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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陕西省文物局与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秦始皇和兵马俑展”2月9日在利物浦正式开幕。这是兵马

俑时隔11年再次在英国展出。图为一名工作人员经过兵马俑。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欢乐春节”
系列活动近日在德国、比利时、印度、俄
罗斯、摩洛哥、卢旺达、墨西哥、乌克兰
等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文艺演出让当
地民众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年味，体验中
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国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牧骑
艺术团 9日为当地观众奉献了具有中
国少数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杜塞尔
多夫市副市长策蓬特克表示，演出反
映了德中之间定期交流、密切联系、良

好合作的势头，给当地市民提供了更
多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中国驻杜塞
尔多夫总领事冯海阳认为，“欢乐春
节”活动把中国老百姓对阖家欢乐、生
活幸福、万象更新的美好愿景带到世
界各地，使古老的春节在全球化背景
下焕发出新活力。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英国学校 9日
举行 2018“欢乐春节”新春联欢活动。
热闹的舞狮表演拉开活动帷幕。春节
文化课堂展示活动上，来自北京、进入
英国学校才一年半的陈临潇用流利的
英语通过动画片为大家介绍中国“年”

和十二生肖的传说，以及吃饺子、发红
包、贴春联、放鞭炮等中国春节习俗。

2018圣彼得堡“欢乐春节”庆祝活
动9日拉开帷幕，四川风采文化展演、南
京话剧团《五个夜晚》等，开启中俄地方
合作交流年在圣彼得堡的活动。《五个夜
晚》是中俄地方合作的作品，俄罗斯导演
阿利莫夫与南京话剧院的演员经过数月
紧张排练，将故事完美呈现给俄罗斯观
众。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郭敏认为，
近几年中俄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都呈上升态势，“欢乐春节”活动将进一
步推动中俄务实合作。

“欢乐春节”上演文化盛宴
多国观众感受中国年味

据新华社首尔2月10日电 （记
者陆睿、耿学鹏）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
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作为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的特使，10 日向韩国总统
文在寅转交了金正恩关于改善朝韩关
系的亲笔信，并转达了他对文在寅访问
朝鲜的口头邀请。

韩国总统文在寅 10日在青瓦台会
见到访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并共进午
餐。朝方代表团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
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领，成员包括
金与正、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崔
辉、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

据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在记者会
上介绍，金与正代表金正恩邀请文在寅
在方便的时间访问朝鲜，并表示，“（金
正恩）有意尽快与文在寅总统会面。”

文在寅表示，希望今后创造条件，
实现访朝。他还说，为实现南北关系发
展，一定需要朝美之间尽早对话，望朝

方能积极与美国展开对话。
双方达成共识，将努力把借平昌冬

奥会为契机形成的半岛和平和解的氛围
延续下去，促进南北间对话和交流合作。

据新华社平昌2月10日电 （记
者王亚宏）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认为
平昌冬奥会可以有力促进朝鲜半岛南
北和解。

在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朝韩体
育代表团身着统一的服装在朝鲜半岛
旗引领下共同入场，以及联合组成女子
冰球队，被看作奥林匹克体育外交的重
大成果，对此潘基文感到“深受鼓舞”。

此前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和韩国
外交通商部长官时，潘基文长期关注六
方会谈，他为朝韩关系的每一点进展感
到欣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潘
基文说：“我希望朝鲜和韩国能够进一
步提升合作，希望当前的（冬奥）模式能
够带来深入的对话，促进南北和解。”

金与正转交金正恩亲笔信并邀请文在寅访朝
潘基文称冬奥会促进半岛和解

9日晚，奥运圣火在韩国平昌熊熊

燃起。韩国和朝鲜运动员持半岛旗帜

共同进入冬奥会开幕式会场。

以冬奥会为契机，韩朝恢复了半岛

军事热线，促成了高级别会谈，就举行

军事会谈达成共识。赛场外，韩国体育

健儿赴朝训练，韩朝文化交流活动在江

陵和首尔举行。冬奥赛场内，女子冰球

南北联队将同队拼搏。

而尤其值得欢迎的是，朝鲜最高人

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领

高级别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并于1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文在寅

会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布消息说，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

