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洲 共 阅 中 国 画 卷
———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侧记

（上接第五版）

琴瑟友之，诗画乐之

制纸、落墨、着色、装裱成轴……一部
短片在大屏幕上展示着极富中国气息
的书画制作过程。观众们惊异地发现，
一幅真正的中国画卷也正在场中徐徐
展开！

忽然，几滴“墨点”洇化在画纸上，仿
佛有一支如椽巨笔，正在宣纸上闪转腾
挪，泼出满纸水墨烟云。哦，那些“墨点”，
原来是现代舞演员，正在用身体作画呢：
山川、河流、太阳……

这幅“画卷”，展开之后，就成为整场
表演的“灵魂”，淋漓尽致地展示中华五千
年文明进程和亿万人类的梦想。

场内回荡起空灵飘逸的古琴曲《高山
流水》，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将
观众的视线引向踞坐于一幅硕大的扇面
上、身着宽袍大袖的古琴演奏家。这悠远
的“太古遗音”，仿佛在为场中那幅端然的
青绿山水、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千
里江山图》伴奏，图中千山万壑、浩淼烟
波、竹篱茅舍、渔村野渡、绿柳红花，也都
曲曲折折、婉婉转转地应和着，向着今天，
在这巨大的“鸟巢”之中，嘤其鸣兮，求其
友声，寻觅着四海知音。
“孔门弟子”出现了，他们褒襟广袖，

峨冠博带，人手一册竹简，且舞且吟，曳着
长调，在“孔子周游列国图”的背景下，将
先师的《论语》念诵得沉稳庄重而又神采
飞扬：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朝闻道，夕死可矣！”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

在《论语》的吟诵中，从内场的地下猛
然涌出一片“活字”的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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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块
字”先是如风吹浪涌，起伏无定，演绎着活
字印刷的丰富意趣，并托出第一个“和”
字；接着，如一滴水溅落，“活字”涟漪般散
开、聚拢、回旋，汇成第二个“和”；最后，
“方块字”激烈地扬尘舞蹈、凸凹无定，在
“阴”与“阳”的循环中，完成第三个“和”
———三个“和”字，字形从古奥到现代，表
现了汉字的流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在黑
白灰的单纯色彩中，捧托出一场和谐而天
真的文字盛宴。

终于，当“活字”们凸凹成一道蜿蜒的
“长城”时，“长城”内外，“活字”忽然变身
烂漫的桃花，席卷过原来的黑白海洋，“画
卷”陡然活色生香。更加出人意表的是，刚
才如机械般齐整准确的“活字”中，突然钻
出一群憨憨地笑着的大男孩———原来，是
他们舞动了生机勃勃的“活字”！

旁白：

古琴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教师

陈雷激：能在这样辉煌的典礼上，向全世
界演奏我们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我太

幸运了！我有一种感觉，借着这个契机，中

国文化的复兴即将开始！

“文字”演出的分场导演姜钢：排练太
难了！因为演员无法看到字模外面，等于

盲演。我们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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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动作要领及口

令，演员得把所有的动作和节奏背出来。

还有字模的举起放下，平均每秒一次，练

得很苦很累，可演员都没有任何怨言。有

些小病小痛的，都不肯和导演说，生怕无

法参加表演了。

漫漫丝路，东西交融

在京胡“行弦”急促的旋律中，第三场
“戏曲”急急登场。身穿京剧服装的群众演
员且歌且舞，推出一座流动的“戏台”。“戏
台”上，几个“提线木偶”正踩着京剧的锣
鼓点儿，威风八面地唱着大戏。

