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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返还
中国流失文物

泰国2014年军事政变后的
首次大选24日拉开帷幕，选举
委员会预计全国80%的选民将
参加投票。正式结果将于5月9
日前公布。

当地时间24日上午6时起，
选民陆续前往各投票站排队。

泰国总理巴育8时左右前
往曼谷的一处投票站，排队等
候投票。他对媒体说，希望泰国
人民参与大选投票，合理行使
选举权，团结一致，共同解决国
家所面临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共有约80个
政党的逾万人竞争国会下议院
议席。泰国全国有超过5100万
合法选民，9万多个投票站从当
天上午8时至下午5时向选民开
放。非官方投票结果将在投票
结束3小时后揭晓，正式结果将
在5月9日前公布。

根据2017年通过的新宪法
及相关法律，选民将投票选出
国会下议院的350名分区议员，
另外150名不分区议员则根据

各政党得票比例进行分配。随
后，这500名下议院议员再和由
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指派
产生的250名上议院议员一道，
联合选出政府总理。

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
功在选举前夜援引先王普密蓬
的教诲提醒民众，“为了国家的
稳定安宁，要让好人管理国家，
不让坏人拥有权力”。

2006年军方推翻他信政府
后，泰国陷入政治对立，以为泰
党为代表、支持他信的草根力
量与以民主党为代表、反对他
信的精英力量屡屡诉诸街头政
治，导致社会动荡。2014年，泰
国军方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他
信妹妹英拉领导的为泰党政
府。原陆军司令巴育领导成立
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担
任总理并执政至今。

此次大选，巴育得到新组
建的人民国家力量党提名，成
为该党总理候选人。

（新华社）

泰国2014年政变后首次大选拉开帷幕

山西晋城
数百高中生学籍“失踪”
处理决定来了！

今年1月，媒体报道了山西省晋城市凤兰学校因虚假宣传、违
规招生导致数百名学生上到高二才发现自己没有学籍的事件，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晋城市教育局3月21日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通
告称，经核查，凤兰学校在2017年中考招生中，出于利益考虑，通
过虚假宣传，违规超计划招生。这一行为扰乱了全市中考招生秩
序，损害了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将对涉事学校处以罚款，停止其
2019年普通高中招生资格，并建议凤兰学校董事会免去郭兵育
校长职务。

在晋城市教育局官网登出的另一篇公告——《关于违规招生
问题的检查书（晋城凤兰学校）》中，凤兰学校表示虚心接受上级
部门的处罚，诚恳接受社会的批评，将认真吸取此次违规招生事
件教训，在今后的办学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规定，坚决杜绝
类似事件发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凤兰学校在明知无法给
学生办理学籍的情况下，仍然违规招生？这些即将面临高考的孩
子又该何去何从呢？

晋城凤兰学校是一所民
办学校。记者了解到，被曝出
无学籍问题的年级是凤兰学
校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其
中，仅高二年级约700名学生
中，就有400名左右没有学籍。
学生家长周女士表示，自己查
询过后才得知孩子没有学籍：

“我就拿上我的身份证，孩子
的户口本，我去市教育局查
了，他（工作人员）说你不是统
招的，所以就没有学籍，这个
事你只能去找学校，是学校多
招收（学生）了。”

经调查，晋城市教育局发
现该校在中考招生中存在不
规范行为，并对凤兰学校启动
追责。

3月21日晚，晋城市教育
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对
凤兰学校违规招生行为的通
报。该局党组研究决定，对凤
兰学校处以不低于违法所得
四倍的罚款（共计26万元），并
建议凤兰学校董事会免去郭
兵育校长职务。责令凤兰学校
立即全面整改，严格按照晋城
市教育局相关要求做好违规
招收学生的分流和安置工作，
若整改不到位，将吊销其办学
许可证；同时，取消凤兰学校
2019年-2021年三年内所有集
体和个人的评优、评模资格，
并在全市范围进行通报批评，
凤兰学校要向社会作出深刻
检讨。

3月22日上午，晋城市教
育局官方网站又登出了凤兰
学校《关于违规招生问题的
检查书》。检查书中提到，学
校对广大学生和家长对学籍
和高中毕业证的诉求重视不
够，对违规招生行为可能引
发的严重后果缺乏清醒的认
识；虽然省、市教育部门三令
五申不得违规超计划招生，
不会为超计划招收学生办理
学籍，但学校仍存在侥幸心
理，认为不管怎样，教育部门
最后总会想办法解决学籍和
毕业证问题，到时候皆大欢