与正10日在与文在寅会谈期间，以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特使身份邀请文

在寅在方便时间访问朝鲜。文在寅则

表示将在“条件成熟时”前往。

这便是半岛南北双方相向而行取

得的成果。曾几何时，朝韩双方怒目以

对，渐行渐远。而今，韩朝以缓和局势

为重，以和解合作为贵，这说明以善意

对善意终归有积极成果。

这一幕受到半岛民众与国际社会

的欢迎，也让人们对半岛局势前景产生

新的期待。韩朝在对话中培育信任、积

累共识、探讨出路，将为半岛局势缓和

创造条件。

近年来，朝鲜半岛一直处于尖锐的

对抗气氛中。这一缓和势头的出现，值

得各方倍加珍惜。但是，人们也看到，

半岛内外还存在不少消极因素。有人

冷言冷语相向，有人撺掇强化施压，有

人盘算何时再次军演，这些做法无疑不

利于实现半岛局势的真正转圜。

人们依然记得，三年多前，同样是

一场体育盛会促成了朝鲜高级别代表

团访韩以及南北高级别会谈，但这一势

头昙花一现，在双方随后的相互指责中

烟消云散。

半岛问题错综复杂，以冬奥会为契

机，朝韩正在努力化解僵局。半岛能否

进一步推开对话谈判的大门，取决于南

北双方能否继续坚持以善意对善意、以

行动对行动的原则，也取决于有关各方

能否继续支持配合、劝和促谈，引导半

岛局势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人们期待，今年以来朝鲜半岛难得

出现的缓和局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得

以持续下去。

严寒朔风中，善意的火苗尤显珍

贵，需要用心呵护。缓和的契机来之不

易，更需及时抓住。

（新华社韩国平昌 2月 10日电

记者耿学鹏、陆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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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防军2月10日说，为回应来自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无人机进入以控

制区，以军当天出动战机对叙境内多个军事设施进行空袭，遭叙方地面防空火

力回击。叙利亚媒体则报道说，叙境内军事基地遭以方两次空袭，叙防空部队

随即予以还击并击中以数架战机。图为当日以色列士兵在戈兰高地执勤。

新华社发

以军空袭叙目标
战机被击落

美国白宫 9日宣布，总统特朗普提
名现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
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哈里斯被视为美国军方亚太政策
的鹰派人物，担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期
间，他的种种言行让太平洋很“不太
平”。一旦美参议院正式通过其任命，
出任澳大使的他又会对亚太地区和平
稳定作出怎样的负贡献令人担忧。

哈里斯 1956年出生于日本港口城
市横须贺，美国驻日海军基地就位于这
里。他的父亲是驻日美军中的高级军
官，母亲则是日本人。

2013 年 10 月，哈里斯接任美军太

平洋舰队司令。2015年 5月，哈里斯再
度升职，就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掌管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所有军事力量。

自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起，
哈里斯就反复主张采取强硬行动加剧地
区紧张。特朗普当选后，哈里斯越发“活
跃”，不仅扬言美军将继续在南海展开所
谓“航行自由”行动。还重复了那句几乎
已经成为其“好战分子”标签的“语录”：
“我们已经做好今晚开战的准备”。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一职的任
期为三年且不能连任，因此按照规定，
哈里斯的任期在 2018年年中结束。关
于特朗普欲提名他为驻澳大使的消息

去年 9月就开始盛传。分析人士指出，
这一提名人选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首先，任命哈里斯出任美驻澳大
使，可以有效改善特朗普上任后紧张加
剧的美澳关系。

其次，特朗普政府近期正寻求构建
以日美澳印四国为枢纽的军事和安全合
作网络，企图主导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
全秩序。此时提名熟悉亚太地区的哈里
斯出任澳大使无疑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再者，尽管哈里斯在亚太地区“劣
迹斑斑”，他的任命符合特朗普政府“军
政化”这一特点。若不出意外，哈里斯
将成为又一名“弃武从文”的持鹰派立
场的退役将领。

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提名在从军
生涯中致力于搅乱亚太地区和平和稳定
的哈里斯为驻澳大使，难免让人为亚太
地区今后的和平稳定多了一些担忧。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9日电 记

者刘阳）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

这名日裔上将让太平洋很“不太平”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10日

电 （记者杜震、陈文仙）以色列国
防军 10日说，为报复叙利亚击落以
色列战机，以军当天再次出动战机，
对叙利亚防空系统和叙境内的伊朗
军事设施等目标进行空袭。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对新华社
记者说，这次以军空袭的目标共有
12个，包括8个叙利亚第四装甲师的
目标，4个伊朗在叙利亚建立的军事
设施。据以军评估，所有目标都被
击中。以军战机全部安全返航。

该发言人称，以军受到来自地
面 15至 20枚萨姆导弹的反击，部分
导弹一度引发以色列北部地区的防
空警报。另据报道，以色列军方当
天在临时召开的记者会上说，虽然
以军时刻准备令任何损害以方利益
的“玩火者”付出沉重代价，但以方
目前无意使事态升级。

