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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动贩卖机变身“红娘”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首都东京街头近日出现一种变身

相亲“红娘”的自动贩卖机：消费者每购买一次“商品”，就能
获得一次相亲机会。

据日本“天空新闻 24 小时”网站 2021 年 12 月 30 日报
道，东京蒲田区一家店铺外墙上张贴着当地婚介机构“结婚
恋爱相谈所”的海报。 店内自动贩卖机销售的罐子看似普通
饮料罐，上面显示单身人士年龄和性别，罐体分别以粉色和
米黄色代表女性和男性。 罐子被选中后，贩卖机下方窗口会
显示相应人员的照片和名字。

每个罐子售价 3000 日元（约合 166 元人民币），罐内含
一张“结婚恋爱相谈所”代金券，购买者凭券可获得一小时
婚恋专业咨询服务。 其间，咨询人员会依据购买者基本信息
判断这个人是否适合与罐子对应的单身人士见面。 如果进
展顺利， 这家婚介机构将为二人安排一顿持续约 3 小时的
相亲晚餐，收费 9000 日元（498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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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塔斯社 1 月 1 日发表文
章 ， 梳理俄罗斯和俄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在 2021 年所应对的外部挑
战， 主要涉及俄美关系、 北约安全威
胁、俄乌关系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
项目。

“美方换届”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去年初就

职后不久，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被问到
是否认为普京是个“杀手”，他回答“是
的”。 对此，普京回应道：“我记得小时
候，我们在院子里（玩耍）争论时，常说
‘说某个事的人，自己做了那事’。 ”

普京与拜登去年多次通电话 ，6
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让我们坐
下来谈谈折中的解决方案。”普京在那
次会晤前接受采访时说。

去年 12 月， 俄美紧张关系加剧，
两国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拜登称，俄
罗斯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区集结大
量军队，如果俄方“入侵”乌克兰，美方
将对俄施加更多严厉制裁。

普京说， 俄方无意威胁或进攻他
国， 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紧靠俄西
部边境的地区部署武器系统， 正进一
步威胁俄方安全。

“安全保证”
普京去年末多次强调，俄方需要美

国和北约给出“安全保证”，即北约停止
进一步东扩， 停止在俄西部周边国家，
尤其是在乌克兰部署威胁俄方的武器
系统。 他说，北约如果在乌克兰部署导
弹打击系统，将触及俄方“红线”。

普京说，俄方需要立即与美国和北约启动对话，以最终
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协议。

本月，俄罗斯将分别与美国、北约和欧安组织举行对话，
依次于 1 月 10 日、12 日和 13 日举行，地点分别为瑞士日内
瓦、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奥地利维也纳。俄方说，这三场对话旨
在解决俄方安全诉求。 北约则称，对话意在促使俄方从俄乌
边境撤军。

就俄乌关系，普京去年 9 月说：“我们迟早会恢复与乌克
兰的全方位关系，越早越好。”不过，按塔斯社说法，俄乌关系
改善尚远。

“北溪-2”
去年 8 月，时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卸任前访俄。

普京当时说，俄方将永远欢迎默克尔作为贵客来到俄罗斯。
默克尔执政时期，“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启动。 这条

管道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通到德国，是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
然气的又一条管道， 由俄德等国企业合建。 项目 2018 年开
工，去年 9 月建成，尚未通过德方验收。

按塔斯社说法， 俄方希望德国现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
可以延续默克尔的对俄政策，而“北溪-2”今后在德处境便是
风向标。

美国政府一直反对并阻挠“北溪-2”项目。上届美国政府
多次出台针对“北溪-2”参建企业的制裁措施，但未能阻止这
一项目竣工。

拜登政府去年初上台后，继续反对并阻挠这一项目。 美
方称，“北溪-2”是俄方“地缘政治武器”，会令欧洲过于依赖
俄能源供应，并且会让乌克兰丧失作为俄罗斯向欧洲供气管
道过境国的费用收益和政治筹码。

对此，俄罗斯政府说，美方阻挠“北溪-2”是为向欧洲出
口更多美国液化天然气。俄方表示今后仍会经乌克兰向欧洲
供气。 吴宝澍 （新华社专特稿）

韩总统候选人———

当年指挥调查朴槿惠案
今朝选情堪忧忙着示好

韩国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总统
候选人、前检察总长尹锡悦支持率骤降，选情堪忧。面对人气下
滑的状况， 尹锡悦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向刚获释的前总统朴槿
惠“示好”，称当年指挥调查“亲信干政”案并非他的个人意愿。

据韩国媒体分析，由于朴槿惠在保守阵营仍有相当多支
持者，尹锡悦此举意在争取更多保守派选民的选票。

韩国总统选举定于 2022 年 3 月 9 日举行。 多家民调机
构最新联合民调显示，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热门“接班人”、执
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以 39%的支持率在所有
候选人中排名第一，尹锡悦以 28%的支持率排名第二。

民调显示，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和正义党候选人沈相
奵分别获得 6%和 5%的支持率。

