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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记者施雨岑)西
汉彩绘茧形陶壶、唐代彩绘陶骆驼、宋代白釉
刻花碗…… 24 日下午，“归来——— 意大利返还
中国流失文物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了 700 余件意大利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

今年 3 月 23 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意大利总理孔特共同见证下，中意双方代
表交换关于 796 件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返还
的证书。这批文物艺术品于 4 月 10 日抵达北
京，回归祖国怀抱。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表示，此次文
物返还，是中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中历
时最长的案例，也是近 20 年来最大规模的中
国流失文物回归。它们的回归，根源于中意两
国人民对文化遗产始终不渝的热爱，得益于
中意两国久久为功的双边机制建设，树立了
两国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里程碑。

据介绍，在 10 余年时间里，中意两国政
府共同秉持保护文物的决心，克服文物数量
众多、跨国取证困难、诉讼程序变化等诸多不
利因素，坚持通过司法、外交等途径开展合
作，最终携手促成这段文物回归佳话。

本次展览将在国博南 4展厅持续至 6月 30
日。负责本次展览展陈设计的中国国家博物
馆开放空间管理部工作人员赵囡囡介绍说，
700 余件展品汇聚于 1 个展厅，是一个非常
大的挑战。因此，本次展览采取了完全创新的
展陈方式，根据展品的特征，以“廊架”式的通
透展柜，分 5 层对一部分展品进行仓储式展
示，让观众能够以俯视、平视等多角度欣赏展
品之美。

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与国人“团聚”

▲ 4 月 24 日，观众在展柜前欣赏展出的文物。当日，“归来——— 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还有什么，能比流浪多年的孩子
重回母亲怀抱更令人动容？

意大利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 24
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祖国人民“相
拥”。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民国时期，

一件件文物娓娓讲述着跨越数千年的
悲欢离合，生动描绘着先人们创造的
灿烂文明。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一次美
好的回归。

这是两个珍爱文明的古老国度携
手谱写的胜利。从文物宪兵的严格执
法，到司法部门的秉公办案，意大利以
文明理性的姿态对待文化瑰宝，让全
世界为之点赞；从文物、外交等部门
10 余年来通力合作、持之以恒不懈追
索，到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日趋活跃
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国从未放弃对流
失珍宝的依法所有权。

这是文明对劫掠和偷盗行为的胜
利。纵观人类历史，数不胜数的珍贵文
物在战火硝烟中被劫至异国，因盗墓
者的贪婪而流离失所。这些本属于全
人类的瑰宝，在劫掠者眼中是战利品，
在偷盗者手里是“摇钱树”。只有在故
国的土地上，在珍视文明的人民面前，
它们才能发挥最大的文化价值，享有
最高的尊严。

这让人们看到更多文明胜利的曙
光。从圆明园青铜“虎鎣”的回归，到美
国返还 361 件套中国流失文物，一件
件承载民族记忆的宝贵遗产相继回
家，折射的不仅是国家治乱、民族兴
衰，更彰显世界各国对执法合作、外交谈判、捐赠返还等
文物追索方式的积极探索，印证合作机制日趋多元成熟。

150 多年前，当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大批珍贵文物被
抢劫一空后，法国作家雨果秉持正义与良心，发出了对和
平与文明的呼唤，相信总有这样的一天，被劫夺的文物会
交还给中国。而今，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正在产生“世界
回响”，更多的国家选择尊重文明，用文明的姿态对待人
类共有的财富。 (记者施雨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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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返还文物展出

今日关注

斯里兰卡警方 24 日证实，连环爆炸袭击遇
难者人数升至 359 人。就在前一天，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通过发声渠道阿马克通讯社“认领”
连环袭击，不过这一说法尚待调查。

有分析指出，尽管是否确系幕后黑手还有
待证实，但“认领”之举显示“伊斯兰国”在中东
“大本营”溃败后的“反击”之意，其外溢效应使
得全球反恐形势更加复杂。

新闻事实

斯里兰卡警方 24 日说，该国 21 日发生的
连环爆炸袭击已经造成 359 人身亡。警方发言
人鲁万·古纳塞克拉告诉新华社记者，随着 18
名嫌疑人在 24 日早间的抓捕行动中落网，目前
警方已经逮捕 58 名爆炸案嫌疑人。

据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最新通报，在本
次事件中，有 1 名中国公民确认死亡，使馆将协
助家属料理后事；此前失联的 5 名中国公民中，

有 4 人疑似死亡，使馆已通知家属及单位前来
科伦坡最终确认；同时，使馆将继续全力找寻最
后 1 名失联人员。

新华社记者 24日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街
头看到，马路上车流量已经比爆炸发生当天多了
不少。在发生爆炸的肉桂大酒店门口，依旧有荷
枪实弹的军警把守，酒店目前只对住客开放。

针对“伊斯兰国”的认领之举，斯总理维克
勒马辛哈 23 日表示，爆炸袭击与当地极端组织
“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有关，“伊斯兰国”的认
领说法有待调查。

