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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2 月 25 日（正月初十）举行
的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交接仪式上，北
京将奉献一个什么样的 “北京 8 分
钟”？总导演张艺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给出了答案。

昌平练兵 直指平昌
2018 年冬奥会在平昌举行，而

“北京 8 分钟” 表演团队的排练场地
则在听起来和平昌很相似的北京昌
平。过去近两个月，表演团队进行了密
集排练。由于需要灯光，排练基本都在
夜间进行。冬天的北京非常寒冷，而据
了解，平昌冬奥会期间当地室外温度
或将低至零下 20摄氏度，而且还会伴
有“怪风”。因此，对于演员来说，健康
是第一位的。“首先不能生病，其次要
防寒，要健康，要完成这个任务。”张艺
谋说。

需要防寒的不仅是演员，演出的
各种设备也要经历抗冻、抗风试验。
“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在冰库里把所有
设备放到零下 20 摄氏度进行抗冻试
验。”张艺谋说。

将举行闭幕式的平昌奥林匹克体
育场为五边形露天体育场，为了尽可
能地贴近实战，在昌平排练的场地全
部按照 1:1 模拟实际场地布置，包括
观众席的高度、舞台的整个尺寸以及
通道的材料等。

据张艺谋透露，表演团队要一直排
练到2月15日，并于2月 16日启程前
往韩国平昌。目前，演出设备都已运到韩
国前方。“因为我们是客场，前方条件有
限，所以我们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要从国
内带过去，就连一个螺丝钉都要带。”

过去的几个月，表演团队几乎每
个星期都有人去韩国，与韩国闭幕式
导演团队、转播团队、技术团队、国际
奥委会和平昌奥组委官员等方方面面
进行沟通，确保万无一失。

邀请世界 展现自信
2004 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北京

8 分钟”通过红灯笼、茉莉花等中国元
素，首次在奥运会闭幕式的舞台上集
中展现了中国文化。那时同样担任总
导演的张艺谋回忆说：“2004 年我印

象深刻的就是想要展现很多东西，那
是第一次（在奥运舞台亮相），大家都
有很多欲望要表达，但由于客场受到
很多限制，最后做了一个像拼盘一样
的东西，而且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名
字———《从奥林匹亚到万里长城》。”

经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洗礼，
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也进一步
了解世界。今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到世界舞台
中央。

如今，第二次执导 “北京 8 分
钟”，张艺谋希望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
的“北京 8 分钟”可以“更纯粹地回到
具体的节目上，就是一个创意，然后传
递一个信息，这样也许艺术上能更有
发挥”，要潜移默化地传递中国文化，
而不是变成一个宣传片或者橱窗。因
此，整个主创团队花费了很长时间在
创意上面。

在张艺谋看来，平昌冬奥会的“北
京 8分钟” 不仅希望传递出当今中国
的发展，更要展现中国举办 2022 年冬
奥会的信心，中国人欢迎世界朋友来
作客的热情。“这是一个要表达的非常
重要的信息。”

他说：“今天的中国和十几年前已
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再加上我们也办
过奥运会，向世界讲述了中国五千年
的文明。这次我们不太想体现 ‘向后
看’的东西，而是要反映一些当代中国
的新成就。”

科技助力 创新形式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

2009 年国庆 60 周年联欢晚会、2014
年 APEC 欢迎晚宴文艺演出、2016 年
G20峰会“最忆是杭州”文艺演出……
即便抛开电影，在大型活动演出方面，
张艺谋的经验也毋庸置疑。

对于“北京 8 分钟”，张艺谋用了
两个“希望”。“首先我希望它新，不是
老一套。其次希望它有科技含量，用一些
革新技术，跟我们传统的表演结合起来，
其实挺有意思，会带来新气象。所以这次
我想尝试这样的方式，展现当代中国的
科技水平和中国的新发展。”

其实，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
始，数字影像技术结合灯光、焰火等多
种表现手段愈发成为奥运会等大型活
动和文艺演出的“标配”。张艺谋并未
回避在平昌“北京 8 分钟”大量应用
新技术的话题。

不过张艺谋坦言，一台演出科技
含量很高也会成为“双刃剑”。“我们
常做演出都知道，人是最不会出问题
的，基本上人出现问题可以立即补上。
但如果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表演，
就要非常谨慎，要确保设备在极端天
气、温度下方方面面正常运转。历史上
（开闭幕式表演）出现过五环变四环，
都是因为基本线路出现问题。”

