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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中老铁路建设项目万象火车站刚
刚建成，采用老挝国旗“红、蓝、白”三
色涂装的“澜沧号”动车组即运抵火车
站，引发老挝民众热烈关注。

“以前无法想象，现在美梦成
真。”“打破大山禁锢成为陆联国是老
挝民众的心声。”“我已经按捺不住要
登上火车的心情了。”“衷心欢迎各位
朋 友 来 万 象 ！”“ 感 谢 铁 路 建 设
者”……老挝网上社区评论热烈。

“中老铁路即将由建设期进入运
营期，宣告老挝迈入铁路运输新时
期，老挝人民迎来交通运输变革的新
时代。”16日参加“澜沧号”动车组
交付仪式的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
长荣沙瓦说。

参与中老铁路建设的老方员工更
是翘首以盼，希望早日坐上火车，奔
驰在凝结了自己心血的铁路上。

25岁的艾丽雅在中老铁路有限公
司新闻部工作，她在“澜沧号”前频
频留影成为媒体镜头的焦点。“老中
铁路是我和我的同事努力工作的地
方，我期待坐上我们公司的火车。我
曾在上海留学，通车之后，我要去上
海，去拜访老师同学，去观赏黄浦江
夜景，当然还要购物吃美食。”

艾丽雅的同事皮雅努的自拍照也
上了新闻。“我在老中铁路有限公司

工作6年了。我想说我很幸运能同老
挝和中国的优秀同事一起工作，我们
有一个很棒的团队。”皮雅努说。

“我在铁路上工作4年了，亲眼看
着大山中间通隧道、架桥梁，是老中
铁路给了我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生
活不仅仅是茶米油盐，还有新事物、

新文化要去探索。”翻译坎苏对记者
说：“如果没有老中铁路，我不会有
走出老挝的想法。现在的我就想马上
坐上火车，走出老挝到外面去看看。”

27岁的司机兼翻译赛宋本跟随中
铁八局在琅勃拉邦湄公河半岛热带无
人区工作了两年。“想带着女朋友坐

上火车去万象，然后去昆明看母校，
去中国更多美丽的地方度蜜月。”

他还想好了以后的生意：“铁路
通了，我也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做
家具生意，让老挝实木家具搭上火车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要发挥自己
的专长，带动亲戚朋友，让大家都能
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太激动了！这是个历史性的时
刻。铁路能吸引投资，促进旅游和货
运，会帮助老挝摆脱内陆国的交通桎
梏。‘一带一路’倡议对于老挝来说
是一个黄金机遇。”万象29岁的英语
教师桑通对记者说。

中老铁路班纳汉湄公河特大桥下
班纳汉村村长宋通的小女儿2019年嫁
到了重庆。他说：“两年多没见到孩
子了。现在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坐上火
车到中国去看看女儿和外孙。”

“澜沧号”的命名源于老挝的古
称澜沧王国和流经中老两国的澜沧
江，寓意两国好邻居、好朋友、好同
志、好伙伴关系。“老中双方将携手
努力，在建设好老中铁路的基础上，
运营好、开发好老中铁路，把老中铁
路建设成为老中友谊标志性工程，造
福两国人民。”荣沙瓦说。

新华社记者 章建华
（新华社万象10月18日电）

中老铁路承载老挝民众期盼

10月16日，皮雅努 （左） 与朋友在老挝首都万象火车站与“澜沧号”动
车组合影，皮雅努在中老铁路有限公司新闻部工作。新华社发（凯乔 摄）

10月18日，扮演最高女祭司的演员乔治乌取得圣火。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新华社希腊古奥林匹亚 10 月 18
日电 （记者 肖亚卓 于帅帅） 18
日，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奥林匹克运动
发祥地——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
奥林匹亚采集成功。在有着两千多年
历史的赫拉神庙遗址前，奥运火种再
次为北京点燃。

