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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圆明明园园珍珍品品法法国国失失窃窃
窃贼7分钟偷走枫丹白露宫中国馆15件藏品

日印德巴四国

推进“入常”合作

本报讯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
本外务省2日宣布，正积极寻求成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
本、印度、德国和巴西的政府代表2

月27日在柏林召开了局长级会议，
确认将就“入常”一事推进合作。

据报道，当天，日本常驻联合
国代表吉川元伟等出席了会议。会
上各方达成共识，为迎接联合国成
立70周年，将就安理会改革开展紧
密协作，并积极推进与赞成改革的
国家的合作。

此外，四国还对新上任的安理
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机制主席、牙买
加常驻联合国代表拉特雷表示了
大力支持。

今年1月，在联合国总部召开
的亚太地区加盟国会议上，围绕安
理会下届常任理事国改选一事，日
本得到加盟国同意、成为地区统一
候选国。在2015年10月举行的联合
国大会的投票上，如果获得2/3以上
投票，日本将成为非常任理事国，
任期为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

据中新社

美俄“开放天空”

美德将侦察俄领空

据新华社消息 俄罗斯国防
部官员１日宣布，美国和德国将于
本月２日至７日派遣飞机在俄罗斯
领空进行侦察飞行。雷日科夫介
绍，美德两国飞行员执行任务期
间，俄罗斯也将派遣专家搭乘同一
飞机，以监督美德观察员操作和所
用设备是否符合条约规定。

此前一天，雷日科夫宣布，俄
罗斯依据同一条约于３月１日至８日
分别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空进行
侦察飞行。根据俄方说法，此举意
在提高签约国之间在军事领域的
互信和透明度。

《开放天空条约》１９９２年由欧
安组织２７个成员国在芬兰首都赫
尔辛基签署。条约规定，签约国之
间可以对对方领土进行非武装方
式的空中侦察，以检查其执行国际
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增强军事透
明度，避免由于猜忌而造成的紧
张。俄罗斯于２００１年５月批准了这
个条约。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该条约开始
生效，现有３０多个签约国。

所有签约国中，美国与俄罗斯
之间的相互空中侦察最受关注。不
过，目前双方“开放天空”的象征意
义仍大于实质意义，两国都采取各
种手段避免对方真正获取己方情
报。

曾与俄方合作参与“开放天
空”侦察任务的美军指挥官克里
斯·纳尔逊说，这项条约鲜为人知。

“每当我提及俄罗斯飞机在美国领
空执行侦察任务并拍照时，人们都
大吃一惊。”他说。

纳尔逊介绍，根据《开放天空
条约》，美俄两国对在本国领空进
行侦察飞行的起点作出详细规定。
根据纳尔逊的说法，进行侦察飞行
时可以拍照，但所用设备必须符合
条约规定。目前，侦察人员只能使
用较低像素的老式相机。这种相机
可辨识飞机、坦克和车辆，但无法
看清它们的型号。

“伊斯兰国”释放

１９名亚述人质

据新华社消息 一些人权观
察团体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１
日释放几天前在叙利亚劫持的１９
名亚述人质，其余２００多名亚述人
质仍被“伊斯兰国”控制。

亚述人人权网主管爱德华说，
部族首领与“伊斯兰国”２月２８日就
释放人质进行谈判，“伊斯兰国”一
个宗教法庭当天决定释放１９名人
质，条件是每名人质缴纳一定数额
的“人头税”。

爱德华说，不确定赎金具体数
目。不过，“伊斯兰国”去年１１月曾
释放一些亚述人，收取每人１７００美
元赎金。

亚述人有４０００多年历史，祖先是
西亚两河流域的古亚述王国居民。
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后，不少亚述人从
伊拉克迁往叙利亚和约旦等国。

被偷的是镇馆之宝

路透社报道，枫丹白露宫
曾是从路易七世至拿破仑三世
等法国君主的住所，如今这里
是座国家博物馆。据介绍，在西
方博物馆中，收藏和展览圆明
园珍宝最多最好的要数枫丹白
露宫，其中国馆收藏文物1000
余件，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从
圆明园掠夺而来的大量文物。

在这家博物馆内，最为人
知的一件藏品就是圆明园的景
泰蓝麒麟，它于1860年“火烧圆
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不
幸的是，这件文物也在此次失
窃之列。另外一件被窃文物是
金曼扎，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
的中国文物精品。金曼扎是藏
传佛教的寺庙摆设品，金罐通
体如意花纹闪闪发光，并镶有
珍珠、绿松石等多种宝石，非常
奢华。

法国文化部在一份声明中
说，这些失窃的稀世珍品还包
括暹罗国王１８６１年访问法国时
赠送给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

一顶王冠。声明说，失窃藏品来
自中国以及暹罗（即如今的泰
国），由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
妮皇后收藏。她把这些艺术品
珍藏在１８６３年建造的中国馆
内。

窃贼目标非常明确

按照法国文化部的说法，
这起盗窃案发生在枫丹白露宫
内守卫最森严的区域之一，那
里配备报警系统和监控摄像
头，整个案发过程仅７分钟。文
化部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仅说
警方正展开调查。

枫丹白露宫管理人员让－
弗朗索瓦·埃贝尔说，这是一次

“巨大的冲击和创伤”。他告诉
法新社记者：“我们觉得，他们

（窃贼）目标非常明确，确切知
道要找的东西，作案手法非常
专业。”

