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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雨林不再固碳

“这里的冲突， 对于我们来说是战
争。”自从席尔瓦建立“森林护卫者”这一
组织以来，他们组织中有100多人被害，

收到的死亡恐吓更是不计其数。 巴西成
为世界上土地保卫者死亡最多的国家。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亚马逊雨林的破坏。

《科学》 杂志在去年10月公布的气候研
究结果显示： 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被
伐木、焚烧和农业生产所破坏，以至于它
们释放的二氧化碳比它们吸收的还多。

火灾与战乱，博物馆的两大杀手
早在古希腊时代， 就已有了关于

博物馆的记述。2000多年以来，散布在

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已成为人类文明传

承的重要载体。 这些典藏自然和人类

文化遗产实物、 并向公众传播知识的

场所，也不得不面临天灾人祸的威胁。

9月2日， 位于里约的巴西国家博

物馆发生大火， 馆内2000多万件珍贵

藏品中的大部分付之一炬， 损失不可

估量。其实，这并非巴西博物馆第一次

发生火灾，就在三年前，位于巴西圣保

罗的葡萄牙语博物馆失火， 整座场馆

严重损毁。 如果说火灾还是能够预防

的话， 那么位于中东动乱地区的诸多

博物馆，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中有的

被劫掠一空， 有的甚至被极端组织整

体毁灭，对人类文明造成巨大损失。

火灾背后往往有人为因素

巴西国家博物馆的悲剧， 其实在

2015年时就有一次预演。据《圣保罗页

报》 英文版报道，2015年12月21日，位

于圣保罗市中心的葡萄牙语博物馆发

生严重火灾，馆内藏品大多被烧毁。大

火是从博物馆的一楼燃起， 并迅速蔓

延至二楼和楼顶， 一名常驻博物馆的

消防员在试图控制火势时不幸丧生。

葡萄牙语博物馆是圣保罗市著名

景点之一， 于2006年3月20日开业，但

其所在建筑有100多年历史。在运营的

前三年， 有160万人参观了该博物馆。

在被焚毁前， 它是巴西乃至南美洲参

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主旨是传

播葡萄牙语文化。 葡语博物馆失火的

原因居然是工人更换灯泡时不当操作

所致， 该博物馆负责人米尔逊说，“一

次简单的更换灯泡操作， 没有进行适

当的准备，导致了此次灾难。 ”而圣保

罗警方调查后还发现， 该博物馆虽然

安装有健全的防火设施， 但没有取得

消防安全证书和市政府的运营许可证

书。葡语博物馆还算幸运。作为巴西重

要的历史文化建筑， 圣保罗市政府已

经对其进行重新修缮。 今年7月，葡萄

牙语博物馆的外部整修基本完成，但

还需对内部进行装修， 预计2019年下

半年重新对游客开放。

2016年4月26日，位于新德里的印

度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生严重火

灾，博物馆的整栋建筑被彻底焚毁，馆

内珍稀的动植物展品化为乌有， 一副

距今1.6亿年的恐龙化石在火灾中损

坏。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新德里消

防部门负责人表示， 起火地点位于博

物馆的顶部， 由于当时馆内部分区域

在装修，因而消防设施没有启动，最终

酿成悲剧。“如果消防系统正常运转的

话，火势本可及时控制，”该负责人称。

印度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78

年建成，是印度最知名的博物馆之一，

馆内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动植物标本、

矿产等展品， 往年都会吸引大量学生

前来参观学习。 据报道，早在2012年，

印度政府相关部门就发布报告称，国

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安全状况不容乐

观， 并建议将馆藏展品转移至配有更

先进防火与保护设施的展馆内。但是，

这一举措还是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此外，在1997年7月22日，位于巴

黎的夏约宫突然发生火灾， 宫内的部

分文物遭到破坏。夏约宫建于19世纪，

其地下是法国电影博物馆， 地上是法

国古建筑博物馆。

由于众多博物馆位于古建筑内，

有些甚至是木结构的建筑， 本身防火

条件就比较差； 博物馆经常会举办各

种展览，需要铺设电缆电线等，容易漏

电短路触发火灾； 再加上一些人为操

作失误， 或者经费不足导致消防设施

失灵等因素， 因此世界上博物馆失火

事件屡有发生。

面对火灾这一严重威胁， 一些知

名博物馆采取了完善的措施加以应