这类戏台，曾遍布昔时中国的通都大
邑、穷乡僻壤，国人从戏曲中完成启蒙教育、
历史教育与道德教育，哪怕不识字，因为戏曲
的耳濡目染，乡邻们彼此交谈也能出口成章。

随着时而悠扬时而苍凉的笛箫和鸣
《阳关三叠》，场中的“敦煌舞者”似从敦煌
破壁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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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演员举着长桨踊跃而
出，分置场地两侧，沉重的长桨被演员舞
动得如轻灵的羽毛，秋天漠外闻征雁，春
日海滨听巧莺，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贯穿
着曾经不通音问的东方与西方……

而七下西洋的“郑和”，手托指南针昂
首立于场地正中，把万顷波涛踩在脚下，
向海外友邦送去和平的问候。

礼乐之邦，盛世气象

灯光映亮了场中的“画卷”，画师们在
挑灯宫女的陪侍下，正凝神作画。五幅历朝
著名长卷依次出现在画卷之上：《游春图》、
《清明上河图》、《大驾卤簿图》、《明宪宗元
宵行乐图》、《乾隆八旬万寿图卷》……

远远地，飘来古筝的琴声《春江花月
夜》，两位昆曲演员吟诵着唐朝张若虚的
同名诗作……

这仿佛就是中国五千年中一个极普
通的夜晚，一个享受艺术创造乐趣，享受
艺术欣赏乐趣，享受着尊卑有序、远近和

合以及“礼乐不可须臾去身”的修身准则
的普通夜晚。

银瓶乍破水浆迸———随着画师最后
一笔，乐声大作，灯光大亮，纸上的山水画
如同有了灵魂，飘摇空中，令画师惊喜地
一揖到地。更令人惊喜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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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乐台竟
然缓缓升起，升至半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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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巍峨的
中国宫廷的红色龙柱，与“鸟巢”碗边的金
色建筑影像交相辉映。

观众恍惚了，醉眼半开，仿佛看到半
个盛唐。

是的，在中国古代，民间有“敬惜字
纸”传统，入仕有唯文是举体制，诗书画一
直是中国官员与知识分子的基本修养和
精神寄托。而对文化与文化人的尊敬，也
几乎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

文艺表演的上半场，将中国古代的
“四大发明”造纸、火药、指南针与活字印
刷，将中国气韵的琴、棋、书、画演绎得淋
漓尽致。

旁白：

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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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始终记得一位中国朋友当时对

我说的话：中国不会让世界失望。是的，中

国没有让世界失望。我想再做一次见证人，

我要见证奥运会令这个伟大国家和城市成

为世界中心，通过这次盛会，世界将更加认

同中国人的热情和善良。要真正认识中国

和了解中国人是需要时间的，我正是用了

几十年才真正了解和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伟

大，这个民族的坚韧不屈和善良。

当代中国幸何如

之，这一刻万里写入襟

怀间
———大型文艺演出《美丽

的奥林匹克》（下篇）

观之不知天在水，满场星

梦压星河

这是一个关于星星的梦境。
当一束光打在舞台中心的白色钢琴之

上时，青年钢琴家郎朗与
&

岁小琴童开始四
手联弹，他俩轻松地用眼神、用音乐交流着。

霎时，宁静就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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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星星

人”欢快地在曾经古老的画卷上铺展开来，
他们遍体星光，让这幅立体的“星星画卷”
充满现代气息。

看来，在大型文艺表演的下半场，该更
加轻松地展示当代中国的和谐理念与奇思
妙想了。而习惯了黑白灰色调的观众们，也
被绚丽的色彩愉悦了双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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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长的“画卷”，是巍巍中华大江南
北的壮丽景色。而光芒四射的“星星人”，就
在这万里河山之中，用身体搭出了一个光
的“鸟巢”，熠熠生辉，晶莹剔透。一个红裙
小女孩快乐地飞翔在“鸟巢”上空，手中还
握着一个线轴，她放飞着一只五彩蝴蝶大
风筝；这只风筝，或许是从两千多年前墨子
的手中飞出，飞越了唐宋的天空，穿越了马
可·波罗的视线，才飞入今天的“鸟巢”……