以空军再次

轰炸叙境内目标

据新华社喀布尔 2月 9日电

（记者代贺、蒋超）阿富汗国防部 9
日宣布，阿军过去 24小时在全国多
地针对武装组织目标实施清剿行
动，打死了包括 27名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内的至少 66名
武装人员。

阿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军方此
次行动旨在清除各地武装组织的据
点，涉及楠格哈尔、卢格尔、帕克
蒂亚等 10 个省份。阿富汗空军配
合地面部队，对武装组织目标发动
了至少12次空袭。

声明说，66名被打死的武装人
员中还包括阿富汗塔利班和“哈卡尼
网络”人员。此外，至少25名武装人
员被打伤，4名武装人员被抓捕。

阿富汗军队打死27名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据新华社韩国平昌2月9日电

（记者陆睿、耿学鹏）韩国总统文在
寅 9日在韩国平昌龙坪度假村会见
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表示，
“慰安妇”受害者和韩国国民无法接
受《韩日“慰安妇”协议》。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金宜
谦在记者会上说，安倍晋三在会谈
中表示，2015年签署的“慰安妇”协
议是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其履行不
应受政府更替影响，希望韩国政府
能信守承诺。

文在寅在会谈中表示，在上届
政府签署该协议后，“慰安妇”受害
者和韩国国民表示无法接受协议内
容。要真正解决“慰安妇”问题，应
恢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治愈她
们的心灵创伤，两国政府应该为此
继续努力。

韩日首脑会谈在

“慰安妇”协议上显分歧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

中国将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

举措”，“有一些措施可能超出国际社

会的预期”……不久前的瑞士小镇达

沃斯，中国代表团在世界经济论坛年

会上的发言，让世人感受到风雪中的

暖意。有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改革

开放，或将以“让世界感到意外”的

力度惠及全球。

我们生活的地球在“变小”，合

作的世界却在不断“变大”。中国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推

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积极参与全球

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中国领

导人多次在多边场合强调合作共

赢、联动发展、开放包容等中国理

念，反复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观，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做

大蛋糕”、彼此“优势互补”，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将向世界

释放更大红利。“以‘一带一路’建

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

重”“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大幅度放

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

放”……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描绘了今后一段时期的路

线图。不断升级的“引进来”和“走

出去”将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商业红利

和理念红利。

从需求层面看，当前的中国，

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

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

中国需求体量和层次的不断提升，

对世界各国企业和投资者而言意味

着更大的市场和机遇，中国有望成

为世界最大的“产品吸收器”。商

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

实际使用外资 8775.6亿元人民币，

同 比 增 长 7.9％ ， 规 模 创 历 史 新

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

指出，中国继续成为吸引外资最多

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全

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从供给层面看，中国供给的提质

升级，也将在贸易、资本、产业等更

多的维度上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资源

和选择。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增长44％，是2012年的两倍；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

经济稳定和增长作着最大的贡献。中

国欢迎世界搭乘自身发展的“快车”

“便车”，也将持续提供增益世界的全

球公共产品。

近年来，由于民粹主义抬头，

“黑天鹅”事件不断，经济全球化

时常遭遇“逆风”。今年 1月以来，

华为、阿里等中国企业在拓展美国

市场时纷纷遇挫。一边是中国市场

欢迎苹果手机在华销售，一边是美

国市场禁止华为手机赴美销售；同

样是销售手机，一个是装有“美国

芯”的苹果手机可以进入中国千家

万户，一个是装有“中国芯”的华

为手机不能越过美国雷池半步。这

种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将本国利益

高悬于国际规则之上的做法，谈何

“公平贸易”？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与世

隔绝的孤岛。新时代的中国，开放的

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未

来，我们将一如既往真诚与世界分享

机遇，实现共赢发展。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

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们生活的地球在“变小”，合作的世界却在不断“变大”—

我国新一轮开放将进一步惠及世界
■姜跃春

新华社基加利2月9日电 （记者
吕天然）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中土公司）承建的卢旺达尼亚鲁根
格区医院项目 9 日举行开工仪式，这
一项目将为卢旺达民众提供高质量医
疗服务。

卢旺达卫生部长迪亚娜·加顺巴在

开工仪式上说，卢旺达希望实现经济和
社会包容性增长，人民健康状况十分重
要，医院落成后将为尼亚鲁根格区居民
就医提供便利，并将为所有卢旺达民众
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尼亚鲁根格区医院项目位于卢旺
达首都基加利的尼亚鲁根格区。据中

土公司介绍，医院项目占地面积约 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6100 平方米，主
要建设内容包含三栋建筑的主体施
工、装修和配套水电安装工程、室外停
车场及内部道路建设等，医院建成后
将成为拥有 120 个床位的地区性综合
医院。

中企承建医院将为卢旺达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