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社论
3 月 13 日晚，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

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在绚丽
的焰火和欢快的乐曲中，北京冬残奥会
圆满落下帷幕。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办好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
庄严承诺。”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北京见证来自世界各地的残奥运动员在
赛场上顽强拼搏、超越自我，向世界奉献
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残奥盛会。
北京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弘扬了“勇
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传
播了“精神寓于运动”的残奥理念和“平
等、参与、共享”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理念，奏响了“一起向未来”的华彩乐

章。这是北京 2008 年残奥会后中国举办
的又一全球残疾人体育盛会，必将载入
世界残疾人体育事业史册。

这是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体育盛
会。赛场上，每一位残奥运动员都是令
人敬佩的胜利者，他们克服难以想象的
困难、付出非同寻常的艰辛，以令人惊叹
的表现展示残奥运动的竞技之美、精神
之美、生命之美，谱写着自强不息、奋勇
争先的生命壮歌。中国残奥运动员发扬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敢于拼搏、
勇于超越，取得了 18 枚金牌、20 枚银牌、
23 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创造了中国体育
代表团参加冬残奥会以来的新纪录，鼓
舞和激励着广大残疾人自尊、自信、自
强、自立，为全国人民带来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这是促进团结、增进友谊的体育盛

会。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难和不
便，中国践行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
奥理念，全力克服疫情影响，与国际残奥
委会等方面通力合作，精心做好北京冬
残奥会各项工作。从高标准建设无障碍
设施，为运动员、随行官员及工作人员提
供优质服务；到精细高效组织赛事保障、
医疗救助、交通出行、人性化安检等，为
运动员参赛提供便利；再到 9000 余名志
愿者通过热情周到的志愿服务，展现平
等、融合、包容的崇高精神。北京冬残奥
会为残奥运动员搭建了充分展示残奥运
动魅力的舞台，促进了各国人民的交往、
了解和友谊。

残 疾 人 在 全 球 总 人 口 中 占 比 约
15%，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事业是崇高的人
道主义事业，体育为残疾人打开了一扇

通向多彩生活的大门，帮助他们踏上平
等融入社会的道路。从北京 2008 年残奥
会到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开放的中国
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全面参与国际残疾
人体育事务，有力促进了中国残疾人事
业发展，为国际残疾人体育运动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北京冬残奥会的成功举
办，展示了残疾人充满自信和活力的风
采，唤起人们对残疾人更多的理解、尊重
与关爱，必将进一步提高对全球 12 亿残
疾人的关注度、包容性和无障碍水平，向
世界传递信心、友爱与希望，充分展现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残疾人是一个
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
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残疾人事
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残

疾人体育蓬勃发展。残疾人体育运动水
平不断提高，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顽
强拼搏、为国争光、激励社会，残疾人体
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彰显了中国推
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制度优势，展现了
中国尊重和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显著成
就。以北京冬残奥会为契机，让更多人
关注、了解残疾人事业，营造残健融合、
共建共享包容性社会的良好氛围，定能
推动残疾人事业向着现代化迈进，不断
满足残疾人美好生活需要。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沐浴着和煦的
春风，北京冬残奥会将和平、友谊、关爱
的种子播撒在更多人的心中，必将结出
累累硕果。让我们携手共奋进、一起向
未来，共同促进残疾人事业不断发展进
步，共同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
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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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 桂萍遗失三亚棕榈滩 16 栋 2102 房的收据，房款

1456404 元、契税 43692.12 元、公共维修基金 6718.80

元，现声明作废。

★尹鹏海遗失三亚棕榈滩 16 栋 2001 房的收据，房款

1475077 元、契税 44252.31 元、公共维修基金 6718.80

元，现声明作废。

★刘治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370283199702110017，

有效期限：2020.01.23-2030.01.23，现声明作废。

★黄丽艳居民身份证遗失，证号：460001199005141025，

有效期限：2017.02.06-2037.02.06，现声明作废。

★张光福商户遗失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1 楼外场 1

号 铺 面 的 押 金 条 ，开 票 金 额 为:13800 元 ，票 号:

0101974，开票日期为2021年 4月 8日,现声明作废。

★郭福蕊遗失房歌（海南）信息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具的收款收据 10 张，收据起止号：000203-000212，

总金额：10万元，现声明作废。

三亚市航空运动协会拟向三亚市民政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 天内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
告。

注销公告

★三亚滴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中山市金麦饮食管理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14602001911723，

现声明作废。

★海南金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工会遗失工会法人

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1460204MC39659609，

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遗失声明

★三亚赫本婚纱摄影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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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晚，在天籁般的《雪花》歌声中，
“北京 2022”字样的焰火点亮国家体育
场“鸟巢”夜空，同时也烙印在场地中央
的“唱片”上。在记忆的“留声机”中，北
京冬残奥会闭幕式让温暖永恒，也让世
界首座“双奥之城”的记忆永远留在人
们心中。这正是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导
演沈晨想要完成的表达。

记忆的“留声机”

通过举办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北京成为全球首座“双奥之城”。开
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对于冬残奥会开
闭幕式的定位是“温暖感人”，为此，沈
晨一直在破题。

“这次虽然是冬残奥会闭幕式，但
更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共
四场仪式的闭幕式，也是‘双奥之城’的
闭幕式。”沈晨说，“我们想把这份记忆
留下来，当时就在想必须要有一个视觉
符号，不然它仅仅停留在文学和创意层
面，大家是感受不到的。”

