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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委约交响新作在上海完成：
不同代际艺术家共谱信仰初心交织的炽热华章

（上接第一版）

从90+高龄到90后，不同
代际作曲家共谱时代强音

“吕其明老师的《红旗颂》触发了我

的红色基因 ， 他在音乐中倾注了对党

和人民发自内心的感情 ， 是传承给我

们青年一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受到

吕老的感召 ， 上海爱乐90后驻团作曲

家龚天鹏正在用心打磨交响组诗 《百

年颂 》。从90+高龄到90后 ，对党和国家

的赤诚信仰 、对笔尖音符的真挚情感 ，

流淌在不同代际作曲家的血液里 ，薪

火相传 。上海爱乐乐团团长孙红介绍 ，

乐团将在今年世界首演多部建党百年

主题交响乐作品 。 徐景新的声乐套曲

《永恒的丰碑 》突出对革命烈士的敬仰

和怀念 ，抒发对党的无限忠诚之情 。赵

光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双重协奏曲 《石

库门情怀 》，则以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

为视角 ， 歌颂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凝结了几

代人的不辍耕耘。 在音乐总监余隆提议

下，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尝试同时委约多位

作曲家———分别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

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贾达群、于阳、郝

维亚、杨帆，把他们的个人视角及感悟与

时代背景相结合，用音乐诉说信仰、初心

与理想。于阳《中国颂》、杨帆《父辈》、贾达

群《逐浪心潮》、郝维亚《明天》片段试演

后， 惊艳了不少专家学者和资深乐评人。

杨燕迪指出， 在这批最新亮相的作品中，

作曲家用或传统或先锋的音乐语言，诉说

了他们对建党百年主题的厚重思考。

入选全面小康和建党百年为主题

的39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的这批新作，

见证了上海乐团和音乐家们用艺术手

法 、音乐力量 ，主动探索融入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程。“从丁善德的《长征交响

曲 》、朱践耳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 》到吕

其明的《红旗颂》，上海的作曲家们不断

用音乐延续和传承精神火种 。 从录制

《中国交响70年唱片集》 到如今委约全

国作曲家创作建党百年主题交响乐，是

作为国有文艺院团的上海交响在新时

代下的奋进与担当，也是我们在面对民

族奋斗前行每一步时的激情表达 。”上

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在谈及此次委约

创作初衷时说。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也满

怀期待，希望春暖花开之际就要正式亮

相舞台的这批新作，能够成为被历史铭

记的时代乐章，并在全国乃至国际舞台

上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本报记者 吴 姝

朝鲜劳动党八大释放多重信号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 13 日报道 ，

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12 日在

平壤闭幕。 这次为期 8 天的大会全面

总结了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工作， 提出了新五年计划发展目标以

及一系列内政外交重要任务， 被朝中

社称为是 “争取朝鲜式社会主义事业

全面发展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政治事

件”。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会议释放

出多方面重要信号。

重振经济自力更生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点是提出新的

五年计划发展目标。 此次会议上被推

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的金正恩在八

大报告中指出， 集中力量抓好经济发

展的中心环节， 搞活整个国民经济，

奠定改善人民生活的牢固平台， 是新

的五年计划的总方向。

报告指出， 新的五年计划的基本

点依然是自力更生、 自给自足， 同时

推动对外经济活动， 以补充和增强自

力更生基础上的经济发展。 新五年计

划要创造人民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实质

性变化和革新。

据朝中社报道， 金正恩在会议开

幕讲话中承认， 朝鲜在 “几乎所有领

域” 都未能达到 2016 至 2020 国家经

济发展五年计划设定的目标。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郑继永说， 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和国

际制裁难以解除的情况下， 朝鲜试图

通过调整现行经济政策来摆脱经济窘

境。 辽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究中

心首席专家吕超认为， 朝鲜表明了即

使面对美国封锁朝鲜经济也能继续发

展的决心。

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朝鲜劳动党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还重点讨论了