在闪烁的星空下，一个自由飞翔的小
女孩，俯瞰一个丰富、美妙而和谐的世界；
一个在世界各地自由演奏的青年音乐家，
用全人类的共同语言音乐去打动世界———
这是多少中国孩子心中的梦想！

奥林匹克，本是一场轻松的全球青年人
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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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也本来如顾拜旦所吟诵
的那般，是“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且让
中国的孩子、全世界的孩子在这一刻轻松地
享受欢娱，享受关于星星的梦想吧……

旁白：

青年钢琴演奏家郎朗：这一天终于来
到了，全世界都在期待，我当然更是无限期

待！能为奥运开幕式这一体育和音乐的盛

典作出贡献，是我的荣幸！

放风筝的小女孩、沈阳军区前进杂技

团小演员朱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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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导演叔叔让我想
象，我是一个人在全世界的上空飞翔，这个

感觉真好啊！我一点都不害怕。往下看，“鸟

巢”太漂亮了！

北京奥运会最年长志愿者、中国资深

建筑设计师孙芳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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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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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刘长春长途跋涉、只身参加比赛的情

形，让我印象很深。那时知道有奥运会，但

怎么也想不到，奥运会有朝一日会在北京

举办。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很多事，很多苦

难，所以我们的愿望很朴素，就是祖国能强

大起来。

天人合一法自然，行云流

水两相得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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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演员举起的
$!/

块纱幕上，

这边是大海生波、星云旋转，那边是草长莺
飞、杂花生树。就在这生机盎然的自然环境
中，

0(

余名从全国精选出的太极高手，正
在旁若无人、泰然自若地起式、推手、野马
分鬃、白鹤亮翅……

这里，“鸟巢”的碗边突显湍瀑激流，有
如“飞流直下三千尺”，让满场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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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白衫白裤的太极拳演员，浩浩荡荡
地入场布阵，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旋转的
圆形太极八卦图。这个太极图，安宁圆满，
也在每一个演员动静相宜、刚柔相济的太
极招式变幻中，不断运动着、生生不息着。

而在这幅太极图的中心，却是反差极
强烈的一幅绚烂画面：一群小学生，正在女
教师的教导下，奶声奶气地读着课文：

大气变暖了，冰川融化了，

土地变小了，鸟儿不见了

……

我们来植树，我们来种草，

大地变绿了，天空变蓝了，

春天又来了，鸟儿回来了

……

没有什么表演痕迹，好像就是把中国
一所小学校的教室搬进了“鸟巢”的中央。
孩子们一句中文、一句英文地读着，小手还
拿着画笔，随心所欲地在纸上画着，把黑白
山水染成了彩色。

与此同时，太极阵也缓缓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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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演员站如松林，令满场沉静肃穆，仿佛在
体验“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意境。

在沉静中，响起远处鸟群扇动翅膀的
声音，孩子们雀跃起来，向着“鸟巢”碗边
“飞”出的鸟群欢呼。

这场表演试图诠释东方哲学中“天人
合一”的理念，也是对当下环境污染日烈的
世界的一个警示。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
国自然也不会回避环境问题。

旁白：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解释“天人
合一”：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
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东方先哲告

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

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天、地、人的

和谐统一、缺一不可。

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我们试

图通过太极表演，把中国很难解释的一种

哲学思想“天人合一”，展现给全世界。人和

自然的关系，其实是全人类永恒的思考。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就在孩子们仰望鸟儿归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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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宇航员好像随着鸟儿一起，从空中飞落
孩子们中间。一位宇航员在降落时轻轻触
摸了一下地面，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仿佛
星云变幻的宇宙发生了裂变，梦幻般的光
芒射出，一个“地球”向着空中冉冉升起，
更加神奇的是，有

&!

