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4 月 26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黄国清

世界报道

新华社芝加哥 4 月 24 日电(记者徐静、苗壮、汪平)王立民
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奈尔斯高中的中文老师。她清楚地记得，4
月 1 日她的学生们听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他们回信时，那
种惊喜的神情。

王立民说，同学们完全没有想到，大喊“这是真的吗？”当她
展示来自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邮件时，大家才意识到，这的
确是真的。

他们没有想到，作为一个拥有近 14 亿人口大国的国家主
席，习近平会拨冗回复一群美国高中学生的来信，娓娓而谈，真
情跃然纸上。

今年 2 月初，临近中国春节，王立民给学校 2 个班的 44 名
学生布置了一份作业：用中文给习近平主席写一封信。同学们投
票选出写得最好的一封信，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他
们在信中介绍了自己的爱好，表达了想去中国看看的愿望。他们
还询问了习近平主席的工作、生活情况和个人爱好。之后，王立
民将信寄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

3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给学生们回信，称赞他们的中文书
写工整、用词规范，希望他们继续“加油”，在中文学习上取得更
大进步。

习近平主席在信中还表示：青年一代是中美友好的未来。希
望同学们珍惜韶华、努力学习，为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作出贡献。
百闻不如一见。欢迎你们有机会来中国看看。

4 月 3 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将这封回信送到北奈尔
斯高中学生的手中。在校方举行的交接仪式上，同学们用精心准
备的中文节目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他们用中文朗诵了中国唐代
诗人李白的《静夜思》和孟浩然的《春晓》，深情演唱了中文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高中一年级学生肯德拉·李执笔了写给习近平主席的信，所

以她格外高兴：“我觉得习近平主席一定非常忙，不会有时间给
我们回信，所以本来没想着能收到回信。但是他真的回信了，(我
们)每个人都很惊喜。这是我们的荣幸。”

作为华裔美国人，肯德拉·李告诉记者：“我想了解自己(民
族)的文化，想学习更多的中文，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我非常想

去中国。”
校长詹姆斯·爱德华兹先前知道学生们给习近平主席写

了一封信，“但是我没想到这封信会有这么精彩的后续。我为
我的学生们感到非常自豪”。他感谢习近平主席百忙之中给同
学们回信。他说大家几天来一直都处于兴奋状态。

爱德华兹告诉记者，北奈尔斯高中有三位非常敬业的中

文老师，“他们不但教授中文，还教授中国音乐、艺术、文学，这
对了解中国非常重要”。

北奈尔斯高中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北郊，是一所四
年制公立学校，现有 2000 多名学生。该校自 2008 年起开设中
文课程，目前中文课程班已从最初的 4 个扩展到 11 个，覆盖
全校 4 个年级。

飞鸿励学子 笔端传真情
一封来自中国国家主席的回信

▲ 4 月 3 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奈尔斯市，北奈尔斯高中的学生们现场中文朗诵中国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和孟
浩然的《春晓》。 新华社记者汪平摄

新华社专特稿(王宏彬)斯里兰卡系列爆炸袭击发生 3 天
后，袭击者身份谜团逐渐解开。了解调查进展的官员 24 日说，至
少有 9 名自杀式袭击者，包括一名女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
一些人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留过学。

学历高

斯里兰卡警方发言人鲁万·古纳塞克拉 24 日告诉媒体记
者，警方确定 9 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确定其中 8 人的身份，

另 1 人身份待定。

古纳塞克拉说，上述 8 人中有一对“夫妻档”，那名妻子据
信制造了最后一起爆炸。警察 21 日下午进入首都科伦坡郊区
一处民宅，准备搜查，藏在屋里的女子引爆炸弹，炸死 3 名警
察和两名儿童。警方怀疑，儿童可能是那对夫妻的孩子。

另外 7 名身份已经确定的自杀式袭击者据信关联 21 日上
午 6 起爆炸，其中两人在同一处地点行凶。古纳塞克拉说，那 7
名主犯都是斯里兰卡人。

国防国务部长鲁万·维杰瓦德纳在 24 日召开的记者会
上说，这些自杀式袭击者都来自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

至少一人有法学学位，一些人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留过学。
斯里兰卡官员先前把调查重点指向“全国认主学大会组