大约半年前，沈晨偶然想到了“留
声机”这个形象。在冬残奥会开幕式主

视觉形象“同心圆”基础上，在“鸟巢”中
央外加一个“唱针”的舞美道具，地面屏
幕转化为具有播放、存储、留念特质的

“留声机”。“唱针”大约 20米长，导演团
队并未使用机械装置，在主火炬熄灭和
其他表演环节，“唱针”是由残疾人和健
全人一起推动的，表达残健同行、一起
向未来的理念。

“我们希望把这份温暖永远保留下
来，把这份感动永远记下来，让大家永
远记住北京，永远记住‘双奥之城’。”沈
晨说。

曲终人未散

在主火炬熄灭前，象征 13届冬残奥
会的 13 套定音鼓，呈圆形向心排列，极
富力量感的鼓声就像残疾人自强不息
的脉搏。而在定音鼓构成的表盘上，奔
流不息的时间形象越发清晰，一帧帧饱
含深情的赛事瞬间呈现在“留声机”中。

定音鼓是交响乐队中的基石，但通
常用于背景效果和加强节奏。沈晨说，
单由定音鼓演奏的音乐作品少之又少，
而由13套定音鼓写就的作品，还要有旋

律，则是难上加难。“这次年轻的作曲家
历时三个月完成，在音乐领域达到了一
个比较高的水准。定音鼓的声音与秒
针的‘滴答滴答’声完全吻合，在不断推
进、延展的过程中，希望大家记住主火
炬即将熄灭的这一刻。”

在盲人少女用小提琴演奏的《雪
花》旋律中，空中的“大雪花”主火炬缓
缓熄灭。这时，表演停歇，“唱针”缓缓
推出，“留声机”上的唱片也停止转动。

“有几秒钟的完全静止，我们希望传递
出曲终人未散、余音绕梁犹不绝的感
觉，让大家停留在这个记忆中。”沈晨
说。

浪漫的氛围里，盲童合唱团延续着
《雪花》的旋律，一位盲人小女孩在纯洁
的冰雪世界里捧起明亮的雪花“火种”，
这时“留声机”浮现雪花绽放的倒影和

“北京 2022”的字样。“这张唱片就成为
了整个冬残奥会闭幕式的经典瞬间，也
成为了‘双奥之城’最终落幕的经典瞬
间。”

爱的感召

本届闭幕式力求将表演和仪式相结
合，没有额外设计过多的表演。《爱的感
召》是为数不多的带有表演性质的环
节。四位盲人演唱者和盲童合唱团全
新演绎了世界名曲《你鼓舞了我》，而在

他们身后，还有近 200 名听障舞者，用
手 语 和 手 臂 舞 蹈 诉 说 心 中 的 美 好 希
冀。伴随着手语“讲述”，由粒子组成的
阵阵声波在“留声机”上流淌开来，随着
音乐的高低、情感的变化，用裸眼 3D形
式演绎残健共融的温情画面。

“我们希望鼓励残疾人、健全人，共
同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一起走出家门
去运动。”沈晨说，在这个节目的尾声，
每位表演者的手心都持有一枚本届冬
残奥会会徽图案的发光装置，当他们高
举手掌，“留声机”呈现出“LOVE”（爱）
的字样。“我们在开幕式已经点亮希望，
在闭幕式希望把爱传向全世界。”

在开场的《高光时刻》环节，伴随着
4位竖琴演奏者演绎的德国作曲家门德
尔松创作的《乘着歌声的翅膀》，冬残奥
会开幕后 9 天赛事的精彩瞬间在“留声
机”中浮现。沈晨说：“很多残疾人虽然
身体残缺，但是心在飞翔，所以我们选
择了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

在代表团旗帜入场环节，“留声机”
变幻为蓝色地球，旗手们伴着《欢乐颂》
在没有隔阂和界限的地球上漫步。沈晨
说，其实他们原本想在这个环节中把“留
声机”变为一枚金牌。“但是后来想，体育
精神不只是为了争夺第一，我们更希望
描绘天下大同、大家共同美满地生活在
地球上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最后选
取地球作为‘唱片’里的主视觉。”

四场仪式、一朵雪花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共四
场仪式，贯穿始末的就是总导演张艺谋
创意的那朵雪花。代表团引导牌、演员
服装、部分表演的背景、主火炬等等，都
有“一朵雪花”贯穿始终。

“其实我们是在变换不同维度讲述
这朵雪花的故事。冬奥会开幕式的雪花
是浪漫的，冬奥会闭幕式的雪花加入了
红色激情，冬残奥会开幕式营造的雪花
绽放出最灿烂的颜色，而冬残奥会闭幕
式的雪花则把光亮投射到人们心中。所
以在四场仪式当中，雪花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故事。”沈晨说。

他介绍说，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创意
策划从2020年就已经开始，历经几十稿
的修改过程；本着“简约、安全、精彩”的
原则，最终制作排练的时间只有不到两
个月。“所有主创团队对此做了充分准
备，和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一起日夜鏖
战，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最伟大的瞬
间。”

“其实创意也好，效果也好，是无穷
无尽的，我们的后人还会创造出更多的
灿烂。”沈晨说，“但是，能为残疾人做一
点事，这是我更大的夙愿。我也希望通
过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圆满绽放，来呼
吁更多人关注残疾人。”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用“留声机”让“双奥”记忆永恒
——导演沈晨详解闭幕式

新华社记者 姬烨 马锴 王君宝

这是闭幕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这是中国代表团旗手杨洪琼在闭幕式上入场。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向世界传递信心、友爱与希望
——热烈祝贺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