对。 法国著名的卢浮宫在1984年经过

改建后， 其消防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 在卢浮宫内部设有两个消防监控

室， 巴黎消防总队会派人进行24小时

监控；宫内共安装3500个烟感探测器、

3500个水喷淋探头和一定数量的移动

式灭火器；设置15个防火分区，墙壁上

尽量涂抹防火涂料； 地下设有水泵房和

一个蓄水240吨的水池等。 当发生火灾

时，这些消防措施能迅速启动灭火，尽可

能减少火灾损失。

战乱造成的损失难以挽回

除火灾之外， 博物馆面临的另一大

杀手就是战乱。中东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

位于这一区域，留下了无数瑰宝。 然而，

自2011年中东局势动荡以来，伊拉克、埃

及、 叙利亚等国的文明古迹和大量博物

馆惨遭毁灭， 一些博物馆中的文物被民

众哄抢，更多的则被极端组织成批摧毁，

造成了世界博物馆史上少有的悲剧。

2013年8月12日，埃及著名的马拉维

国家博物馆被暴乱分子洗劫一空，1089

件馆藏文物中有多达1040件被掠去，法

老棺椁、雕像等搬不走的遭原地破坏。随

后，该博物馆又遭到人为纵火，馆内所剩

文物再遭蒙难， 一名25岁的职工为保护

文物被人枪杀。

劫掠当晚，埃及考古学家莫妮卡·汉

娜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约40件文物，其

中包括五座古埃及时期的石棺、 两具木

乃伊等。 汉娜表示， 在所有失窃的文物

中， 最珍贵的是阿肯那顿法老女儿的雕

像，这座雕像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

马拉维国家博物馆的遭遇正是埃及

政局动乱的缩影。 2011年1月，埃及爆发

了反对前总统穆巴拉克的示威游行并爆

发动乱， 执政长达30年的穆巴拉克于当

年2月黯然下台。 此后，埃及局势并未趋

于平静。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

通过选举当选为埃及总统。 2013年7月，

埃及军方突然发动政变， 解除了穆尔西

的总统职务， 而支持穆尔西的民众在开

罗广场集会，最终遭到清场。马拉维国家

博物馆被劫正是发生于这一大背景之

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年被洗劫的埃

及博物馆岂止马拉维国家博物馆一家。

著名的开罗博物馆内有50多件珍贵的文

物被盗，70多件被损坏，而其他不知名博

物馆被盗情况就更加严重。

如果说被抢的文物， 未来还可能有

回归博物馆的一天，那么被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砸掉或者炸掉的文物，那就是永

远地消失了。

中东局势动荡后，“伊斯兰国” 趁势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战乱地区崛起，

不仅造成当地生灵涂炭， 还给这两国的

文明古迹带来毁灭性打击， 一些闻名于

世的博物馆惨遭毒手。2014年6月，“伊斯

兰国”占领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对摩

苏尔博物馆进行大规模破坏。 当时该组

织发布的一段视频， 展示了武装人员用

大锤和电钻破坏馆藏文物的画面， 其手

段让人触目惊心， 国际博物馆协会对

“伊斯兰国”破坏文物的行径给予了强

烈谴责。

等到2017年3月伊拉克政府军解

放摩苏尔后， 摩苏尔博物馆内的惨烈

景象再次让世人震惊， 大量珍贵的藏

品早已被劫掠一空， 一些不方便运输

的则被彻底摧毁，留下了断壁残垣。摩

苏尔是伊拉克的历史文化名城， 其前

身是亚述帝国古都尼尼微。如今，只有

满城的废墟， 诉说着这座城市曾经的

辉煌和悲怆的现实。

此外，惨遭“伊斯兰国”毒手的还

有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国家博物馆 ，

2016年3月被该组织的极端分子破坏。

被 “伊斯兰国” 毁灭的不知名的博物

馆，以及古城、古迹等，更是不计其数，

中东持续数年的这场战乱制造了人类

文明史上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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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9 月 17 日

佩洛西的坚持

南希·佩洛西， 这位78岁的美国首
位众议院民主党女议长，在面对诸如“她
太老”“她有毒” 等众多批评时已非常淡
定了。 她可以在大冬天毫无顾忌地吃着
冰淇淋作为早餐，并接受《时代》杂志的
专访。 作为这一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
一， 佩洛西推动了过去十年民主党的发
展：从医疗保险到拯救美国经济危机等。

