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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发言人 5 日傍晚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正与韩国总统文
在寅派遣的特使团共进晚餐。
韩联社说，这是金正恩首次与韩方官员会面。
分析师解读，从韩国特使团成员的身份背景看，文在寅派团赴朝有两大期望，即缓和
半岛紧张气氛、促成朝鲜与美国对话。

韩国特使团抵达平壤开始访问朝鲜

青瓦台：韩国特使团
与金正恩共进晚餐

同/步/播/报
韩国特使团出发前往朝鲜 央视截图

青瓦台发言人：
金正恩“正在宴请（韩方）特使”
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 5 日傍晚告
诉媒体记者，以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
郑义溶为团长的特使团 5 日下午抵达
平壤。金宜谦说，金正恩“正在宴请（韩
方）特使”
。
韩联社报道，韩国特使抵达平壤
后，朝韩双方协商了韩方人员的访问
日程，敲定韩国特使当晚与金正恩会
面。晚宴当晚 6 时开始。
截至当晚 10 时，朝方没有证实金
正恩与韩国特使团共进晚餐的消息。
朝鲜中央电视台早些时候报道了特使
团抵达平壤、开始访问朝鲜的消息。朝
鲜中央通讯社的消息说，朝鲜祖国和
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等在平壤
国际机场迎接特使团一行。

访朝是对冬奥会之际
金正恩派遣特使访韩的回访
韩方说，
特使团访朝是对平昌冬奥
会之际金正恩派遣特使访韩的回访。
2 月 9 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
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领的高级别代

表团抵达韩国，出席当晚举行的冬奥
会开幕式。次日，文在寅在青瓦台会见
朝鲜高级别代表团并共进午餐。朝鲜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
作为金正恩的特使向文在寅转交了金
正恩关于改善朝韩关系的亲笔信，转
达了金正恩对文在寅访问朝鲜的口头
邀请。
韩联社先前报道，韩国特使团团
长郑义溶负有向金正恩转交文在寅亲
笔信的使命。
5 日临行前，郑义溶告诉媒体记
者：
“ 毫无疑问，我会传达文在寅总统
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构建真正永
久和平的坚定决心。”特使团预定与朝
方讨论南北对话，磋商朝鲜与包括美
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话的各种方案。

分析：韩方特使团两大诉求，
改善南北关系、促成朝美对话
首尔智库“朝鲜半岛未来论坛”访
问研究员金杜妍认为，从人员组成分
析，韩方特使团有两大诉求，即改善南
北关系、促成朝美对话。
特使团团长是访朝首席特使、青
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成员包括

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薰、统一部次官千
海成、国家情报院第二次长金相均和
青瓦台国政状况室室长尹建永，另有 5
名工作人员随行。
路透社援引一名韩国执政党官员
的话报道，选择郑义溶为代表团团长
是韩国政府在最后时刻作出的决定，
旨在说服美方与朝方对话，
“特使团要
带回一些成果，
从而说服美方”。
报道说，特使团结束访朝后还将
访美。
按这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执政党
官员的说法，郑义溶与美方高官关系
不错，尤其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关系
密切。
“他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能说
上话的人。
”
徐薰和文在寅曾一同在前总统卢
武铉政府内任职。2003 年，徐薰作为卢
武铉的特使访问平壤。当时与他一同
访朝的有随后任统一部长官的李钟
奭。李钟奭 2014 年在回忆录中写道，
徐薰是“与朝鲜谈判的首席谈判官”。
金杜妍说，韩国特使团由徐薰和
郑义溶主导，兼顾处理韩朝关系和韩
美关系。
“ 这种组合意味深长，能够说
明问题。
”
（新华社）

