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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9 日至 15 日对西方

七国集团（G7）五个欧美成员国——法国、

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进行了

开年访问。其间，岸田文雄与英国首相苏

纳克签署了有关双边防务与安全合作的

《互惠准入协定》，实现其上任以来首次访

美，与美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

明，宣扬所谓“印太战略”中的日美同盟的

重要性。

然而，有日本学者指出，自去年 12 月

日本出台新安保战略抛弃“专守防卫”原

则以来，岸田政府一系列行为越来越引发

亚洲近邻各国担忧和警惕。日本政府当

务之急应将对美关系从“从属”转变到“自

立”，与亚洲近邻国家开展开放的外交乃

是日本安全保障之本。

绑定美国“战车”送“投名状”

岸田此行重点是 13 日举行的日美首

脑会谈，这是其担任日本首相后首访华盛

顿。他极为重视此次访问，访前做好了充

分“准备”。去年 12 月，日本正式通过新

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

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政策文

件，提出日本将致力于拥有所谓“反击能

力”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

并将在未来五年大幅增加军事开支，2023

至 2027 财年防卫费总额将增至约 43 万亿

日元。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美国在亚太

地区主导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兜售“印

太经济框架”，拉帮结派组“小圈子”、划分

阵营。岸田政府上台以来，甘愿充当美国

在亚太拓展霸权的“急先锋”，通过武装自

己示好美国，同时倚美扩军备战，为实现

自身“军事大国梦”做铺垫。

会谈中，日美双方不断渲染印太地区

“面临最严峻和最复杂的安全环境”，岸田

向拜登就日本安保政策转变进行解释说

明，拜登则对日本提升防卫力并“历史性”

地增加防卫预算之举大加“赞扬”。根据

13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双方决定进一步强

化日美同盟关系，除在军事安全领域，还

要在经济事务上密切合作，确保在半导体

等新兴技术领域保持优势地位。

日美首脑会谈前，两国外长与防长11日

举行了“2+2”会议，宣扬要面对所谓共同

的“最大战略挑战”，同意加强军事合作，

确认就日本运用“反击能力”深化合作，推

进自卫队和美军设施的共同使用，还同意

将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扩大

到太空。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说，日

本政府按照美国意向放弃一直以来坚守

的“专守防卫”原则，赤裸裸地转向“先发

制人”战略，让亚洲邻国产生警惕。目前，

日本国内不少人对岸田搭美国霸权主义

“便车”的做法不满。

四处寻防务合作引担忧

日本是今年 G7 轮值主席，今年 G7 峰

会将于 5 月在广岛举行。岸田访问 G7 五

国，也是为了在峰会前同各方就乌克兰局

势、粮食问题、核裁军、气候变化等一系列

议题通气以获取支持。

自去年 10 月下旬以来，岸田内阁相继

有 4名大臣因丑闻辞职，内阁支持率持续下

滑，加之前首相菅义伟近日就自民党内的

派阀问题向岸田发难，岸田政府面临多重

危机。在此背景下，岸田欲借日本任 G7 轮

值主席以及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并成为本月轮值主席之机，大力开展外

交，拉帮结伙刷“存在感”，以保证今年 G7

广岛峰会成功召开，提振低迷的支持率。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访问中，已经

抛弃“专守防卫”原则、彻底背离日本和平

宪法理念的岸田政府，四处寻求与欧美国

家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例如在英国，岸

田与苏纳克签署了旨在便利双边防务与

安全合作的《互惠准入协定》。根据该协

定，日英两国今后在实施舰船停泊、联合

演习等合作时的手续被简化，两国军事合

作有望更加活跃。

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刘迪认为，过去30年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如果持续加大防务投

入势必会引发一系列国内矛盾。因此，日

本可能借助外力来增强其综合安保实力，

包括在 G7 框架内撬动其他发达国家。

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日本经济形势

并不乐观，大多数国民不赞成因为增加防

务开支而增税或发行国债。

纐缬厚认为，日本政府当务之急应将

对美关系从“从属”转变到“自立”，与亚洲

邻国开展开放的外交，这才是日本安全保

障之本。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

（新华社东京1月 15日电）

日首相出访G7五国
拉帮结派刷“存在感”

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年货市场红

火迎春。今年年货怎样买得省时省力又

省钱？线上线下又有哪些新玩法、新亮

点？一起打开兔年春节年货新场景，看

南来北往的年货，摞出一个热气腾腾的

中国年。

不变的家乡味 是团圆的年味

最是团圆暖人心，年味更是团圆味。

“家乡的风味永远是我心之所向。”

社交媒体上，“今年年货买点儿啥”成为

热议话题，一位网友的评论说出了很多

游子的心声。

“最爱家乡的米粉，南昌人的早晨往

往是从一碗粉加一份瓦罐汤开始的，我

太想念这个味道了。”在北京工作的张女

士期盼着团圆，而她的爸爸在江西南昌

早就备好了米粉等年货，给馋嘴的女儿

接风。

家乡味牵人心，品尝各地特色年味

也成为时下流行。在北京读博的翁同学

早早预订了春运车票，回河北张家口过

个团圆年，“买了些外地特产，和亲朋好

友一起尝尝鲜。”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指导的“2023
全国网上年货节”自 2022 年 12 月 30 日