埃贝尔说，失窃的藏品“独
一无二”且是“无价之宝”，“它
们是博物馆里最精美的藏品之
一”。

据新华社、中新社等

启动中英文化交流年

２日的访问行程丰富而
紧凑。上午，在英国使馆，威
廉王子用毛笔为闻名全球的

“小羊肖恩”雕塑点睛，启动
中英文化交流年英国文化
季；在史家胡同博物馆，他体
会了“老北京”的风采，并与
中国青少年交流；他还饶有
兴致地参观了故宫。晚上，他
又现身上海，出席英国创意
节“ 创 意 英 伦 ”盛 典 并 致
辞……

“虽然我来到中国还不
到２４小时，但已经深刻感受
到英中两国合作的巨大潜
力。”威廉王子说。

２日，双方在北京启动中
英文化交流年。按照商定，３
月至６月在中国举办英国文
化季，７月到１０月在英国举办
中国文化季。两国民众将有
机会欣赏双方音乐、绘画、舞
蹈、文学、戏剧、电影、建筑等
领域知名艺术家的作品，领
略中英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
和创意产业的新奇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影
视剧在中国年轻人中有不少
粉丝，《唐顿庄园》、《神探夏
洛克》的剧情和主演常常成
为社交网络上津津乐道的话
题。威廉王子访华期间，也将
出席电影《帕丁顿熊》的首映
典礼。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
院长阮宗泽说，英国王室成
员是英国独特的外交资源。
与英国政府领导人访华侧重
推动经贸投资不同，威廉王
子的访问主题放在人文领
域，这既是王子本人的兴趣
所在，也与中英关系的特点
和方向相吻合。

３日和４日，威廉王子将
继续在上海和云南展开一系
列访问行程。

和中国领导人聊足球

中方对威廉王子来访予
以高规格接待。２日，习近平
主席、李源潮副主席分别会
见了威廉王子。在与习近平
主席的会面中，中英经济文
化关系、足球与武术、大象等

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王室即将
迎来的新成员，都成为双方
交谈的话题。

习近平首先欢迎威廉王
子访华，请他转达对伊丽莎
白二世女王的诚挚问候和良
好祝愿，表示期待年内应女
王邀请访问英国，同英国领
导人共同规划中英关系未来
发展。

双方还饶有兴趣地谈及
两国体育交流。习近平表示，
威廉王子十分喜欢足球，中
国愿向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
强队学习。中英足球合作进
行了很多有益尝试，2013年
中超联赛和英超联赛签署了
合作意向书。

这次访问，威廉王子带
来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对习
近平主席访英的邀请信。中
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说，
威廉王子是英国王室重要成
员，在英国有很高人气，他首
次访华将增进英国王室和各
界特别是普通民众对中国的
了解，为习近平主席访英营
造良好氛围。

据新华社

威廉王子正在访华中，这位
剑桥公爵3月1日在抵达北京时，
前往机场迎接他的，是刚刚赴任
的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 英
国第一位驻华女大使。

吴百纳上个月刚刚上任。2月27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应约会
见了吴百纳，欢迎她来华履新。

在前往北京就职前，吴百纳
接受了英国《独立报》的采访。她
在采访中表示，现在英中关系与
英美之间长期以来建立的特殊
关系一样重要。

《独立报》报道称，吴百纳的
首要任务仍然是维持并发展英
国和中国之间日益繁荣的贸易
和投资往来关系，这将能为英国
经济带来约600亿英镑的增长。商
业的往来同样会推动两国之间
社会和文化的交往。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
家，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GDP，并
且，如果采用不同测算方法的
话，其实中国已经是世界上GDP

第一的国家。即便增长在放缓，
但是就我看来，中国的经济还有
许多没讲完的故事。在政治上，
中国会在世界秩序中扮演什么
样的角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我
认为目前为止很难找到这个问
题的答案。在能否和中国维持一
个长期的、稳固的贸易和投资关
系上，我还持保留态度。”她说。

据澎湃新闻

1995年，枫丹白露宫也发生过一起盗窃案。当时，该博物馆
中的拿破仑藏品室有约15件文物被盗，其中9件于当天就被寻
回，其余的至今下落不明。而此次的失窃文物，无论是在价值，还
是在重要性方面，都超越了上次。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物市场价格的上涨，盗贼也瞄准了世界
各国博物馆中的精品。2004年，英国大英博物馆15件中国文物失
窃；2012年，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18件罕见中国古董被盗，
多是玉器，包括一件14世纪的明代玉杯，估计价值约1800万英镑

（约合人民币1 . 8亿元）。 据新华社等

法国文化部说，位于首都巴黎东南的枫丹白露宫中国
馆内大约１５件珍贵藏品３月１日上午失窃，其中包括来自中
国圆明园的文物珍品。警方正在调查此案。

新闻背景

中国文物屡遭“下手”

给给英英国国最最红红小小羊羊““点点睛睛””
威廉王子访华为中英关系增添新活力

英国首位女驻华大使：

英中、英美关系
一样重要

此次失窃的景泰蓝麒麟(左)和金曼扎。

威廉王子给“小羊肖恩”雕塑点睛。

俊朗的
外 形 ，谦 逊
的 仪 态 ，热
衷慈善和公
益……“８０
后 ”英 国 剑
桥公爵威廉
王子在英国
本土和海外
拥有不少粉
丝。这几天，
他首次访问
中国，“王室
外 交 ”独 具
特色。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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