深度分析

此前，“伊斯兰国”曾多次“冒领”恐怖袭击，

以扩大其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马

晓霖说，尽管“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等地的“大
本营”被消灭，但其极端主义思想和残余势力
仍然猖獗，分支渗透全球多地，并继续利用互
联网蛊惑民众。此次主动认领连环爆炸袭击，
是对国际社会的“反击”。

袭击者为何选择斯里兰卡为目标？
新华社科伦坡分社首席记者唐璐认为，

从袭击时机、地点、对象来看，此次连环爆炸
袭击的矛头并不针对斯里兰卡国内，但如果
没有本地人员接应，也难以实施。

唐璐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其国内安
保水平有所调整，客观上让恐怖分子钻了空
子。另外，斯里兰卡是旅游国家，易成为袭击
目标，而且为吸引国外游客，签证和入境手续
都很宽松，这也给外部恐怖势力向本地渗透
以可乘之机。

即时评论

伤亡惨重的斯里兰卡连环爆炸袭击是反
恐斗争中的又一次血泪教训。反恐是一场持
久战，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反恐也必须与时
间竞赛，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国际反恐
合作必须提高效率，共同面对，有效分享，携
手解决。

无论是否为幕后黑手，“伊斯兰国”组织
全球渗透新动向值得警惕。该组织虽已在中
东溃败，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流毒远未消失。

其人员、思想、模式的外溢效应也令全球反恐
形势更趋复杂。

面对暴恐，我们需要治标，更应治本。

和平的理念 、文明的交流 、族群的融合 、共

同的发展，才是消弭仇恨、化解极端主义的
途径。

背景链接

斯里兰卡 21 日接连发生 8 起爆炸，地点
包括首都科伦坡等地的 4 家酒店、3 处教堂
和一处住宅区。

斯政府把 23 日定为全国哀悼日，政府部

门和许多私营机构当天降半旗向连环爆炸袭
击中的遇难者致哀。当天，斯里兰卡进入全国
紧急状态。

维克勒马辛哈 23 日在议会说，斯政府将
尽快抓捕涉嫌制造 21 日连环爆炸的当地极
端组织“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成员。

(参与记者：杜白羽、朱瑞卿、王宏彬，
编辑：鲁豫、孙浩、韩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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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认领”袭击，为何对斯里兰卡下手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
托克 4 月 24 日电(记者
白雪骐、张若玄)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 24 日抵
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开
始对俄罗斯进行访问。
他表示愿与俄总统普京
就朝鲜半岛问题与双边
关系发展进行磋商。

记者在现场看到，金
正恩当地时间 24 日 18时
01 分乘坐火车抵达符拉
迪沃斯托克火车站，随后
检阅了俄方军乐队与仪仗
队。金正恩在火车站与俄
方人员简短交流后乘车离
开。

据俄媒体报道，金
正恩在火车站短暂停留
期间表示，希望此次与
普京的会晤取得成功，
朝方愿与俄方就朝鲜半
岛局势与双边关系发展
进行磋商。

据塔斯社 23 日援引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话
报道，普京与金正恩将于
本月 25 日在符拉迪沃斯
托克举行会晤。

这将是金正恩首次与
俄总统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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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会变得更糟。我们普通市民早已预料，如果石油
出口量降到零，物价会进一步上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
处集市，一名现年 55 岁的家庭妇女 23 日忧心忡忡地说。

前一天，美国政府宣布将不再就进口伊朗石油给予部分
国家和地区制裁豁免，以期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这一做
法恐怕会让饱受美国制裁之苦的伊朗民众面临更多困苦。

先求温饱

德黑兰北郊的塔季里什巴扎一如往日那样熙熙攘攘，
新鲜蔬菜和水果摊前人头耸动。摊贩们喊出价格，与顾客讨
价还价，麻利地把货物打包。

相比之下，这处集市出售器皿、香水、服装等非必需品
的区域冷清得多。一些市民经过，但只看不买。

“制裁有没有影响到我？这么多年你是躲在哪块石头后
面啊？”面对法新社记者提问，一名摊贩一面没好气地反问，
一面四下张望，看看能否从路人中招揽到顾客。

那名 55 岁的家庭主妇表示赞同。“如你所见，我们工资
有限”，她说，美国恢复制裁后，就连平价粮、平价肉也涨价
了，人们只能先确保不饿肚子。

法新社记者 23 日在德黑兰街头采访市民，大多不愿公
开姓名，就通货膨胀大倒苦水，说住房租金和食品价格尤其
令他们吃不消。

伊朗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波斯历一月、即今年公历
3 月 21 日至 4 月 20 日，全国整体通胀水平较去年同期上
升 51 . 4%。食品价格、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85%、37%。

不敢旅游

经济困难让旅游成为一种奢望。出游原本是伊朗人庆
祝波斯历新年“诺鲁兹节”的传统活动之一，许多人今年不
得不捂紧钱包。

“情况令人震惊，”德黑兰旅行社协会主管阿米尔·普
扬·拉菲沙德前不久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采访时说，“无论
国内游还是出境游，新年假期旅游市场的需求大幅下跌。”

