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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月中叶， 罗马尼亚文
化学院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介绍中国
艺术界重要人士，活动引起罗马尼亚
艺术家、新闻界及文化爱好者的注
意。最重要的活动是“公共空间——
欧盟与中国分享观念”系列研讨会，
其中罗马尼亚文化学院发挥协调者
和合作举办者的作用。在此之前，布
加勒斯特文化学院总部还迎接了中
国视觉与造型艺术展览会,借此机会
展出吴为山、朱乐耕、潘鲁生、致民、
礼江等中国著名艺术家的雕塑、摄影
或剪纸作品。

系列研讨会之前，罗文化院还举
办了 7位中国艺术家在几个欧洲国
家留驻培训时的艺术计划介绍。第
六届中欧文化对话活动于2014年10
月15至17日在布加勒斯特议会大厦
举行。这种每年一次的活动是在
EUNIC-全球欧洲国家文化学院联盟
倡议下举办的，合作主办者是中国艺
术研究院，今年是在罗马尼亚文化学
院的协调下举行。在活动三天期间，
举行了积极的讨论，参加研讨会的一

百多名中国和欧洲建筑师、艺术家和
文化政策负责人都认为这次活动取
得很大成功。“公共空间——欧盟与
中国分享理念”这个题目极为现代，
考虑到全球城市化程度过高，而未来
城市外貌对欧洲和中国人构成挑
战。与会者讨论了艺术家如何使公
共空间更加活跃，赋予新的价值及解
释并让市民参与；并市民参与的经
济、文化与社会价值；建立可持续性
城市；扩大想象力、创造性以及对未
来的理念。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持人，罗马尼
亚参议院院长瓦雷利乌·兹高内亚强
调了研讨会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罗中
有着优越的关系及今年庆祝两国建
交65周年的背景下。

此次活动协调者——罗文化院
院长利里安·赞菲洛尤指出：“你们参

与此次活动证明了，当因着慷慨的意
念而聚集众人的能量时，什么事情都
可以实现。”全球欧洲国家文化学院
联盟主席安妮卡·润贝女士也强调了
这个观点，她指出：“艺术家的视野和
重要，因为一位艺术家会讲出人类内
心的语言，而且我们普遍的人只能试
图发现这个语言。”

来自中国天津大学的董雅教授
说：“当今中国70%是城市居民，这
导致繁忙的交通、污染的空气等后
果。这些问题都要解决。”董雅教授
提到布加勒斯特有不少建筑物与中
国建筑相似。他主张采用传统的风
格，以表现各个地方不同的特点。
罗文化院副主席日格曼认为：“解决
办法也许不同，但许多问题是相同
的。”

此次项目策划人兼爱尔兰考克

国家雕塑工厂主任玛丽·麦克尔西
在为期三天的项目结束时指出，“艺
术家间的对话与政界人士的完全不
同，常常更加有效。这些天在布加
勒斯特的讨论既健康又开放，并植
下来不少想法。“这次项目举办者还
强调第六届中欧文化对话的主要成
功是在维也纳、林茨、柏林、斯德
哥尔摩、布鲁塞尔和考克这几个欧
洲城市驻在国的计划。在一个月

内，来自中国的 7位艺术家经历了
新的艺术经验并分享了所取得的知
识。他们中有来自上海的建筑师卜
冰，他介绍了斯德哥尔穆Katarina⁃
hissen桥梁的象征性外貌，其特点
是：梁柱修筑在不同的层面上。玛
丽·麦克尔西女士认为：“这是我们
对话的很恰当的比喻：两个不同的
文化间的桥梁。”

对罗马尼亚来说，中欧文化对
话有特殊的意义：今年庆祝两国建
交65周年。正如罗文化院院长赞菲
洛尤所说：“我们重视这个纪念周
年。尽管罗中相聚遥远，两个国家
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论是在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我们将通过
这次活动及不久在北京建立罗马尼
亚文化院来庆祝这一时刻。罗文化
院的作用是展现两国文化之间的接
触面。”