采集仪式从当地时间11点30分左
右开始，天气似乎也眷顾着北京，此
前已经连续多日阴雨连绵的古奥林匹
亚这一天晴空万里。随着奥林匹克会
歌在古奥林匹亚赫拉神庙遗址的上空
响起，奥运五环旗帜缓缓升起。随
后，现场依次播放了中国国歌与希腊
国歌，并分别升起两国国旗。

希腊总统卡特里娜·萨克拉罗普
卢、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希腊奥委会主席斯皮罗斯·卡普拉洛
斯与北京冬奥组委的特别代表——北
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共同出席了
当天的采集仪式。

巴赫在现场致辞中表示：“北京将
书写历史，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座既举办
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
城市。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把中国人
民与世界联系起来，实现让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愿景，永远改变冬季运动历
史。当中国迎接最优秀的冬季运动员
之时，全世界将看到中国的激情。”

于再清表示，奥林匹克火种是奥
林匹克精神的崇高象征。千百年来，
神圣的火种将光明、团结、友谊、和
平、正义的光芒传递到全世界，见证
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交流互鉴的辉
煌历史，诠释了人类挑战极限、超越
自我的坚定追求，照亮了人类团结合
作、战胜困难的前进道路。在新冠肺
炎疫情袭来之时，奥林匹克火种又一
次带给人们信心、温暖和希望，凝聚

起共同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
“今天，奥林匹克火种即将再次

点燃，乘着北京冬奥会的火炬，连接
古老的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在14亿
中国人民心中重燃奥林匹克运动的激
情和梦想！”于再清说。

希腊奥委会主席卡普拉洛斯在现
场致辞中还别出心裁地送上一颗“彩
蛋”，用中文念出了北京冬奥会的口
号“一起向未来”。

现场仪式的最高潮当属最高女祭

司点燃火种的瞬间。当地时间中午12
时08分，扮演最高女祭司的希腊知名
女演员乔治乌向光明之神阿波罗祈
祷，并利用凹面镜点燃了火种。

在一段舞蹈表演后，乔治乌将燃起
的火炬及象征和平与荣耀的橄榄枝传递
给第一棒火炬手——手持北京冬奥会火
炬“飞扬”的希腊高山滑雪运动员扬尼
斯·安东尼乌。安东尼乌从体育场一路
奔跑来到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纪
念碑后，将火种传递给第二名火炬手

——前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李佳军。
“现在的心情就是非常激动，现

场观看奥运火种的采集仪式，参与在
古奥林匹亚的火炬传递，作为一名

‘冰雪人’，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
情。”李佳军在等待第一棒火炬手到
来时对记者说。

当天的所有活动都在严格的疫情
防控措施下进行。19日，希腊奥委会
将在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把火种
转交给北京冬奥组委的代表团。

冬奥会火种在希腊古奥林匹亚点燃

秋日的彼得大帝湾天色阴沉，海
浪涌动。

当地时间16日至17日，中俄“海
上联合-2021”军事演习转入另一个

“重头戏”——应召反潜与潜艇机动
摆脱科目演练。

“我编队航线附近海域可能有
‘敌’潜艇，各兵力及时报告，协同
反潜！”中方编队指挥员、海军某驱
逐舰支队支队长李烈根据当前态势和
综合情报，下达反潜防御作战命令。

两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从国内某
机场起飞，经俄罗斯空境奔赴预定演
习空域。

蓝色的海天间，一场“立体追
踪”大戏开始上演。

“布防声呐浮标！”演习指挥所内，
对空引导员、海军航空兵某师某空中
勤务大队战术指挥长徐晓坡，正在引
导反潜巡逻机定点投放声呐浮标。

12时20分，某型舰载直升机紧急
升空，在南昌舰飞行甲板上掀起巨大
的气浪。南昌舰任务机组战术指挥长
杨东明介绍，直升机搜潜具有速度
快、范围大、效率高等优势，可对水
面舰艇编队进行保护，是反潜作战的
重要平台。