名特技演员仿佛受
到地心引力的无形牵引，在“地球”上正
着、侧着、倒着，都能自如地行走、奔跑，甚
至轻盈地翻着跟头……

而在“地球”的顶端，有“月光女神”之
称的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与中国歌手刘
欢携手，以空灵、纯净的嗓音，唱起本届奥
运会主题歌《我和你》，深情而亲切的旋
律，犹如一个邻家女孩，在你家的窗前浅
吟低唱，唱着她的心思、她对友情与梦想
的渴望：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

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

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当唱到“永远一家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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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志愿者手中的“伞”突然绽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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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
大洲各种肤色孩子们可爱的笑脸，“鸟巢”
的碗边也团团映出这些美丽的笑容。

那一刻的北京，那一刻的世界，除了
笑脸，还是笑脸。

旁白：

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兼开闭

幕式运营中心主任王宁：我们曾经用半年

多的时间，向全球征集孩子们的笑脸。大

家的参与热情极高，有
$(

多万张“笑脸”

雪片般飞来，邮局一度都挤爆了！

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几天前首次
听自己演唱《我和你》时，眼泪不由自主地
流了下来：我很喜欢，很感动！

中国歌手刘欢：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歌！

《梦想》一场的群众演员周逸伦：经

历了
'

个月大规模集训，我收获了很多。

盛夏，天空仿佛烧化了的金属，将热腾腾

的气液布满整个北京。训练很苦，但正式

演出的成功，让我们觉得以前付出的苦

都值了！

乌干达《新景报》记者路·加德万：中

国正在创造世界第八大奇迹。只有置身北

京，你才能感受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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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口的国家

的决心，令这次奥运盛会在很长一段时期

当中无法被超越的决心。

中国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我同家人一起看了开幕式，心情十分

激动。从近代中国的贫弱受欺，到当代中

国的和平发展；从当年的“东亚病夫”，到

今天的百年梦圆，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

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由衷地自豪。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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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六!

奥运特刊

大团圆，奥林匹克的动人传奇
———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式速写

本报记者 李泓冰 许立群

五洲健儿共享奥林匹克的快乐

《我和你》的开幕式主题曲余音缭绕，
运动员入场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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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和地区
的代表团，按照国名的简体汉字笔划排序
依次进入场内。

希腊代表团率先光临。作为奥林匹克
的发源地，希腊在历届奥运会都拥有第一
个入场的荣誉。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从主
席台上站起来，热情地朝他们鼓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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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入场的，是第一次组团参加
奥运会的马绍尔群岛代表团，选手们新奇
地打量着沸腾的会场，向着热情的观众招
手致意。

牙买加代表团团长唐·安德尔松则是
“老奥运”了，他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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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奥运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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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出任代表团团长，他说：“我们有很多
金牌运动员，希望他们在北京奥运会上能
够表现得更加出色！”队列中有鲍威尔和
博尔特两位“飞人”巨星，前者是前男子百
米世界纪录保持者，而后者是现世界纪录
保持者。

亚洲体育强国日本代表团排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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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醒目的是，日本运动员手中都举着两
面旗帜：日本国旗和中国国旗，引得观众

一阵喝彩。
中华台北队的排序也相对靠前，当他

们进入场内时，满场掌声轰然响起，观众们
都在向自己的同胞欢呼，印证了此前国台
办官员的一句话，“台湾选手可把北京当主
场”。而特地赶来助阵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人
连战、吴伯雄等，在欢呼的人群中十分醒
目。中华台北总领队蔡赐爵在盘算自己的
目标：“我们在雅典取得中华台北奥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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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会把这个作为追
求的依据，保本才能有更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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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入场的，是加拿大代表
团。加拿大女子花剑选手、前中国击剑队队
员栾菊杰换了身份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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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栾
菊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中国迄今为止
唯一的奥运会击剑金牌。“扬眉剑出鞘”的
故事，成了那一代青年人励志的生动教材。
这位年届半百的老运动员称：“代表加拿大
参加奥运会，是因为对击剑的兴趣。享受过
程，就很快乐。因为我爱，所以我回来。”中
国运动员海外军团近年来阵容庞大，反映
了中国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