喜，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凤兰学校称，近年来，随着

初中生源的连年下降，学校的
招生计划削减，日常支出却不
断增加，生存遇到极大困难，所
以“采取了违规超计划招生的
方式”，同时凤兰学校还表示，
该校个别教师在招生过程中，
政策把握不严，宣传有误，给学
生家长造成了能注册学籍、能
取得高中毕业证的印象。该校
承诺，将吸取此次违规招生事
件教训，“绝不违规超计划招收
一名学生”“坚决杜绝类似事件
发生”。

学生家长刘先生表示，家
长们目前最为关心的仍是学
生的学籍问题和高考问题：

“因为这个学校（凤兰学校）就
不说分数线，只要你来我就
收。招生的时候，学校的意思
是说你儿子的学籍能给你们
办，所以儿子才去这个学校念
书的。当时儿子也能去职业学
校，后来说这是普高，不想让
他去念职业学校，说来念个普
高吧。”

晋城市教育局此前给无
学籍学生提供两个可选解决
方案，一是继续在凤兰学校就
读，参加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获得同等学力证明。根据山西
省高考报名规定，具有同等学

力的本省户籍公民，均可报名
参加普通高考。二是从2019年
春季学期起，为部分学生注册
正式职高学籍，学生转至职业
高中就读，学业完成后取得职
业高中毕业证书，并可报名参
加普通高考或山西省对口升
学考试。

晋城市教育局还表示，各
民办学校要引以为戒，严格执
行省、市规范招生行为的政策
规定，杜绝违规超计划招生，
对已招生现象立即进行整改。
市教育局将对各学校整改情
况进行督查，对整改不力的学
校将削减2019年度招生计划，
情节严重的将取消2019年度招
生资格。 据中国之声

若整改不到位
将吊销办学许可证罚款26万元

入不敷出、存侥幸心理
导致违规招生学校检讨：

获得同等学力证明
参加高考或转职高学生怎么办：

文物时间跨度长达文物时间跨度长达50005000年年
引发热议引发热议，，网友齐呼网友齐呼““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近近20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

796件套
中国流失
海外文物
“回家”路

查获
2007年，意

大利文物宪兵在
本国文物市场查
获一批疑似非法
流失的中国文物
艺术品，随即启
动国内司法审判
程序。中国国家
文物局得知相关
信息后，立即对
接意大利文化遗
产主管部门，开
展流失文物的追
索返还工作。

追索
历经10余年

漫长追索，2019
年年初，意大利
法院最终作出向
中方返还796件
套文物艺术品的
判决。

“回家”
这次“回家”

的796件套文物
时间跨度长达
5000年，上至新
石器时代，下至
明清民国时期。

据中国国家
文物局博物馆司
社会文物处处长
吴旻介绍，中方
将立刻与意大利
文物宪兵进行具
体对接，启动文
物回运的相关
工作。

意大利文化
遗产和旅游部部
长阿尔贝托·博尼
索利：

“今天是一个
盛大的节日，796
件套中国文物将
返还给中国人民。
我们期待中国国
家博物馆将在北
京举办专题展览，
让更多人看到这
些珍贵文物。”

一条漫长“回家”路，讲述了一段中意合作佳话，也为全球文
化遗产保护树立了典范。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牵动着中华儿女
的心，那是无法割舍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记忆。近年来，面对中国流
失海外文物复杂状况，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双边执法合作、外交谈
判、捐赠返还等多种方式，促成文物返还。圆明园鼠首兔首被法国
皮诺家族归还中国，流落异乡的青铜“虎鎣”几经波折终于回归故
土，美国返还361件套中国流失文物……一件件承载民族记忆的
宝贵遗产相继回家。

我们为中意合作点赞，也期待国际合作更加给力，国际公约
不断完善，让文化遗产保护在全世界蔚然成风，让更多文物重回
祖国怀抱。

新
华
微
评
：

中国文物，欢迎回家！

列出专家认为代表性较强、保存较好
的几件文物，大家感受下：

这是
一个马家
窑文化彩
绘红陶罐
（返还编
号432），
表现了古
朴、浑厚
的艺术风
格。

这是
汉代彩绘
茧 形 壶
（返还编
号362），
图案为对
称几何纹。

这是
一个汉代
陶 猪 俑
（返还编
号248）。

这是
唐代彩绘
骆驼（返
还 编 号
360），骆
驼作昂首
嘶鸣状。

古朴浑厚的马家窑文
化红陶罐，线条流畅的汉
代茧形壶，形制完整的唐
代武士立俑，独特雅致的
宋代黑釉瓷，刻画精细的
清末至民国紫砂壶……
796件套漂泊海外的中国
文物即将踏上“回家”路。
这次“回家”的796件套文
物时间跨度长达5000年。

