。这意味
着美国联邦政府史上最长“停摆”暂时画上句
号。

这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时间
最长的一次。围绕国会预算案拨款建造美墨边境
墙问题，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尖锐对立。由于双
方相持不下，美国约四分之一联邦政府机构从去
年 12 月 22 日起关门，约 80 万联邦政府雇员被
迫无薪工作或强制休假。

美报告称政府“停摆”

造成 110 亿美元损失

新华社东京 1 月 29 日电(记者姜俏梅、王
可佳)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 29 日发布消息说，
福冈县久留米市本月先后发生两名中国技能
实习生死亡事件，总领事馆敦促日方加快事件
调查，并表示将向遇害实习生家属提供必要协
助。

据媒体报道，本月 1 日，警察在久留米市
一水渠发现中国技能实习生徐某俯卧漂浮在
水面后将其送医救治，徐某于 7 日因肺炎死
亡。26 日，警察在同一水渠发现中国技能实习
生唐某遗体，唐某被发现时死亡已有一段时
间。

目前，日本警方表示中国技能实习生死
亡事件仍在调查之中，尚无明确结论。据悉，
徐某和唐某于去年 1 月赴日本务工，同属一
家木材技术国际交流合作机构。二人生前曾
作为技能实习生被派遣至不同公司工作。

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表示，总领事馆
接到日方相关通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即要求日方尽快查明真相，同时通过中方
派遣公司与两名技能实习生家属联系，积
极协助家属办理赴日相关手续。总领事馆
将继续关注事件进展，并再次提醒领区内
中国技能实习生加强自身防范，注意安全。

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要求日方

加快调查中国实习生死亡事件

▲ 1 月 29 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前左一）来到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考察。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阿富汗总统加尼 28 日呼吁塔利班武装结束
叛乱，与阿政府直接谈判。此外，对美国政府阿富
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与塔利班谈判取
得“重大进展”的说法，加尼并不买账。

分析人士指出，哈利勒扎德的使命仅仅在于
“推动”塔利班与阿政府直接对话，并非直接介入
阿富汗事务。美国“越俎代庖”并不会有成效，阿富
汗命运还应掌握在阿富汗人手中。

阿富汗总统加尼 28 日呼吁塔利班武装结束
武装叛乱，与阿政府直接谈判，结束该国长期危
机。加尼办公室同日发声明，只字未提美政府代表
哈利勒扎德先前所言的与塔利班谈判有“重大进
展”。

哈利勒扎德 27 日晚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会
晤加尼，向加尼通报其与塔利班武装组织进行的
为期 6 天的会谈内容。26 日，哈利勒扎德在社交
媒体“推特”上发文，称其与阿富汗塔利班谈判有

“重大进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8 日援引阿

富汗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塔双方在谈判
中讨论了停火和美从阿富汗撤军事宜，但未达
成最终协议。塔利班方面对于停火后美方是否
会真正全面撤军心存顾虑。

加尼办公室在 28 日的声明中指出，哈利勒
扎德告诉阿政府官员，他与塔利班磋商了停火
事宜，但双方未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塔利
班代表提出所有外国部队撤出阿富汗，双方同
样未能达成共识。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矛盾
尖锐、隔阂已深，短期很难直接谈判，阿富汗和
平也难在现阶段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实现阿富
汗的和平与稳定，需要阿富汗内部各方一起努
力，且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塔利班提出的“外国部队全部撤出阿富汗”

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和矛盾焦点从始至终都没有
得到解决。更何况，阿富汗政府并不认为美国在
与塔利班武装的和谈中有“越俎代庖”的权力。

加尼办公室说，哈利勒扎德没有讨论组建
过渡政府的权力，他的目标在于推动阿富汗内
部对话，即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对话。加尼本人
也说，不可能在阿政府不知情、不全面参与的情
况下达成和平协议，阿政府呼吁塔利班直接对
话。

加尼强调：“我们不能忘记，现在这场战争
的受害者是阿富汗人民，因此，和平进程必须由
阿富汗人来掌握。与此同时，没有阿富汗人想要
看到外国军队长期驻扎在自己的国家……我和
阿富汗人民都希望和平，但这应该是一个由阿
富汗人主导的进程。”

不过，塔利班则指认阿政府为“傀儡政权”，
拒绝与其直接谈判。与此同时，阿富汗塔利班在

与美方谈判的同时，持续对阿政府和安全部队
发动袭击。

目前，美国深陷阿富汗泥潭，急于脱身但又
不甘心“一撤了之”。阿富汗的历史发展一再证
明，类似美国这样的国际强权势力介入的行为，
只会为阿富汗的复杂局势“火上浇油”“雪上加
霜”。美国应尽快停止干涉阿内部事务，交由阿
人民自己掌握命运。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
扎德上周在卡塔尔与塔利班代表会谈。这是
2018 年 11 月以来哈利勒扎德第四次与塔利班
代表会晤，第五轮会晤有望今年 2月 25日举行。

塔利班在与美方谈判同时，持续对阿政府
和安全部队发动袭击。加尼先前说，他 2014 年
就任以来，阿富汗共有 4 . 5 万名安全部队人员
丧生。 (记者陈立希、陈鑫；编辑刘学、林晶)

新华社北京 1 月 29 日电

美称与塔利班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阿富汗总统“不买账”

新华社北京 1 月 29 日电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9日就美国司法部针对华为等指控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北京时间 1 月 29 日凌晨，美国司
法部宣布了对华为公司、有关子公司及其副董事
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指控，并声称即将向加拿
大提出对孟晚舟女士的引渡请求。请问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高度关切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公司

及其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等提出起诉。中
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开
展对外经济合作，同时要求各国为中国企业的正常
运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他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抹
黑和打击特定的中国企业，企图扼杀企业的正
当合法经营，背后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
弄。我们强烈敦促美方停止对包括华为在内中
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客观公正地对待中国企业。
中方也将坚决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

耿爽说，关于孟晚舟案，中方已经多次表明
严正立场。我们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
女士的逮捕令，不要发出正式引渡请求，避免在
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同时敦促加方认真
对待中方严正立场，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并切实
保障她的合法、正当权益，不要为美火中取栗。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就 美 国 司 法 部

针 对 华 为 等 指 控 答 记 者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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