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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3月22
日至4月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
会，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进行
国事访问，并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欧盟总部。国际媒体和专家学
者普遍认为，此访是“中欧关系史上
的里程碑”， 对于提升中国同往访四
国关系和中欧关系水平意义重大。

加强政治联系
法新社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对欧

洲的访问是中欧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习近平主席此访表明，中国外交仍非
常关注欧洲，并有意推动进行中欧更
大程度融合。

西班牙艾赛德商学院教授奥古
斯托·索托认为， 习近平主席在此次
欧洲之行发表的一系列演讲。毫无疑
问，将坚定推动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发展，并有利于促进建立一个多极

化世界。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奥

方院长理查德·特拉普尔说， 欧洲应
该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一是为了
互利共赢，二是与中国这个具有丰厚
历史经历的文化大国携手，共同致力
于解决迫切的全球性问题。

推动经贸合作
德国《商报》刊文指出，这次欧洲

之行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
来首次出访欧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
最快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此访
给欧洲带来深化伙伴关系与经济合
作的前景。

日本《外交学者》刊文指出，习近
平主席此次欧洲之行符合中国进一
步融入全球经济的总体战略。

欧盟 《欧盟观察》 刊文指出，
习近平主席此访有助于欧中双方进
一步推动贸易关系发展， 尤其在寻

求建立中欧自贸区方面协调立场。
中国以强调提升效益为导向的新一
轮经济改革目标将激发投资和创新
的活力， 这与欧盟经济复苏诉求不
谋而合。

密切人文交流
法国参议院副议长让-皮埃尔·

拉法兰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欧洲之
行将对欧中人文交流产生重要推动
作用，特别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发表的演讲将对未来欧中人文交
流产生指导意义。

意大利罗马国际研究中心亚洲
事务专家弗兰切丝卡·马嫩蒂认为，
习近平主席在欧洲学院发表的演讲
寓意深刻，这一重要演讲将为欧中关
系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中心负责
人胡里奥·里奥斯说， 他非常赞同习
近平主席中欧应该通过加强对话交

流，增进相互理解的观点。

宣示外交理念
荷兰克林亨达尔国际关系研究

所专家西科·范德梅尔认为， 习主席
在核安全峰会上宣示的中国核安全
观体现了一个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阿拉伯国家联盟前驻中国办事
处主任阿卜杜勒·瓦哈卜·萨基特认
为，习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就中
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发表的演讲，体
现出中国文化中和谐共存的理念，中
国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
重要作用。

比利时欧亚问题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达维德·富凯说， 习主席在欧洲
学院就欧中关系发表的演讲令他对
未来欧中关系走势及其对世界的影
响豁然开朗， 中国领导人放眼长远，
注重从根本上巩固欧中关系基础，这
对欧洲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国际社会认为

习近平欧洲之行意义重大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在出

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
峰会并结束对荷兰、 法国、 德国、
比利时的国事访问和对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 欧盟总部的访问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2日回到北京。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策研究室
主任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
栗战书，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陪同人
员同机抵达。

习近平出访欧洲4国后返京

先发“预告”吊足胃口，再图文
并茂绘声绘色， 明明是活脱脱在导
演狗血的八卦剧，却标榜这是“新闻
报道，呈现事实”。

在当前新闻战线持续开展“三
项学习教育活动” 的背景下，“文章
事件”如与新闻报道有关，无疑就是
中国新闻界需要警惕的一声警钟。

“文章事件”：
以“新闻”的名义
导演出的八卦剧

截至4月1日晚，“周一见” 一词在
新浪微博的讨论数已突破了710万，此
时距离某娱乐周刊负责人发出的那条

“预告”微博仅三天。一系列表述看似
“犹抱琵琶半遮面”， 却让人感觉丑闻
呼之欲出，一次次引发网络狂潮。

纵观事件发展全程，尽管周刊某
负责人在“微访谈”回应网民质疑称

“是在做新闻，并不是在导演好戏”，可
该事件却俨然一场娱乐大戏。

不少人质疑，先“放风”后爆料，
是否刻意为之？有必要吗？湖南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郑自立认为，“周一
见”事件爆料周期长、猜测多，对当事
人家庭而言是“深切的伤害”。

