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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 10 月 29 日电(记者桂涛、杨
婉晨)英国历史学家、系列纪录片《中华的故
事》导演迈克尔·伍德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表示，评价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成功
与否，最主要的标准是中国人的看法。

“最大的成功是中国人认为这部纪录片拍
得公允，而且确实反映了真相，”他说，“如
果中国观众说这部片子失实，那它就没有价
值，哪怕在西方很卖座。”

伍德毕业于牛津大学，现任曼彻斯特大学
公共历史学教授，曾拍摄了 120 多部纪录片，
包括《追寻文明的起源》《亚历山大东征传
奇》《印度的故事》等。

由他撰稿并主持、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公
共电视网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纪录片

《中华的故事》 2016 年播出，该片从普通
中国人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从古代到改革开
放的巨大历史变迁，在英美等地深受欢迎。

伍德认为，有些西方人对中国持消极态
度，认为中国人很难接近，“这些人观念老
旧”。“我喜欢去中国，在那里我感到非常
自在，”他说，“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
国家整体变化太大了，已经成了另一个世
界。”

伍德说，邓小平给中国引入了市场经
济，这十分重要。他回忆说， 80 年代初自
己去中国的小城镇，“所有人都骑着自行
车，穿着灰的、蓝的或绿的中山装，尽管他
们非常热情好客，但看起来好像过得挺艰
难。”

“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他说，“我所
接触的每一个写过邓小平传记的西方专家都
觉得市场经济对中国十分有益，改革开放带
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

伍德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有很多刻板印
象，也有很多误解。“在拍摄《中华的故
事》时，我们所做的不光是叙述事实，还要
和中国人一起研究作为历史参与者的中国
人，给电视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他
说。

谈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伍德认为对话
是最重要的，可以打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狭
隘理解。他说，要拍出一部好的中国纪录
片，就必须对中国文化有共鸣。

“我想做的就是让观众感受到有温度的

历史，我想要传达的是为什么‘西方中心
化’的历史观是不对的，”伍德说，“如果
我们(西方人)认为自己发明了所有的东西，
那么可以让观众去了解一下宋朝以及那些先
于西方发明出现的中国科学技术；如果我们
认为自己垄断了伟大的文学，可以去看看中
国人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拥有的那些伟大的文
学作品。”

伍德透露，他目前正在拍摄一部与中国
改革开放相关的纪录片，通过实地走访，与
亲历者交谈，向西方观众讲述改革开放这样
一个伟大而复杂的故事。他还认为，目前中
国有技术和能力来讲述世界故事，但从事这
项工作的人要有独立的见解，并具备理解不
同文化差异的能力。

新华社海牙 10 月 30 日电(记者刘芳)中国福建村
民向荷兰藏家追讨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的第二场法庭
听证将于当地时间 31 日下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
院举行。记者从中荷律师团获悉，代表福建省三明市大
田县吴山乡阳春村和东浦村的 6 位村民代表有望出席
听证会；应福建村民要求，荷兰法庭已对荷兰藏家电脑
里有关佛像转手交易的信息数据实施取证固定行动。

福建村民将走进荷兰法庭

福建村民的荷兰诉讼代表、荷兰籍律师扬·霍尔特赫伊
斯告诉记者，这是法庭宣判前最后一场听证。福建村民首先
要使“荷兰藏家奥斯卡·范奥维利姆所持佛像就是阳春村普
照堂被盗章公六全祖师肉身像”这一事实确立，法庭才会就
“被告持有佛像是不是善意取得、被告对佛像有无所有权”
展开辩论。

据中荷律师团成员介绍，去年首场听证后，福建村民提
交了 6 份补充证据，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福建省文物鉴定
中心出具的全面调查报告，该报告系统严密地论证了被告
所持佛像就是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

霍尔特赫伊斯说，福建村民要求派代表出席此次听证。
“被告方向法庭提交了 46页补充陈述和 18项补充证据。原告
方必须在听证会上对新的事实和证据以及专家观点做出回
应。如无福建村民代表出庭陈述，这将是一场不公平的听证。”

计划出庭的福建村民代表告诉记者，他们前往荷兰的
签证申请已获批准。6 位村民代表计划 30 日从广州搭乘航
班，有望在听证会开始前抵达阿姆斯特丹。

荷兰法庭已实施取证固定行动

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在阳春村普照堂被供奉上千年，于
1995年 12月 15日发现被盗。2015年 3月，该佛像在匈牙利展
出时引起广泛关注，佛像持有者范奥维利姆随即撤展。在此后
的归还谈判中，范奥维利姆提出了福建村民无法接受的条件。
2016年 5月底，福建村民委托中荷律师团在荷兰提起诉讼。

