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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亮）继2013
行走中国——海外华文媒体青海
行之后，由美国《新世界时报》、
《华盛顿中文邮报》、罗马尼亚《欧
洲侨报》、日本《关西华文周报》、
希腊《中希时报》等海内外知名华
文媒体共同发起成立的世界华文
传媒书画艺术联盟悄然在美国首
都华盛顿成立，她是一个以传播
中华书画艺术、搭建海内外交流
平台为己任的非盈利性组织。

联盟主席由罗马尼亚《欧洲

侨报》总裁高进先生担任，美国
《新世界时报》 CEO倪涛先生任
秘书长，联盟成员媒体遍布世界
各地，各国的联络处也正在建
立。中国联络处设在六朝古都南
京。

联盟主席高进先生对联盟的
将来充满希望，他希望通过这个
平台，为海内外的书画艺术家们
服务，为他们搭建一座通往世界
各地的桥梁，把中华文化传播到
世界的各个角落。高先生说：中

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深厚，而书画
艺术正是反映着中华文化最具代
表性的一门艺术。我们从事海外
媒体同仁，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让长期侨
居海外的华人华侨了解祖国的文
化事业。这也将会是我们构筑中
国梦的未来最最精彩一笔！

联盟秘书长倪涛先生对联盟
的组建花费了不少心思，联盟的
总部设立在《新世界时报》社，他
长期默默的支持着中国的书画艺

术事业。在联盟还未成立之前，
他就安排《新世界时报》、《华盛顿
中文邮报》等知名海外媒体，不定
期的免费为书画艺术家发表艺术
作品。倪总说，今后，大家不只是
可以为书画艺术家们发表作品，
还可以联合世界各地华文媒体共
同举办书画交流活动、汇报展览
等等，意义非凡。

联盟成立后，美国《华盛顿中
文邮报》已单独开辟出《中国文
化》专版，每期介绍一位杰出的书

画艺术家。《人民日报》海外版（非
洲华侨周刊）也专门拿出专版《文
化中国》，每期介绍两位书画艺术
家。美国《新世界时报》、日本《关
西华文时报》、罗马尼亚《欧洲侨
报》等老总们也纷纷表示尽快开
辟专版或专栏，报道介绍中国书
画艺术。

相信，通过他们的不断努力，
日积月累，中华书画文化艺术将
在全球发扬光大，中国梦也将越
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传播中华文化艺术 搭建海外交流平台
世界华文传媒书画艺术联盟在美国悄然成立

去年 10月，荷兰鹿特丹的
当代美术博物馆一夜之间丢失
7幅世界名画，失窃作品包括毕
加索的《小丑》、莫奈的《滑铁卢
桥，伦敦》和高更的《窗口前的女
孩》等世界大师级名画，央视报
道称，这些名画价值高达数千万
美元。7月 17日这些被盗的名
画终于有了下落，但不幸的是如
今已变成了一堆灰烬。

去年 10月 16日凌晨 3时左
右，神秘盗窃团伙设法避开了荷
兰鹿特丹的当代美术博物馆内
高度安全的警报系统，迅速盗走
了 7幅正挂在该博物馆墙壁上
进行展出的名家画作，其中包括
毕加索的《小丑》、马蒂斯的《穿
白黄上衣的读书女孩》、莫奈的
《滑铁卢桥，伦敦》和《查灵克罗

斯桥，伦敦》、高更的《窗口前的
女孩》、迈耶·德哈恩的《自画像》
和卢奇安·弗罗伊德的《闭眼的
女人》。

案发后，荷兰警方立即联
手全球多个国家的警方展开调
查。今年初，罗马尼亚警方根
据线人密报，拘捕了 7 名嫌
犯。然而，由于这 7名疑犯对
失窃名画的下落始终守口如
瓶，直到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
这个团伙头目的母亲——奥尔
加·多加鲁。

案发后，荷兰警方立即联
手全球多个国家的警方展开调
查。今年初，罗马尼亚警方根
据线人密报，拘捕了 7 名嫌
犯。然而，由于这 7名疑犯对
失窃名画的下落始终守口如

瓶，直到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
这个团伙头目的母亲——奥尔
加·多加鲁。

据多加鲁交代，起初她帮助
儿子把这 7幅画埋在一座废弃
的房子里，之后又转移到了村子
里的墓地。今年 2月，警方开始
搜查她所住的村庄，慌乱之下，
她把这7幅画从墓地里挖出来，
扔进火炉里一把火给烧了。