关于健全新的党内纪监体系的议程。

有分析认为 ， 加强党纪可以加强团

结， 帮助国家克服困难。

对美示强以促谈判

改变朝美敌对状态从而实现国家

外部环境的整体好转是朝鲜当前的首

要课题。 金正恩在本次会议上谈到对

美关系时表示， 建立全新朝美关系的关

键是美国取消对朝敌视政策。 但他也表

示， 美国无论由谁掌权都不会改变对朝

政策的本质。

金正恩还谈到增强国家核战争遏制

力和自卫国防力量斗争中所取得的成

就， 并指出， 完成国家核力量建设是在

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征程中必须首先

攻占的 “战略性制高点”， 为维护国家

生存和自主发展要 “马不停蹄地强力推

进早已开启的核力量建设”。

郑继永认为， 朝鲜希望展示自身军

事实力，提升战略威慑作用，为后续可能

的与美谈判增加更多筹码。吕超也认为，

朝鲜重提发展核武器意在对美喊话，迫

使美国新政府重回与朝接触政策。

但吕超也指出， 如果朝鲜的核武规

划真的付诸实施， 将使朝鲜半岛和东北

亚局势趋向紧张、 复杂。 他认为， 相关

各国应密切合作， 特别是应当呼吁美国

政府尽快拿出诚意来与朝鲜接触， 就半

岛无核化及和平稳定问题进行有实效的

会谈。

对韩关系有硬有软

关于朝韩关系， 金正恩在八大报告

中阐述了朝鲜发展对韩关系的原则性立

场， 即一致中止对对方的敌对行为， 认

真对待并履行朝韩间签署的宣言。 报告

说， 能否重新恢复和搞活朝韩关系完全

取决于韩国的态度。 根据韩国当局的态

度， 朝韩关系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到

和平与繁荣的新起点， 这是朝鲜人民的

愿望。

郑继永说， 由于韩方始终未能提出

令朝鲜满意的对朝政策， 并且韩方在改

善朝美关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一直受

到诸多限制， 因此朝鲜对此表达了失

望。 未来一段时间， 不排除朝鲜继续

对韩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

吕超认为， 朝鲜在针对韩国发出

强硬表态的同时也透露出愿意改善关

系的和平信息。 韩国文在寅政府对朝

政策的推进情况以及美国对此的干预

程度将影响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

另外， 金正恩在八大报告中对朝

中关系的发展予以充分肯定，表示朝鲜

劳动党对源远流长而特殊的朝中关系

发展予以首要关注，按照新世纪要求发

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谱写以社会主义

为核心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郑继永说， 朝鲜着重强调了朝中

传统友好关系， 高度评价两党、 两国

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新华社记者 江亚平 洪可润
(新华社平壤 1 月 13 日电)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
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一大召开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1月13日，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祝贺老挝人民

革命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贺

电说：

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大以来， 以本扬

总书记为首的老挝党中央重视党的建

设，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

事业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老挝党中央发挥

领导核心作用，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我们为此感到由衷高兴。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是在老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进入新

的历史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必将

对推动老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深远

影响。我们相信，在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本次大会一定能够为推动

老挝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新的重要指

引和前进动力。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老两党两

国关系，愿同老方一道，在“长期稳定、睦

邻友好、彼此信赖、全面合作”方针和“好

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指引

下， 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

识，深化中老全面战略合作，推动双边关

系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为地区和平

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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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扩大疫情紧急状态区域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0万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 截至