尹锡悦和李在明在此前多项民调中各有领先，所获支持
率总体而言不相上下。近期，尹锡悦因妻子虚报履历、岳母伪
造存款证明用于买地等争议事件，支持率下滑。

按韩国媒体的说法，数天前朴槿惠获特赦的消息宣
布后，尹锡悦处境愈发尴尬。 他曾主持调查时任总统朴
槿惠“亲信干政”案，后者最终遭弹劾罢免。

朴槿惠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写道，首尔中央地
方法院 2017 年 10 月发布的对她的逮捕令“不合理”。虽
然她没在书中“点名”尹锡悦，但后者当时正是那家法
院的院长。

就朴槿惠书中的说法， 尹锡悦 12 月 31 日回应道，
当年主持调查 “亲信干政” 案不是出于自己的个人意
愿。“当时，我身为公务员必须执行法律。现在，我进入政
界， 就要考虑国家团结以及如何评价对国家有过重大
贡献的人。 ”

尹锡悦近日表示，他“非常赞同”朴槿惠获得特赦，
希望她早日康复；待朴槿惠恢复健康后，他想拜见这位
前总统。

据韩国媒体报道 ，外界普遍认为 ，朴槿惠获得特
赦将对总统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在国民力量党“大本
营 ”大邱和庆尚北道地区 ，仍有不少保守派选民支持
朴槿惠。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 如果尹锡悦获得朴槿惠力
挺，可能会使保守阵营更加团结。 不过，这样同时可能
会使他失去中间派支持者。 （新华社专特稿）

▲ 2022 年 1 月 1 日， 一名男子在
意大利罗马参加台伯河跳水迎新年
活动。 跳水迎新年是罗马传统的辞
旧迎新活动。 新华社发

荨 2022 年 1 月 1 日， 冬泳者在加
拿大温哥华迎接新年。 新华社发

荩 2022 年 1 月 1 日， 在爱尔兰戈尔韦，
冬泳者跃入水中。 新华社发

▲ 2022 年 1 月 1 日，冬泳者在美国波士
顿迎接新年。 新华社发

梅西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巴黎 1 月 2 日电（记者 肖亚卓）法甲巴黎圣日

耳曼俱乐部 2 日宣布，队中头号球星、阿根廷人梅西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目前正在按照防疫规定进行隔离。

根据该俱乐部的声明，一共有 4 名球员确诊感染。 除梅
西外，另外 3 人分别是左后卫贝尔纳特、替补守门员里科以
及中场小将比图马扎拉。

自疫情暴发以来， 巴黎圣日耳曼队已有多名球员感染
新冠病毒，包括内马尔、姆巴佩、迪玛利亚等球星此前已经
纷纷中过招，中场大将维拉蒂更是已感染过两次。

警察头部中弹奇迹生还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纽约市一名警察 1 月 1 日早晨在

车内睡觉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太阳穴， 幸运的是未伤及大脑
内要害部位，预计可以完全康复。

美联社援引纽约市警务专员基钱特·休厄尔的话报道，
中弹警察去年 12 月 31 日在中央公园执勤一天后， 因为警
察宿舍床位已满，就在附近停车场的私家车里睡觉，准备 1
月 1 日早晨 7 点半再次上岗。

1 月 1 日早晨 6 时 15 分左右， 这名警察被车窗玻璃
碎裂的声音惊醒，接着感到头部左侧疼痛。 同事看到他头
部流血。

中弹警察被送到医院抢救。 医生为他实施手术，取出弹
片。 医生说，子弹射入太阳穴，导致颅骨骨折，只差几毫米就
会伤到大脑中的紧要地方。

休厄尔说，暂不清楚是否有人故意向这名警察开枪，子
弹明显是“从很远的地方”射过来，因为在附近私家车中睡
觉的警察没有听到枪声。

12岁少年智商超爱因斯坦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一名 12 岁男孩在门萨智商测试中

得分 162，据信超过拥有超级大脑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
斯坦。 他因而成为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门萨俱乐部新成员。

据英国《每日邮报》2021 年 12 月 28 日报道 ，巴纳比·
斯温伯恩本月 11 日参加门萨智商测试， 测得结果达 162，
比科研人员推算的爱因斯坦智商水平还要高两个点。

报道说，普通人智商平均值为 100，超过 140 被视为天
才，斯温伯恩属于全球顶尖聪明的 1%人群。

斯温伯恩的妈妈吉丝兰说， 儿子 4 岁时就对数学产生
浓厚兴趣，“享受”做数学作业。 他 4 岁时有一次不肯入睡，
因为试图“计算一小时有多少秒”。 谈及儿子的梦想，吉丝兰
说，斯温伯恩希望进入牛津大学学习计算机编程，有朝一日
成为计算机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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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辨析全球市场走势之“变”
回眸 2021 年，世界经济逐步从新冠疫情冲击中复苏，在发

达经济体普遍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多国不断推出经济刺激计划
的背景下，市场流动性充裕，投资者风险偏好增强，国际市场主
要资产价格大多上涨但又波动明显。

展望 2022 年，新冠疫情仍可能起伏反复，世界经济复苏前
景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疫情形势、通胀走势、财政和货币政策走
向、地缘政治局势是影响国际市场资产价格的关键变量。 市场
变数增多风险加大，如何布局让资产保值增值，考验投资者的
智慧。