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
的工作人员对这些纸灰进行技
术分析之后表示，这些灰烬里确
实有颜料、画布等物质，但到底
是不是那 7幅失窃的名画还有
待进一步调查。如果最终证实
被烧的确是那被烧的7幅作品，
这些大师的传世名作今后就只
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2013年 7月 19日，驻罗马
尼亚使馆与近日赴华出席中国
—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
的罗地方省市领导人举行座谈
会。霍玉珍大使等使馆主要外
交官及来自布加勒斯特、多尔
日、伊尔福夫、登博维察、阿
尔杰什、久尔久、比斯特里察
等 7 个地区的省长、市长出

席，双方就落实中国—中东欧
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成果、筹
备明年中罗建交65周年相关活
动、两国文教和科技合作、青
年 交 往 等 问 题 进 行 互 动 交
流。

座谈会前，使馆请来宾重
温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
导人会议视频录像。

欧盟“极端光基础设施-核
物理”（ELI-NP）于 2013 年 6 月
14日在邻近布加勒斯特的默古
雷莱开工建设，首期工程是专为
安放激光器的极具专业化的建
筑群。罗马尼亚总理蓬塔、欧委
会委员约翰内斯·哈恩等参加了
开工仪式。

该建筑主体不与地面直接
接触，而是建在一套具有超级减
震系统的缓冲器上以减弱来自
地面的震波对建筑主体及激光
器的影响。一期工程将于 2014
年完成，此后激光器及相关设施
将在2017年完工并运转。

罗马尼亚ELI-NP项目总投
资预计超过3.6亿欧元，由欧盟支
付83%，其余由罗政府提供。欧盟
基金在未来数年分期提供资金。

背景资料：ELI（极端光基础
设施）是欧洲项目，涉及 13个欧
盟成员国的 40 个研究学术机
构。该项目的基础设施在统一管
理的前提下分建在欧洲的四个
地点。其中，核物理科学部分建
在罗马尼亚（ELI-NP）；强场科
学部分建在捷克（ELI-BF）；阿
秒 科 学 部 分 建 在 匈 牙 利
（ELI-AF）；超 强 场 科 学 部 分
（ELI-EFS）还在选址中。

7月 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裁拉加德结束了对罗马尼
亚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拉加德
祝贺罗马尼亚财政赤字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三年内成功
下降 6个百分点，并于今年结束
了欧盟“过度赤字程序”。认为罗

马尼亚应更加重视同欧洲邻国
及欧盟委员会的依存关系，继续
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以创造就
业和增强竞争力，从而在欧盟大
家庭中实现繁荣和包容性增长。
此外，罗政府还应着力改善投资
环境、增加欧盟资金吸收率。

罗马尼亚最高法院12日一审
判决交通部长费内基乌有期徒刑
5年，剥夺部分权利 3年，罪名
是在“变压器案”中同谋滥用职
权。这是罗马尼亚有史以来首位
在职部长被司法部门判刑。

在当天的“变压器案”审判
中，费内基乌的兄弟等另外 5名
涉案人员也同案被分别判处 5年
至 7年徒刑。同时，法院责令罪

犯赔偿受损公司 632.7 万列伊
（约合187万美元）。

罗马尼亚国家反贪局检察官
2012年 6月起诉费内基乌，指控
他在 2002年至 2005年间利用他
的公司收购30年役龄的二手变压
器和断路器，然后与国营的摩尔
多瓦电力公司负责人合谋，以新
变压器的价格转售给这家国营公
司，从中谋取不法收入。

在法院作出上述裁决后，罗
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签署了解除
费内基乌部长职务的总统令。总
理蓬塔将临时代任交通部长。

费内基乌是现执政联盟中国
家自由党的重要人物，2000 年
至 2004 年任东北部雅西县地方
议员，2004 年当选众议员并连
任至今。2012年 12月出任交通
部长。

IMF总裁：罗马尼亚应在欧盟
大家庭中实现繁荣

世界最强激光器在
罗马尼亚开工建设 2017年运转

驻罗马尼亚使馆与
罗地方领导人举行座谈会

母亲为儿脱罪 烧数千万美元名画
毕加索《小丑》 迈耶·德哈恩画作《自画像》

英国画家卢奇安·弗罗伊
德的《闭眼的女人》

罗马尼亚交通部长被判5年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