13日19时10分 （北京时间18时10分），日

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845例， 累计确诊

304015例；新增死亡97例，再创单日死亡

病例数新高，累计死亡4276例。

同日， 日本政府应部分地方政府的

要求，决定在7日公布的实施紧急状态的

首都圈（1都3县）的基础上，新增大阪、兵

库、京都、爱知、岐阜、福冈和枥木等7个

府县为紧急状态区域。

据悉， 疫情紧急状态的结束期限统

一为2月7日。至此，日本国内进入紧急状

态的区域达到11个地区。 日本医师会长

中川俊男呼吁日本政府应尽早进行准

备， 根据当前疫情蔓延情况研讨日本全

国实施紧急状态的问题。

去年10月29日， 日本国内感染新冠

病毒人数达10万人。然而，随着疫情蔓延

形势的加剧，到12月21日，感染人数超20

万，后在仅仅3周多的时间内便又增加了

10万。 同时日本全国各地的单日新增感

染人数增势不减，多地屡创新高，防疫压

力巨大。

而日本国内各地提供的用于接诊新

冠患者的床位有限， 多地医疗资源紧张

局势加重。部分地方政府表示，当地医疗

体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东京的新冠

患者病床使用率已经超过八成， 多数患

者仍处于居家疗养、等候床位的状态。

此外， 日本政府日前确认国内共有

34名分别感染了英国、 南非以及拉美的

三种变异新冠病毒的患者。 来自拉美的

变异新冠病毒尚属世界首例， 变异新冠

病毒的传播能力及防治效果仍难界定。

为了强化对输入感染病例的预防管

理，日本政府决定自13日起，要求所有从

海外入境的人员均需提供核酸检测证

明。 如果入境人员不能提供相关核酸检

测证明， 日方检疫部门则会要求入境者

前往指定住宿设施进行隔离，在第3天实

施核酸检测， 检查结果为阴性的人员仍

被要求入境后居家隔离14天， 并要求禁

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本报东京1月13日专电）

受冷遇，蓬佩奥取消欧洲“告别之行”
1月13日， 就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准备出发访问欧洲的几小时前， 美国国

务院发布声明称， 取消此次欧洲之行，

以保证政权 “平稳而有序的过渡”。 但

外媒普遍认为， 蓬佩奥此次欧洲之行之

所以被迫取消， 是因为遭受卢森堡和欧

洲官员的冷遇。

《政客》 网站评论称， 美国国务院

对取消蓬佩奥欧洲之行的解释 “几乎没

有任何道理”。 因为国务院一方面宣称

该机构 “在过渡过程中进展顺利”， 一

方面又要求蓬佩奥留在华盛顿， 等待拜

登政府新任官员走马上任。

蓬佩奥此次 “欧洲之行” 原本是其

卸任前最后一次出访， 也被视为蓬佩奥

为角逐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所作的

准备。

据路透社报道， 蓬佩奥原计划于13

日与卢森堡外交大臣让·阿塞尔博恩会

面， 然后于13日至14日访问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 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和比利时外交大臣维尔梅斯会面。

就在蓬佩奥行程正式公布前夕 ，

卢森堡11日取消了阿塞尔博恩与蓬佩

奥原定的会面 。 卢森堡外交部对此拒

绝置评。

据报道， 阿塞尔博恩在特朗普支持

者6日冲击美国国会后第二天就在卢森

堡广播电台发表评论， 称特朗普是 “政

治上的狂热分子， 必须被送交至刑事法

庭”。 卢森堡首相贝泰尔也于7日在推特

上发文： “针对国会大厦的暴力行为是

对民主和新闻自由的猛烈攻击。”

福克斯新闻网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

话说， 卢森堡叫停此次会面， 对于一位

美国国务卿来说， 是来自一个国家 “毁

灭性的怠慢”。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伊恩·

布雷默在推特上表示， 不相信任何其他

一位国务卿会遭到如此冷遇。

按计划 ， 蓬佩奥在结束对卢森堡

的访问后 ， 本应于13日晚在斯托尔滕

贝格的私人寓所与其共进晚餐 ， 会面

不对外公开 。 但就在临行前一天 ， 蓬

佩奥致电斯托尔滕贝格告知其行程将

被临时取消。

路透社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分析

称， 蓬佩奥任期内最后一次访问布鲁塞

尔的行程如此之仓促， 日程中不仅没有

与欧盟官员会面的安排， 也没有与北约

秘书长进行公开会谈， 这是因为在美国

国会遭遇暴力冲击后， 欧洲盟友对蓬佩

奥的来访感到 “尴尬”。

维尔梅斯曾在推特上谴责美国会骚

乱事件， 她说： “这些图片令人震惊。

因为它们伤害了我们的民主理想。”

布鲁塞尔是北约和欧盟总部所在

地， 蓬佩奥曾在此与欧盟领导人会面，

并就 “美国优先” 的外交政策发表过讲

话。 不过， 在蓬佩奥取消欧洲 “告别之

行” 后， 路透社评论道： “蓬佩奥此次

遭受的冷遇和他昔日访问布鲁塞尔的热

闹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 ” “近三年

来 ， 蓬佩奥是特朗普风格的忠实执行

者 。 但在他的任期内 ， 面对美国外交

政策上的长期挑战 ， 他并没有取得显

著成就。”

