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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党起诉特朗普竞选团队
与他方共谋干扰大选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20日起诉特朗普
竞选团队高层与俄罗斯政府、“维基解密”共
谋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使之有利于共和党。

在纽约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诉
讼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指称，自己是共谋
行径的受害者，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
里·克林顿的竞选活动也受到影响。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维基解密”
网站曝光近两万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邮
件，显示民主党高层有意“抹黑”希拉里·克林
顿的党内竞争对手。希拉里竞选阵营称，内部
邮件遭泄露是俄罗斯所为，目的是助特朗普
胜选。俄罗斯政府始终否认干涉美国选举。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表示，这些材料被公
布的时机以及选择性公布的一些内容旨在
在该组织和民主党选民之间制造分歧并取
得了效果，也损害了该组织在大选中支持民
主党候选人的能力。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称，被诉方违反了窃
听法、通信保护法等12项法律。委员会还点
名前特朗普竞选团队经理马纳福特等人为
共谋的参与者。

特朗普近日陷入多重法律风险。除了由
特别检察官米勒主持的“通俄门”调查逐步
深入特朗普的“核心圈”之外，特朗普长年私
人律师科亨本月还遭到其他调查团队突击
搜查。不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这一诉讼是
否会被受理尚不清楚。 据新华社

《屠古虹画集》
精装版新近出版引关注

四川美术出版社近日出版了著名画家
屠古虹中国画画集，在业内外引起关注。

屠古虹是宁波鄞县人，为明代文学、戏
曲大家屠隆的十三世裔孙，屠古虹幼年嗜
画，1935年入原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
师从徐悲鸿等大师学习绘画，打下了坚实的
绘画基础。屠古虹后来主要从事艺术教育、
艺术设计等工作。多年来在国内外多次举办
画展，并出版多册美术书籍及画集、选集等。

这本画集主要收集了屠古虹近几十年
以来的山水画力作，一些画作还是在他90岁
以后完成的。同时，画集还收集了屠古虹一
些走兽、花鸟画以及三峡大坝建成前几十米
长的长江三峡全卷的写生稿，是业内不可多
得的艺术资料。屠古虹主要成就在山水画方
面，兼顾走兽、花鸟等。他的山水画远承宋画
之雄浑精谨，近弘悲鸿现实主义、中西结合
宗旨。他的鸿篇巨擘视野开阔、结构严谨、气
势磅礴、设色妍雅、技精法备，从不同层次、
不同视角、不同时令，采用传统的笔墨和创
新的技法，满怀对祖国河山歌颂的豪情，绘
制了大批以长江、黄山、峨眉山等祖国隽美
山河为题材的优秀艺术作品，特别是较完整
地再现三峡大坝建成之前的长江三峡自然
景观与人文景观的融合，在中国现代画坛上
独树一帜。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分析人士指出，在朝鲜半岛局势不断缓
和的大背景下，朝方这一举措为半岛和平稳
定再添利好因素，也有利于朝韩和朝美首脑
会晤顺利举行。与此同时，朝鲜宣称已完成核
武建设，半岛无核化目标依然任重道远。在接
下来的相关高层接触中，各方能否相向而行，
采取切实行动，值得密切关注。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浩
荣认为，朝鲜此次宣布中止核导试验，是按
照自己有关核武建设的战略部署来行事。
经过这几年的核武建设，朝鲜现在自认为
已经不需要再进行核导试验。

高浩荣认为，过去5年，朝鲜主要把精力

放在核武建设上，经济建设相对比较滞后。既
然朝方认为核武建设已经完成，现在则需要转
向经济建设。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发展，朝鲜
此次宣布中止核导试验，一个重要考量是为经
济建设创造和平宽松的外部环境。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梁亚滨表示，朝方
宣布中止核导试验为朝韩、朝美首脑会谈创造
了良好氛围，也有利于半岛的和平稳定，是朝
着最终弃核的关键一步。但与此同时也要看
到，朝鲜目前宣布的举措相当于“冻结”，而美
国一直主张要的不是“冻结”，而是“退回”。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
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亚伯拉罕·邓马克表