圣马力诺代表团走进来了。这个可爱
的袖珍国家，位于欧洲亚平宁半岛中部，
面积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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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公里，这一次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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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运动员。团长加尔蒂说：“奥运会终于
能在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举行，这是奥林匹
克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我知道，当奥运会
比赛开始后，中国运动员将再次用他们的
成绩给世界带来惊喜。虽然圣马力诺不可
能取得多么大的成绩，但我们祝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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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入场的伊拉克代表团，尽
管只有

#

名运动员，仍然得到了全场的掌
声。这个战火中的国家，差点因为政治因素
与北京奥运失之交臂。当时，教练安慰伤心
欲绝的女运动员拉娜：“你还可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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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奥运会”，而拉娜哭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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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像伊拉克这种样子，谁知道能不能活到
$(0$

年！”幸运的拉娜，终于和
/

位队员在
最后时刻获准参赛。作为伊拉克唯一的女
运动员，身材娇小的她，羞涩地摇动着国
旗，表情波澜不惊。她的故事，恰恰是奥林
匹克传奇中最动人心弦的一部分。

国际体坛的两大强国，俄罗斯和美
国，在昔日的奥运会上，因国名的首位字
母排序相隔较远，入场时彼此很难照面。
而这一次用汉字排序，两国首字笔划相
同，排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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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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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相邻出场，中间
只隔了一个叙利亚。俄罗斯代表团的人数
紧随中国、美国之后，位届第三。俄罗斯总

理普京在贵宾席上站了起来，招手致意。
而俄罗斯奥委会官员彼罗戈夫曾经是俄
罗斯现代五项队前任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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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曾
来到北京，为刚起步的中国现代五项运动
传授“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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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故地重游，这位可爱
的老人直呼：北京变化太大了！

美国代表团阵容强大，不仅体现在参
赛人数位居第二，而且，他们的荣誉团长
是前美国总统老布什，美国代表团的拉拉
队队长，则是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美国
篮球“梦八队”的明星选手科比此前从来
没有参加过奥运会，他认为代表美国男篮
征战奥运将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事
情之一。男篮决赛的当天，恰好是科比的
生日，“北京将是我的幸运之城！我期盼在
生日当天获得金牌。”

在这个世界上，能让所有纷争与苦难
暂时放下，让如拉娜这样战火中的姑娘，
也有机会与全球年轻人共享光荣与梦想，
唯有奥林匹克！如同罗格所说：当今世界
是一个艰难的世界，但北京奥运村却代表
着另外的世界，一个理想之国。在这里，全
世界的运动员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这样
的场合非常宝贵。

中国奥运征途，浓缩在此

刻的“鸟巢”

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的时候，全场鼎
沸了！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起来
了，全场观众站起来了，向健儿们呐喊、
欢呼。

代表团旗手果然是众望所归的中国
男篮队员姚明，而姚明身边还走着一个小
小的男孩儿———从地震的废墟中走出的
四川汶川映秀镇渔子溪小学二年级学生林
浩。这位“英雄少年”，小小的班长，在被埋
废墟时带领同学一起唱歌。爬出废墟后，还
救出了两名受伤的同学，为此还受了伤。现
在，奥林匹克的荣光，带着全球的祝福，笼
罩在这个小小的男孩儿身上了……

当运动员全体入场后，中国乒乓球运
动员张怡宁、中国体操裁判员黄力平，攥
紧奥林匹克会旗，分别代表全体运动员和
裁判员庄严宣誓……

“画卷”重新展开，缓步走上去的，是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北京奥组委主席刘
淇。刘淇代表北京致辞，欢迎四海嘉宾。而
罗格则在讲话中感谢了东道主的辛勤工
作，并希望奥林匹克能为所有人，包括四
川灾区的百姓带去抚慰和快乐。

