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随笔本报记者沈德良

蹩脚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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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纽约
２

月
２４

日电（记者王建刚）

纽约曼哈顿唐人街住宅楼
２４

日凌晨发生的大火
目前已造成

２

人死亡， 另有
２７

人受伤， 其中
３

人
伤势严重。

据《纽约邮报》 报道， 一男一女两名死者
都是华人， 其中男性死者

３２

岁， 女性死者
３３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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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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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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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机坠落农田 机身断裂成三截

●土耳其一客机在荷兰坠毁 ●造成１０人死亡50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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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关部门的严正声明和民间组织
的道德规劝， 并没能让法国地方法院良知
发现。 它的一纸判决， 粗暴地割断了中国
人对圆明园两尊铜兽首顺利回归的期待。

令人惊愕的是， 这场并不道德的文物拍卖，

却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牵强到一起。

作为两件珍贵文物的拥有人， 皮埃尔·
贝尔热表示， 他愿意将文物还给中国， 前提
是中国遵守人权， 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让西藏拥有人权和自由。 这个既不能代表政
府， 也不能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生意人， 也
用这种蹩脚的方式挑衅中国政府和人民。

作为商业行为， 佳士得拍卖鼠首、 兔
首， 无视了中国对文物所属权力的主张， 抹
杀了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也有悖于

相关的国际法则。 中国民众看重这两件文
物， 绝不仅仅是它们高昂的价格， 更在于它
们承载着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情感， 记载着
我们这个国家那段曾遭人侮辱的悲惨历史，

也记载着
150

年前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列强，

对一个主权国家生存权野蛮践踏的历史。

圆明园的残砖剩瓦至今仍不时刺痛着每
一个中国人的心， 那是中华民族难以愈合的
伤疤。 它浓缩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饱受外
族欺凌的屈辱历史， 清晰地记载着列强那段

残暴践踏人权的丑恶历史。 当年英法联军侵
入北京， 在圆明园劫掠财物， 纵火三天， 将
一个当时全球最辉煌的皇家园林付之一炬。

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列强， 当年有没有想到
“人权” 这个词汇？！ 现在， 贝尔热居然举着
其先辈抢夺来的赃物， 想同中国奢谈人权问
题。

贝尔热不会不知道两尊铜兽首的来历，

其荒唐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无知， 不如说是
偏见。 这种偏见， 代表了某些人“西方中心

论” 的帝国情结， 代表了西方一些人总是把
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惯性思维。 这种借
“人权” 绑架文物的卑劣做法， 只能激起越
来越多中国民众的愤怒。

回顾历史， 被西方列强劫掠、 盗抢的文
物在海外被一次次拍卖， 中国经历了无可奈
何、 渐次发声、 逐步表达立场到态度日益鲜
明的过程。 也许这一过程艰难而漫长。 我们
拂去国际法体系、 游戏规则之类的“桌面制
度” 就不难发现， 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在海外
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定性能量是国家的综合国
力！

这次， 中国律师志愿团跨洋高调诉讼，

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发出的不甘欺辱的声
音和对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的主张。 因此， 无
论这场跨国诉讼的结果如何， 我们都将是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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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２５

日电外交部发言人
马朝旭

２５

日就美国会少数众议员联署提出纪念
《与台湾关系法》

３０

年决议案答记者问时表示，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并已向美方提出了严
正交涉。

有记者问： 美国会少数众议员联署提出了
一项纪念《与台湾关系法》

３０

年决议案， 请问
你有何评论？

马朝旭说， 美国会少数议员不顾中方明确
反对， 执意提出所谓纪念《与台湾关系法》

３０

年决议案，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并已向美
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美议员提纪念对台

关系法30年决议案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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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２５

日电外交部
２５

日发布消
息， 提醒中国公民切勿赴缅甸参赌， 以免陷入
困境。

消息称， 近年来， 中缅边境地区一些不法
分子在中国境内以高薪务工、 赌玉石暴利和免
费旅行等为诱饵， 哄骗或绑架一些不明真相的
中国公民到缅迈扎央等赌场参赌， 并对他们进
行关押和殴打， 勒索其家属支付高额赎金。

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提
醒中国公民提高警惕， 抵制诱惑， 拒绝入缅参
赌， 以免陷入困境。