“美国施压，最终是民众受苦，”德黑兰一名 28 岁的技
术指导讲师 23 日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十分悲观，“一些人已
经崩溃。如果情况变得更糟，那些还没有倒下的人或许也会
放弃”。

美国政府去年 5 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同年 8
月和 11 月分两批恢复对伊朗制裁，本月 22 日宣布，先前给
予一些伊朗原油进口方的制裁豁免 5 月 1 日到期后不再延
长，美方要让伊朗原油出口“清零”。

一些经济分析师估计，伊朗今年 3 月每天出口大约
190 万桶原油。伊朗中央银行先前预期 2019 年原油出口收
入大约 105 . 7 亿美元。国际媒体和分析师认为，美方加码
“极限施压”，意图切断伊朗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进而逼迫伊
方就范。

“恐怖主义”

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 23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写道，美国制裁伊朗石油销售，再次证明美国对伊朗搞“经
济恐怖主义”：“针对伊朗人民升级‘经济恐怖主义’，暴露美
国政权的恐慌和绝望。”

伊朗外交部 22 日声明，美方制裁“非法”，伊方正在与
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国际伙伴持续磋商应对举措。

俄罗斯外交部 23 日声明，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进口的
豁免是“鲁莽”的“挑衅”政策，“这类行径对美国的国际地位
没有任何好处”。

在伊朗石油部长比詹·纳姆达尔·赞加内看来，美国无
法阻止伊朗出口原油。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他 23 日告诉
议员：“美国把伊朗原油出口清零的美梦不会得逞。”

“美国及其盟友把原油出口政治化并作为武器使用，犯
了一个大错，”赞加内说，“市场环境下，那会让这些国家反
受其害。” (胡若愚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3 日电(记者周舟)继
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去年 6 月发动机测
试出现问题后，20 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的载人版“龙”飞船发动机在地面测试中也出
现异常，这意味着两艘飞船可能均无法在年内
完成载人飞行任务，美国航天计划再添变数。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言人对媒体确认，
发生事故的“龙”飞船就是今年 3 月搭乘“猎
鹰 9”火箭成功进行首次不载人试飞的那一
艘。视频显示，测试现场发生爆炸，造成的浓
烟可以被气象雷达捕捉到。

业内人士分析说，“龙”飞船地面测试的检
测设备齐全，理论上事故原因相对容易发现。
但失败原因迟迟未被披露，一个糟糕的可能
性是发动机存在未发现的根本性设计问题。

按照美国航天局的计划，“龙”飞船最早
将于今年 7 月开展首次载人飞行，将两名美
国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此前计划在不早
于今年夏天时开展一次紧急逃生测试，这是
确保“龙”飞船能够载人飞行的关键步骤。发
生事故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必须使用新的
飞船替代这艘经历过一次太空考验的飞船，
这可能影响紧急逃生测试的进行，进一步拖
慢这一计划的进度。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太空政策研
究所前所长约翰·洛格斯登说，计划肯定会出

现延误，因为舱体和试验台都损坏了。至于是
数周、数月还是数年，还需进一步观察。

这次事故还可能影响原计划于本月底发
射的“猎鹰 9”火箭第 17 次国际空间站货运
任务。这项任务原计划 26 日进行，现定于 30
日发射。但前往报道的媒体记者接到通知说，
因为静态点火测试事故的发生，发射日期可
能再次推迟。

美国载人飞船航天计划可谓一波三折。
2011 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运送

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全部依靠俄罗斯飞
船。为改变这一局面，美航天局大力支持商业
航天，2014 年委托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分别建造“星际客机”和载人版“龙”飞

船，但两艘飞船的首飞时间从最初计划的
2017 年多次推迟。

去年 6 月，“星际客机”飞船进行发动机
测试时出现问题，随后其不载人试飞多次推
迟，由原计划的今年 4 月推迟到最早 8 月，而
载人试飞则从 8 月推迟到“今年晚些时候”。
美国航天局说，能否实现还有待临时确定。这
意味着，两艘飞船可能均无法在年内完成载
人飞行任务。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加紧推动其太空
战略。美国副总统彭斯 3 月 26 日表示，在 5
年内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是“本届政府的
既定政策”，这一时间比美国航天局原计划提
前了 4 年。

美国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 2 日
表示，美国将宇航员登陆月球的计划提前到
2024 年，目的就是实现 2033 年登陆火星。

然而，布里登斯廷表示，2024 年前将美
国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多种方案均面临技术挑
战。美国航天局与波音公司合作研发的下一
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太空发射系统”的首飞被
推迟到 2021 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
重型”火箭和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德尔塔
4”重型火箭等现有可供替代的商业火箭又
存在推力不够或系统风险高等诸多问题，目
前均难以完成发射任务。

载人飞船测试失败，美国航天添变数 美国勒紧绳索

伊朗百姓受苦
继“星际客机”飞船去年

6 月发动机测试出现问题后，

载人版“龙”飞船发动机在地

面测试中也出现异常，这意

味着两艘飞船可能均无法在

年内完成载人飞行任务

▲ 4 月 23 日，在斯里兰卡尼甘布，一名男子在爆炸袭击遇难者的墓前哭泣。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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