国际奥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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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员（国家和地
区）参加了北京奥运会，这创下了一项新
纪录。这个数字，在雅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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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奥林匹克的会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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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护旗手的护
卫下，在

0((

位中国少女奏响的琵琶曲
中，步入会场。他们有的已是白发萧然，但
步履仍然带着年轻的骄傲；有的仍然青春
洋溢，脸上写满东道主的自豪。他们每一
个人，都曾经是中国体育的骄傲，代表着
新中国体育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让我们
在这光荣的一天，记住他们的名字吧！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张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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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锦赛男团冠军队成员，更曾率
领中国乒乓球女队称雄世界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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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为首获国际乒联“世界最高教练员荣
誉奖”的教练。

中国登山队队员潘多（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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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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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作为中国登山队副队长，与
!

名男队员一起从东北山脊登上世界屋
脊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
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

中国女子跳高运动员郑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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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她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保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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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田径
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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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参加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冬奥会，获女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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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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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两项短道速滑第一名，
从而成为我国获得冬奥会金牌第一人。

中国射击运动员杨凌，曾在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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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届奥运会上赢得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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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移动
靶金牌，北京奥组委委员。

中国游泳运动员、教练员穆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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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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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蛙泳世界纪录，曾任中
国游泳队主教练。

中国跳水运动员熊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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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亚特
兰大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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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悉尼奥运会上勇夺
三枚金牌。

中国女子羽毛球运动员李玲蔚，曾先
后获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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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界冠军。

“体操王子”成逐日的“夸

父”，空中点燃圣火

在奥林匹克会歌的合唱声中，奥林匹
克的会旗升起来了！“古代不朽之神……
请照亮跑步、角力与投掷项目，这些全力
以赴的崇高竞赛。把用橄榄枝编成的花冠
颁赠给优胜者，塑造出钢铁般的躯干。溪
谷、山岳、海洋与你相映生辉，犹如以色彩
斑斓的岩石建成的神殿……”

一群白衣少女，轻盈地舞动手臂，仿
佛白鸽飞舞。到了“放飞和平鸽”的仪式
了。在她们的带动下，全场观众也在用手
放飞白鸽，仿佛有十万羽白鸽从“鸟巢”凌
空飞去。此时，“鸟巢”两侧喷出灿烂的烟
花，如同肋下生出光芒万丈的“翅膀”，也
变成了一羽白鸽……

从奥林匹亚出发、漫游全球的奥运圣
火，被中国夺得奥运首金的许海峰高举在
手中，奔入“鸟巢”。接着，数位为中国奥运事
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运动员———“跳水女皇”
高敏、体操高手李小双、举重冠军占旭刚、羽
球名将张军、跆拳道金牌选手陈中、中国女
排曾经的场上灵魂孙晋芳，相继接过火炬，
将最后一棒交给在一届奥运会上夺得金牌
最多的中国运动员、“体操王子”李宁。

全世界都在瞩目着。李宁双脚轻点地
面，腾空飞起，高举着圣火，环绕着“鸟巢”
的内壁，轻松地凌空奔跑。随着祥云长卷
的徐徐展开，卷轴上依次呈现本次火炬传
递经过的所有国家、地区和城市。“驾着祥
云”飞翔的李宁，此时像极了国人熟悉的
夸父逐日。如潮的掌声，伴着他大步流星
地奔向奥林匹克理想。
“祥云”捧出了一支巨大的“火炬塔”。

飞身来到的李宁停下脚步，屏息定气，举
起火炬点燃了主火炬塔的“引线”，熊熊圣
火映亮了“鸟巢”，映亮了北京，映亮了全
世界发烫的眼眸……

东方的“祥云”，就这样和来自西方的
圣火，一笑相逢。

（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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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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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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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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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几位西班牙奥运代表团成员参加运动员入场仪式后高兴地合影。 新华社记者 任 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