3月23日，在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和意大利总理
孔特共同见证下，中意双方
代表交换关于这批中国流
失文物艺术品返还的证书。

这是近20年来最大规
模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

还，开创了中意两国文化
遗产合作的新里程，更为
国际合作开展流失文物追
索返还树立了新的范例。

消息一传来，立刻在
网上引起网友热议，网友
齐呼“欢迎回家！”

更多的是为祖国的强
大而感到自豪和骄傲！网
友：“国家文物回归应该是
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美的
重逢了”“弱国无外交，只
有祖国强大了。失去的东
西才会重新回到我们手
里”“中国的文物就是中国
的文物，不可改变”“回家
才是最好的归宿”……

据介绍，2007年，意大
利文物宪兵在本国文物市
场查获一批疑似非法流失
的中国文物艺术品，随即
启动国内司法审判程序。
中国国家文物局得知相关
信息后，立即对接意大利
文化遗产主管部门，开展
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工
作。历经10余年漫长追索，
2019年年初，意大利法院最
终作出向中方返还796件套
文物艺术品的判决。

据中国国家文物局博
物馆司社会文物处处长吴
旻介绍，中方将立刻与意大
利文物宪兵进行具体对接，
启动文物回运的相关工作。

“今天是一个盛大的
节日，796件套中国文物将

返还给中国人民。我们期
待中国国家博物馆将在北
京举办专题展览，让更多
人看到这些珍贵文物。”意
大利文化遗产和旅游部部
长阿尔贝托·博尼索利说。

当天，包括汉代彩绘茧
形壶、汉代陶马、汉代陶俑、
唐代陶骆驼等被展示。

吴旻说，这几件文物保
存情况较好，尤其是其中彩
绘茧形壶至今依然颜色鲜
艳，具有较高价值。

据介绍，这一批返还文
物有三个特点：一，数量大，
多达796件文物。二，器物种
类多样，保存情况较好，总
体价值很高。三，跨度长，上
至马家窑文化时期，下至明
清民国时期。

解救文物
意大利文物宪兵

帮助解救这批走私文物

除了此次具有突破性
意义的文物返还，习近平主
席此次访意期间，中意双方
还签署了多份有关文化遗
产的合作文件，包括关于防
止文物非法进出境的谅解
备忘录和关于世界文化遗
产地结对的谅解备忘录。

作为东西方文明古国，
中意都是文物大国。两国是
拥有最多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地的国家，意大
利第一，中国第二。

双方在文物保护修护
以及打击文物犯罪等领域
保持长期合作。近年来，两
国在文物展览、文物保护
修复和文物国际合作中不
断扩大交流规模，提升合
作水平。

在展开访意行程前
夕，习近平主席在意大利

《晚邮报》发表的署名文章
中就特别提到：“作为两个
拥有最多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地的国家，中
意拥有丰富的文化和旅游
资源。双方要加强两国世
界遗产地结好，鼓励两国
文化机构和个人互办高水
平文物和艺术展，联合拍
摄影视作品，加强语言教

学，促进人员往来，为世界
文明多样性和不同文化交
流互鉴作出新贡献。”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意
大利《晚邮报》发表题为

《东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友
谊续新篇》的署名文章。新
华社记者王晔摄

在习主席访问前夕，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接
受新华社等中国媒体联合
采访时，特别提及了两国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
产地开展结对合作这一创
新机制。

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介绍，云南红河哈尼梯田
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
与朗格罗埃洛和蒙菲拉托
葡萄园景观协会，中国杭
州市西湖文化景观与意大
利维罗纳老城，将“结对”
展开合作。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
脉，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
护。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
族之魂。这批796件套文物，
唤起中华民族多彩的历史
记忆，更成为东西方文明交
流的新佳话。

文物大国
第一和第二结对子
有创意！有诚意！

件套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
人民日报官方微信、

央视新闻

好中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