示，朝鲜此举发出了积极信号，能确保各方
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施展外交手段的空间，
但从根本上改变半岛局势尚待时日。

高浩荣认为，去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现在
朝鲜宣布中止核导试验，半岛局势有望实现
转圜。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真正实现无核
化，这是朝美之间亟需解决的难题。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朝韩问
题专家王生指出，目前半岛局势的缓和与
朝韩双方的迫切愿望与需求以及所作出的
努力分不开。同时需要看到，中方在这一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执掌“枪手”22年的老帅温格在阿森纳
期间的1228场比赛里获得了704场胜利，
2003至2004赛季，他更是率领“枪手”成为自
1888至1889赛季后，首支以不败战绩夺得英
格兰顶级联赛冠军的球队！

可就在4月20日，阿森纳俱乐部官方发
出了一则让无数“枪迷”感到惊愕、但又隐有
预兆的消息，法国人阿尔赛纳·温格宣布将
于本赛季结束后辞去俱乐部主帅一职。

球队战绩惨淡让俱乐部不再留用

其实，温格与阿森纳的合同明年才到
期，但球队目前的惨淡战绩显然无法让俱乐
部高层再留用这位当前在英超现役执教时
间最长的主教练。在他之前，执掌曼联27年
的老帅福格森已于2013年隐退。

阿森纳上赛季就没有获得参加欧冠的
资格，本赛季目前暂时也才位居第六，基本
确定无缘前四，不过还可以通过赢得欧罗巴
联赛冠军来获得一个欧冠席位。

温格自1996年10月1日起执教阿森纳，
赢得3次英超冠军、7次足总杯冠军。他率队
参加欧冠的最好成绩是在2006年闯入决赛，
最后以1比2输给了巴塞罗那。这位法国教头
在20日的声明中说道：“非常感谢能够为俱
乐部效力，我在此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岁月，
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耀。执教阿森纳期
间，我一直忠心耿耿竭尽全力，希望所有的
阿森纳球迷能够精心维护阿森纳的信念。”

据阿森纳俱乐部消息称，将尽快任命新
的主教练，德甲多特蒙德队前主帅图赫尔、
阿森纳前队长维埃拉被认为是主要人选。

曾给阿森纳带来先进理念和战术体系

成都商报记者21日联系上了新英体育
著名英超解说员金相凯。在金相凯研习英超
多年的经验中，他认为“温格给阿森纳带来
了非常先进的理念和相对较为先进的战术
体系”。谈到目前“枪手”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时，他说，“现在不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
一，可能各路对手已慢慢适应了他的战术体
系；第二，阿森纳在财务投入方面没法与曼
联、曼城、切尔西这些对手相比。”还有最重
要的一点便是“温格在阿森纳管得太多了，
几乎承担了俱乐部总设计师的角色。当一个
人在一个俱乐部里倾注了太多感情，管得太
多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分心。这是一个多方
面原因造成的状况。”

在金相凯看来，“不论近些年温格所呈
现出的成绩如何，他对阿森纳乃至英超起到
的革命意义，或许是任何人都难以比拟的。”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张涵

执掌阿森纳22年
“温格教授”
本赛季结束后正式辞职

据作家成长透露，《列族的纷
争》一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
与四川有关，其中“蜀汉篇”围绕
立国于四川的蜀汉世家豪族展开
叙述，包括汉末首先割据巴蜀的
刘焉家族、蜀汉帝室刘备家族、一
代名相诸葛亮家族等。在“土著与
异乡人——蜀汉四大派系的角
力”一章中，作者更是让此前较少
被提及的张翼、马忠、谯周等川籍
历史人物以“益州派”的身份登
场。书中并附一张“蜀汉政权形势
图”，呈现了三国时四川地区州郡
分布和诸葛亮南征、北伐路线。