织”(NTJ)，怀疑凶手是这一境内宗教极端组织的成员。
维杰瓦德纳 24 日说，安全部门确认，袭击者曾经是 NTJ

和另一个极端组织的成员，但后来脱离这两个组织，加入一个
名为 JMI 的组织。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有外援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3 日经由它的发声渠道阿马克通
讯社宣称发动斯里兰卡袭击，同时发布一段视频。视频中，8 名
黑衣人站在一起，向“伊斯兰国”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
迪宣誓效忠，其中 7 人蒙面，领头男子站在中间、没有蒙面。

斯里兰卡西部省省长阿扎西·萨利指认没有蒙面的男子是
NTJ 组织头目穆罕默德·扎赫兰。扎赫兰另一个为人所知的姓

名是扎赫兰·哈希姆。斯里兰卡安全部门注意到，他 3 年前开始
在网上发布大量煽动性极端言论。

一名印度政府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印方审讯一名
“伊斯兰国”嫌疑人，而那人供认在扎赫兰的思想极端化过程中发
挥了作用。警方怀疑，扎赫兰可能是斯里兰卡爆炸袭击的主谋。

暂时没有确凿证据显示“伊斯兰国”给予斯里兰卡袭击
者直接帮助。不少反恐专家说，这轮袭击的规模、专业性和
复杂程度表明，袭击者预谋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很可能得
到境外极端组织的资助和指导。

按照斯里兰卡国防国务部长维杰瓦德纳 23日的说法，袭击
者的动机是“报复”新西兰上月清真寺枪击事件。不过，他 24 日
改口，说没有证据表明两者有直接关联。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
两座清真寺 3 月 15 日遭遇枪手袭击，枪手是一名鼓吹白人至
上主义的澳大利亚人。

美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阿莱娜·特普利茨说，美国联邦调查
局和军方人员正在向斯里兰卡方面提供帮助，以推进调查。特
普利茨否认美方事先掌握斯里兰卡可能遭到袭击的情报。

斯里兰卡袭击者：本土人学历高家庭富裕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25 日下午
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对一”会晤将近两个
小时。两人随后告诉媒体记者，双方“谈得不错”。

这是普京和金正恩首次会晤。
会晤地点设在远东联邦大学校园一座建筑内。俄罗斯

媒体报道，普京乘坐直升机提前抵达。当地时间 14 时左
右，金正恩乘车到达，普京站在门口迎接。金正恩面带笑容
走向普京，两人握手、简单寒暄，稍后开始“一对一”闭门会
晤。

会晤开始以前，普京告诉媒体记者，他相信金正恩的访
问“有助更好理解如何应对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我们可以一
起做什么”；俄方欢迎金正恩为推动朝韩对话和朝美关系正
常化所作努力。

金正恩说，两国将巩固和发展关系，他将与普京就朝鲜半
岛局势交换意见。

远东联邦大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岛上，由一座
大桥连接周边陆地，是 2012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
举办地。

金正恩乘坐专列，当地时间 24 日下午抵达符拉迪沃斯托

克，随后检阅俄军仪仗队。他在火车站与俄方人员简短交谈，
继而乘车离开。

普京与金正恩会晤后告诉媒体记者，他们“谈得不错”。俄

罗斯媒体报道，两人原打算会晤大约 50 分钟，实际会晤将近
两小时。

普京说，两人探讨朝鲜半岛局势，就如何推动局势改善交
换意见。金正恩说，两人就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局势作深入讨
论，交流“非常有实质意义”。

他们没有向媒体记者发布会晤内容细节。
“一对一”会晤结束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朝鲜外务相李勇浩和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等双方高级
官员加入会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一对一”首脑会晤和
双方扩大会谈持续三个半小时。

普京在晚餐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半岛问题相关
方应该尊重彼此利益，才有机会解决半岛问题。遵循国际
法、放弃“拳头法”是解决半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关键。

路透社报道，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 2 月在越
南首都河内第二次会晤无果而终，美朝就解除对朝制裁和
无核化措施有分歧，朝方因而希望就解除制裁寻求俄方支
持；对俄方而言，俄朝领导人会晤有助展示俄方的外交实力
以及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影响力。

(郑昊宁 新华社专特稿)

普京和金正恩“一对一”会晤近两小时

▲ 4 月 25 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总统
普京（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握手。