在表演形式上，张艺谋透露不一
定是传统的唱歌和跳舞。“冬奥会要表
达冬奥元素，我们希望表达滑雪、滑冰
这样的姿态，所以在挑选演员时，未必
就是舞蹈演员，我们要选有这样（冬季
运动） 技能的人。但也不能全选运动
员，因为还要有表演，所以（在挑选演
员时） 实际上是运动技能和表演的结
合。”

从 2001 年开始拍摄北京申奥宣
传片开始，张艺谋与奥林匹克结下了
不解之缘。时至今日，张艺谋依旧清晰
地记得在 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前两三个小时，作为总导演
的他去鸟巢做最后一次巡查，看到上
万名已经为此排练七八个月的演员在
等待入场。“大家化好妆，穿好衣服，人
群当中，每个人都在看着你，那股劲
儿，那个等待，那个磁场，可能是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你会觉
得所有人的心都在一起跳动，你会感
觉到全国人民的那种期待———我们要
给全世界看中国人的开幕式。那时候
不用总导演再说什么了，什么都不用，
就像一个机器，全部到位，只差按电门
就开动了。”

从那一刻开始，张艺谋认为在奥
运舞台上，那些普通的演员和工作人
员，那些幕后默默无闻工作的人是最
可贵的，“表演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代
表着国家”。 新华社

张艺谋揭秘平昌冬奥会“北京 8分钟”

1月 28 日 17 时左右,“华龙一
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5 号
机组反应堆压力容器顺利吊装入堆。该
设备是我国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三代核电工程压力容器,此次顺利
吊装将为“华龙一号”机组的后续安装
工作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反应堆压力容器是核反应发生的
核心设备。此次安装的设备于本月中旬
从辽宁大连运抵福建福清,并顺利引入
福清核电 5 号机组反应堆厂房 16.5 米
平台。在 28 日吊装就位以后,工程团
队将进行压力容器管嘴保温安装及侧
部垫板测量加工,而后全面展开反应堆
主管道焊接工作。

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介绍,与二代改进型核电
机组相比,“华龙一号” 示范工程压
力 容 器 的 制 造 标 准 更 新 为 RC-
CM-2007, 采用全新的 177 堆芯结
构设计,设计寿命由 40 年延长到 60
年,同时在堆芯、堆顶实现多处设计
改进,这一系列重要创新提高了机组
安全性和寿命。

此次安装的压力容器由中国核动
力研究设计院自主设计,中国第一重型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承制,历时四年制造
完成。设备的顺利安装也意味着我国核
电设备设计、制造技术水平已步入世界
前列。 新华网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压力容器成功吊装

伴随着消费升级，以度假、观光、
避寒（暑）游、主题游为主的国内长
线游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日
前，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2017 国内
长线游消费报告》（以下简称 《报
告》）显示，2017 年，选择国内长线
游 的 出 游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8.9% ；
23-37 岁群体为出游主力军，占比达
45%；国内长线游出游最高峰是在春
节、暑假和十一期间，游客平均提前
16 天预订相关产品；以中高端酒店及
民宿为中心的高品质亲子、情侣游产
品成为年度国内长线游 “爆款”，纯
观光的景点逐渐遭受冷落，轻奢型酒
店已成为主要度假目的地；三亚、厦
门、珠海、成都、丽江、广州、白山、大
连、青岛和重庆成为国内长线游十大
热门目的地。

80 后、90 后是 “消费担当” 家
庭亲子人群热衷长线游

《报告》显示，2017 年，国内长线
游的出游人次同比增长 28.9%，其中，
23-32 岁的游客占比 45%，33-37 岁
的游客占比 33%，两者合计高达 78%，
以绝对优势领跑其他年龄层消费人群，
很多年轻人会将旅游作为工作后送给
自己的第一份礼物，80 后、90 后是国
内长线游的“消费担当”。

根据单个订单中的游玩人数统
计分析，双人游比例为 39%，三人游、
四人游的比例合计高达 40%，可见家
庭亲子人群以及情侣依然是国内长
线游的主力军，年轻父母带小朋友
“快活慢耍”、海滨度假或是雪地撒
欢都是亲子游客热衷的出游之选。而
5 人及以上组团出行的比例为 12%，
公司组织出游或大家庭一同出游亦
正在兴起热潮。

