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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画作“救世主”

以创纪录价格拍卖成交 

【美国纽约】有 500 年历史、曾经

仅以 60 美元成交的一幅达芬奇画

作星期三在一个艺术品拍卖上以创

世界纪录的高价售出。 

在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的拍卖会

上，耶稣举手祝福的“救世主”达

芬奇画作以 4 亿 5 千万美元的价格

成交。 

买家通过电话参加拍卖会，没有透

露身份。一路升高的叫价令参加拍

卖会的人瞠目结舌。 

卖家是俄罗斯亿万富翁雷博诺夫列

夫。 

据信全世界只有大约 20 蝠达芬奇

的真迹作品。“救世主”是唯一在

私人手中的达芬奇作品。其它作品

都在博物馆或公共机构收藏。 

艺术专家认为，达芬奇大约在

1500 年创作了这幅“救世主”。

这幅画曾被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收

藏，一度隐没，后来重新出现。一

位收藏者曾认为它是赝品，以 60

美元的价格收购。 

津巴布韦军方行动，

穆加贝被限制在家 

【津巴布韦】南非总统星期三

说，津巴布韦长期领导人穆加贝

被“限制在家”。在一次越来越

像是得到军事支持的将穆加贝赶

下的行动中，这位执政达 37 年

的领导人命运未卜。 

社交媒体上的消息说，首都哈拉

雷的气氛紧张，一些商店提早关

门。 

坦克星期二进入哈拉雷。一天

前，津巴布韦军方领导人康斯坦

丁诺·奇文加（Constant 

Constantino Chiwenga）将军警

告说，除非穆加贝不再试图清除

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执政

联盟中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支持

者，否则将“介入”。自副总统

11 月 5 日被解职后，已有数十人

被捕。 

津巴布韦执政党指责奇文加的声

明是“叛国行为”。 

国际危机组织的分析人士皮尔斯.

庇古（Pius Pigou）表示，过去几

周发生的事件使得不断升级的危

机打破了平衡。 

 

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尤其是过

去几天来、过去一周来，局势变得

更加紧张，显然打破了平衡。 ”

他说，“当奇文加说他会介入时，

我想有一些人认为这是虚张声势，

他不会介入，而穆加贝仍有一些控

制局势的措施。” 

当周三早些时候士兵接管国家电视

台时，这个说法就不再出现。 

军方发言人说：“我们希望能够清

楚地表明，这不是军方对政府的接

管。”他说，“津巴布韦防卫力量

正在做的是缓和我们国家政治、社

会和经济状况的恶化，这种状况如

果不加以解决，可能会导致暴力冲

突。” 

士兵们称他们的行动是“不流血的

纠错。” 

国际危机组织的庇古说，“我认

为，就军事接管而言，它具有所有

政变的特质，这是违宪的行为。”

他说，“安全部门用各种不同的术

语来说明这件事......但是，是的，

它带有政变的标志，尽管我们知

道，政变有很多不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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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美国

“鼓励所有津巴布韦人以冷静和平

的方式处理争端，同时遵循民主、

透明和宪法程序来解决分歧”。 

南非总统祖马也发表声明“呼吁冷

静克制，”并表示希望“津巴布韦

的事态发展不会导致违宪的政府更

替”。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

逊呼吁“冷静克制”，但对穆加贝

提出严厉批评。 约翰逊在英国议

会下院说，“穆加贝的盲目野心总

是要拒绝他们的选择。”他说，

“英国下院将记住他在 37 年执政

中残暴的一面。他操纵和盗窃的选

举，他对对手的谋杀和酷刑，非法

占有土地而导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超高通胀。”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

