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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芬奇畫作“救世主”

以創紀錄價格拍賣成交 

【美國紐約】有 500 年歷史、曾經

僅以 60 美元成交的一幅達芬奇畫

作星期三在一個藝術品拍賣上以創

世界紀錄的高價售出。 

在紐約佳士得拍賣公司的拍賣會

上，耶穌舉手祝福的“救世主”達

芬奇畫作以 4 億 5 千萬美元的價格

成交。 

買家通過電話參加拍賣會，沒有透

露身份。一路升高的叫價令參加拍

賣會的人瞠目結舌。 

賣家是俄羅斯億萬富翁雷博諾夫列

夫。 

據信全世界只有大約 20 蝠達芬奇

的真跡作品。“救世主”是唯一在

私人手中的達芬奇作品。其它作品

都在博物館或公共機構收藏。 

藝術專家認為，達芬奇大約在

1500 年創作了這幅“救世主”。

這幅畫曾被英國國王查理一世收

藏，一度隱沒，後來重新出現。一

位收藏者曾認為它是贗品，以 60

美元的價格收購。 

辛巴威軍方行動，穆

加貝被限制在家 

【辛巴威】南非總統星期三說，

辛巴威長期領導人穆加貝被“限

制在家”。在一次越來越像是得

到軍事支持的將穆加貝趕下的行

動中，這位執政達 37 年的領導

人命運未卜。 

社交媒體上的消息說，首都哈拉

雷的氣氛緊張，一些商店提早關

門。 

坦克星期二進入哈拉雷。一天

前，辛巴威軍方領導人康斯坦丁

諾·奇文加（Constant 

Constantino Chiwenga）將軍警

告說，除非穆加貝不再試圖清除

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的執政

聯盟中副總統姆南加古瓦的支持

者，否則將“介入”。自副總統

11 月 5 日被解職後，已有數十人

被捕。 

辛巴威執政黨指責奇文加的聲明

是“叛國行為”。 

國際危機組織的分析人士皮爾斯.

庇古（Pius Pigou）表示，過去幾

周發生的事件使得不斷升級的危

機打破了平衡。 

 

他對美國之音記者說：“尤其是過

去幾天來、過去一周來，局勢變得

更加緊張，顯然打破了平衡。 ”

他說，“當奇文加說他會介入時，

我想有一些人認為這是虛張聲勢，

他不會介入，而穆加貝仍有一些控

制局勢的措施。” 

當週三早些時候士兵接管國家電視

臺時，這個說法就不再出現。 

軍方發言人說：“我們希望能夠清

楚地表明，這不是軍方對政府的接

管。”他說，“辛巴威防衛力量正

在做的是緩和我們國家政治、社會

和經濟狀況的惡化，這種狀況如果

不加以解決，可能會導致暴力衝

突。” 

士兵們稱他們的行動是“不流血的

糾錯。” 

國際危機組織的庇古說，“我認

為，就軍事接管而言，它具有所有

政變的特質，這是違憲的行為。”

他說，“安全部門用各種不同的術

語來說明這件事......但是，是的，

它帶有政變的標誌，儘管我們知

道，政變有很多不同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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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一名官員表示，美國