厘清界限：
无底线的狗仔

与应秉持善意的新闻
一些新闻研究专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指出， 一般来说， 凡是认为
“公众人物、 明星的隐私是无边界”

的， 基本上在国际上都属于狗仔队
的从业理念，而秉持善意、克制性地
维护新闻当事人的基本权益， 是国
际新闻界普遍认可的职业道德。

“明明做着狗仔队的事，却硬要
标榜自己在做严肃的新闻， 非常令
人不齿，也让新闻人蒙羞。”一位受
访的资深主编说。

“文章事件”，看似有关“新闻报
道”是站在抨击婚姻不忠、讨伐“小
三”的道德角度展开，但无论是跟踪
手法、 泄露的方式、 对无辜者的伤
害， 都实际上违背了基本的新闻操
守，完全一副狗仔队的做派。

受访的资深媒体人告诉记者，公
众人物确实要牺牲一些隐私，这是行

内默认的规则， 关键在于度的把握，
“但是， 是不是名气越大牺牲的隐私
就理所当然越多？ 不伤及无辜亲人、
家属，这是一个起码的底线。”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事实上这本
娱乐周刊从它的刊号来看不过是一
本注册登记为“艺术类”的期刊，在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里这个刊物的
“查看记者名单”目录下，点开是空白。

新闻探讨：
“丑闻类”新闻应该怎么报

郑自立认为， 公众对明星的关
注是一种必然，也无可厚非。但相关
媒体在迎合这种关注需求时， 应有
正确的视角。

受访资深媒体人认为， 在报道
“丑闻”类新闻时，更需要秉持善意
的原则，“捧也好，骂也好，批评也好
表扬也好，都要是善意的，而不是恶
意的、带有太重的功利心。要有度，
坚持正能量的传播。”这位媒体人认
为，不能在新闻炒作中成了赢家，在
新闻伦理中却是输家。

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呼吁，在目
前期刊、杂志的注册登记越来越便捷
的时代，不能放任一些打着新闻旗号
的期刊成为甚至都被西方主流社会
所摒弃的狗仔队的“自由岛”，以免它
们无限度地放大、传播负能量，影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顺利推行。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狗仔”当道，“新闻”蒙羞
———关于“文章事件”的新闻解读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智利
西北海域4月1日晚发生8.2级
地震并触发海啸，目前已造成6
人死亡， 其中1人因受地震惊
吓引发心脏病去世。

智利大学地震服务局发布
消息， 地震发生在格林尼治时
间4月1日23时46分 （北京时
间2日7时46分）， 震中位于第
一大区塔拉帕卡海域， 距古古
雅镇大约85公里。 地震后几小
时内， 还发生超过10次余震。

地震发生后， 设在夏威夷
的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针
对中南美地区太平洋海岸的海
啸预警，涉及智利、秘鲁、厄瓜
多尔、哥伦比亚和巴拿马5国。

当地时间2日早晨， 智利
海军水文和海洋局紧急事务办
公室已经解除了全国沿海地区
的海啸警报。

智利发生8.2级强震 6人遇难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为进
一步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 日前， 中央宣传
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教育部
下发通知， 于2014年清明期间在全
社会广泛开展“纪念先烈·报效祖
国·圆梦中华”活动。

通知要求，清明期间，按照就近
就便、形式多样原则，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组织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到当地革命

烈士陵园开展敬献花篮、瞻仰等烈士
公祭活动。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要组织
在校师生集体参观当地革命烈士陵
园和其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办主
题党日、团日、队日活动，缅怀纪念先
烈、学习英雄事迹。要开展“网上祭先
烈”活动，各主要网站在首页显著位
置开设“网上祭先烈”栏目，动员社会
各界网上祭扫，刊载各地各有关部门
开展活动情况。要开展手机段子传播
活动，通过手机报、短信、彩信、微信、
微博等进行传递。

中宣部等四部门：
广泛开展纪念先烈活动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1日电
北约1日宣布暂时中断与俄罗斯的
正常合作关系。

在当天举行的有乌克兰代外长
出席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和乌克兰
发布了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说，北约