13时许，南昌舰副反潜长赵泉羽
在舰艉组织布放拖曳声呐，“听诊
器”悄声沉入大洋。

海上风浪渐涌，声呐战位的显示
屏密密麻麻，各种干扰项接连而至。

“目标海域海况较差，存在很多假目
标，非常不利于搜索。”声呐师张永
龙全神贯注地听着耳机里的目标回
声，盯着显示屏上的各种回波图形，
综合判别目标属性。

虽然曾多次在各类演习中担负反
潜听音任务，但以往更多的是模拟演
练，像这样在国外陌生海域真实地搜

寻潜艇，张永龙还是第一次。“以往
演练方案比较具体，但这次拿到手的
方案只标定着演练区域和规则，很多
都是未知的。”张永龙说。

演习指挥所实时更新的态势图
上，编队力量逐渐合围。

搜潜区域在不断缩小。水面舰
艇、反潜巡逻机和反潜直升机拉着一
张严密的“过滤网”，筛查着墨色的
海域。

“反潜是世界各国海军公认的难
题，它对水下探测、搜索定位、火力
打击等体系能力建设有着很高要
求。”中方编队指挥员、海军某驱逐
舰支队政治委员张勇介绍。“舰艇、
反潜巡逻机和反潜直升机在反潜演练
中各有优劣，配合使用效率更高。”

反潜过程中，三者共同为目标海
域“做体检”。反潜巡逻机可对目标
海域做全身“CT”，对发现的疑似海

域进行定位搜索，舰艇和舰载直升机
则对疑似海域进行“内窥镜”作业，
进一步查证和确认疑似目标。

“反潜演练需要双方相互开放舰艇
和武器装备的性能，只有战略互信程度
比较高的国家海军之间才会联合组
织。”李烈说，“此次演习，中方固定翼反
潜巡逻机首次过境俄罗斯领空，双方首
次开展跨昼夜联合反潜演练，也反映了
中俄双方高度的互信与协同。”

17日清晨，清凉的海风吹进了中
方编队指挥舰南昌舰的驾驶室。经过
20多个小时不见硝烟的海空潜立体对
抗，中俄跨昼夜联合反潜演练圆满结
束。李烈说，“这次跨昼夜联合反潜
演练，在极其趋近真实战场环境中检
验了中国海军‘抓老鼠’和‘躲猫
猫’的本领。”

孙飞 马宁
（新华社南昌舰10月18日电）

直击中俄军事演习跨昼夜联合反潜演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参
考消息》18日刊登《日本经济新闻》
网站的报道《台积电利润创新高，但
半导体业面临强震》。报道摘要如下：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积电)14日宣布，2021年7月至9月
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按季度计算均创
出历史新高。由于半导体供求紧张，
自2020年起持续涨价约一二成的现象
已在客户中渗透，成为推高2021年7
月至9月利润的因素之一。

自 2021 年初以来，半导体短缺
现象日益突出，目前依然没有缓解
的迹象。以汽车行业为中心，半导
体严重短缺，汽车减产范围正在全
球扩大。在此背景下，半导体行业
迎来强震。

美国商务部为半导体短缺现象长
期化而焦躁。9月23日，该部门向台
积电和韩国三星电子等主要厂商发出

罕见通知，要求在45天内提交客户信
息、库存、交货期、订单和供货情况
等内部机密信息，业内一片哗然。

美国当局似乎认为，半导体短缺
现象迟迟无法缓解，原因要么是企业
出于某种意图囤积产品，要么是半导
体供货过程不透明。

但是，面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台
积电等正摆出更强硬的反对姿态。企
业方面担忧的是，自己的内部信息可
能流向与美国当局关系密切的竞争对
手美国英特尔公司。围绕开发全球最
尖端的半导体这一目标，台积电、三
星和英特尔这3家企业正展开激烈竞
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信息管理
工作尤为敏感。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表示，要弄
清如今半导体短缺的原因似乎并非易
事。短时间内或无法消除以半导体短
缺为根源的通胀压力。

