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World Weekly
第1423期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综合自新华社）

历史上的本周

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周评

假想敌

敬畏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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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福

生活中，有些人为了实现某个目的或达到预

设目标，总是喜欢有意无意地给自己树立一个“假

想敌”。而实际上，这个敌人根本就不存在，只不

过是内心虚设的一个对手。这种虚设“假想敌”的

现象，在国际政治关系中也时常出现。

1 月 3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自己任内

的首份国情咨文。在长达 80分钟的演讲中，他不

忘自夸，花了一个小时来回顾自己执政首年的政

绩。而在提及中国时，特朗普显得很不友好，直接

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

观的“对手”。

在特朗普政府的话语体系中，美国自认为在

与中国的贸易交往中遭受“不公平”待遇，经常被

其他国家“占便宜”。就在前两天召开的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上，特朗普还公开为其“美国优先”政

策辩护，强调一切贸易必须以基于美国利益的“公

平”为前提。换句话说，只有美国受益了才叫公平

贸易，这样的怪逻辑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美国之所以感觉自己“吃亏”，并将中国视为

“对手”，主要例证就是其长年存在的贸易逆差。

然而，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贸易“顺差”与“逆差”

并不能用来衡量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赢”与

“输”，也不能指代一国经济发展的“好”与“坏”。

贸易公平与否，不能只看贸易额，还得看实际获

利。有数据显示，中美贸易平均每年可帮助每个

美国家庭节省 850美元以上。美国为何只顾盯着

贸易额的表面数据，而对美国企业和民众获得的

实实在在利益避之不谈呢？

将中国设为心目中的“假想敌”，实际是特朗

普在为自己开脱、掩盖国内矛盾。英国有句谚语：

屋子里有头大象。这头“大象”指的是人们装看不

见、不愿触碰的大麻烦。特朗普的国情咨文中，就

隐藏着这样一头“大象”。实际上，除了外部因素

外，一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成因还与本国的社会总

需求、财政赤字及外资流入等多种因素息息相

关。对这些国内因素视而不见，反而去开罪于别

国，特朗普显然是在避重就轻。

“假想敌”往往是人自我内心世界的投射。真

正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特朗普需要摒弃

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正确看待中美

关系。要知道，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合作才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与其忙着和“假

想敌”较劲，不如调适下心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

原因。②6

□胡舒彤

自1986年春节在央视播出前11集后，1988
年 2 月 1 日，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开始全集播
出。这部被后人称为经典的影视作品，陪伴了无
数人完整的童年，至今深受人们喜爱。

《西游记》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集现
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于一身，可谓是中国文学
长河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任何一部经典都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其
创作都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西游记》的创
作正是农耕社会中劳动人民最朴实价值观的写
照。孙悟空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它不屈不挠
的斗争精神，举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
无畏气概，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
念。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是邪恶势力的象
征。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
引子的比丘国国王，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
形象的刻画，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者意
味深长地用生动的故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表
达对当时社会不公的谴责和鞭挞。

虽是一部神魔小说，但却对当时的社会进行
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这正是《西游记》之所以被称
为经典之作的原因所在。

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在对待这部经典
之作时，少了几分应有的敬畏之情，取而代之的是
戏谑和恶搞。正义化身的孙悟空被说成是女儿
身，虔诚念佛的唐三藏被说成懦弱伪善，憨厚可爱
的二师兄成了贪财好色之徒，甚至整部文学作品
被现代人解读为职场生存“秘笈”。可以说这些谬
解是浅薄的、粗鄙的，甚至是荒诞的。

对于经典的解读，应保持一份无条件的敬畏
之心，说到底，这是一种对文化根本的无条件敬畏。

随着时代的变迁，作为特定历史时期文化产
物的经典，也处在不断被淘汰和更新之中。可是
这种对经典的扩充抑或重塑不应该是基于一时的
心血来潮，或者说是哗众取宠、刻意庸俗，而应是
秉持匠人精神，在批判中不断进行创新，精心打
磨，创造出更多优秀的、经得起考验和推敲的经典
之作。②29

在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
奥会后，中华大地从北到南、从
东到西，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热情
积极高涨，假期滑雪滑冰成为一
种时尚。借助北京冬奥会所拉动
的“冰雪热”，冰雪运动正在把“北
冰南展西扩”落到实处，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正在成为现实！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2016年，
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全国冰雪场
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2）》
（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出，到
2022 年，全国滑冰馆数量不少
于 650座，滑雪场数量达到 800
座。而数量的增加，更多的是来
自以往冰雪运动非常少见的“南
方”。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滑
联理事杨扬在上海开设的飞扬
冰上运动中心稳定拥有数百名
会员，几年来整个冰场一直处于

饱和状态。
冰雪人口基础的夯实将带

动冰雪产业的快速增长。在由
腾讯体育联合易观发布的《2018
中国冰雪产业白皮书》中指出，
中国的冰雪产业正处在快速启
动期，2017 年中国冰雪产业规
模达3976亿元人民币。预计中
国冰雪产业在未来3年仍将维持
增长状态，2020 年总体规模将
完 成 6000 亿 元 的 目 标 。 据
《2018中国冰雪产业白皮书》显
示，2016—2017 雪季中国参与
冰雪的用户达到了1.7亿人次。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
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
奥会时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
郑重承诺！四年后，世界将见证
并共享北京冬奥会的精彩、非
凡、卓越！