外交部：

韩方派特使团访朝
中方期待
取得积极成果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5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方5
日派特使团访朝，同朝方就
有关问题交换意见。中方认
为这是一件好事，期待有关
访问取得积极成果。
据报道，韩国总统文在
寅派遣的访朝特使团5日从
首尔启程前往平壤进行为期
两天的访问。
耿爽说，近期朝韩双方
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积极开
展对话互动，半岛紧张局势
迎来难得的缓和势头。中方
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并已
多次阐明这一立场。
耿爽说，韩方派特使团
访朝，同朝方就有关问题交
换意见。中方认为这是一件
好事，期待有关访问取得积
极成果。
他说，中方希望各方都
能以半岛和平稳定大局为
念，相向而行，把以冬奥会为
契机带来的对话延续到不间
断的对话，把朝韩之间的互
动扩大到各方包括朝美之间
的互动，把南北改善关系的
努力扩展到实现半岛无核化
和半岛持久和平的共同努
力。中方也愿为此发挥积极
作用。
（新华社）

影片中出现的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
“蓝鲸 2 号”

《厉害了，我的国》
票房破亿
众明星自发为影片点赞

巍巍中国，雄踞于世界东方
在工作岗位上的奉献和社会发展
的巨龙，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
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有筑起了
中央。
电影《厉害了，
我的国》以精
全世界最大人工林的坝上三代
准的视角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人，有享受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国的发展和成就首次以纪录片的
制度的居民，有基层扶贫干部挨
形式呈现在大银幕上，于3月2日
家挨户探访的生动纪实……聚焦
正式登陆全国影院，
辉煌呈现。
影
百姓生活，
记录中国故事。
家国相
片通过镜头展现强国风采，
传递中
依，每一个个人梦想的实现都反
国力量，
为观众带来视觉与心灵的
映了中国的强国风范。
双重震撼。截止到3月5日上午，影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引发
片票房突破1亿元。
《厉害了，我的
年轻观众的热议，不少明星也自
国》除了引发观众的热议，
杨洋、
吴
发以各种方式为影片点赞。演员
京、
李晨、
张一山、
秦岚等不少明星
杨洋在微博上写道：
“ 厉害了，我
也自发为该片点赞。
的国！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也是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从圆
奋斗者的时代，一个看得见的辉
梦工程、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
煌中国背后有无数不懈奋斗的中
色中国、共享小康、开放中国几个
国人！
让我们一起支持影片《厉害
角度对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加以
了 ，我 的 国》，为 强 大 的 中 国 骄
集中展现。一个个大国重器是中
傲！
”著名导演顾长卫：
“祝愿我的
国科研领域硕果累累的真实反
祖国国泰民安，祝愿人民幸福美
映；
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
满”
。著名演员孙淳：
“一定要走进
港、中国网等举世瞩目的成就，
是
电影院看看我们的祖国翻天覆地
对国家实力的极佳写照；坚守梦
的变化。”著名导演张一白呼吁：
想的工程师、科学家、拓荒者们， “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中国人，
是谱写时代鸿篇的挥毫泼墨者； 厉害了中国电影人。
”作为青年演
城市中闪耀的万家灯火，正是对
员的代表，张一山表态说：
“ 我能
国泰民安的最好注解！时代的洪
够生长在五星红旗之下是我的自
流滚滚而来，电影《厉害了，我的
豪，
甚至是骄傲。
我觉得我们年轻
国》用影像定格属于中国的每一
一代会为祖国继续奋斗，会让我
个辉煌瞬间，
凝聚中国力量，
弘扬
们的祖国变得越来越厉害。”
李晨
中国精神、彰显崇高之美，
扬我强
表示：
“希望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展
国国威！
现《厉害了，
我的国》。
”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除了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将辉煌成就予以展现，还将个人
实习生 刘珂君

这些领域或迎战略性机遇

《水形物语》获第9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
3月16日将在中国内地正式公映

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于北京时间
3月5日上午举行，
各大奖项一一揭晓，
吉
列尔莫·德尔托罗凭借《水形物语》获最
佳导演；
加里·奥尔德曼凭借《至暗时刻》
获得最佳男主角；
弗朗茜·麦克多曼德凭
借《三块广告牌》获得最佳女主角。
最佳
影片由《水形物语》获得，
成都商报记者
从影片的中国片方获悉：
《水形物语》将
于3月16日在中国内地正式公映。