在她看来， 一个强大的女人应该被她所
做的事情所定义， 而不是别人的看法和
感受所左右。

《纽约客》 9 月 17 日

父母的 “仰望”

当孩子返回学校， 父母难免会感到
一阵失落空虚。 对于本期封面画家克里
斯·威尔更是这样，他写道：“从我把二年
级的女儿抱上自行车座送她上学算起，

只有五年， 但现在我已经几乎不能亲到
她的额头了。”虽然这样显得有些多愁善
感，但这就是真实的父母。“返校”是威尔
从2012年起经常描画的主题。就在那年
年底，在康涅狄格州新城，一男子在小学
门口开枪射杀了20个孩子和6位大人 。

威尔由此描绘了一幅阴郁、 无言的返校
画面，作为2013年新年的首期封面。

５７ 人

南非警方 １１ 日公布的最新犯

罪数据显示，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南非有超过 ２ 万人死于谋

杀， 平均每天 ５７ 人被谋杀， 比上

年同期增加了 ６．９％。 这些被谋杀

者中， 近 ４０００ 人为妇女和儿童。

2.2 亿韩元

韩国最大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

NAVER 旗下 NAVER 网络漫画 11

日发布财务数据， 显示 NAVER 网

络漫画签约漫画家的人均年收入约

2.2 亿韩元 （约合 134 万元人民

币）。 除基本稿费外， 作者还能借

收费阅读、 广告收益和版权出售获

得额外收入。 即使工作不满一年的

新人作者， 人均年收入也能达到约

9900 万韩元 （60 万元人民币）。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大英博物馆于上月向伊拉克驻英

大使归还了八件文物。不过，大英博物

馆并非每次都这么豪爽， 也不是每一

件流落他乡的文物都有这份幸运。 今

天，大量文物在异乡颠沛流离，它们在

向世界展现人类古老文明的同时，也

如同一道伤疤， 揭开了近代以来扭曲

而残酷的侵略战争史。

8000余件伊拉克战争
期间遭窃的文物销声匿迹

据《纽约时报》8 月 10 日报道，大

英博物馆向伊拉克归还的八件文物，

包括印有楔形文字的陶制锥体、 残损

的石膏礼器、 动物形状的大理石护身

符、 石英印章等， 它们有着 2000 至

5000 年不等的历史。这批文物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中遭到劫掠， 辗转来到

英国， 伦敦警方从文物贩子手中没收

后，托付给大英博物馆保存。如今它们

将重回故土， 在伊拉克巴格达的国家

博物馆中展出。

今年 5 月，3800 件流落在美国的

伊拉克文物也终于 “回家”。 据美国

Vox 新闻网报道，2017 年 7 月， 美国

司法局以走私罪对美国著名工艺美术

零售商好必来（Hobby Lobby）提起民

事诉讼并罚款 300 万美元； 时隔近一

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宣布，

好必来终于在 5 月向伊拉克驻美使馆归

还近 4000 件非法所得 。 这些在 2010-

2011 年期间购得的珍贵文物，一直存放

在该公司资助的华盛顿圣经博物馆。

这些文物颠沛流离的苦难身世都可

以追溯到 2003 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 。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 2003

年 4 月 10 日至 12 日， 在美国军队进军

巴格达 、 博物馆工作人员短暂撤离的

36 小时内， 巴格达国家博物馆遭到了

空前的洗劫： 有着 5000 年历史的瓦卡

花瓶不见了， 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乌尔

琴遭到了破坏……一项统计说， 这次失

窃的损失至少达 100 亿美元， 被盗物品

超过 15000 件。现如今还有 8000 余件宝

物销声匿迹， 它们可能藏匿在美国和欧

洲的私人收藏者的保险库中，只有 7000

余件文物得以“重见天日”。

纳粹掠夺艺术品的回归之路也并不

顺利。近年来，德、法、瑞士多家博物馆加

快了“物归原主”的脚步。 据美联社今年

5 月报道， 柏林国家博物馆在他们的藏

品中发现了纳粹从犹太报纸出版商鲁道

夫·莫斯家族手中夺来的九件艺术品，博

物馆准备买下三件， 并将其余展品归还

给莫斯的继承人。 不过这些只是莫斯家

族被盗的 1000 多件艺术品中很小一部

分。今年 2 月，巴黎卢浮宫也专门开放了

两个画廊， 用于展示被纳粹劫掠的犹太

人艺术藏品， 以便其合法所有者能够前

来认领。

“长期借展 ”仍是殖民主
义心态写照

殖民时期被掠文物的回家之路更是

艰辛。 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 11 月在布

基纳法索发表的演讲似乎点燃了非洲国

家的希望之光。 “我想看到非洲文化的

宝藏在达喀尔 （塞内加尔首都）、 拉各

斯 （尼日利亚旧都）、 科托努 （贝宁最

大城市 ） 展出 ， 而不是仅仅在巴黎 。”