“诸葛亮为什么一出山就是战
略大师？《三国演义》根本没有交代

诸葛亮的身世，因此让我们觉得他
玄而又玄。但翻开史书，看到琅琊
诸葛氏在士族中的地位，看到诸
葛氏姐弟在襄阳上流名士圈的联
姻网络，才发现诸葛亮在出茅庐
之前早已握有强大的政治资源。
诸葛亮的经历根本不是一个草根
逆袭的故事。诸葛亮非但不是草
根出身，而且背景还很强大。”作
家成长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比如
琅琊诸葛氏中最早从政者为西汉
元帝时期的司隶校尉诸葛丰，专
门负责监督京师的皇亲国戚、达
官要员，是个令人畏惧的官职。

“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曾任泰山
郡丞，在诸葛亮很小的时候就去

世了。对诸葛亮人生影响最大的
是其叔父诸葛玄，是他把诸葛亮
从东海之滨的琅琊带到江南，也
是他将诸葛亮带入了荆襄名士的
圈子里。诸葛亮大姐嫁给了襄阳
大族蒯家的蒯祺，二姐嫁给了襄
阳大隐者庞德公之子庞山民，诸
葛亮自己则娶了另一位襄阳大族
黄家黄承彦之女。深厚的豪门姻
亲背景为诸葛亮提供的，还有开阔
的眼界和丰富的见识。诸葛亮对姨
父、荆州之主刘表太熟悉了，早早
洞悉刘表并非命世之主，才并不急
着出来做官，而是沉得住气，躬耕
陇亩，以观时变，有了后面刘备的
三顾茅庐。”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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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斗争争中中

金金正正恩表恩表示示，，朝鲜劳动党朝鲜劳动党
中央中央20132013年提出的关于经济年提出的关于经济
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进的战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进的战
略路线的各项历史任务已圆略路线的各项历史任务已圆
满完成满完成，，并提出了当下全并提出了当下全党全党全
国要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国要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义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

据朝中社21日报道，20日召开的朝鲜
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决定，从2018年4月21日起朝鲜将中止核试
验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

报道说，当天会议上通过的多项决议
内容还包括：为保证中止核试验的透明性，
朝鲜将废弃北部核试验场。决议还说，中止
核试验是为实现世界核裁军而进行的重要
步骤，朝鲜将会加入到全面中止核试验的
国际目标和努力中去。

决议说，在未受到核威胁或核挑衅的
情况下，朝鲜绝不会使用核武器，朝鲜在任
何情况下都不会转移核武器与核技术。

会议还决定，要对朝鲜的人力物力资
源进行总动员，集中全力投入到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斗争中。
而为了能够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设有利
的国际环境、为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和平
与稳定，朝鲜将积极与周边国家以及国际
社会进行密切联系与对话。

报道说，当天的会议还就发展教育科
学事业作出相关决议，并进行了包括补选
金正阁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
员等在内的人事任免。

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
当天的会议并作报告。他表示，核武器及

运输打击手段的开发事业都已科学进
行，在实现核武器兵器化已经得到验证
的条件下，“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需
要任何核试验和中远程及洲际弹道导弹
发射试验。为此北部核试验场也完成了自
己的使命”。

金正恩还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2013
年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进
的战略路线的各项历史任务已圆满完成，
并提出了当下全党全国要集中一切力量进
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金正恩
还强调，为切实贯彻落实党提出的新的革
命路线，就要重视和发展科学和教育工作。

中国外交部：
朝方决定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半岛局势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1日就朝鲜决定停
止核导试验，全力发展经济发表谈话。

陆慷说，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作出
决定，停止核和导弹试验，集中力量发展经
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陆慷说，中方认为，朝方有关决定有助
于进一步缓和半岛局势，有助于推动半岛
无核化和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实现半
岛无核化和本地区持久和平，符合半岛及
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
共同期待。

“我们祝愿朝鲜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成果，支持朝方
通过对话协商同有关各方解决各自关切，改
善相互关系。”陆慷说。

他表示，希望有关各方相向而行，采取
切实行动，为实现本地区的持久和平和共同
发展作出应有努力。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积
极作用。