中欧文化对话的想法很简单：将
两个文明并列起来，呈现各个文明最
好的一面，共同分享，一道寻找并提
供应付当代挑战的措施。

G20澳大利亚峰会期间，俄罗斯
总统普京接受德国媒体专访，就西方
借乌克兰危机对俄制裁发表看法时
表示，对俄制裁损害了全球经济，俄
罗斯有能力抵制制裁。

在德国电视一台于 16日发表的
专访中，普京说，制裁“违背世贸规定
的原则，也违背了我们在G20范围内
试图建立起来的框架”，并且损害了
包括俄罗斯在内全球经济。

普京自信地说，“对欧洲某些产
品出口限制，为我们带来刺激自己去
生产这些产品”。依靠原油和天然气
赚的钱进口产品的情况已经成为过
去，“现在我们应该不仅考虑怎样开
采原油和天然气去销售，还必须考虑
怎样自己生产其它产品。我们有科
技方面的优越性，我可以肯定地说，
所有技术性的挑战，包括国防方面，
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

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在
0.5%到0.6%，预计明年能达到1.2%，

后年将达到 2.3%，再往后争取实现
3%。普京说：“当然我希望这些数字
看上去是更好些，但(经济)是在增长
中。我们认为预测的数字一定能够
实现”。

普京认为西方对俄制裁是不公
平的。他说，到目前为止，俄罗斯银
行已给予乌克兰贷款250亿美元。俄
罗斯石油公司银行，单是今年就为乌
克兰提供能源贷款 14到 18亿美元。

“由于乌克兰伙伴无法完成贷款义
务，我们的银行有权提前终止贷款，
但我们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样做会使
乌克兰金融系统垮掉”。

“我们不想加重矛盾。我们希望
乌克兰重新恢复元气。但在银行的
问题上，涉及到金融机构，涉及到股
份公司，也有外国资金股份。所有这
些归结为：每一种制裁都将产生不良
后果，对国际经济及金融系统是个损
害”。

当记者问“金砖五国”组织的发

展银行目的是否抗衡西方金融市场
时，普京表示，“金砖五国”的金融机
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备同样功
能，可看作是相应机构，但目的不同，
主要是为五国的发展而设，因此不会
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普京说，西方设定的“泛大西洋
联盟”或者“泛太平洋联盟”非常不切
实际。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看，“金砖
五国”的购买力达到37兆美元，而G7
国只有34.5兆美元。“金砖五国”的经
济增长也已经领军世界。“我认为，不
能局限于建立地区性联盟，而应该在
全球联盟”。

普京最后表示，通过俄罗斯和德
国之间的合作，为德国带来了30万左
右的工作岗位。“如果我们的金融机
构被切割，俄罗斯与德国伙伴共同的
经济机构不能保证贷款，或者降低贷
款数，迟早不仅为我们，也将为德国
带来损害”。

（本文来自中新网）

“欧盟与中国分享观念”系列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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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防部门多名消息人士
说，英国数周前秘密派遣地面部
队进入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
极端武装，打死数百名极端武装
人员。而英国政府先前多次表
示，只在伊拉克境内实施空袭和
侦查行动，不会出动地面部队。

英国《星期日邮报》23 日报
道，当局于4周前开始派遣地面部
队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武
装目标。配备狙击步枪和重机枪
的英国特种空降部队士兵乘坐四
轮摩托车在黑夜掩护下出其不意
地袭击极端武装。

这家报纸报道，这一游击队
式突袭行动以“伊斯兰国”主要供
给路线和一些汽车检查站为目
标。首先，特种空降部队多名指
挥官依据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和拦

截“伊斯兰国”领导人的通话记录
确定潜在目标。

指挥官一旦确定目标便会下
达进攻命令。士兵随后从秘密基
地登上英国空军“奇努克”式运输
直升机进入伊拉克境内“伊斯兰
国”控制区域，前往目标地点。

由于直升机引擎声音过大，
为防止极端武装发现，运送士兵
的直升机会在距离目标地点大约
80公里的地方降落。执行突袭任
务的士兵乘坐四轮摩托车前往目
的地。这类全地形四轮摩托车可
装配重机枪。