“鼓勵所有辛巴威人以冷靜和平的

方式處理爭端，同時遵循民主、透

明和憲法程式來解決分歧”。 南

非總統祖馬也發表聲明“呼籲冷靜

克制，”並表示希望“辛巴威的事

態發展不會導致違憲的政府更

替”。英國外交大臣伯里斯·詹森

呼籲“冷靜克制”，但對穆加貝提

出嚴厲批評。 詹森在英國議會下

院說，“穆加貝的盲目野心總是要

拒絕他們的選擇。”他說，“英國

下院將記住他在 37 年執政中殘暴

的一面。他操縱和盜竊的選舉，他

對對手的謀殺和酷刑，非法佔有土

地而導致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超高通

脹。” 許多觀察人士認為穆加貝

將姆南加古瓦解職是為了讓他的妻

子格雷斯·穆加貝 (Grace 

Mugabe）成為副總統。這樣當她

93 歲的丈夫退休或者去世時，第

一夫人就會成為總統。 75 歲的姆

南加古瓦多年來一直被認為是可能

的總統接班人，並得到軍方的強大

支持。現年 52 歲的格雷斯·穆加貝

得到黨內年輕人的支持。據信她策

劃了 2014 年另一位副總統的解

職。 

歐盟簽署歷史性協定 

增進防務領域合作 

歐盟的 23 個成員國簽署了一項歷

史性協定，在防務領域進行更緊密

合作。 

這項名為《永久結構性合作》

（PESCO）的協定具有法律約束

力，要求簽署國參加聯合防務專

案，並增加相關開支。英國作為

這個集團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長期

以來一直反對這種舉措，但它的

退出說服了其他成員國推進這件

事。 

這項協定擁有 58 億美元的資

金，用來購買武器，還有額外的

現金用於運營和防務研究。各國

領導人對這項協議表示歡迎，認

為它對於歐盟來說是一個歷史性

的里程碑。歐盟外交政策主管費

代麗卡·莫蓋裡尼說：“這件事如

果放在一年前，我們中的大多

數，以及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

認為不可能達成的。”支持者

說，這項協定將會結束 2011 年

利比亞干預行動中顯現的不足，

當時歐洲的盟友們在空中力量和

軍需品方面依賴美國。 

三年後，俄羅斯對克裡米亞的

入侵說服許多歐洲領導人在國

防方面更緊密合作。英國智庫

歐洲改革中心的索菲亞·貝馳

說：“現在他們主要在德國和

法國的領導下，抓住了這個機

會。”這個機會的出現要歸功

於遠方的政治力量，最重要的

就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川普

在競選過程中稱北約“過時

了”。儘管他後來對這個聯盟

表示支援，但北約組織仍有疑

慮。 

貝馳說：“歐洲有強烈的感覺，美

國不再會出手拯救他們，他們必須

認真起來，在自我防禦的問題上成

長起來。其次，已經發生了英國脫

歐事件。英國對於歐盟層面上的歐

洲防務一體化一直持批評態度。” 

定於 2019 年離開歐盟的英國承諾

支持這項歐盟協定。 英國外交大

臣伯里斯·詹森說： “我們認為這

些想法很有希望，我們會支持它

們。” 北約《永久結構性合作協

定》的目的是在現有集體防禦的框

架內加強歐洲的安全合作。 貝馳

說：“北約的代表們表示，他們並

不認為有重複和冗餘的風險。他們

認為歐盟國家確實需要增加防務開

支，並在防務問題上加強合作。” 

分析人士認為，英國擔心被北約和

歐盟排擠出去。英國可能可以在

PESCO 協議下加入歐盟專案，但

必須提供大量資金和專業知識。 

英國政府：俄羅斯網軍

攻擊英國的能源，電信

和媒體業 

根據英媒太陽報報導，英國國家網

絡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NCSC)主任喬

蘭•馬丁（Ciaran Martin）證實了

今年夏天，英國國家電網受到的網

攻是源自於俄羅斯，而這些駭客是

由克裡姆林宮下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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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稱，俄羅斯網軍也攻擊了英國