在去年 7月 14日举行的首场听证中，范奥维利姆当庭坚
称已用佛像与一个希望保持匿名的“第三方”交换了其他艺术
品。福建村民代表要求法庭命令被告披露其所述“交换协议”
及“第三方”身份，要求法庭宣布“交换协议”非法且无效。

霍尔特赫伊斯说：“被告继续拒绝提供已将佛像转手的证
据、拒绝公布‘第三方’身份，对其所述事实一直未予澄清。福建
村民提出单独动议，要求法庭取证固定，法庭予以批准。”

据悉，荷兰检察官和法警已进入范奥维利姆在阿姆斯特
丹的住处，从他的电脑中复制了所谓“交换协议”及与“第三
方”身份有关的特定信息。相关数据现由独立第三方保管。

国内诉讼确认中国村委会法律地位

关于福建村民正在国内进行的平行诉讼，霍尔特赫伊
斯指出，被告一直主张中国村委会不具备作为诉讼主体的
权利，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开庭审理此案，进
一步确认了中国村委会的法律地位，其中包括拥有提起法
律诉讼的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教授霍政欣告诉记者：“在认定诉
讼主体资格时，荷兰法庭主要依据国内法，适当参考外国法。
荷兰法庭有自由裁量的空间。我们当然希望荷兰法庭采纳我
们的观点。”霍政欣同时指出，中荷两国没有签署相互承认和
执行民事判决的双边协定，也没有适用的多边条约。一般而
言，中国法庭的判决很难在荷兰得到承认和执行，反之亦然。

据悉，负责审理此案的荷兰法官已增至 3 名。霍尔特赫
伊斯告诉记者，法庭将在听证会后择日宣判，届时可能宣布
最终判决，也可能宣布临时判决，比如要求诉讼某方就某项
主张提交补充证据。

章公祖师像荷兰诉讼

将举行二场法庭听证
福建村民有望出庭

中国人认可了才是最大的成功
访纪录片《中华的故事》导演伍德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记者
马卓言)针对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布
朗驳斥美国官员对中国指责一事，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 30 日说，美方对中国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搬弄是
非，立刻被有关发展中国家严肃予以
提醒，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美方如能不
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地为广大发展中国
家多做些实事，也能多听到一些赞许，
少听到一些提醒。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巴拿马和
墨西哥时指责中国在拉美从事“掠夺性
经济活动”。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布朗
随后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这无疑
是在搬弄是非，美应为其在本地区的政
策行为感到羞愧。布朗总理称，若没有
中方援助，加勒比地区发展不会有如此
光明的前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方注意到有关美方言
论的报道，注意到布朗总理的评论，也
注意到安巴媒体就此发表评论称，希
望美国能像中国一样为加勒比地区国
家真心实意做些事情。

“此前回答同样问题时，我曾作过
一句话的评论，就是‘公道自在人心’。
今天我可以再加一句话，美方如能如
发展中国家所愿，真正为发展中国家
着想，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地为广大
发展中国家多做些实事，也能多听到
一些赞许，少听到一些提醒。”陆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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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打捞起部分遇难者遗体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美国国防部 29
日宣布，将在本周之内向美国与墨西哥边境
派出 5200 名军人，以应对大批正通过墨西哥
北上赴美的中美洲移民。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推特称，美国不
会接受非法移民，试图进入美国的做法“是
对美国的入侵，我们的军队等着你们！”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中期
选举一周倒计时之际高调增兵还是有打“移
民牌”的考量，希望以强硬姿态刺激选民，
但这样做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中美洲移民潮
的难题，还会引起边境民众恐慌和周边关系
吃紧。

【新闻事实】

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特伦斯·
奥肖内西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这次主要
向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
派军，当天已有 800 名军人启程奔赴得州，
任务将至少持续到 12 月 15 日。

据介绍，按照法律规定，这批军人不会
直接参与边境执法，而是承担修建帐篷、路
障等辅助角色并提供运输、医疗支持，其中

一些人还将配备武器协助边防巡逻队。
此前，美国政府已调动约 2100 名国民

警卫队队员，协助边境执法人员应对非法
移民越境问题。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凯文·麦卡
利南说，增兵之举重在威慑，美方当务之
急是把预计今后数周内抵达美墨边境的大
批中美洲移民挡在边境之外。