“国民旅游已进入全域旅游时
代，随着消费的升级，纯观光的景点
逐渐遭受冷落，酒店正在成为最受欢
迎的度假目的地，以酒店为中心的高
品质亲子游、情侣游是 2017 国内长
线游的爆款产品。”驴妈妈旅游网公
关部总经理李秋妍说。

《报告》显示，2017 年消费者偏
好的国内亲子游以酒店为中心的品
质型度假产品为主，驴妈妈旗下品牌
“驴悦亲子”产品全年度预定人次同
比增长 1.36 倍。从具体产品来看，驴
悦亲子多款围绕海滨度假、主题乐园
等打造的“机酒产品”大受欢迎：例
如，“三亚双飞 5 日 4 晚自由行”、

“珠海双飞 4 日 3 晚自由行含 3 晚
长隆企鹅酒店”等产品，全年都热度
十足。

节假日大众旅游需求集中爆发
改善供给、错峰游是发展方向

从 2017 全年出游时间分布来看，
春节、暑假（7 月、8 月）和十一黄金周
期间是游客出行的最高峰。驴妈妈平台
游客通常提前 16 天预订国内长线游
产品，1 月、6 月、7 月、8 月和 12 月是
全年的预订高峰。纵观 2017 年，每逢
法定节假日，大众旅游需求集中爆发使
得旅游需求和景区供给出现严重失衡，
改善供给失衡、四季游和错峰游是未来
中国旅游发展的方向。

从国内长线游的出游天数来看，
过半游客选择“5 日游”，而选择“4
日游”和“3 日游”的游客分别占比
31%和 12%。在出行方式上，绝大部
分游客搭乘飞机出行，利用高铁出游
的游客数量占比不足 10%，显然，长
线游的游客更注重“游玩效率”。

个性化旅游受到青睐 三亚是最
热门长线游目的地

《报告》指出，用户在国内长线
游机酒方面的人均花费是 2590 元，
订单平均花费为 7586 元，两者分别
同比增长 12.5%和 13.2%。在不断升
级的旅游需求推动下，2017 年，游客
更关注旅游品质，高星级酒店、可以
满足更多个性化需求的客栈民宿也
进一步获得游客的青睐。随着消费者
旅游口味变得更加多样化、个性化，
定制旅游、体验性旅游消费未来将持
续增长。

《报告》还显示，三亚、厦门、珠
海、成都、丽江、广州、白山、大连、青
岛和重庆是国内最受欢迎的十大长
线游目的地。阳光、沙滩、比基尼，还
有众多国际五星级酒店可供选择，迷
人的三亚连续多年问鼎榜单，实力让
人艳羡；依山傍海又文艺气息十足，
连路边的供电箱上都画着美丽涂鸦
的厦门、以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闻名
中外的珠海都是这些旅游目的地人
气居高不下的原因。此外，上海、北
京、南京、杭州、成都、天津、无锡、广
州、武汉和西安的居民最喜爱国内长
线游，这些一、二线城市都具有发达
的交通设施（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四
通八达），居民收入相对较高，成为长
线游出游主力军并不意外。

人民网

2017国内长线游消费报告:
80后、90后是“消费担当”

过去，世界舆论还很少把中国和中
国公司同创新联系起来。而现在，世界
有影响力的创新排行榜上都绕不开中
国。1 月 22 日，美国彭博社发布 2018
年世界创新指数，中国位居第十九位，
比前一年提升两位。这个指数综合测算
研发投入、研究人员集中度、专利申请
等指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创新能
力的稳步提高。

在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的创新排行
榜上，中国和中国企业也都表现抢眼。
海外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把创新作为优
先战略，国家和企业创新能力同步得到
大幅增强。
中国企业在美国获得专利稳步上升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
2018年最具创新力的公司名单中，中国
企业表现抢眼，阿里巴巴名列第十，腾讯
位居第十四，华为也跻身前五十名。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
最具创新性的领域都同数字化有关。而
在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企业成为
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实现弯道超车，
站在世界创新最前沿。

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最直接体现
在专利数量和质量上。而美国商业专利
数据库日前发布报告显示，美国专利商
标局 2017 年批准的发明专利 32万件，
比前一年增长 5.2%，再创新高。从国家
和地区看，美国企业获专利 14.8 万件，
占总数的 46％，亚洲企业以近 10 万件