的媒體，並曾成功癱瘓網站；他們

更試圖滲透英國的幾個主要電信公

司，以竊取密碼，過去一年多以

來，俄羅斯網軍陸續對英國發起了

程度不一的網絡攻擊。 馬丁的證

言預計將在英國引起重磅炸彈般的

政治效應，因為這將是 1991 年冷

戰結束以來，俄羅斯對英國最嚴重

的安全威脅。 馬丁預定週三在

「泰晤士報科技峰會」(Times Tech 

Summit)的演說中提及此事，但他

不會透露更多細節。 據悉，英國

首相德蕾莎·梅伊已收到報告。她

在週一的一次公開評論中就曾警告

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我們(英國)知道你正在

做什麼。」 雖然美國也指責俄羅

斯網軍干涉美國大選，但馬丁的證

言則稱，沒有俄羅斯網軍涉入英國

選舉的證據。 

伊朗悼念大地震遇難者 

伊朗總統魯哈尼星期二承諾，他的

政府將迅速幫助重建地震災區。與

此同時，伊朗為地震中的遇難者舉

行正式哀悼。魯哈尼視察伊朗和伊

拉克邊界星期天 7 點 3 級地震的重

災區克爾曼沙赫省時發表了上述講

話。 

伊朗國營媒體伊朗通訊社說，至少

530 人遇難，另外還有 7 千多人受

傷。很多受害者在克爾曼沙赫省的

薩爾波勒紮哈蔔鎮. 伊朗內政部估

計的數字是 7 人死亡，500 人受

傷。 

美國地質調查局表示，震中位於

伊拉克庫爾德地區的哈拉布賈附

近。遠在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有震

感。地震來襲時，人們紛紛從家

中逃離。由於後續又發生了多次

餘震，很多人在救助營過夜，或

者露宿寒冷的街頭。世界衛生組

織派遣了一個緊急救援隊，包括

救護車和手術器材。與此同時，

救援人員設法在倒塌的房屋中搜

尋倖存者，並用搜救犬尋找受害

者。伊朗位於幾個主要的斷層

帶，歷史上曾發生過數次造成人

員傷亡的地震。2003 年南部城市

巴姆的地震造成至少 2 萬 6000

人喪生，2012 年在東亞塞拜然省

的地震導致 300 多人死亡。 

「亞洲月許願池」 

維基百科亞洲月 2017 正如火如荼地進

行，中文維基百科 Facebook 專頁特

別推出「亞洲月許願池」的活動，邀

請大家一起來中文維基百科，寫出亞

洲的故事！ 

遊戲方法非常簡單，只要分享「亞洲

月許願池」貼文，並寫下「我想更瞭

解（亞洲某國或某地） 的 （人/事/

物）」，並再加上 #亞洲月許願池 的 

Hashtag，例如「我想更瞭解朝鮮的教

育 #亞洲月許願池」，然後在貼文下

方留言，即可參加本遊戲。 

如果你的許願在亞洲月期間在中文維

基百科上被寫成合乎活動規則的新條

目，會從中抽出 35 名，許願者及寫作

者均可獲得亞洲月主題明信片一張，

相關獎項由台灣維基媒體協會，香港

維基媒體用戶組或專頁提供。 

如果達成願望的人沒有那麼多，我們

會把剩下的明信片隨機送給參與許願

遊戲的朋友。 想要得到精美明信片的

話，不但要快點來許願，還要趕快叫

你身邊的亞洲通，到中文維基百科上

寫下他們的知識喔！ 

維琪媒體社群動態 

2017 年 11 月是維基百科亞洲月，旨

在提高維基百科有關亞洲國家和地

區的條目質量的在線編輯松。 

雖然這是一個虛擬活動，但很高興

的是，香港維基人會在 2017 年 11

月 25 日舉行離線活動，以進一步實

現其目標。 

歡迎活躍於任何語言版本維基百科

的人士參與本活動（無論您是新手

還是老手經驗，但請事先註冊帳戶

哦），我們將提供本次活動茶點。 

日期：2017 年 11 月 25 日下午六時

半至九時半（可於六時到臨） 

地址：Ooosh For Startups（香港九

龍觀塘創業街 9 號 20 樓 2002-04

室） 

網址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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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圖片 

貿易銀元是美國鑄幣局生產的一種 1 美元面額銀質硬幣，旨在同

已在東亞大量流通的已有貿易硬幣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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