穆加贝将姆南加古瓦解职是为了让

他的妻子格雷斯·穆加贝 (Grace 

Mugabe）成为副总统。这样当她

93 岁的丈夫退休或者去世时，第

一夫人就会成为总统。 75 岁的姆

南加古瓦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可能

的总统接班人，并得到军方的强大

支持。现年 52 岁的格雷斯·穆加贝

得到党内年轻人的支持。据信她策

划了 2014 年另一位副总统的解

职。 

欧盟签署历史性协定 

增进防务领域合作 

欧盟的 23 个成员国签署了一项历

史性协议，在防务领域进行更紧密

合作。 

这项名为《永久结构性合作》

（PESCO）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

力，要求签署国参加联合防务项

目，并增加相关开支。英国作为

这个集团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长期

以来一直反对这种举措，但它的

退出说服了其他成员国推进这件

事。 

这项协议拥有 58 亿美元的资

金，用来购买武器，还有额外的

现金用于运营和防务研究。各国

领导人对这项协议表示欢迎，认

为它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历史性

的里程碑。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费

代丽卡·莫盖里尼说：“这件事如

果放在一年前，我们中的大多

数，以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

认为不可能达成的。”支持者

说，这项协议将会结束 2011 年

利比亚干预行动中显现的不足，

当时欧洲的盟友们在空中力量和

军需品方面依赖美国。 

三年后，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

入侵说服许多欧洲领导人在国

防方面更紧密合作。英国智库

欧洲改革中心的索非亚·贝驰

说：“现在他们主要在德国和

法国的领导下，抓住了这个机

会。”这个机会的出现要归功

于远方的政治力量，最重要的

就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川普

在竞选过程中称北约“过时

了”。尽管他后来对这个联盟

表示支持，但北约组织仍有疑

虑。 

贝驰说：“欧洲有强烈的感觉，美

国不再会出手拯救他们，他们必须

认真起来，在自我防御的问题上成

长起来。其次，已经发生了英国脱

欧事件。英国对于欧盟层面上的欧

洲防务一体化一直持批评态度。” 

定于 2019 年离开欧盟的英国承诺

支持这项欧盟协议。 英国外交大

臣鲍里斯·约翰逊说： “我们认为

这些想法很有希望，我们会支持它

们。” 北约《永久结构性合作协

议》的目的是在现有集体防御的框

架内加强欧洲的安全合作。 贝驰

说：“北约的代表们表示，他们并

不认为有重复和冗余的风险。他们

认为欧盟国家确实需要增加防务开

支，并在防务问题上加强合作。”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担心被北约和

欧盟排挤出去。英国可能可以在

PESCO 协议下加入欧盟项目，但

必须提供大量资金和专业知识。 

英国政府：俄罗斯网军

攻击英国的能源，电信

和媒体业 

根据英媒太阳报报导，英国国家网

络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NCSC)主任乔兰•

马丁（Ciaran Martin）证实了今年

夏天，英国国家电网受到的网攻是

源自于俄罗斯，而这些黑客是由克

里姆林宫下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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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称，俄罗斯网军也攻击了英国

的媒体，并曾成功瘫痪网站；他们

更试图渗透英国的几个主要电信公

司，以窃取密码，过去一年多以

来，俄罗斯网军陆续对英国发起了

程度不一的网络攻击。 马丁的证

言预计将在英国引起重磅炸弹般的

政治效应，因为这将是 1991 年冷

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对英国最严重

的安全威胁。 马丁预定周三在

「泰晤士报科技峰会」(Times Tech 

Summit)的演说中提及此事，但他

不会透露更多细节。 据悉，英国

首相特里萨·梅伊已收到报告。她

在周一的一次公开评论中就曾警告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我们(英国)知道你正在

做什么。」 虽然美国也指责俄罗

斯网军干涉美国大选，但马丁的证

言则称，没有俄罗斯网军涉入英国

选举的证据。 

伊朗悼念大地震遇难者 

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二承诺，他的

政府将迅速帮助重建地震灾区。与

此同时，伊朗为地震中的遇难者举

行正式哀悼。鲁哈尼视察伊朗和伊

拉克边界星期天 7 点 3 级地震的重

灾区克尔曼沙赫省时发表了上述讲

话。 

伊朗国营媒体伊朗通讯社说，至少

530 人遇难，另外还有 7 千多人受

伤。很多受害者在克尔曼沙赫省的

萨尔波勒扎哈卜镇. 伊朗内政部估

计的数字是 7 人死亡，500 人受

伤。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震中位于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哈拉布贾附