专栏
成都商报特约奥斯卡评委卢燕
独家点评第90届奥斯卡获奖作品

卢燕与加里·奥尔德曼合影
说起奥斯卡华人评委，必
须要提下电影圈的老前辈卢
燕，上世纪50年代末她就从影
好莱坞，拿过金马影后，资历深
厚，被好莱坞主流认可；她还是
奥斯卡评选委员会首位华人评
委，现为奥斯卡终身评委。第
90届奥斯卡颁奖颁奖后，92岁
高龄的卢燕抽时间为成都商报
撰写专栏，亲笔点评获奖作品，
揭秘评奖幕后。作为评委，卢燕
直言自己投的票都比较符合最
终的颁奖结果。

每年奥斯卡颁奖后，热门影片能
否在中国影院放映备受影迷关注。今
年入围的影片中，
《至暗时刻》
《寻梦环
游记》
《公牛历险记》
《至爱梵高》
《敦刻
尔克》
《奇迹男孩》等已在中国内地公
映。本届奥斯卡的三部热门影片《三块
广告牌》
《水形物语》
《金钱世界》已确
定在3月上旬引进中国内地。
由 雷 德 利·斯 科 特 执 导 ，米 歇

尔·威廉姆斯、马克·沃尔伯格、克里
斯 托 弗·普 卢 默 等 联 合 主 演 的 犯 罪
剧情片《金钱世界》在3月2日公映，
该片获得去年的金球奖最佳导演、
剧 情 类 最 佳 女 主 角 、最 佳 男 配 角 三
项 提 名 ，同 时 获 得 了 今 年 奥 斯 卡 最
佳男配角提名。
纵观本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热门提
名影片名单，
《水形物语》无疑是风格

最为奇异的一部。导演德尔托罗在狭
窄的封闭空间内为观众打造了一部惊
世骇俗的年度奇幻唯美爱情神作。他
表示，
“我是在以我理解的方式去描写
爱情。
你与某人坠入爱河的一刻，
并非
是你看着某人，
他或她就喜欢上了你；
而是他或她看着你，你存在于他或她
眼中的那一刻。
”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刘珂君

《水形物语》在视觉上很有创意
加里·奥尔德曼获最佳男演员当之无愧
◎文/卢燕（奥斯卡华人评委）

我投的票都比较符合最终的颁
奖结果。
今年的奥斯卡入围影片从制作
成本来说相对比往年的片子小，影片
内容对个人故事或实时话题比较关
心。反映的问题或大或小，但它们都
是有意义的片子，都会或多或少对现
代社会或者人类意识产生一些积极
的影响。
今年奥斯卡每部片子都各有它
们的特色和长处。有些是反映社会问
题，有些反映历史事件等。从这个角
度来说它们不分高下，因为影响力和
意义是不可测量的。
在我看来，最佳影片《水形物语》
是一部在视觉上很有创意的片子。主
题也比较大胆，除了讲述人和鱼之间
的爱情，还反映了很多社会情况。
加里·奥尔德曼凭借在影片《至
暗时刻》中的表现，获得最佳男演员
当之无愧。影片讲述1940年的二战时
期在备受纳粹势力侵袭下，英国首相
温斯顿·丘吉尔（加里·奥尔德曼 饰
演）面对纳粹侵略的危急关头，须直
面社会的动荡和自己肩头的责任，在
与纳粹达成和平条约或争取国家的
自由的选择下，顶住威胁和党派的动