他说，非法入境者将被逮捕并在完成
法律程序后被遣返回国；如果有人希望在
口岸申请庇护，应寻求墨西哥政府的庇
护，而不应寻求美国庇护。想申请与美国
亲友团聚的人，则应返回本国通过美国使
领馆申请进入美国的合法手续。

派兵之举在美国国内也立刻招致批
评。美国民权联盟边境权利中心的肖·德雷
克认为，派兵之举劳民伤财，根本没必
要，只会让边境地区美国民众更加恐慌。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说，这支中美洲移民大军目
前与美墨边境最短距离为 1600 公里，但其
行进路线并不确定、组织者也未见清晰规

划，还要看墨西哥政府的安排与民意，多
重因素影响其抵达美墨边境的时间，但肯
定会在中期选举之后。

分析人士指出，“移民牌”是特朗普
在 2016 年总统大选中胜出的重要因素之
一，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之际
又沿用这一策略，一方面抓住中美洲移民
潮问题凸显其强硬姿态，一方面继续采取
“贴标签”策略，将移民潮归咎于民主党
阵营在移民政策上软弱立场，以期为共和
党阵营争取选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
大明认为，特朗普政府近期的表态和行动
着实高调，威胁切断对部分中美洲国家的
援助、宣称“有罪犯和中东人”混在移民
队伍中，甚至现在又不惜调动军队，将非
法移民问题拔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但这
样无益于缓和事态，反而加剧边境居民恐
慌。

他认为，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将非法移
民问题政治化来激发选民热情、稳定共和
党阵营基本盘，但可能适得其反，还会进
一步加深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

【即时评论】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大熔
炉”和“沙拉盘”是其广为人知的“俗
称”。但近年来，“移民”一词在美国总是
与两党争斗、民意撕裂联系在一起，其中又
何尝不是人为因素作祟？这样不仅让“熔
炉”降温、让“沙拉”不是滋味，更让“美
国优先”的大旗露出了功利主义的底牌。

移民政策不应成为博取政治利益的筹
码。非法移民的痼疾绝非靠以邻为壑的强
硬手段就能解决。

【背景链接】

近日，数千名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
拉和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的民众穿越边
界进入墨西哥南部，并计划继续向北前往
美国。

特朗普 22 日威胁说，由于中美洲国家
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未能阻止
民众北上前往美国，美国将中断或大幅削
减对这三国的援助。

(记者：孙丁、刘阳、孙鸥梦；编辑：孙浩)

调查显示党派极化主导当今美国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29 日电(记者徐剑

梅、郭一娜)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 29 日发布
题为《党派极化主导特朗普时代》的调查报
告，认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7 年 1 月上台
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对立日趋严重。

调查显示，民主、共和两党选民不仅就如
何应对某一问题而争论，而且就优先应对问题
也存在重大分歧。面对中期选举的迫近，民主
党选民在投票中优先考虑的是医保费用、贫富
差距扩大、控枪和种族不平等；而共和党选民

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国家安全和移民问题。
在移民问题上，78% 的共和党选民支持

更严格地控制合法移民数量，而赞同这一观
点的民主党选民只有 36%。就移民对美国的
影响，近八成民主党选民和逾三分之二独立
选民认为，移民凭其聪颖勤奋增强了美国实
力；而超六成共和党选民认为移民威胁美国
价值观，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住房和医保。

此外，两党选民都高度不看好对方阵营。
根据报告，90% 的民主党选民对共和党看法

负面；而共和党选民中，反感民主党的也高达
87%。

调查还发现，两党选民对特朗普的看法
趋于两极。82% 的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看法
积极，而只有 10% 的民主党选民持相同看
法，持负面看法的民主党选民高达 79%。

无党派非营利组织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
调查人员于 9 月 17 日至 10 月 1 日，随机抽
样调查了全美 50 州和首都的逾 2500 名 18
岁以上成年人，误差率约为 2 . 8 个百分点。

特朗普调兵阻移民 “政治牌”算计“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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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

尽管迟早会来，却来得
有些突然：德国总理默克尔
29 日正式宣布，将不再谋求
连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
盟)主席，也不会再谋求连任
总理。官宣一出，德国媒体纷
纷撰文，总结这些年来默克
尔的政绩作为。

默克尔担任基民盟主席
已 18 年之久，该党 12 月即将
选举新主席。从 2005 年起，默
克尔就一直担任德国总理，如
今是她第四个总理任期。曾几
何时，默克尔在内政外交上鲜
有挑战，支持率长期居高不下，
在德国和欧洲政坛说一不二。