的数量排在第二，占 31％，欧洲企业占
15％。亚洲国家和地区引人瞩目，来自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企业成为亚洲创新
的重要主体。

从企业排名看，美国国际商用机器
公司（IBM）新获批专利 9043 件，继续
领跑，并 25年蝉联第一。而从企业类型
看，获得专利最多的前二十名中，除了
丰田和福特，其余都属于电子信息类企
业，这个领域的创新活力可见一斑。报
告说，获批专利数前五十名的企业展示
了当今最具创新性企业和研发机构的
竞争图景。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美国获得专利也
在稳步上升，受到业界关注。2017年中国
公司获取专利数量比上一年度增加28%，
达到 11241 件，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
韩国、德国的第五大专利申请来源地。

华为以 1474 件专利位列第二十
位，比前一年上升5位。京东方科技集团
专利数量增长 63%，达 1413 件，排名第
二十一位。另一家中国企业华星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获批专利 708 件，排在第四
十五位。在机器学习、无人机、3D打印等
科技热门领域，中国企业投资引人注目。
美国科技网站“TechCrunch”分析，虽
然专利同公司价值没有直接关联，不过
专利数量无疑是创新能力的体现。

当前，美国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创
新基地和市场，获得美国专利对于获得
美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入场券有重

要意义。位于华盛顿的斯特恩·凯斯勒
律师事务所专注于美国专利申请，律师
唐·费瑟斯涵分析，这些新专利持有者
既有大型公司，也有初创公司。很多公
司在美国发布了新产品，在美国设立市
场部门，希望开拓美国市场，而专利让
他们更加有竞争力。
中国创新战略同步增强国内外竞争力

专利申请数量体现了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也反映了一个企业乃至一个经
济体的创新能力。此前，获得专利最多
的前五十名一直由美国、日本、韩国、欧
洲等少数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垄断，随着
中国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创新能力提
高，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

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把创新作为
优先战略，国内专利数量迅速增加。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一个报告称，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在 2016 年受理了 130
万件专利申请，这一数字是美国、日本、
韩国、欧洲受理的总和。在创新集中的
电子信息产业，中国电子制造商曾经只
是为外国品牌组装的角色，现在发展了
自己的技术，建立了自己的品牌，有的
还拥有不错的口碑。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说，公司如
果能够将大数据分析、迅速采用新技
术、开发移动产品、加快数字化设计等
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创新能力，在市
场竞争中占得先机。而中国企业在这些
领域表现尤为抢眼，创新能力增强，也

在不断积累竞争优势。
拿美国市场来说，2017 年 TCL 集

团北美市场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
销售额同比增长 131.5%，实现翻倍增
长。截至 2017 年 11 月，TCL电视北美
市场占有率为 9.1%，排名第三，其他中
国企业海信、创维、长虹、海尔也都跻身
前十。美国家电市场成熟，竞争激烈，消
费者权益保护苛刻，在美国市场夺得这
么大的份额，显示 TCL 产品质量和品
牌得到消费者认可。

彭博社刊发文章评论称，过去 10
年内，中国在美国取得的专利数量增长
了 10倍。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从硅谷工厂向研发基地成功转型
的又一个标志。

这些年，中国企业创新引起的国际
关注，实际上是更深层面的。越来越多
的中国企业家因为企业的创新能力，成
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科技人物。今年 1
月，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成为中国第
一个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互联网企
业家，报道对李彦宏的定位是 “创新
者”。

美国《国会山报》去年的一篇文章
惊叹，传统上，创新是美国等发达国家
的核心竞争优势，近年来中国大力投资
科技创新，建设了量子通信等国际领先
的实验室。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成就，将
让中国成为 “世界下一个超级创新中
心”。 人民日报

在美国取得的专利数量 10 年内增长 10 倍

中国持续改写世界创新排行榜

文 摘

2017 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
面务实合作新阶段。商务部 1月 25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带一路” 经贸合
作取得明显成效，去年我国与沿线国家
贸易额达 7.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8%。