外交部提醒我国公民

切勿赴缅甸参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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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２

月
２５

日
电（记者廖雷） “新星” 号货轮沉没事件中
获救的

３

名中国船员
２５

日离开俄罗斯远东城市
符拉迪沃斯托克， 乘飞机回国。 中国驻哈巴罗
夫斯克副总领事刘君国等到机场送行。

“新星”号获救

中国船员启程回国

纽约唐人街发生火灾

2名华人罹难 ２７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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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一乘客惊愕离开坠机现场。 右图： 救援人员在坠机现场抢救伤员。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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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关部门的严正声明和民间组织
的道德规劝， 并没能让法国地方法院良知
发现。 它的一纸判决， 粗暴地割断了中国
人对圆明园两尊铜兽首顺利回归的期待。

令人惊愕的是， 这场并不道德的文物拍卖，

却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牵强到一起。

作为两件珍贵文物的拥有人， 皮埃尔·
贝尔热表示， 他愿意将文物还给中国， 前提
是中国遵守人权， 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让西藏拥有人权和自由。 这个既不能代表政
府， 也不能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生意人， 也
用这种蹩脚的方式挑衅中国政府和人民。

作为商业行为， 佳士得拍卖鼠首、 兔
首， 无视了中国对文物所属权力的主张， 抹
杀了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也有悖于

相关的国际法则。 中国民众看重这两件文
物， 绝不仅仅是它们高昂的价格， 更在于它
们承载着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情感， 记载着
我们这个国家那段曾遭人侮辱的悲惨历史，

也记载着
150

年前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列强，

对一个主权国家生存权野蛮践踏的历史。

圆明园的残砖剩瓦至今仍不时刺痛着每
一个中国人的心， 那是中华民族难以愈合的
伤疤。 它浓缩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饱受外
族欺凌的屈辱历史， 清晰地记载着列强那段

残暴践踏人权的丑恶历史。 当年英法联军侵
入北京， 在圆明园劫掠财物， 纵火三天， 将
一个当时全球最辉煌的皇家园林付之一炬。

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列强， 当年有没有想到
“人权” 这个词汇？！ 现在， 贝尔热居然举着
其先辈抢夺来的赃物， 想同中国奢谈人权问
题。

贝尔热不会不知道两尊铜兽首的来历，

其荒唐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无知， 不如说是
偏见。 这种偏见， 代表了某些人“西方中心

论” 的帝国情结， 代表了西方一些人总是把
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惯性思维。 这种借
“人权” 绑架文物的卑劣做法， 只能激起越
来越多中国民众的愤怒。

回顾历史， 被西方列强劫掠、 盗抢的文
物在海外被一次次拍卖， 中国经历了无可奈
何、 渐次发声、 逐步表达立场到态度日益鲜
明的过程。 也许这一过程艰难而漫长。 我们
拂去国际法体系、 游戏规则之类的“桌面制
度” 就不难发现， 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在海外
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定性能量是国家的综合国
力！

这次， 中国律师志愿团跨洋高调诉讼，

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发出的不甘欺辱的声
音和对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的主张。 因此， 无
论这场跨国诉讼的结果如何， 我们都将是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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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阿姆斯特丹
２

月
２５

日电（记
者谢栋风张碧弘）荷兰哈勒默梅尔市代
理市长米海尔·贝泽伊延

２５

日在阿姆斯特
丹斯希普霍尔机场宣布，当天上午发生在
该机场附近的一架土耳其客机坠毁事故
目前已造成

10

人死亡，

５０

多人受伤。

贝泽伊延说，这架从伊斯坦布尔起飞
的土耳其航空公司波音

７３７

客机于当地时
间上午

１０

时
４８

分左右在靠近斯希普霍尔
机场跑道时坠毁， 飞机坠落在一处农田
中，机身断裂成

３

截，机上共载有
１３５

人。 目
前至少造成包括

１

名机组人员在内的
10

人
死亡，

５０

多人受伤，其中
２５

人伤势严重。

贝泽伊延说， 目前坠机原因尚不清
楚。 由于机上所剩燃油较少，坠机时没有
发生起火或爆炸。

据悉，坠机事故发生时，当地天气状
况良好，未降雨，风力也不大。

另据新华社记者向中国驻荷兰使馆
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机场方面尚未提供失
事航班上是否有中国乘客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