美元还会涨吗
2021 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紧货币政策预期升温和美

国经济较快复苏、股市屡创新高等因素共同作用，推动美元汇
率震荡上行。 12 月 31 日，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
收于 95.5916 点，与 2020 年末相比上涨 6.2%。

当前，美联储“鹰派”立场更趋明朗，而疫情反复下全球经
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 市场研究机构认为，在世界经济
复苏势头趋弱、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等多种因素共振
作用下，2022 年美元汇率仍有上涨空间。

富国银行证券公司发布报告说，鉴于美国收紧货币政策的
节奏预计比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快， 该机构已上调 2022 年
和 2023 年美元升值预期。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预计，美国基准
利率到 2024 年初将达 2.5%，而欧元、日元和瑞士法郎等低风险
货币利率尚难以正常化，这将支持美元走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表示， 由于变异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全球扩散，该组织考虑下调 2022 年
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分析人士认为，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使投资
机会减少，市场风险偏好减弱，美元避险货币属性凸显。

专家指出，美元进一步升值，对全球资产价格、全球经济尤
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复苏产生的负面影响值得警惕。

金价能否升温
2021 年，在全球疫情反复、货币政策宽松背景下，作为投资

避风港的黄金并未如预期那样受青睐。 12 月 31 日，纽约商品交
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盎司 1828.6 美元， 比 2020 年末
下跌约 3.5%。

对于未来金价走势，市场观点分歧明显。 全球货币政策、通
胀水平、复苏轨迹及疫情发展等因素将决定金价走势，但这些
制约因素相互影响，变数较大，可能加剧金价波动。

澳新银行预计，随着各主要经济体着手退出货币宽松和经
济刺激计划，2022 年金价将失去部分支撑，走势先强后弱，全年
均价在每盎司 1725 美元左右。

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公司高管艾维·汉布罗认为， 通胀现
象将贯穿 2022 年，如果走势超出预期，加息后的实际利率不会
显著上升，甚至可能下降，从而令黄金的投资价值进一步凸显。

世界黄金协会预计 ，在全球货币政策和通胀走势等因素
共同作用下，2022 年金市将保持震荡态势 ， 周期波动可能频
繁出现。

股市哪家更牛
得益于世界经济复苏、 企业盈利改善和流动性充裕，2021

年全球主要股市多数上涨。
在宽松货币政策和空前财政刺激措施支持下，2021 年欧美

股市表现相对强劲，其中纽约股市标准普尔 500 指数、道琼斯
工业平均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全年分别上涨 26.89% 、
18.73%和 21.39%；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 种股票平均价格指
数全年上涨 14.3%；日经股指全年上涨 4.9%。

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预期影响下 ，一些新兴市场经济
体面临资本外流压力，股市受到拖累 。 2021 年巴西圣保罗博
维斯帕指数下跌 11.93%， 结束自 2015 年以来连续六年上涨
势头。

2022 年全球股市将如何演进？ 分析人士认为，各国复苏路
径分化，政策空间不一，股市走向也不尽相同。 货币环境趋紧、
疫情反复是全球股市共同面临的主要风险， 美国国会中期选
举、巴西大选等地缘政治因素也将对股市走势产生影响。

市场研究机构 “投机商” 公司创始人拉里·贝内迪克特预

计，2022 年美国股市主要股指或将呈现不同程度下挫。
德国《商报》认为，2021 年德国上市公司股价被低估，预计

2022 年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将上涨 12%左右。 德国德卡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乌尔里希·卡特尔则认为， 如果德国疫情管控
措施持续到 2022 年春季，将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股市可能出
现剧烈修正。

日生基础研究所研究员上野刚志预计，随着日本经济逐步
复苏及企业业绩改善，东京股市 2022 年大概率会继续上涨，日
经股指年底有望升至 30000 点以上。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经济学家若埃尔松·桑帕约表示， 美联
储加息将使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国家， 加上巴西总统大选等因
素，2022 年巴西股市或将大幅波动。

油价能涨多高
在供应约束与需求旺盛导致短缺的背景下，2021 年国际原

油价格震荡上行，12 月 31 日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和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分别收于每桶 75.21 美元和
77.78 美元，全年分别上涨约 55%和 50%。

展望 2022 年，尽管市场看涨情绪占优，但油价走势依旧面
临高度不确定性。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发布报告，维持 2022 年世
界日均石油需求将增长 420 万桶的预期不变，认为奥密克戎对
石油需求影响将温和而短暂。

高盛集团预计，随着航空、运输及基建领域需求上升，2022
年和 2023 年石油需求将创新高。 高盛能源研究主管达明·库尔
瓦兰认为，奥密克戎对经济影响有限，2022 年和 2023 年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将维持在每桶 85 美元左右， 如果供应无法跟上
需求增长，油价可能突破每桶 100 美元。

美国能源信息局则预计，2022 年主要产油国的供应增长或
将超过全球石油消费增幅， 加之新的变异新冠病毒扰动市场，
布伦特原油期货全年均价将在每桶 70 美元左右。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 月 1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