参与冰雪运动渐成时尚

中国代表团概况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短道速

滑、花样滑冰、冰壶等14支运动队，
82名运动员中冰上项目和雪上项
目各41人，男运动员36人，女运动
员46人。

与索契冬奥会相比，中国代表
团在扩大参赛项目上实现了较大突
破，参赛项目为历届冬奥会最多。
我国首次在1个大项、2个分项、10
个小项上获得参赛资格。1个大项
即雪车；2个分项即雪车、钢架雪车；
10个小项即速度滑冰男子集体出
发、速度滑冰女子集体出发、混合冰
壶、自由式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
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单
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跳台滑雪
女子标准台、男子四人雪车、男子双
人雪车、男子钢架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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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唱国歌。

2017年12月15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
残奥会会徽“飞跃”发布现场。

2017年 3月 30日，中国选手隋文静（右）/韩聪获得2017
年花样滑冰世锦赛双人滑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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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到一周时间，2018

年平昌冬奥会就将开启大幕。

1月 31 日，参加平昌冬奥会的

中国体育代表团揭开面纱：80

余名运动员将肩负祖国人民的

重托，为中国冰雪体育发展再

奏华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

瞩，提出一系列体育改革发展

新战略，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

指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

展之路，冰雪体育成果辉煌！

2014年 2月 7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看望索契冬奥会的中国
体育代表团时语重心长地说，长
期以来，我国体育取得了长足发
展，在一些项目上长期保持优
势，增光添彩，在冰雪等一些项
目上取得了突破，可喜可贺。同
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些人民
群众十分关注的项目上，同国际
先进水平相比，我们还有不小差
距。我坚信，只要我们立下雄心
壮志，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实
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的目标。

中国冰雪人牢记习总书记
嘱托，补短板、强弱项，竞技体育
取得快速发展。

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共获得82个参赛资格，将参加5

个大项、12个分项、55个小项的
比赛。除了继续在花样滑冰、短
道速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
项目上保持优势外，中国代表团
在雪车、女子跳台滑雪、自由式滑
雪U型场地、单板滑雪平行大回
转这几个项目上均凭借着在国际
赛场上的出色表现，获得了冬奥
会的参赛资格，实现了突破，同时
也向着“北京冬奥会全面参赛”的
目标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大胆改革，跨项选材，跨界
选材，中国冰雪运动过去五年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以雪车
为例，所有队员均是跨项进入国
家队。2017年年初在德国国王
湖举办的雪车世锦赛中，中国雪
车姑娘第一次登上顶级赛事的
舞台就挺进决赛，创造历史。

竞技运动取得突破

2018年

平昌冬奥会

2015年 7月 31日北京携手
张家口获得第二十四届冬奥会
举办权，将创造同一座城市举办
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历史。中
国又一次肩负起推广奥林匹克
运动的大国担当。

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
的冬奥会，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北
京冬奥会筹办也在按计划稳步
推进：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会徽

“冬梦”和冬残奥会会徽“飞跃”
正式发布；市场开发计划已经启
动；延庆和张家口赛区的总体规
划已经确定，延庆赛区的高山滑
雪中心、张家口赛区的越野滑雪
中心都已经开工建设；京张高
铁、延崇高速等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顺利……

实际上，在筹办的过程中，

北京冬奥会的许多场馆已经开
始承办世界大型赛事。2017年
12月，张家口祟礼的云顶滑雪场
就举办了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
U型场地世界杯，这两项世界杯
赛均是在2022年冬奥会的比赛
场地上进行的，参赛的世界各国、
各地区运动员都对赛场赞不绝
口。

北京冬奥会在筹办过程中，
注重可持续发展。北京冬奥会
将大量使用2008年夏季奥运会
时的体育场馆，来进行适合冬季
运动的改造。北京冬奥会扎实
的筹办进程得到国际奥委会的
赞赏。国际奥委会北京2022年
冬奥会协调委员会认为，北京冬
奥组委筹备工作取得巨大进展，
他们对北京冬奥会筹办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大加赞扬。

冬奥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第 23 届冬季奥运会将于 2018 年 2 月 9 日至 25 日在

韩国平昌举行。这是韩国第一次举办冬奥会，也是自

1988年举办汉城夏季奥运会后，时隔 30年奥运会再次来

到韩国。平昌冬奥会将举办 15大项、102小项的赛事，冬

奥历史上金牌总数首次超过 100枚。该届冬奥会的开闭

幕式以及大部分的雪上运动将在平昌进行，所有冰上运

动在江陵举行，高山滑雪滑降比赛在旌善进行。

2017年12月17日，中国选手在2017-2018国际雪联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混合团体赛决赛后合影。

2月1日，在韩国江陵，志愿者们在奥运村内拍照合影。2月1日，平昌冬奥会组委会在平昌举行运动员村开村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