启动，各平台企业在“轻松买到特色年

味”上下足了功夫。

记者了解到，京东打造“年货春运”

排行榜，依据区域“地道特产”和当地人

“热门采买”甄选出众多好物，动动手指，

螺蛳粉、盐水鸭、古法桃酥、秘制腊肉等

极具区域特色年货便可“一网打尽”。

盒马推出上百款自研特色新品，云

南铁脚麻鸡菌子汤煲、八宝糯米红膏蟹、

招牌佛跳墙等地方美食、好寓意年菜，被

搬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盒马北京营运

负责人高强介绍，目前北京年菜、年夜饭

套餐热销，相比去年同期增幅近 2 倍，特

色年味极受欢迎。

解锁年货新玩法 重品质买健康

在江苏南京的高淳老街尝鲜特色民

俗小吃，观赏舞狮、武术等民俗表演；在

黑龙江鸡西的兴凯湖现场围观凿冰冬

捕，捕大鱼、置年货，冰天雪地中感受别

样热情；在北京密云的古北水镇逛新春

庙会，长城脚下品味八旗美食、体验非遗

手作……

不仅要买得爽、吃得好，更要玩得尽

兴、看得过瘾——“逛吃购玩”一条龙成

为今年各地年货节活动的标配。传统又

新潮的新春仪式感和红火且热闹的年味

体验感，愈发成为老百姓的首选。

春联福字、米面粮油、瓜果蔬菜等传

统年货固然不能少，但居民消费升级的

欲望和能力逐步提高，高品质年货的需

求也随之升温。“解锁年货新玩法”的背

后是不断提升的消费品质和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

随着“90 后”“00 后”扛起年货消费

大旗，银柳福桶、黄金果等装扮红火又别

致的过年“气氛组”年宵花，车厘子、黑虎

虾等美味生鲜，阿胶、西洋参等健康滋补

用品，以及扫地机器人、筋膜枪等解放双

手的智能小家电，实力抢占购物车。

据悉，盒马依托遍布全国超千个直

采基地和全球近 80 个国家的供应链体

系，从生鲜到休闲零食、酒饮等各个品类

的年货可一站式购齐。各地盒马还通过

周边基地，不断引入时令、好寓意的新品

蔬菜。

值得关注的是，“新年健康礼”也成

为今年的热门选择。家用电子血压计、

可实时监测血压血氧的智能手环等产品

出现在很多人的年货清单中。“在外工

作，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父母的身体，总

怕他们对自己的健康关注不够，这次买

了血压计作为新春小礼物，希望他们能

经常用得到，让我更放心。”即将回老家

山西太原过年的王先生说。

“更精准地实现供需匹配，对提升消

费品质和提振消费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财经战略研究院

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认为，创

新驱动带来消费升级，在今年的年货市

场已有很明显的趋势。

“年货春运”活力十足

所谓“年货春运”，是随着线上购买

年货的方式成为主流，春节前年货也呈

现出“大迁徙”的现象。正如网友所言，

“年货春运中，我和年货都在路上”。“轻

装 上 阵 ”返 乡 ，心 意 满 满 当 当 ，物 流 纵

横，年货飞驰，交织着温暖喜庆的问候

和挂念。

春节临近，居民消费需求加大释放、

热情正在回归。线上消费保持较快增

长，直播带货、即时配送等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动能不断释放。

置办年货，“不打烊”的直播间里人

气越来越旺。不管是餐桌新宠预制菜、

高颜值年货礼盒，还是实力圈粉的国潮

文创、质优价美的助农直采，各式年货应

有尽有，选择多、福利大，吸引众多消费

者下单。

此外，“线上下单、年货 1 小时内送

到家”的即时零售，也在今年成为年货

消 费 的 新 流 行 。 配 送 小 哥 充 当“ 互 联

网 腿 替 ”，送 礼 省 时 又 省 力 ，加 上 年 货

节 促 销 力 度 大 ，居 民 消 费 热 情 高 涨 。

据悉，年货节期间，京东小时购销售额

同比去年增长近 7 成。肉干、饼干、白

酒 、低 温 熟 食 等 礼 盒 环 比 上 月 销 售 增

长均超 10 倍。

“大街小巷热腾腾的烟火气回来了，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线下消费场景加快

恢复，年货经济有助于消费市场回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苏剑表示，年货消费需求在新