决定中断与俄罗斯的民事和军事方
面的各项合作，只在北约-俄罗斯理
事会层面继续交流，以化解乌克兰危
机。北约和乌克兰在联合声明中还表
示，双方要加强合作，北约将协助乌
克兰进行防御体系改革。

北约暂时中断与俄合作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蔡矜宜）
两个1比1，北京时间2日凌晨进行的
两场欧冠1/4决赛中， 巴塞罗那和曼
联队分别在主场与马德里竞技和拜
仁慕尼黑队握手言和，首回合较量谁
也不轻松。

两场1/4决赛较量除了结果一
样，过程也十分相似。两场比赛的上
半场均无建树；两大夺冠热门拜仁和
巴萨队都在实力、 场面占优的情况
下，被对手先入1球。

曼联队在第58分钟取得领先，为
红魔打破僵局的是队长维迪奇， 但这
一领先仅维持了9分钟。拜仁队施魏因
施泰格的一脚凌空破门， 让两队回到
了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在第90分钟，建
功的施魏因施泰格因为飞铲鲁尼累计

2张黄牌下场，但是10人出战的拜仁队
依然在客场收获平局，全身而退。

这场平局也终止了拜仁队在欧
冠联赛7连胜的纪录， 但主帅瓜迪奥
拉说他相信全队会最终晋级四强。由
于拜仁队持有一个客场进球优势，曼

联队要想在10日的第二回合比赛中
晋级半决赛，困难较大。

在巴萨与马竞队的国家德比中，
马竞队在第56分钟依靠迭戈的破门
抢得先机。 丢球后的巴萨队奋力反
扑，第73分钟，内马尔接伊涅斯塔妙
传切入禁区后劲射破网，帮助巴萨队
扳平比分。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将于10
日在马竞主场卡尔德隆球场进行。

欧冠1/4决赛两个1比1

巴萨拜仁谁也不轻松

11打10，
恒大客场首负韩国
尽管场面占优， 下半场多打1

人， 但恒大队最终未能从韩国带回3
分， 在亚冠赛场上首次客场不敌韩
国球队。 虽然仍稳居小组第一， 但
要想确保小组出线， 恒大队在后两
轮比赛不能有任何闪失。

“我造成了比赛的最大失误，
导致球队后防线没有之前强硬。” 赛
后， 恒大队主帅里皮揽下失利的责
任。 比赛开始后， 恒大队始终占据
主动， 无论是进攻、 中场、 防守都
有条不紊。 正当人们期待恒大队

“惹不起的下半场” 时， 场上风云突

变。 第52分钟， 恒大队长郑智受伤
下场， 里皮却没有派上一个对位的
球员进行替补， 而是用荣昊替下了
郑智， 让金英权由后卫线前移出任
后腰。 尽管第66分钟， 全北队郑赫
因累计黄牌下场， 球队少1人作战，
但10分钟后他们仍然取得进球———
全北队李在城中场起球传至恒大队
防线身后， 恒大队防守球员回追稍
慢， 莱昂纳多反越位凌空扫射破门。

在多1人的情况下，以往恒大队
“惹不起的下半场”为什么失灵了？对
此，里皮回应道：“我们有的球员还没
有达到他的最佳状态。” 相信穆里奇
就在这“有的球员”之中，身体条件仍
未调整到最佳的“猎豹”，上场45分
钟没能制造太多的机会。新赛季打了
4场比赛，他也没有任何贡献。

主场丢4球，
鲁能复仇战变惨案
一场众志成城的复仇战却成了一

场惨败，丢4球也创造了鲁能队在亚冠
联赛对抗韩国球队的最大丢球纪录。

前3轮， 鲁能队1胜2平保持不
败， 以净胜球的优势暂居小组头名。
浦项制铁队同积5分，大阪樱花队积
4分紧随其后。 双方首回合交手，鲁
能队在客场2比0领先的情况下，被
浦项制铁队扳平，遗憾错失3分。