特朗普：
朝鲜宣布中止核导试验是“很大进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说，朝鲜宣布中
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是“很
大进步”。

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示，朝鲜同
意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并
废弃一个主要的核试验场，对朝鲜和全世界
都是“非常好的消息”。他还表示，期待同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积极变
化。朝韩双方商定于4月27日在板门店韩
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朝韩首脑会晤。
特朗普也已表示，他与金正恩将在5月或6
月初会面。

韩国：
欢迎朝鲜宣布中止核导试验的决定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1日发表声明，对朝
鲜宣布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
验的决定表示欢迎。声明说，朝方的决定对
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而言是“有意义的进展”，
也符合世界的期待。这一决定也将给即将举
行的韩朝首脑会晤、朝美首脑会晤取得成
功，创造“非常积极的环境”。

声明表示，韩方将积极筹备韩朝首脑会
晤，以期会晤能够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
和持久和平。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朝鲜此举发出积极信号 半岛局势转圜再添利好
观 察

““世家大族才是三国时代的真正主角世家大族才是三国时代的真正主角””
——作家 成长

首次全景式首次全景式展现展现8888个三国大家族个三国大家族

《列族的纷争》被赞
中国版“权力的游戏”
作家成长：这才是三国历史正确的打开方式

成长
作家，三国史研究专家，1986年生于陕西西安，毕业

于中国传媒大学，现定居北京。喜好三国史、春秋战国史
和上古神话，擅于用生动有趣又不失格调的解读让历史
不再高冷幽深，发掘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

著名作家马伯庸：《列族的纷争》以别出心裁的三国
解读，回归古人的视角去审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著名学者余世存：《列族的纷争》是三国题材的新突
破。在《三国志》《三国演义》及后来诸多的三国叙事中，主
调多半是男人们参与成王败寇的游戏，但本书立足于家
族，再现了历史上世家巨族曾有过的功业，堪称中国版

“权力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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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在朝鲜首都平壤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现场 新华社发

随着吴秀波主演的《军师联盟》等电视剧热播，大众对三国历史的讨论又渐渐热了起来。昨日，成都商报
记者获悉，研究三国史多年的作家成长创作的《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以下简称“《列族的
纷争》”）一书，近日由北京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图书市场的热点。

作家成长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列族的纷争》一书依托《三国志》等正史，首次全景式素描影
响三国时局的88个世家大族，从“家族”这一全新视角出发，揭开了刘备、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等三国人物背
后的家族权力谱系。该书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与四川有关，其中“蜀汉篇”围绕立国于四川的蜀汉世家豪族展
开全新叙述。

作家成长认为，那些闪耀着
光芒、极具传奇色彩的三国英雄，
并非孤立的存在，他们的背后，牵
连着家乡、祖先、家世、家教、宗
族、联姻、亲族等各种因素。他们
得益于家族，也受制于家族；家族
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们，而他
们的浮沉也影响着家族的兴衰。

“在深入研究《三国志》《后汉书》
《晋书》等‘二十四史’，广泛涉猎
《华阳国志》《襄阳记》等地方志及

今人著述后，我以为，世家大族才
是三国时代的真正主角。”成长
说，所以《列族的纷争》独辟蹊径，
首次全景式地展现了88个最具有
代表意义的三国大家族，将读者
熟悉的那些三国人物放回到他们
所属的家族谱系中，展现他们的
性格与命运，全景式地展现家族
的兴盛与衰落。

“《三国演义》是一本历史小
说，其中诸如三英战吕布、草船借

箭、空城计等情节都是小说家虚构
或移花接木创作的，但因为流传甚
广、影响甚大，常被人们混淆成真
实的历史。我的新书《列族的纷争》
之所以被读者看作从《三国演义》
向《三国志》阅读进阶的佳选，可能
就是因为我以家族、家庭的视角重
新选择书写三国故事，如曹操离婚
案、诸葛亮娶丑妻、荀彧家族的家
风文化等。”成长如此解读新书《列
族的纷争》走红密码。

以家族视角重新书写三国故事

“诸葛亮并非草根，背景很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