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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
玻利维亚警方11日说，该国西南部城市奥鲁罗狂欢

节上发生煤气罐爆炸，造成至少8人死亡、40人受伤。
奥鲁罗警察局当天发布公报说，爆炸发生在狂欢

节游行入口处，一街边商贩的煤气罐爆炸，周围50米
内的食品摊位受冲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40人受伤。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其社交媒体推特账号上
说，他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对遇难者表示哀悼，政
府将向受伤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并调查事件原因。

71人
国际文传电讯社11日报道说，俄罗斯一架载有71

人的客机当天在莫斯科州坠毁。
报道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消息说，这架属于

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公司的安－148客机当天计划从
莫斯科飞往俄西南部城市奥尔斯克，客机从莫斯科多
莫杰多沃机场起飞后不久就在雷达屏幕上消失，随后
在莫斯科州拉缅斯科耶区坠毁。

报道还说，机上的6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几乎
没有生还可能。

2人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10日说，土耳其军方一架

武装直升机当天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地区坠毁，机
上2名飞行员丧生。

耶尔德勒姆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是技术故障还是
其他原因导致这架武装直升机坠毁。

土耳其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也发表声明确认，一架
武装直升机于当地时间10日13时在“橄榄枝”军事行
动中坠毁，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1月20日，土耳其对阿夫林地区发起代号为“橄
榄枝”的军事行动，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
护部队”。土耳其认为“人民保护部队”是被土政府列
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分支。

6级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消息，位于太平洋

的北马里亚纳群岛附近海域北京时间12日7时14分发
生6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道。

消息说，地震发生在北马里亚纳群岛罗塔东南136
公里处，震中位于北纬13.8度、东经146.41度，震源
深度为10公里。北马里亚纳群岛拥有美国联邦领土地
位，首府是塞班岛。

5人
伊拉克警方10日在北部萨拉赫丁省发现此前遭绑

架的5名牧民的尸体。
萨拉赫丁省警察指挥部穆罕默德·哈拉夫上校对新

华社记者说，警方一支巡逻队在该省东部图兹胡尔马
图市以南发现尸体，5名牧羊人9日在该区域放羊时遭
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

过去几个月，经常有武装分子从图兹胡尔马图市
东侧山区向该市发射迫击炮弹，导致平民伤亡。当地
其他袭击事件也频繁发生。

本月7日，伊政府军在当地民兵协助下，向图兹胡
尔马图市以东地区发起攻击行动，以清除潜藏在该地
区的武装分子。目前政府军清剿行动仍在进行。

去年12月，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布解放伊全境，
取得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利。但在
萨拉赫丁、迪亚拉和基尔库克等省份交界的广阔山
区，仍有部分武装分子潜藏。

（均据新华社电）

本次朝韩高级别互动取得的成果丰
硕，显示出双方强烈的民族和解政治意
愿，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给双方下一
步缓和半岛局势、继续推进和解点燃了希
望。

从金正恩 1月 1日发表新年贺词表示
朝鲜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至
此次朝韩高级别互动得以实现，虽然只有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但比预期级别更高、
内容更丰富、进展更顺利。

其中，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作为金正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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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了朝方对缓和半岛局势、推进北南和解的
愿望。

朝鲜代表团此次以陆海空不同旅行形
式派遣代表团进入韩国。运动员、拉拉队
和跆拳道表演团从陆路越过军事分界线，
艺术表演团通过海路进入韩国，高级别代
表团乘坐专机抵达仁川。

朝鲜代表团顺利抵达韩国各地，受到
当地政府和民众热烈欢迎。艺术团在江陵
表演时，演出门票申请中签率接近1：140，
可谓一票难求，整个表演掌声喝彩声不

断。艺术团 11 日在首尔演出，文在寅与
朝方高级别代表团一同观看，把访问活动
推向高潮。

朝中社和朝鲜《劳动新闻》10日报道
了冬奥会开幕的相关消息，并聚焦开幕式
上朝韩举朝鲜半岛旗共同入场的场面。朝
中社11日报道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
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领的朝鲜高级别代表
团10日与文在寅夫妇一同观看冬奥会女子
冰球北南联队与瑞士队比赛的消息。

朝方强调，这次访问充分表现出北南
同胞血浓于水，渴望早日实现民族和解，
为今后民族统一创造条件。

此次访问得以实现离不开韩方的积极
支持。在朝韩商讨此事期间，韩国乃至国
际上出现了一些杂音和消极态度。尽管如
此，文在寅还是顶住压力，使朝鲜高级别
代表团访问及朝鲜参加冬奥会各项活动得
以成功实现。同时，国际社会主流声音也
非常支持通过冬奥会推动朝韩实现和解的
努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对朝韩的良性互动表示欢迎。

尽管朝鲜半岛问题错综复杂，但相信
只要各方齐心协力，相向而行，半岛对话
谈判之门肯定会克服曲折和障碍而开
启。 （新华社电）

伊拉克恐怖活动破坏地区重建基金会
（简称伊重建基金） 主席穆斯塔法·西提日
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伊拉克希望
在伊重建国际会议后迎来经济发展的新篇
章，改善饱受战争之害的民众的生活。

2月12日至14日，伊拉克重建国际会
议将在科威特举行。这是伊拉克取得打击

“伊斯兰国”胜利后举行的首次伊重建国
际会议，全球约70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国
际银行等国际组织、约 950 家企业和社会
组织将参会讨论伊拉克重建议题。