本场比赛，鲁能队的前3粒失球
都有些莫名其妙。第35分钟，外援麦
克格文脚底打滑， 他的头球变成了

“助攻”， 浦项队趁机取得了领先。第
64分钟，戴琳禁区内犯规被判点球，
金泰洙一蹴而就。第71分钟，鲁能队

的传中被裁判阻挡，浦项队趁机反击
再入1球。对于第3个丢球，鲁能主帅
库卡和场上球员都表示抗议，但主裁
判不会更改自己的判罚。

焦躁的情绪在蔓延，3个意外的
丢球让鲁能队窝火， 但惨案仍在继
续。第83分钟，浦项队李明珠劲射被
刘彬彬挡入球门， 场上比分扩大至4
比0。尽管最后时刻，杜威和韩鹏各
打入1球，为鲁能队挽回一些颜面，但
球队仍无法改变输球又输人的尴尬。
洛维因不满判罚，故意将球砸在地上
领到黄牌，戴琳也在最后时刻犯规领
到黄牌，下轮二人均将停赛。

2比4输给浦项队后， 鲁能队以
5分暂居E组的第3名， 浦项队积8分
出线在望， 目前同积5分的大阪樱花
队将成为鲁能队的最大对手。

2日进行的第3轮亚冠小组赛中，山东鲁能队主场2比4完败于浦项制铁队，创“抗韩”最大丢球纪
录；广州恒大队下半场在多1人的情况下痛失好局，客场0比1不敌全北现代队———

“惹不起的下半场”失灵了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4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 研究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实施范围， 部署进一步发挥
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
用，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
快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讨论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草案）》。

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减轻税负、助
力小微企业成长的措施，提出将小微
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实施范围的上限，由年应纳税所得额
6万元进一步较大幅度提高， 并将政
策截止期限延长至2016年底。

会议强调， 今年要更大规模推
进棚改， 必须抓住资金保障这个
“牛鼻子”， 把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
有效结合， 尤其要发挥好依托国家
信用、 服务国家战略、 资金运用保

本微利的开发性金融的“供血” 作
用， 为棚改提速提供依法合规、 操
作便捷、 成本适当、 来源稳定的融
资渠道， 保证棚改任务的资金需要，
并努力降低资金成本。

会议指出，今年全国铁路预计投
产新线6600公里以上， 比去年增加
1000多公里， 其中国家投资近80%
将投向中西部地区。会议确定了深化
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筹措和落实建
设资金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一是
设立铁路发展基金，拓宽建设资金来
源。二是创新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品种
和方式。三是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积
极支持铁路建设。四是对铁路承担的
公益性、政策性运输任务，中央财政
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补贴。五是加强统
筹协调，确保铁路投资稳定增长和铁
路建设加快推进。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2日上午应约同澳大利
亚总理阿博特通电话。

阿博特首先就马来西亚航空公
司客机失联事件向机上中国乘客的
亲属表示慰问，并向李克强通报了澳
方参与搜寻及事故调查工作的最新
情况和考虑。

李克强感谢阿博特的慰问和通
报，赞赏澳方应马来西亚政府要求，牵
头协调南印度洋海域搜寻失联客机所
做的大量工作， 并向机上澳大利亚公
民的亲属表示慰问。李克强说，当前搜
寻工作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困难，
但我们不能松懈，更不能放弃，要继续
全力开展搜寻。 中方将继续同澳大利
亚、马来西亚等各方密切沟通与合作，
全力进行搜寻，同时深入开展调查，共

同努力做好相关工作。
阿博特感谢李克强的慰问，积极

评价中方的搜寻工作，表示澳方愿与
中国、马来西亚等有关各方加强沟通
与合作，竭尽所能，进一步加大搜寻
强度，共同处理好有关事宜。

阿博特说， 我期待即将正式访华
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同中方就推
进澳中关系交换意见。澳方愿与中方加
快澳中自贸协定谈判，深化两国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马来
西亚政府2日在布特拉加亚为马航失
联客机上的中国乘客家属举办了特
别说明会。 当天， 中国空军搜索飞
机完成搜索任务后返回珀斯， 无重
大发现。 澳大利亚专家说， 目前多
个国家正通过共享卫星数据等形式
通力合作， 想方设法缩小搜索范围。

李克强同澳总理通电话

搜寻不松懈不放弃

漫画/杨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