“这个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 3.6
个百分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说，其中，我国对沿线国家出口 4.3 万
亿元人民币，增长 12.1%；进口 3.1 万
亿元人民币，增长 26.8%。从投资看，
2017 年，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
资 144 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
工程合同额 14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5%。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以来，
得到各方热烈响应，许多重大项目落地
生根，扎实推进。东非铁路网起始段肯
尼亚蒙内铁路竣工通车，中老铁路首条
隧道全线贯通，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开工
建设，匈塞铁路、卡拉奇高速公路等项
目进展顺利。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
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成为 “一带
一路”经贸合作的典范。

自贸区建设取得新突破。与格鲁

吉亚、马尔代夫签署自贸协定，与摩
尔多瓦、毛里求斯正式启动自贸协
定谈判，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 （RCEP） 谈判取得积极进
展。

“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带来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去年，我国启动“共筑
援助之桥，畅通‘一带一路’”行动，落
实重大援助举措，积极为沿线发展中国
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稳步推动改善
民生的援助项目建设，开办南南合作与
发展学院，举办专题培训班，帮助受援
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党的十九大对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做出了新的部署，商务部将继续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
展新动力，与“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共
同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实现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我们将继续为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营造便利、
稳定、可预期的环境。”

人民日报

一带一路全面务实合作成果亮眼
去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 7.4 万亿元

事情发生在1月6日晚。小光家住西
岗区某小区，当晚他与父母闹了点别扭，
便骑着自行车出来散心。他骑了差不多
10公里后，有点体力不支了。当时，他已
经骑到了菜市桥附近。小光准备打出租车
回家，把自行车放到后备箱里。可是，受后
备箱空间限制，自行车放不进去。

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小光看
到，前方驶来一辆送餐的摩托车。匆忙之
下，小光干脆把自行车送给了送餐员。
“因为事发突然，估计送餐员都没反应过
来。”小光的父亲姚先生说，然后儿子乘
着出租车就离开了。当时，的哥也没有阻
拦，他不知道小光与送餐员是什么关系。

那辆自行车价值 5万元
出租车把小光送回家后，姚先生发

现自行车不见了，一问才知道儿子把车
送给了一个送餐员。姚先生一听就着急
了，那辆自行车可价值不菲。发票显示，
这辆德国 Focus 自行车仅裸车便价值
4.6 万余元。如果加上副件，价值能有 5
万元。

姚先生琢磨了一下，要想找到自行
车，必须找到那名送餐员。可是，当时小
光根本没留送餐员的电话。这可咋办呢？
此时，小光表示，他应该能联系上送他回
家的那位的哥。的哥林师傅提供线索称，
那位送餐员年龄约有 50 多岁，中等身
材，很有可能就住在事发地附近。对于其
他信息，林师傅也记不清了。

家长辗转寻回自行车
根据模糊的体貌特征想寻人，无异

于大海捞针。姚先生琢磨着，查看事发地
附近的监控，可能会发现一些有用的信
息。1 月 17 日，姚先生在菜市桥附近的
一幢居民楼打听时，无意间得到一个消
息。有居民称，“有个送餐员带回来一辆
自行车，说是一个孩子送的。”姚先生赶
紧按照居民提供的方位，来到了送餐员
的住处———沿海街 13号楼。

当时，送餐员并不在家。在好心居民
的帮助下，姚先生电话联系到了送餐员。
送餐员表示，他在外送餐，送完立即往家
赶，然后把自行车还给姚先生。20 分钟
后，姚先生终于见到了苦寻多日的送餐
员王先生，后者把自行车交到了姚先生
的手里。

送餐员：一直盼着有人来取车
王先生说，这几天他也挺着急，盼着

自行车的主人赶紧把车取走，还把自己
的电话给了邻居，怕自己不在家有人来
拿车。王先生回忆说，当时他正在用手机
查看是否有送餐的任务，小光过来问，
“能不能送我回家，我需要帮助。”王先
生一瞅，眼前的男孩神情正常，可他也不
能凭空收下别人的自行车。王先生告诉
小光，他自己还骑着一辆摩托车，没法送
他回家。就在王先生琢磨着，怎么才能让
孩子带着自行车回家的时候，小光匆匆
忙忙地坐车离开了。

“后来知道那辆自行车挺贵，给我
急毁了，想怎么能给还回去，可是又没有
联系方式。”王先生今年 51 岁，一家人
从黑龙江来大连打工多年，虽然收入不
多，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打过卖掉这辆自
行车的主意，而是一直在等待失主的到
来。 中国青年网

17岁男孩半夜随手把自行车送路人
没想到价值 5万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