今年 3 月， 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接见

了贝宁总统， 同期宣布任命两位专家，

调研法国博物馆中非洲文化遗产返还的

可能性， 并于今年 11 月前提交计划和

报告。 但媒体纷纷质疑： 欧洲其他国家

会效仿法国吗？

对于马克龙的提议， 英国方面显然

不屑一顾。 英国《泰晤士报》4 月报道称，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 （V&A）馆长

特里斯特拉姆·亨特回应了法国总统的

倡议：马克龙无须采用深怀“负罪感”的

方式送回古代艺术品，拥有“世界性的收

藏品”是大有裨益的。亨特所谓的“好处”

昭之若揭： 今年是英国侵略埃塞俄比亚

150 周年 ，V&A 博物馆以此为噱头在 4

月 4 日至 9 月 16 日期间举办名为“马格

达格 1868”的展览 ，展出的正是颇具争

议的战利品， 其中一张黑白相片最令人

痛心， 照片上年仅 7 岁的流亡王子神

情忧伤，他的父母均死于这场战役。而

面对埃塞俄比亚政府自 2008 年提出

的归还要求，亨特回应称，可以用“长

期借展”而非“归还”的方式让文物重

返故乡。

无独有偶， 贝宁浮雕的返还问题

也一直困扰着欧洲各国博物馆界 。

1897 年，英军推翻了前尼日利亚王国

（今位于尼日利亚南部）， 奥巴国王皇

宫中 4000 件黄铜浮雕被洗劫一空，而

这些浮雕的盛产地即位于西部的贝宁

城。作为最大的赢家，大英博物馆目前

藏有 700 余件贝宁文物， 其余散落在

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博物馆中。 面对

尼日利亚政府和贝宁王室法院连年的

追讨，就在今年 4 月，由欧洲九个博物

馆和尼日利亚方面组成的 “贝宁对话

小组” 借鉴了 V&R 博物馆的 “鬼主

意”，建议让遍布欧洲的贝宁艺术品以

“长期借展”的方式“回家”。

实际上，“世界性的博物馆” 一直

是许多博物馆用来保留掠夺文物的托

词，现如今又加上“长期借展”这一手

段，依旧是殖民心态的延续。一位汉堡

大学世界历史学教授在接受艺术网新

闻（artnet news）的采访时评价道：“他

们觉得自己是人类的监护人， 他们保

护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 这是殖民主

义使命的回声。 ”

在长崎不仅可以时时邂逅中国，西
洋的风情也十分浓郁。 在我下榻的充满
了葡萄牙气息的Monterey酒店附近 ，

沿着坡道走上三十几级台阶， 就是巍然
耸立的大浦天主堂。在市内的山岗上，新
辟一个格拉瓦花园，满眼都是19世纪时
的西式洋房。 不过在这之前的17世纪上
半叶， 就已经出现了荷兰人的集聚区出
岛，比“唐人屋敷”还要早半个多世纪。

事实上，在中国人大举登陆前，葡萄
牙人的船只就已经在1550年驶进了长
崎北面的平户港 （后来曾是郑成功之父
郑芝龙的发家之地，现属长崎县），长崎
港在1570年开埠，翌年葡萄牙人的船就
开进来了。以后耶稣会以此为基地，向日
本各地传播基督教， 引起了丰臣秀吉的
不满，开始打压西方势力。德川家康上台
后， 觉得基督教思想会对新生的江户幕
府构成威胁，于是对其全力镇压，处死了
大批基督徒，并于1636年在西部的沿海