新华社/卫星社

法国一家建筑企业和巴黎圣母院发言
人 24 日分别回应媒体关联圣母院失火原
因的报道，否认起火点可能是烟头、电动升
降机或电线。

同时，法国政府加紧推进巴黎圣母
院的灾后修缮工作。

认“违禁”

勒布拉兄弟公司是承担巴黎圣母院
尖塔修缮工程的建筑企业之一。企业发言
人马克·埃斯凯纳齐 24 日承认，企业旗下
“欧洲脚手架”部门的一些工人确实违反
禁止吸烟的规定，“有时”在尖塔周围的脚
手架上吸烟。

法国《鸭鸣报》先前披露，警方在火灾
现场查获 7 个烟头的残留物，而一些工人
已向警方承认曾经吸烟。

埃斯凯纳齐说，企业“谴责”工人违规
吸烟，“但火灾自建筑内部而起”，从企业角
度看，“并非一颗烟头点着了巴黎圣母院”。

他认定，烟头连一根木头都不可能点
着，同时质疑为何能在现场发现烟头残留
物。“如果烟头能挺过这场猛烈大火，我不
知道它们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埃斯凯纳齐 18 日向路透社披露，“欧
洲脚手架”部门一个 12 人小组是 15 日火
灾当天唯一在现场施工的工程队。他们架
设的一台相机处于延时摄影状态，摄取的
画面显示烟雾最先从尖塔底部冒出，或许
能为调查人员提供线索。

齐“甩锅”

埃斯凯纳齐 24日同时认定，火灾不可能
因为现场两台电动升降机中的一台发生故
障而触发。他说，两台升降机“维护良好”，
设在建筑外部，距离最先冒烟的尖塔底部
分别有 45 米和 65 米。而且，工人火灾当天
下班时切断了升降机电源。

按照《鸭鸣报》的说法，调查人员认为
电气线路短路最有可能是火灾原因。这家
擅长调查的媒体同时怀疑横贯尖塔的电线
可能有问题。

然而，巴黎圣母院发言人安德烈·菲诺
否认没有遵守安全准则。他说，修缮作业全部经过政府批
准。“没有晃荡的电线，一切都妥善安装”。

早在 2012 年，尖塔内部便安装了火灾电子报警器。菲
诺说，火灾报警器首次发出烟雾警报时，安保人员曾作检
查，但没有报告异常情况。

菲诺说，“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否查错了地点”。第二次
警报响起时，安保人员发现了尖塔底部的火焰。

法国检察机关目前没有排除任何关联起火点的假设，

说调查人员正考虑全部可能。

忙“修补”

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式建筑，12世纪中叶始建，耗时近
200 年完工，19世纪增建木质尖塔。15 日火灾烧毁了巴黎
圣母院的屋顶和尖塔，但主体建筑得以保存。

德新社报道，法国政府已起草一份修复巴黎圣母院方
案的草案，同意应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要求发起全国性
募捐活动。法国政府发言人茜贝特·恩迪亚耶说，捐款将用
于修复工程以及培训技术工匠。

草案尚需法国议会批准。草案同时要求政府免受部分
现行法律限制，以便尽快完成修复工程。马克龙先前希望 5
年内完成修复，遭部分专家质疑。

法国文化部宣布，将自 26 日起拆除上世纪中叶安装在
建筑上层的彩色玻璃；教堂西、北、南侧的玫瑰花窗一直维
持中世纪原样，不会被拆除。 (海洋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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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 4 月 24 日电(记者马建国、林远)今年
是有汉字鼻祖之称的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一场甲骨文
书法艺术展 24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吸引了多国驻
联合国外交官及华侨华人到场观看。

据介绍，此次展出的 20 余幅甲骨文书法作品从来自
世界各地甲骨文书法爱好者的 700 多件作品中筛选而出。
主办方中国安阳学院甲骨文艺术研究中心希望通过此次展
览让更多人了解这种中国古文字的艺术风采和文化内涵。

在展览现场，一位秘鲁外交官对一幅甲骨文书法作
品很感兴趣，希望了解书法的内容。这幅作品的作者、
日本甲骨文书法协会会长张大顺对他解释道，作品写的
是“甲骨文是中国文化的基因”。

据主办方介绍，目前共发现刻有甲骨文的甲骨约 17
万片，单字 4500 多个，已识别出约 1500 个。 2017 年，
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甲骨文书法艺术展

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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