美施压或致半导体行业强震
短时间无法消除以短缺为根源的通胀压力

新华社莫斯科 10 月 18 日电（记
者 黄河）“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
运营公司18日发表声明说，“北溪-2”
第一条支线的注气工作已经完成。

声明说，根据规划和设计要求，
该管线填充了约1.77亿立方米的气体
用于技术测试，管线内的压力水平能
够保障日后进行天然气传输。同
时，第二条支线的安装调试工作正
在继续进行。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9月
宣布，“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已全

部完成，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投入运营。
“北溪-2”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经

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项目管道由两
条支线组成，设计年输气能力约为550
亿立方米，可绕过乌克兰把俄罗斯天
然气输送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美国长期反对“北溪-2”项目，
称其为俄罗斯地缘战略项目，德国和
俄罗斯则表示该项目为商业项目。俄
政府称美方阻挠这一项目意在挤占俄
罗斯能源市场份额，企图向欧洲高价
兜售更多美国天然气。

“北溪-2”天然气管道
第一条支线注气工作完成

新 华 社 巴 黎 10 月 17 日 电 （记
者 唐霁）中法两国艺术家17日联手
在法国首都巴黎献上一场抗疫慈善音
乐会，吸引了300多名观众到场观看。

据组织者介绍，本次音乐会是应
慈善机构“法国马耳他骑士军团”邀
请，由旅法华人钢琴家周勤龄和法国
戏剧家萨尔维亚等多位中法艺术家为
法国福利机构的残疾人士举行的，音
乐会向所有观众免费开放。

记者在位于巴黎十八区的音乐会
现场看到，前排落座的是本次音乐会
的特别嘉宾：76位患有运动障碍的残

疾人士。其他慕名而来的观众也源源
不断进入会场，很快座无虚席。

音乐会上，周勤龄、法国女高音
演唱家玛丽·穆泰、旅法长笛演奏家
王伟等中法两国艺术家演奏了奥地利
作曲家舒伯特、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等
人的多首名曲，精彩表演引来全场阵
阵掌声。

参加本次音乐会的“法国马耳他
骑士军团”副主席唐吉·德·帕尔瑟沃
对记者说：“我注意到，今天的音乐
会上，青少年们也带来了精彩表演，
他们是法中友谊的未来。”

中法艺术家在巴黎
举行抗疫慈善音乐会

新华社哈瓦那 10 月 17 日电 （记
者 林朝晖）近日，古巴每日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继续保持
今年7月以来的下降趋势。据当地媒
体17日报道，首都哈瓦那将于本月20
日前重新开放剧院、电影院等文化场
所，全国巴士、火车和渡轮将于11月
初恢复运营。

古巴公共卫生部17日公布的疫情
数据显示，当日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 2197 例，累计 934965例；新增死
亡病例21例，累计8058例。在拥有
200万常住人口的哈瓦那，日增确诊
病例数在过去10周内已从1900多例下

降至100多例。古巴迄今已有86.8%的
人口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60.3%的
人口完成全部剂量接种。

目前，古巴政府为民众接种的是
其自主研制的阿夫达拉、“主权02”和

“主权plus”3款疫苗。与此同时，古巴
另外两款候选疫苗“主权01”和“MAM-
BISA”也正在研发之中。

古巴公共卫生部全国流行病学部
门负责人弗朗西斯科·杜兰当天在每
日疫情通报中说：“疫苗接种对于遏
制病毒的传播非常重要，与此同时，
人们也必须遵守包括勤洗手、戴口罩
和保持身体距离在内的防疫规定。”

古巴疫情持续缓解

首都哈瓦那将开放文化场所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18 日 电 （记
者 成欣 董雪）针对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17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
出严正交涉。日方应切实信守正视并
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靖国
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同
军国主义切割。

赵立坚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
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

象征，供奉犯有滔天罪行的14名二战
甲级战犯。日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
消极动向，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自身
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

“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
提出严正交涉。日方应切实信守
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
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
言 慎 行 ， 彻 底 同 军 国 主 义 切 割 ，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
际社会。”他说。

外交部：

日方应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