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月9日， 朝韩两国代表团旗手黄忠琴 （左） 与元允宗在开幕式上
举“朝鲜半岛旗” 共同入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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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周倜 2018年2月10日 星期六
时事·体育

肖丽娟

在万众瞩目之下， 韩国平昌冬奥会
拉开帷幕，朝韩“冬奥外交”也达到高潮。
朝鲜艺术团在韩国的首场演出， 一票难
求；开幕式上，朝韩选手携手高举朝鲜半
岛旗入场，现场瞬间沸腾；韩国总统文在
寅将于10日会见朝鲜高级别代表团……
半岛局势在经历了去年的紧张对峙之
后，呈现出难得的缓和新气象。

2018年新年伊始 ， 朝韩双方一改
“唇枪舌剑”的常态，搁置核武纷争 ，摆
出“双暂停”的姿态，互抛橄榄枝 ，以冬
奥会为契机，展开一系列“破冰 ”之举 。

“冬奥外交”， 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温暖着半岛，也温暖着两国人民。

半岛局势缓和回暖，符合两国根本
利益，代表了半岛人民心声。不过，和平
与和解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正当 “冬
奥外交”暖风劲吹之际 ，美日等国却大
泼“冷水”，给半岛关系的缓和增加了不
确定性。

直到现在，美国没有松动对朝鲜的

制裁，宣称只要冬奥会一结束 ，半岛局
势仍要回到美朝对抗的路上。出席平昌
冬奥会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7日表
示，美国很快将针对朝鲜推出迄今最严
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与日韩等盟友携
手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作为冷战活化石，朝鲜半岛持续紧
张，很大原因在于美日等国的干涉与施
压。在冷战思维的作祟下 ，美日等国不

是促和促谈，而是加剧半岛紧张 。以体
育赛事为契机，释放半岛关系缓和的信
号，平昌冬奥会并非首次。不过，往往是
赛事结束不久，危机又现升级。此次“冬
奥外交” 所点燃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能
否持续温暖半岛，仍难以预料。

但是，毕竟当前半岛吹来了难得的
和煦春风，朝韩双方都迈开了和解的脚
步。只要迈出了脚步，就有了希望。

� � � �记者9日从中核集团获悉， 中核集团国内外在建的4
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目前建设各节点均按期或提前
完成。其中，“华龙一号”国内外首堆均已实现穹顶吊装，
进入全面安装高峰期。“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国内外首堆进展顺利

� � �国家发展改革委9日称， 2018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
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 市场
供求、 国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 经国务院批
准， 2018年生产的早籼稻、 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
格分别为每50公斤120元、 126元和130元， 比2017年分
别下调10元、 10元和20元。 （均据新华社2月9日电）

国家公布2018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

� � �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9日发布消息， 中国自主研制的
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 向全面形成
作战能力迈出重要一步。 图为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滑出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
列装空军作战部队

期待冬天那把火
能持续温暖半岛

天下微评

� � � � 台湾花莲地震发生以来， 国台办、 海协会紧急协调大
陆有关部门及地方启动应急机制， 全力协助遇难游客家属赴
台处理善后。 公安部紧急开通“绿色通道”， 为伤亡者家属
及证件遗失人员加急办理入出境证件。

大陆全力协助花莲震灾
遇难大陆游客家属赴台处理善后

� � � �记者9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人社部、财
政部近日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人民银行、银
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建立养老保险
第三支柱工作。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务院关于
逐步建立起多层次（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合理分担国家、
用人单位、个人养老责任的要求，人社部会同相关部门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递次推动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建设。

人社部等启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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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成功举办1988年汉城夏季奥运会的30
年后，韩国人用两个多小时的平昌冬奥会开幕
式向世界传递奥运精神的永恒主题———和平。

韩国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中央，江原道上
元寺那口近1300年历史的巨大铜钟矗立在静
湖中，任凭沧海桑田，似乎已沉寂千年。

体育场内3.5万名观众排山倒海般齐声倒计
时，打破平静，湖面波浪化成的数字随之变化。当
一切最终归零，一道光束从天而降，如银色的钟
锤猛地敲响这口“和平之钟”。那浑厚的钟声穿透
已被“冰冻”的体育场，一呼百应，从首尔普信阁
到京畿道临津阁， 再到江原道月精寺……和平
之声响彻韩国，拉开了第23届平昌冬奥会帷幕，
唱响平昌冬奥的和平史诗。

一切缘起五个小童。他们身着蓝白黑红黄
的外套在雪地开始了探险之旅，衣衫的颜色分
别对应构成宇宙的五元素———金木水火土。孩
子们在水晶球的指引下无意闯入一个神秘洞
穴，墙上的一幅古老的壁画里走出了本届奥运
会的吉祥物———白虎，它缓步走入奥林匹克体
育场，仰天长啸，背脊上的水墨条纹在舞台蔓
延，化成半岛山脊。

远方的客人陆续进场。 中国代表团旗手、
短道速滑运动员周洋无比自豪：“这是我首次在
开幕式担任旗手。这是一个光荣的角色，我兴奋
但不紧张。”

运动员入场就座，一场文艺体育盛会由此
上演。

一位白衣老叟出现，吟唱着《旌善阿里郎》，
沧桑的歌声承载着生与死、爱与离别、挫折与克
服等生活的桎梏。歌声中，韩国四季美景如同油
画般在舞台流淌。一曲终了，一望无垠的荞麦花

汇成一条大河，五名小童乘着竹筏顺流而下，面
对大风雷电无所畏惧。雪白的荞麦花再次绽放，
无数的萤火虫在孩童的注目下从荞麦花海上
飞舞升空。韩国人齐心协力创造了经济崛起的
“汉江奇迹”，一座璀璨的现代化城市破土而出。

竹筏载着孩子们来到“时光之门”。他们绘
出梦想，与友分享。大门开启，他们穿越到未来
世界——— 一个被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变了的世
界，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相伴，全人类连
成一体，息息相关。舞台中央，人们围成一个圆
圈，灯光下，圆圈变成一个笑脸，和平深意贯穿
到未来。

时间之旅结束了， 孩子们手持蜡烛回到现
在，用这个韩国最传统的方式祈福。随着烛光在
场内传递，舞台被点亮，烛光汇成和平鸽形象，世
界各地的人们开始同唱起“和平之歌”———约
翰·列侬的名曲《IMAGINE》，呼唤世界大同，再
无隔阂。和平鸽被放飞，祈祷地球和平。

奥运圣火来了。 它来自奥运发祥地希腊，
在韩国境内101天里进行了2018公里的接力。
它抵达过韩国最北端，承载和平的希望，最终传
递到韩国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金妍儿的手中，
她点燃埋在冰块中的引火索，随即主火炬被点
燃，炽热的和平之光照亮平昌夜空。

这一切和平的期盼在今晚的开幕式中浓
缩成一个具象———那是在运动员入场仪式最
末，东道主的出场时间，一男一女两名旗手，共
擎“朝鲜半岛旗”，引领韩国和朝鲜两国代表团
在传统民谣《阿里郎》的歌声中共同入场。那一
刻，全场起立欢呼。

这一幕正在被世界反复回味，也必将被历
史铭记！ （据新华社平昌2月9日电）

朝鲜半岛奏响和平之曲
———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