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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石河子护士学校的学生们为奥运圣

火传递加油助威。 新华社记者 安治平摄

距北京奥运会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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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距北京残奥会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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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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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闻

“绿色奥运”助力“绿色地球”
本报记者 潘少军

柯其善，加拿大人、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能源与环
境处处长。此次在新疆石
河子市的火炬传递中，柯
其善成为第

'!

棒火炬手。
完成火炬传递后，他不断
与观众和其他火炬手合影，兴奋不已。

记者：作为一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能源

与环境处官员，此次能在中国新疆石河子市

传递火炬，这是否对您和您所从事的环境工

作有特别的意义？

柯其善：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骄
傲和成功，也反映了中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和关注。石河子由过去的一片沙漠荒地变成
如今适合人居的绿洲，让人感到非常惊奇和
佩服。这表明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努力，遏
制环境恶化，改善环境状况。

记者：参与奥运圣火在中国的传递，您有

何感受？

柯其善：奥运火炬传递和平、友谊和团结的
理念，是全人类的理想。不仅如此，奥运火炬传
递活动也是中国与世界开展交流与合作，加深
相互理解和沟通的一个窗口。中国观众非常热
情，令人感动，大家从中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点。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提倡的“绿色奥运”

理念？如何看待中国政府为之做出的努力？

柯其善：保护环境、控制污染，与全球气
候变暖作斗争，这是人类的共同使命和责任。
如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采
取的环境行动对全球的环境保护有着积极、

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绿
色奥运”对于实现我们
的“绿色地球”梦想而
言，是一种积极的因素。
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中
国在环境保护领域所做

出的努力和贡献。
记者：您是否认为，奥运会也是一个良好

的机遇，有利于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环境

保护工作？

柯其善：确实如此。举办“绿色”奥运会，
能够号召所有人来爱护和保护环境，这正是
环境保护工作所需要的。在此，我衷心祝愿北
京奥运会取得成功！

奥运火炬传递

19日北京奥运火炬在新疆石河子、昌吉两市传递

戈壁明珠映圣火 丝路重镇飘祥云
本报记者 戴 岚 潘少军

"#

日上午，北京奥运
火炬在享有“戈壁明珠”美
誉的军垦新城———新疆石
河子市传递。

石河子是一座由军人
选址、设计、建造的城市。
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三
代军垦人的艰苦创业，昔
日亘古荒原变成了塞外绿
色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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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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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的第
一棒火炬手韩新平，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聂卫国手中接过“祥云”火炬，北京
奥运火炬石河子传递拉开帷幕。

伴随着“奥运加油”、“中国加油”、“四川加油”、“石河子
加油”的呐喊声，火炬手们高擎火炬，与“祥云”的追随者一
起“传递梦想”。第

&%

棒火炬手、残疾人运动员乌守尔·艾山
在点燃了火炬后，甩掉了拄着的双拐，单腿跳跃着前行，人
群中一片欢呼。乌守尔·艾山以顽强的毅力，显示出对奥运
精神的执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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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随着第
*+(

棒火炬手、“
'))!

全国巾帼建功
标兵”高玲玲接过火炬，跑上主席台，北京奥运火炬接力
石河子传递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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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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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到了新疆境内的最
后一站———昌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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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民间花儿艺人，高亢悠长的花儿对唱；
')&

名
威风锣鼓手，敲打出震天的锣鼓声；

'))&

名回族花儿舞
蹈者，秧歌、舞狮、旱船队……昌吉，这座曾经的古丝绸之
路重镇，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从昌吉市政务中心到亚心广场，
(.'

公里长的火炬传
递路线，

,)(

名火炬手参与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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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最后一棒火炬手马柯湘点燃了圣火盆。
奥运火炬在昌吉传递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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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北京奥运火炬将在西藏拉萨市传递。
（本报昌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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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鸟巢”和“水立方”迎来
了一批特殊的小客人，他们是来自云南、
贵州、四川、西藏、海南、新疆等全国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

名民族小使
者，他们当中，有

',

名肢体残疾儿童、
',

名聋哑儿童、
%

名盲人儿童和
%

名健全儿
童。从梦幻般的“鸟巢”和“水立方”开始，
为期

(

天的“奥运之旅”将让他们共同分
享一个充满欢笑、友谊与希望的梦想。

娜日松是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小姑
娘，临行前，奶奶为她缝制了

(

套民族服
装。“这些漂亮的衣服是我们在民族节
日的时候穿的，我穿着它来到北京，因为
北京奥运会是全世界的节日。我很荣幸
能代表蒙古族的小朋友来到北京。‘水立
方’比电视上看起来还要漂亮，就像一个
个大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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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藏族姑娘多吉夏姆虽然肢
体残疾，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她学习的
热情。“我几乎每天都要看课外书，还从
电视里学习奥运知识。奥运会要在我们
国家举办，我要好好学习知识，长大后成
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参观完“鸟巢”和“水立方”之后，这
些小使者来到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训练
基地。他们在这里观看了脑瘫足球运动
员的训练。足球场上，活泼好动的小使者
们尽情释放自己的运动热情，与运动员
们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

#

岁的维吾尔族男孩达尼亚尔视
力不好，但是在运动员们的指导下，他学会了怎么盘带、如
何射门。他说：“这次足球赛很开心，运动员哥哥们都很厉
害，我要向他们学习，把身体练得棒棒的。以后我也要参加
残奥会，为祖国争光。”

奥运火炬传递城市

拉萨市
拉萨市是西藏自治区首府，海拔

/!-&

米，是世界

上海拔最高的城市之一，
,#!)

年正式设市。截至
'))%

年底，城区面积从
,#-,

年西藏和平解放时的不足
/

平

方公里发展到
-&.&

平方公里，总人口
!'

万余人，包括

藏、汉、回等
/,

个民族，其中藏族人口占
&%0

。

拉萨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全市
'++

余座寺庙和古建筑中，重点文物古迹就有

(+

余座。闻名于世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自
*#&+

年以来，国家投入巨资，对大昭寺、布达拉

宫等大批文物古迹进行维修，使这座高原古城更加美丽

壮观，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徐锦庚 张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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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赋”启笛书法展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吴晶晶）由全国政协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书法家
协会共同主办的“奥运赋”启笛书法展

"#

日在全国政协礼
堂开幕。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启笛先生创作的书法作品“奥运
赋”，用书法艺术表现了对北京奥运会的期盼，其中包括了
气势磅礴的

$%

米行草长卷、
&

米长的“奥运赋”手卷等。此
次书法展还汇集了启笛先生

(+

年精心创作的楷、行、草、
隶、篆等各种书法作品

"''

多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阿

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
鲁丽为开幕式剪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和文化
艺术界、书法界近

(''

人参加了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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