近。远在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有震

感。地震来袭时，人们纷纷从家

中逃离。由于后续又发生了多次

余震，很多人在救助营过夜，或

者露宿寒冷的街头。世界卫生组

织派遣了一个紧急救援队，包括

救护车和手术器材。与此同时，

救援人员设法在倒塌的房屋中搜

寻幸存者，并用搜救犬寻找受害

者。伊朗位于几个主要的断层

带，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造成人

员伤亡的地震。2003 年南部城市

巴姆的地震造成至少 2 万 6000

人丧生，2012 年在东阿塞拜疆省

的地震导致 300 多人死亡。 

「亚洲月许愿池」 

维基百科亚洲月 2017 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中文维基百科 Facebook 专页特

别推出「亚洲月许愿池」的活动，邀

请大家一起来中文维基百科，写出亚

洲的故事！ 

游戏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分享「亚洲

月许愿池」贴文，并写下「我想更了

解（亚洲某国或某地） 的 （人/事/

物）」，并再加上 #亚洲月许愿池 的 

Hashtag，例如「我想更了解朝鲜的教

育 #亚洲月许愿池」，然后在贴文下

方留言，即可参加本游戏。 

如果你的许愿在亚洲月期间在中文维

基百科上被写成合乎活动规则的新条

目，会从中抽出 35 名，许愿者及写作

者均可获得亚洲月主题明信片一张，

相关奖项由台湾维基媒体协会，香港

维基媒体用户组或专页提供。 

如果达成愿望的人没有那么多，我们

会把剩下的明信片随机送给参与许愿

游戏的朋友。 想要得到精美明信片的

话，不但要快点来许愿，还要赶快叫

你身边的亚洲通，到中文维基百科上

写下他们的知识喔！ 

维基媒体社群动态 

2017 年 11 月是维基百科亚洲月，旨

在提高维基百科有关亚洲国家和地

区的条目质量的在线编辑松。 

虽然这是一个虚拟活动，但很高兴

的是，香港维基人会在 2017 年 11

月 25 日举行脱机活动，以进一步实

现其目标。 

欢迎活跃于任何语言版本维基百科

的人士参与本活动（无论您是新手

还是老手经验，但请事先注册账户

哦），我们将提供本次活动茶点。 

日期：2017 年 11 月 25 日下午六时

半至九时半（可于六时到临） 

地址：Ooosh For Startups（香港九

龙观塘创业街 9 号 20 楼 2002-04

室） 

网址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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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片 

贸易银元是美国铸币局生产的一种 1 美元面额银质硬币，旨在同

已在东亚大量流通的已有贸易硬币竞争。

 

本期编辑部 

总编辑：richard923888 

本期记者： 

Tb095811zhwiki  

关于维基新闻 版权讯息 关于维基新闻印刷版 

我们是志愿新闻工作

者，致力于发展一个多

元的社群，让全球各地

的公民（包括您在内）

能协力报道各式各样的

新闻动态。我们的内容

供他人自由发放及使 

用，希望能为全球數位

世界大同出一分力。 

此出版物在创作共享-姓名标示 2.5 协议

的条款下发表，裡面的内容均由维基记

者编写。如欲观看此条款的内容，请

到：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5/deed.zh_TW 

如欲查阅更多关于维基新闻印刷版的

信息请到： 

http://zh.wikinews.org/wiki/Wikinews:

印刷版 

如果您想參与撰写、发表或编辑新闻文章，请到 zh.wikinews.org   版号：2017-08-01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B8%E6%98%93%E9%93%B6%E5%85%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9%93%B8%E5%B8%81%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E7%BE%8E%E5%85%83%E7%A1%AC%E5%B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B6%E5%B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4%BA%9A
https://zh.wikinews.org/wiki/User:Tb095811zhwi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