多名英国国防部门消息人士
说，过去 4周内，这支精英部队执
行一系列突袭行动，杀死数百名
极端武装人员，“每天最多可消灭
8名恐怖分子”。

据报道，这名游客今年42岁，来
自俄罗斯。在游览罗马斗兽场时，他
用石头在墙上刻了一个25厘米长的
字母“K”——他姓氏的首字母。他在
刻字时被景区保卫员发现，随即被警
方逮捕。之后，法院判处其 4个月监
禁，缓期执行并罚款20000欧元。

罗马斗兽场景区管理处主任罗
塞拉·芮亚说，20000欧元的罚金合
情合理，因为这名游客破坏了“一个
伟大的、标志性的古迹”。“在这些具
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的墙上写字是被
严厉禁止的。”她说。

罗马斗兽场每年接待的游客超
过 600万。迄今为止，今年共有5名游
客因为在建筑的墙上刻画而被警察阻
止。其中包括一名澳大利亚游客和他
的儿子，还有两名青少年（一名来自巴
西，一名来自加拿大）。这些青少年因
为还是未成年人所以躲过了惩罚。

古罗马人也曾在斗兽场的墙壁
上涂鸦。这些涂鸦还被保存下来，并
成为令意大利人骄傲的艺术品在斗
兽场展出。涂鸦展示了旧时代的图景
和那些在斗兽场英勇搏斗的角斗士
的形象，与现在这些在墙上乱涂乱画

的“作品”没有可比性。芮亚说：“那些
涂鸦是漂亮的艺术品，具有历史底
蕴，它们非常重要。”

罗马的一名人类学家达立斯·阿
里亚说，这笔罚款给那些喜欢破坏文
物的人发出了一个有力的信号。“这
是一笔非常高的罚金。这就好像在说

‘我们不会再容忍破坏者’。提高罚金
是一种新的保护措施。”

这次处罚也赢得了一些在罗马
旅行的游客的支持。来自英国的游客
科尔斯蒂·瑞克说，惩罚胡作非为的
游客是“一个很棒的决定”。

近日意大利罗马一古代墓穴被发现，墓穴埋
葬了多位“土豪”，每具尸体都只剩下骸骨，但几乎
全身披满金银珠宝，而且被证实全是真货。目前
这个集体墓穴埋葬的“土豪”身份还不清楚。

在罗马斗兽场刻一个字母
被判4个月监禁加两万欧元罚款

每具尸体都披金挂银
罗马发现“土豪”墓葬群

英国秘派部队赴伊
地面打击“伊斯兰国”

荷兰方面人员和乌克兰哈尔
科夫当局及调查人员开会协商后
决定，马航MH17的残骸将通过汽
车运往荷兰进行复原。

目前失事飞机的残骸还保存
在哈尔科夫，哈尔科夫州长伊戈
尔·巴鲁塔称“体积最大的一些残
骸将被分解，然后再运送到荷兰。”

巴鲁塔表示，早前这些残骸用
12节列车厢运送到哈尔科夫，但一
些大的残骸是通过汽车运输到这
里的，总共动用了5辆重型卡车。

另外，一辆冷藏车将遇难乘客

尸体运送至此，11月 28日这些尸
体将空运回荷兰。但迄今为止，有
关方面还没有宣布何时会将飞机
残骸运送到荷兰。

收集失事客机的碎片行动开始于
11月16日，专家希望通过复原飞机残
骸来调查飞机失事原因，荷兰政府方面
于当地时间23日表示，针对马航MH17
航班残骸的收集工作已经结束。

7月 17日，搭载有 298人的马
航MH17航班在乌克兰靠近俄罗斯
边界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目
前飞机坠毁原因还在调查中。

马航MH17残骸将通过汽车
运回荷兰 具体时间未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