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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各界瞩目冬奥火种
期待北京盛会

10月18日，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希腊伯
罗奔尼撒半岛古奥林匹亚遗址成功采集。
这已经是希腊人阿耳忒弥斯·伊格纳蒂乌参
加奥运火种采集仪式的第33个年头了。

自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始，伊格纳
蒂乌一直担任奥运火种采集和交接仪式的
编舞及艺术总监一职。此前的20年里，她
扮演过仪式中的女祭司和最高女祭司，并担
任过助理编舞，与奥运火种有着不解之缘。

对于北京，伊格纳蒂乌更是有着一种特
殊情感。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她第一次以
编舞身份接棒火种采集仪式，此次再次为北
京采集奥运火种，她表示非常受触动，“中国
民众对火种采集仪式的尊重是这些年来最
打动我的”。

伊格纳蒂乌说，她对此次编舞的部分细
节动作进行了一定调整，吸收了中国传统舞
蹈中的一些手部细节动作等。

在伊格纳蒂乌的团队中，希腊知名女演
员克桑西·乔治乌扮演此次圣火采集仪式和
交接仪式的最高女祭司。与伊格纳蒂乌一
样，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她也有着非凡意
义。在那次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上，她第一次
作为女祭司加入进来，如今她已经成长为最
高女祭司的扮演者，坦言自己“承担了更大
的责任”。

乔治乌对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仪式带给
她的感受非常独特，她与整个团队一起表
演，将大家的力量集聚在她的手里，所以是
大家共同点燃了火种。这个让她感受到与
历史和自然紧密联系的特殊时刻，她称之为

“奥运宁静”。
对于北京成为全球第一个“双奥”城市，

希腊文化和体育部副部长莱夫泰里斯·阿夫
耶纳基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相
信北京将会再次取得奥运会的成功。

希腊奥委会主席斯皮罗斯·卡普拉洛斯
则代表希腊奥委会表达了对北京冬奥会的
期待。卡普拉洛斯告诉记者，尽管新冠疫情
给全球带来很多困难，但“通过奥运会和运
动将人们团聚在一起，让人们看到世界上最
优秀的运动员在比赛，这不仅是在给予运动
员们、更是在给予全世界希望。”

古奥林匹亚市是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
该市市长乔治斯·乔治普洛斯16日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古希腊教育提倡身心合
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然而现在人类逐渐淡
忘了这些价值观，使得自身遭遇气候危机、
地区冲突和流行病的困扰，人类需要指引。

“我相信，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光辉和
威望与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相结合，将能够
向世界传递出正确的信号。”他说。

为北京成为第一个“双奥”城市感到骄
傲的还有一对希腊双胞胎姐妹。玛丽安娜
和索菲娅·爱罗托克里图在新冠疫情发生前
已经在中国学习和生活了七年，北京对于她
们来说是“第二个家乡”。

姐姐玛丽安娜说，她很是怀念北京下
雪的冬天，“非常美丽”。妹妹索菲娅则补
充说，怀念的还有北京的炸酱面和小胡
同。她们为北京即将再次举办奥运盛会感
到由衷的喜悦，并向北京冬奥会送上发自
内心的祝福。

（据新华社希腊古奥林匹亚10月18日
电 记者于帅帅 肖亚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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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冬奥会火种18日在奥运会发
祥地——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
林匹亚遗址采集成功，火种映红天际。
随着火炬传递的进行，北京冬奥会火种
将穿透依旧笼罩在全球的新冠肺炎疫
情阴云，照亮人类团结合作、共赴时艰
的前路，点燃属于全人类的希望之火。

这是希望的火种。在古希腊神话
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这是
古代奥运会点燃火种的由来，火种采集
也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最具标志
性的活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
在全球范围内依然笼罩，东京奥运会已
经证明奥林匹克运动拥有凝聚力量、共
抗疫情的强大感召力。北京冬奥会火
种的采集成功，意味着奥林匹克火种将

又一次带给人们信心、温暖和希望。中
国作为疫情控制最好的国家之一，也将
向世界传递攻坚克难的坚定信心：疫情
终将过去，希望永在前方。

这是团结的火种。在这个夏天结
束的东京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更新了
沿用百年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面对种种全球性挑
战，团结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奥林匹
克运动敏锐地与时俱进，这与中国提倡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随
着北京冬奥会火种采集成功，距离北京
冬奥会开幕还有109天，全世界将再一
次汇聚在五环旗下，人类将再度展现团
结合作、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念。

这是创造历史的火种。北京将书

写奥林匹克运动全新的历史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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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
的是，北京冬奥会实现了在东方大国普
及冰雪运动的的宏大愿景，这是中国对
奥林匹克的贡献，世界冬季运动也将迎
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北京冬奥会还是
首次从申办开始全面践行国际奥委会
办奥新模式的一次盛会，将为办奥模式
建立新标杆。

一起向未来！这是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的口号，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
声。相信熊熊燃烧的北京冬奥会火种，
将为奥林匹克运动、为全世界再度点燃
心中不灭的希望之火。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记者王恒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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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会
在希腊古奥林匹亚成功点燃在希腊古奥林匹亚成功点燃

北京冬奥会希望之火映红天际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对北京冬奥会的
成功举办充满信心

北京冬奥会火种18日在奥运会发祥地——希腊
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遗址采集成功。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此前的采访中表示，火种采集和
火炬传递意义重大，超越了奥运会和体育运动本身，
同时他再次表达了对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信心。

“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非常顺利，中国应对疫
情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应对疫
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效率。尽管受到疫情
限制，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所有场
地在几个月前就已完工，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现在也
开始安全进行测试赛。”巴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们对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充满信心。”
（据新华社希腊古奥林匹亚10月18日电）

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

火种采集成功
北京冬奥即将启航

18日，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古
奥林匹亚遗址成功采集。北京冬奥组委特别代表
——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火种采集成功意味着北京冬奥即将启航。

于再清表示，对于北京冬奥会来说，火种采集是非
常重要的节点。“奥运圣火采集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文
化仪式，代表着光明、正义、和平和团结，是奥林匹克精神
的崇高象征。圣火成功采集，意味着北京冬奥会马上就
要启航了，奥运圣火将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北京。”

按照计划，北京冬奥会火种将于当地时间19日在
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由希腊奥委会转交给北京
冬奥组委。北京冬奥组委的工作团队将于当天乘坐
飞机将火种带回国。 (据新华社雅典10月18日电)

扮演最高女祭司的希腊知名女演员
乔治乌乔治乌向光明之神阿波罗祈祷，并利用
凹面镜点燃了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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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尼斯··安东尼乌安东尼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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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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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火种采集仪式上致辞。
（本版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10月 18日，第二
名火炬手——前中国
短道速滑运动员李佳
军手持北京冬奥会火
炬“飞扬”在火种采集
成功后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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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希腊高山滑雪运动员安东尼乌（右）将火种传递给李佳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