地带填海建造了“出岛”，将葡萄牙人局
限在里面，仅有一座小桥与市区相连。不
过第二年发生了教徒起义的所谓 “岛原
之乱”，幕府当局就索性把葡萄牙人和西
班牙人全都逐出境外， 而具有新教背景
的荷兰人则被允许将平户的商馆迁到出
岛，与后来的“唐人屋敷”一样，这里成了
荷兰人与日本人做贸易的大本营。 不过
它的面积要比“唐人屋敷”小得多，仅有
13000平方米。 官府在联络桥边设立了
检查站，未经准许，日本人不可入内，荷
兰人也不可随便外出。 1720年，幕府解
除了对宗教书籍之外的洋书的禁令，再
加上荷兰商馆的馆长每年一次 （后改为
五年一次）要去晋见在江户的德川将军，

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使得西洋的新知识
逐渐扩散到了日本知识阶层， 尤其是医
学和地理航海知识， 造就了一批通晓荷

兰语的人， 于是在日本诞生了一门学习
研究西洋新知识的学问，曰“兰学”。随着
日后英国的崛起和荷兰的衰败， 出岛上
荷兰商馆的作用也日益下降， 到了近代
日本对外打开国门后， 荷兰商馆遭到了
废除，此地改成了领事馆。 19世纪末，日
本大举进行港口建设，继续填海造地，最
后连出岛本身也消失了。一直到1950年
代末日本经济开始起飞之后， 才开始回
过头来重建历史的遗迹，终于在2005年
完成第二期的修复工程， 复原了六栋房
屋 ，2017年11月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开
放仪式，连荷兰公主也特意赶来参加。

参观需购票入内，成人510日元。令
人意外的事， 街巷和建筑几乎毫无西洋
的感觉， 外观都是江户时代的两层木结
构房屋，屋内的陈设是西洋的桌椅，地面
仍是榻榻米，不知原貌是否如此。倒是厨

房有些别致，除了水缸木桶之外，还有一
些西洋的炊具。 文书的房间， 也有大书
桌， 而这些都是江户日本所没有的。 自
2017年11月开始， 这里正在进行一个
名曰“青花瓷的蔷薇”的展览，展出的是
18-19世纪的荷兰和英国模仿东方艺术
制作的白底青花的各色瓷器，典雅美丽。

距离出岛不远， 长崎市内有一处山
岗， 我们坐着汽车沿有些陡峭的坡道开
上去， 这里就是长崎的一个新的观光点
“格拉瓦花园”。 格拉瓦是一名英国冒险
家 ，1859年21岁的他只身从上海来到
长崎，后来娶了一名日本女子为妻，出于
商人的敏锐和精明， 他在大浦设立了格
拉瓦商会，从事海产品贸易，不久倒幕运
动兴起， 他暗中支持力图推翻幕府的长
州藩和萨摩藩， 从海外走私武器卖给他
们，倒幕派执掌政权后，他几乎成了一个

英雄， 趁机投资煤矿和船厂， 赚了不少
钱，成了一个声名显赫的成功人士。格拉
瓦所建造的住宅， 也成了当地首屈一指
的豪宅。 后来长崎当局就把他的宅邸和
其他几处洋房一起移建到山岗上， 开辟
了一个硕大的花园，供人游览玩赏，据说
夜晚还有迷离的灯光，如梦似幻。格拉瓦
的旧居，是一幢颇为宏大的平屋，高大的
落地玻璃窗内，阳光明亮，与出岛的房屋
格局迥异。我们到的那天，恰好是风和日
丽的早春， 可在靠海的一端俯瞰狭窄海
湾两边的长崎街景，实在令人赏心悦目。

使我有些激动的是， 一幢木结构的
洋房前，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西洋
料理发祥之碑”。我一直留意日本的饮食
文化，知道全日本最早的一家西餐馆“自
游亭”就开在长崎。这是因为当年有日本
厨师在出岛的荷兰商馆帮忙， 学会了西
餐制作。当时一个名叫草野丈吉的人，在
1863年率先开出了第一家简陋的西餐
馆（那时肉食禁令尚未正式解除），如今
这幢被改良过的房子如同圣物一般建在
了格拉瓦花园，供人膜拜。日本人对待西
洋的态度，似乎一直与国人有些不同。

■徐静波

■本报见习记者 吴 姝

2015 年 12 月 21 日， 巴西圣保罗的葡萄牙语博物馆起火。 孰料巴西方面未能吸取教训， 三年后里约国家博物馆又被付之一炬。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