国际 公告

美众议院将就弹劾案投票
彭斯拒绝罢免特朗普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2日电 （记

者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副总统彭斯当

地时间12日致信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

西， 拒绝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免

特朗普总统职务。当日晚些时候，众议

院依然正式通过决议， 敦促彭斯采取

行动。 美国国会众议院预期13日将对

弹劾案举行全体投票。

彭斯在信中写道:“我相信这一行

动不符合美国最大利益 ， 也有违宪

法。”他说，宪法第25条修正案只适用

于总统失去行为能力或残疾而无法履

行职责的情况， 在目前条件下罢免特

朗普将“开创一个可怕的先例”。据悉，

此前一天，彭斯曾与特朗普会晤。

当天早些时候， 国会众议院公布

了准备付诸表决的弹劾案最终版本，弹

劾条款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要求对

其进行 “弹劾和审判， 并免除其总统职

务，取消其拥有的相关荣誉、信用和有酬

职位资格”。

综合美媒报道， 占据众议院多数席

位的民主党人已获得通过弹劾案所需简

单多数票； 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决定不

劝说本党议员对弹劾案投反对票， 目前

至少3名共和党众议员已公开表态支持

弹劾案。

多家美媒12日援引国会参议院多数

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助手的话报道

说， 麦康奈尔对众议院推动弹劾感到高

兴， 认为特朗普犯下了可以被弹劾的罪

行，弹劾有助于使共和党摆脱特朗普。

12日早些时候， 特朗普在飞往得

克萨斯州视察部分建成的美墨边境墙

时宣称：“人们认为我发表的讲话完全

恰当”，弹劾是对他“执政以来最大规

模政治迫害的延续”，“正在引起巨大

愤怒”。

12 日 ，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

布备忘录谴责国会山骚乱事件， “提

醒” 全体美军捍卫宪法， 拒绝极端主

义。 据报道， 联邦执法部门正在追捕

的 150 多名国会山骚乱嫌疑人中可能

包括退伍和现役军人。

依据美国宪法， 众议院负责提出

弹劾案， 参议院负责弹劾案审理。 如

三分之二国会参议员支持弹劾， 特朗

普将被定罪。

参与病毒溯源
中国坦诚坦荡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国际

专家组将于 14 ?来华考察， 同中方

科学家就新冠病毒溯源进行联合科研

合作。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前表

示， 感谢中国和专家组相关国家对病

毒溯源工作的大力支持， 这不仅对防

控新冠疫情很重要， 对全球卫生安全

的未来以及应对具有大流行可能的新

型疾病威胁， 也很重要。

新冠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工作，

必须本着非常严谨的态度， 由科学家

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调查和研究。 疫情

发生以来， 中方本着开放、 透明、 负

责任态度， 率先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

合作。 世卫组织专家两次来华考察，

中方专家同世卫组织及国际专家组也

举行了多次视频交流， 积极分享中国

溯源成果和抗疫经验。 国际专家感谢

中方科学家在新冠病毒溯源方面开展

的大量出色工作。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

克尔·瑞安?前表示， 国际专家组赴

华考察的研究结果或将有助于形成科

学假设， 也可能导致在其他国家的进

一步溯源研究。 在病毒溯源及了解疫

情影响方面， 世卫组织会视情况需要

去往任何国家、 任何地区收集相关信

息。 世卫组织秘书处强调， 新冠病毒

溯源工作的目的绝不是追责， 而是就

人畜传播路径找到科学答案， 避免类

似流行病再次危及人类社会。

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国家的政客

和相关势力怀着科学以外的目的， 对

新冠病毒溯源工作进行政治化， 这无

助于科学研究， 也损害世卫组织与成

员国之间的信任， 严重妨碍世卫组织

和成员国的合作。 这些言行遭到世卫

组织和国际科学界强烈反对。 世卫组

织多次强调， 开展溯源活动必须基于

科学原则而不是政治化。

中国多次表示， 愿继续同世卫组

织加强合作， 推进全球溯源工作。 也

希望其他国家能和中国一样， 秉持积

极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相关合作。 各

方应共同努力， 以科学为指引， 以公

共卫生为目标， 才能推动病毒溯源工

作不断取得进展， 让人类面对未来公

共卫生威胁更有准备， 更有能力防范

和化解类似危机， 让新冠疫情造成的

人间悲剧不再有机会上演。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新华社北京 1 月 13 日电）

这张朝中社1?13?提供的图片显示的是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2?会议的现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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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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