原因很简单，默克尔治
下的德国，经济迎来了冷战后
最长的增长周期，她还带领德
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走出国
际金融危机。在欧洲层面，默
克尔主导成功应对欧债危机，
在乌克兰危机、伊朗核问题等
重大国际问题上也颇有建树，
赢得广泛赞誉，声望很高。因
而，在 2009 年和 2013 年德国
联邦选举中，默克尔领导的联
盟党均轻松获得领先优势，
2013 年甚至接近单独执政。

把默克尔从强势地位拉
下来的导火索是 2015 年爆
发的欧洲难民危机。由于坚
持“开放”政策，很长时间里
默克尔遭遇来自党内、国内
和欧盟层面的多层压力。雪
上加霜的是，冲击西方世界

的民粹主义浪潮也波及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
党德国选择党乘势“异军突起”，改变了德国传
统的政治格局。这导致去年德国大选默克尔的
联盟党得票率不高，经历了艰难的组阁历程。组
阁后的默克尔面临多方掣肘，失去了在德国政
坛一言九鼎的地位。

逼迫默克尔交出“权杖”的是前不久举行的
德国地方选举，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接连
受挫，得票率大幅下降。反过来，其对手德国选
择党成功进入德国全部 16 个州的议会。

从说一不二到不得不舍弃，默克尔政治生
涯的阴晴变化折射出近年来欧洲政治气候的风
云变化。英国《卫报》指出，默克尔被弱化，其实
是整个欧洲范围内一种广泛模式的一部分：民
众对传统政党的信任在下降，对极端左翼和右
翼政治势力的支持上升，政治版图遭遇碎片化。

从去年的德国联邦选举，到今年 6 月的意大利
选举，再到 9 月的瑞典选举，均呈现出类似的情
形。

默克尔的教训给欧洲什么警示？
那就是德国和欧洲的传统主流政党，要多

务实少务虚，认真倾听基层的呼声，拿出切实可
行的政策措施，这样才能重拾社会信任。

“默克尔时代”在走向尾声，但默克尔给世
人留下的思索才刚刚开始。
(记者任珂、张远)据新华社柏林 10 月 30 日电

▲ 10 月 30 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戈戎不碌港口，救援人员搬运打捞上来的物品。新华社发（维里摄）

新华社雅加达 10 月 30 日电(郑世波)印
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一架载有 189 人的国
内航班 29 日从首都雅加达起飞不久后坠
海。截至 30 日凌晨，搜救人员已打捞起多
具遇难者遗体。印尼官员认为，飞机在高速
撞击海面时解体，下降过程中没有发生空中
爆炸。
狮航 30日凌晨对媒体说，搜救人员已打

捞起多具遇难者遗体，遗体将被送往雅加达的
国家警察医院接受身份验证。航空公司已将
169 名家属接到雅加达，以协助辨认遇难者身

份，并向家属及时公布搜救行动进展情况。
印尼警方说，由于尸体破碎和残缺，身

份核对的过程将很困难。印尼国家搜救局搜
救主任班邦·苏尔约·阿吉此前说，搜救人员
尚未发现幸存者，机上人员恐已全部遇难。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29 日深夜再次发布
消息说，截至目前，使馆暂未收到有中国公
民乘坐该航班的消息。

目前印尼搜救人员尚未确定失事飞机黑
匣子的具体位置，在飞机失联前的最后位置
也没有发现机身残骸。

负责调查交通事故的印尼国家交通安全
委员会主席贾约诺 29 日晚在发布会上说，飞
机疑似在坠落海面时解体。他否认飞机在坠
落过程中发生爆炸。“如果发生空中爆炸，飞
机碎片将会散落海面数平方公里，但搜救人
员在现场发现碎片集中在一个地方。”

失事客机当地时间 29 日早上 6时 20 分
从雅加达起飞，前往邦加勿里洞省首府槟
港，但在起飞 13 分钟后与地面失去联系。
飞机随后被确认坠海。机上有 181 名乘客和
8 名机组人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将福建晋华列入出口

管制“实体清单”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记者于佳欣)针对美商务部

将我有关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 30 日发表谈话，反对美单边制裁，敦促其采取措施，立即
停止错误做法。

发言人说，已经注意到美国商务部将福建省晋华集成
电路有限公司列入美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方反对美泛
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反对美实施单边制
裁、干涉企业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与合作。

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采取措施，立即停止错误做
法，便利和促进双方企业开展正常的贸易与合作，维护双方
企业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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