春节点集中爆发，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

同时年货供应过程有助于整个供应链的

恢复和稳定，保障经济顺畅运行。

（新华社北京1月 15日电）

年货摞出热气腾腾中国年
新华社记者 唐诗凝 阳 娜

◀1 月 14 日，人们在贵

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一年货市

场上选购新春饰品。

新华社发（程洪凯摄）

小年到 年味浓
随着北方、南方小年相继到来，各地

春节氛围日益浓厚，人们买年货、赏美景、

备家宴……开启“过年模式”。

▶1 月 14 日，在江苏南

京夫子庙景区，人们在第 37

届中国·秦淮灯会上赏灯。

新华社发（苏 阳摄）

▲1 月 14 日，人们在第 36 届西安城墙

新春灯会上参观游玩。

新华社记者 梁爱平摄

▶1 月 15 日，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小朋友在“做花灯、制年画、迎新年”活动

上展示自己制作的花灯。

新华社发（刘环宇摄）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 1 月 15 日电 （记者易爱军）尼泊尔政

府官员 15 日说，尼泊尔当天发生的客机坠毁事故遇难人数上

升至 68 人，其中包括 6 名婴幼儿。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

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一架搭载 72 人的客机当天在尼中

部博克拉地区坠毁。尼泊尔民航局发言人贾甘纳特·尼如拉

告诉新华社记者，目前已在飞机失事现场发现 68 具遗体。尼

军方发言人克里希纳·普拉萨德·班达里对新华社记者说，机

体 80%已被烧毁，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根据尼泊尔民航局发布的声明，这架 ATR-72 客机当地

时间当天上午 10 时 30 分从尼首都加德满都起飞前往博克拉，

10 时 50 分与地面失去联系。失事航班共搭载 68 名乘客和

4 名机组人员，其中包括 15 名外国人。这 15 名外国乘客中，

5 名是印度人、4 名是俄罗斯人、2 名是韩国人，其余 4 人分别

来自澳大利亚、爱尔兰、阿根廷和法国。

另据报道，尼泊尔政府官员 15 日说，夜幕降临后救援人

员已暂停搜寻当天在客机坠毁事故中失踪的 4 名人员。

尼泊尔一客机坠毁
已致68人遇难

这是 1 月 15 日在湖北省宣恩县珠山镇和平社区拍摄的被

冰雪覆盖的茶园梯田（无人机照片）。

近日，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多地迎来降雪天气。

新华社发（王法钧摄）

雪润大地 景色如画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记者任沁沁）2023 年春运启动

以来，各地交通流量特别是主干公路流量大幅增长，交通安全

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多。公安部提示广大驾驶人，安全是回家

最近的路，驾车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驾车集中精力，疲劳

及时休息。

当前正值节前返乡高峰，交通流量大。近日，宁夏、云南、

福建、安徽、重庆、陕西等地接连发生一次死亡 3 人以上的道

路交通事故。

公安部提示广大驾驶人，要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

报，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出行时间，尽可能避开拥堵路段和雾

天、雪天等恶劣天气时段，遇恶劣天气一定要注意降低车速、

保持好车距。

驾驶人应谨慎评估自身健康状况，若身体出现不适，一定

要暂缓驾车出行。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超速行驶，不分心驾

驶，不接打手机、捡拾物品。遇拥堵缓行路段要依次排队通

行，不要加塞抢行，避免因秩序混乱、刮擦增多加剧拥堵。驾

乘车辆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连续驾驶时间不要超过 4 个

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行车途中感到疲乏

困倦要及时停车休息。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聚会，要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

不开车”，切勿酒后驾驶。大客车、大货车等营运车辆驾驶员

及运输企业不能只顾效益、忽视安全，不得超速、超载、超员、

疲劳驾驶，严防造成群死群伤事故。

春运以来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增多
公安部发出安全提示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白宫 14 日说，在总统约瑟夫·拜登位

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所内发现了更多保密文件。

白宫法律顾问理查德·索伯 14 日发表声明说，拜登的私

人律师 11 日夜在这间住所的一个房间内发现一页保密文

件。由于拜登的私人律师没有阅读保密文件的相关许可，因

而停止继续搜寻文件。索伯 12 日前往现场准备向司法部人

员移交保密文件时，在剩余的材料中又发现了五页保密文件，

司法部人员“立即接管了上述文件”。

索伯没有说明为何在事发两天后才公布上述情况。美国

媒体本月早些时候披露，去年 11 月以来，拜登律师团队先后

从拜登卸任美国副总统后在首都华盛顿使用过的一间私人办

公室和他在威尔明顿住宅的车库和房间内发现一批保密文

件，且已经通知了司法部。

拜登、白宫和司法部证实上述报道，但因没有及时公布消

息受到质疑。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去年 11 月任命一名检察官做

初步调查，本月 12 日指派特别检察官继续调查。

索伯 14 日重申，白宫将配合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共和党人把拜登在私人场所存放保密文件与共和党籍前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住所存放密件相提并论，坚称要追查，

已经着手在国会进行调查。 （陈立希）

拜登住所现更多保密文件

这是 1 月 15 日在尼泊尔博克拉地区拍摄的客机坠毁现

场。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