据西提介绍，2014年以来，持续三年
多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战事给伊
拉克国家和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约 13.8
万套房屋在战事中损毁，其中半数被完全
毁掉。目前仍有约 250 万民众无家可归，
他们大多因自家房屋被毁和没有收入来源
等原因无法返乡。

然而，受累于长期战事和低迷的国际
油价，伊拉克经济难以支持大规模重建，
目前的重建项目主要集中于城市供水、供
电、道路和桥梁修复等基础设施服务领
域，大型基建项目，如机场、医院和学校
等远未铺开。

鉴于此，西提表示，伊政府对此次国际
会议寄予厚望。除捐款和贷款外，伊政府也
希望通过吸引投资的方式为重建筹集资金。

据了解，此次会议期间，伊拉克将派
出庞大的政府和企业代表团参会，除部分
私人投资项目外，伊政府将在会议上抛出
150 余项投资项目，涵盖道路、机场、医
院和炼油厂等设施建设领域。西提领导的
伊重建基金也将提供27个投资机会，聚焦
住房、食品和药品生产、能源等领域。

根据伊重建基金评估，完成伊拉克重
建大约需要 880 亿美元资金。西提强调，
完成伊拉克的重建特别需要伊拉克政府在
各领域提供保障。他同时指出，伊拉克重
建不是简单的“垒砖头”，尤其需要考虑
到民众的参与和获益。

“作为政府，应保证国家和平和社会
安 全 ， 推 进 经 济 改 革 ， 将 法 律 落 到 实
处。”西提透露，伊拉克政府计划在本次
重建会议上提议成立包括伊有关部委、伊
重建基金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方面代表
在内的高级别委员会，旨在确保重建资金
的透明管理和使用。

展望伊拉克重建未来，西提充满信

心，相信“伊拉克将会迎来新的篇章”。
伊重建基金是依据2015年伊联邦预算

法案成立的特别政府机构，专门负责管理
伊拉克政府拨付和其他国家捐赠的用于重

建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破坏地区的资
金。2015年，伊拉克政府首先从预算中拨
付5000亿第纳尔 （约合4亿美元） 作为重
建基金启动资金。 （新华社电）

冬奥为半岛点燃希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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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波“中国威胁论”的
炒作扑面而来。其最新的外衣包括
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列强论”、“中
国监听非盟中心论”、“中国经济渗
透论”等。背后的逻辑简单粗暴，
认定中国的发展是对西方利益的

“威胁”。其隐含的情绪不难读懂，
那是一种赤裸裸的焦虑。

然而，这些西方精英们没有意
识到的是，焦虑限制了他们的想象
力。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他
们眼中不可逾越的天堑。在他们眼
中，“东方睡狮”已经醒来并且精神
昂扬，崭新的“领地”之争不可避
免。在他们心中，当新兴大国遇上
守成大国，除了战争难道还有其他
可能？

中国正在努力向世界展示，的
确存在其他可能。中国反复强调和
平崛起，努力避开“修昔底德陷
阱”，在各种外交场合宣示“中国永
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
范围”。中国热情张开双臂，将自身
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
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
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方案：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遗憾的是，被焦虑蒙蔽了双眼
的西方精英们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听
而不闻。他们忙着进入高度戒备状
态，并宣称特种部队已准备好随时
进入他国帮助该国恢复国内秩序；
他们忙着小心布局，防范子虚乌有
的“威胁”；他们忙着把自己关进黑
屋子，不惜隔绝阳光与空气；他们
忙着散布谣言，挑拨中国与他国的
关系；他们忙着炮制新名词，誓要抹黑中国。

想深一层，限制他们想象力的不仅是即将失去对世界主
导权的焦虑，还有一种耻于对人言说的狭隘。

美国《纽约时报》最近一篇社论指出，美国曾希望将崛
起中的中国纳入冷战后建立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然而，中国
正在创建自己的制度，或重塑现有制度和规范，以适应自己
的需要。

既然已经确定不会追随我也不会为我所用，那么“其心必
异”，必须毁之。这就是某些人的真实心态。他们拼命抱持那已
落入窠臼的思维，完全无视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是国际
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的事实。

到如今，他们那狭隘的小心灵依然充斥着零和博弈思
维，完全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有人真心诚意邀请大家共同

“做大蛋糕”，完全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有人坚定地相信“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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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朝鲜拉拉队员在朝鲜体育代表团升旗仪式上演奏乐曲。当天，2018年平昌冬奥会朝鲜体育代表团升
旗仪式在江陵运动员村举行。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20172017年年1212月月1010日日，，在伊拉克巴格达解放广场在伊拉克巴格达解放广场，，人们集会庆祝击人们集会庆祝击
败败““伊斯兰国伊斯兰国”。”。 新华社新华社//法新法新

2 月 11 日，小选手们在挪威首都奥斯
陆参加霍尔门科伦儿童滑雪节比赛活动。

霍尔门科伦儿童滑雪节是挪威滑雪推
广协会组织的年度活动，今年已经是第 46
届，共有 5000 多人参加。比赛不计排名，
所有完成赛事的孩子都会获得奖励。参加
者年龄最大的12岁，但不设最低年龄。

新华社记者 梁有昶摄

环 球 热 点

出 席 韩 国 平 昌 冬 奥 会 开 幕
式、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见
并转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
笔信后，朝鲜高级别代表团11日
结束了对韩国为期3天的访问。

数 字 天 下 儿童滑雪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