摇，以不屈的信念，在黎明前的黑暗
经受了人生最黯淡和矛盾的时刻，最
终做出影响英国，乃至影响世界进程
的重大决定。
这 是 一 部 传 记 历 史 片 ，但 最 令
人感叹不已是加里·奥尔德曼对丘
吉尔的诠释和精彩的人物塑造。外
表的相似并不足以让人信服，加里
扮演的丘吉尔可谓深刻入骨。影片
中的丘吉尔一丝不苟，严厉却贴近
角色和人物职责，但属于人物的那
一丝接近于任性的俏皮则更加贴近
于生活。烟不离手，骄傲外放，影片
中丘吉尔小动作丰富：好动的手指，
徘徊的步伐，凌乱的头发，和说话时
喘息颤抖的嘴唇，眉眼间不自觉的
抽搐抖动都恰到好处，深入诠释并
立体了一个完整独特，又充满色彩
的老年个体。
加 里·奥 尔 德 曼 的 演 技 让 一 部
枯乏的历史剧脱颖而出，不仅让观众
增进对英国首相的了解，还诠释了一
个活生生的丘吉尔。这样有血有肉的
表演，以及刻画入微的人物魅力，这
次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我觉得非
他莫属。
弗朗茜·麦克多曼德凭借《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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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牌》获得最佳女主角，她的表演
非常到位，贴切地演绎了复仇母亲内
心的挣扎与纠结。她的角色是充满矛
盾的，坚硬与柔软，痛苦与正义，凶狠
与善良……她完美的诠释给了电影
和角色生命，
使人感慨。
麦克多曼德在《三块广告牌》中
生动刻画了一位坚毅的美国小镇母
亲，为了替遇害的女儿复仇，买下3块
广告牌，写上讽刺话语对当地警方施
压。这是麦克多曼德第二次斩获奥斯
卡奖。
工装服加上头巾，剧中麦克多曼
德的扮相充满男人相，她语言刻薄，
尖酸冷血。但身为母亲，路过广告牌
的她咬着手指甲，内心纠结但深思熟
虑，最终为了女儿做出决定。冷酷无
情的外表下仍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心，
广告牌下和鹿的对话单纯美好，让人
感动并感叹角色在经历磨难后的内
心变化及人物在愤怒下转变为矛盾
体的无奈和悲哀：坚硬与柔软，痛苦
与正义，凶狠与善良，都是同一个人。
她挣扎，沉沦，也在极端中寻求平衡
与解放。
（有删节）
卢燕寄自好莱坞 卢燕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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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A股市场总体平稳运
行，波动幅度不大。最终，沪指小
涨2.40点，以3256.93点报收，沪市
成交量萎缩到1741.5亿元。不过，
中小创个股继续扮演黑马角色，
创业板指数大涨1.34%，进一步逼
近年线关口。
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有哪些信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为
定调政府工作重点的重要文件，
历年来都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焦
点，
因为其中很多涉及的产业、
领
域，
都有可能成为市场的热点。
以去年为例，2017年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培育壮大包
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产业，
“人
工智能”也首次被写入了全国政
府工作报告。
正是受此消息影响，
人工智能板块是去年资本市场一
大热点所在，A股市场出现了不
少牛股，如科大讯飞、中科信息、
中科曙光、汉王科技等。同时，去
年人工智能分类指数也是大幅上
涨。
由此可见，政府工作报告中
涉及的一些重要领域，在新的一
年中，确实可能成为市场一个中
长期的热门领域，甚至可能将迎
来新的战略性机遇。
那么，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
点？在我看来，有以下几方面，值
得我们在今年保持关注。
首先，
科技创新和新经济，
是
未来应该重点关注的领域。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
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制造强国
建设。
推动集成电路、
第五代移动
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等产业发展。
其次，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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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工作报告提出，国有企业要通
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前
列。
同时，
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科学制定规划，
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依靠改革创新壮
大乡村发展新动能。感觉国企改
革这个题材，有可能在今年又是
一个热点。
此外，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
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深
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
上述领域或值得投资者今年
重点关注。
再看A股市场，富士康概念
股、工业互联网板块昨天继续是
热点。富士康概念股中的安彩高
科涨停，而作为富士康的上游供
应商，
宇环数控、
京泉华也都强势
涨停。
此外，昨天工业互联网板块
的用友网络强势涨停，而用友网
络也成为今年表现最牛的个股之
一。
年初以来，
用友网络累计涨幅
已经高达93.57%，有可能成为今
年 首 只 翻 倍 的 个 股（次 新 股 除
外）。
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总经
理王建军在广东省代表团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的分组讨论会上表
示，
今年深交所的重中之重，
就是
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特别
是新经济，要对“独角兽”企业在
深交所上市开设绿色通道。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本 周 即 将
IPO上会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未来或将在上交所
挂牌交易。现在，深交所提出要
对“独角兽”企业上市开通绿色
通道。而港交所其实也一直在力
推，
解决同股不同权的问题，
以吸
引更多科技创新类公司在港交所
上市。由此看来，未来一段时间，
这个所谓“独角兽”概念股的热
度，可能一时半会还不会彻底降
温吧。
（张道达）

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