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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日前在泰恩—威尔
档案馆查找北洋海军史料时发现一
套名为“中国巡洋舰舵机设计图”的
原始图纸。这套图纸共 7 张，上面
用红、蓝、黑三色手绘标注舰船舵机
系统，数据具体到诸如舵柱直径，对
舰型、舱室布局等也细致描绘。舵
机是改变舰船航向的操作系统，作
用类似“鱼尾”。

“建造编号是每艘在建舰船专
有的身份证明，标注在船台、船身钢

板、设计图、造价表等处。”泰恩—威
尔档案馆海事历史部原负责人、英
国海事历史学家伊恩·怀特黑德向
记者确认，“因此这些图纸属于致远
和靖远，确定无疑。”

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曾是
世界造船业重镇。致远、靖远、超勇、
扬威四艘巡洋舰均为19世纪末阿姆
斯特朗造船厂为北洋海军所造。

在档案馆工作了 17 年的档案
员瑞秋·吉尔证实，1937年捐赠致远

舰设计图的造船厂前身正是阿姆斯
特朗造船厂。

泰恩—威尔档案馆主要收藏纽
卡斯尔地区 12 世纪至今的重要造
船及建筑档案。记者还查询到致远
舰照片、清政府当年订购舰船相关
书信、超勇舰设计图纸等档案，共约
300件。

“致远舰原厂设计图纸首次被
发现，意义重大。”国家文物局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丹东一

号”（致远舰）沉船考古调查领队周
春水在查阅图纸信息后说，“这套图
纸可与致远舰水下考古成果互为参
照，研究价值很高。”

北洋海军历史研究学者张黎源
认为，新发现的图纸第一次将致远
舰的准确舰型、舱室布局、防护甲板
布置方式等情况呈现给世人，提供
了从军舰结构方面剖析它沉没原因
的全新角度。

致远舰是北洋海军先进的军舰

之一，于1887年完工。在1894年甲
午战争中，邓世昌任管带的致远舰
在冲向日舰时被击沉，舰上官兵大
部分壮烈殉国。

伦敦国王学院东亚战争史研究
专家阿莱西奥·帕塔拉诺认为，虽然
致远舰的性能在建造初期是世界一
流，但先进武器还需要先进的人、先
进制度的配合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记者 桂 涛 顾震球 翟 伟
据新华社纽卡斯尔12月10日电

尘封百年 致远舰设计图在英国重见天日
核心
提示

两米长的淡黄色亚麻纸已褶皱卷边，图纸
上“Cruisers. Nos493&4”（“巡洋舰编号
493和494”）字迹工整、墨迹清晰……

尘封百年，甲午海战中抗击日舰后沉没的
清北洋海军致远舰部分原厂设计图纸在其建造地——英
国纽卡斯尔市的一家档案馆首次被发现，为打捞那段悲
壮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图①：藏于英国纽卡斯尔泰恩—威尔档案馆的致远舰设计图纸。
图②：英国纽卡斯尔泰恩—威尔档案馆外景。 新华社记者 韩 岩 摄

据新华社美国西雅图12月10
日电（记者吴晓凌） 由中国清华
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微软公司
联合创建，旨在培养国际创新人才
的全球创新学院 9 日在其位于美
国华盛顿州大西雅图地区贝尔维
尤的校区举行毕业典礼，向首批毕
业生颁发硕士学位。

当日，在该学院首次毕业典礼
上，来自全球 11 个国家的 37 名学
生根据参加课程的不同，分别领取
了华盛顿大学的技术创新理学硕

士学位或由清华大学与华盛顿大
学联合颁发的双硕士学位。清华
大学校长邱勇、华盛顿大学校长安
娜·玛丽·科斯、微软公司总裁布拉
德·史密斯等人参加典礼并致辞。

邱勇表示，全球创新学院是清
华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微软公司基
于对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共
同信念，合作发起的面向未来的教
育探索。这也是清华大学在海外
设立的第一个实体机构，是清华大
学国际合作的一项重大突破。第

一批学生的顺利毕业标志着学院
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全球创新学院成立于 2015
年，本届研究生课程于 2017 年启
动，教师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华盛
顿大学，以及创新领域的企业家。
课程发挥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且背
景多元的优势，通过跨学科的教学
计划与创新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
将创业精神、设计思维和技术开发
相融合，培养学生的企业家思维和
创新能力。

全球创新学院迎来首批毕业生

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
勒—阿齐兹 9 日在利雅得欢迎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和科
威特官员参加海合会会议。

萨勒曼当天分别会晤阿联酋
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

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阿
曼副首相法赫德·本·马哈茂德，巴
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哈利法，科
威特埃米尔（国家元首）谢赫萨巴
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

与其他国家相比，卡塔尔仅派
出外交国务大臣苏丹·本·萨阿德·
穆莱基率领卡塔尔代表团参加海
合会年度会议。

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塔米姆·本·哈
马德·阿勒萨尼4日收到出席这次
会议的书面邀请，由沙特国王萨勒
曼发出。但是，卡塔尔埃米尔塔米
姆最终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巴林、
埃及去年6月断交，至今没有恢复
外交关系。

路透社报道，卡塔尔派外交国
务大臣参会表明，几乎没有希望立
即缓和卡塔尔与海湾多国的紧张

关系。
受沙特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

遇害、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继续在
也门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决定2019
年1月1日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
佩克）等事件影响，这次海合会年度
会议备受关注。会议预期着重讨
论石油政策和也门局势、伊朗在这
一地区的活动等地区安全议题。

美国分管海湾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帮办蒂莫西·伦德金9日敦促
海湾国家修补关系。“我们希望看
到恢复团结，”他说，海合会不仅应
该成为抵御伊朗在阿拉伯半岛影
响的“坚强壁垒”，也要加强彼此经
济联系。伦德金提议建立新的中
东安全联盟，包括海合会成员、埃
及和约旦。

包雪琳
据新华社专特稿

卡塔尔“低调”赴海合会年会

12月9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卡塔尔外交国务大臣（右一）出席第39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海合会）首脑会议。为期一天的第39届海合会首脑会议当天在利雅得举行。海合会国家当天表示，将致力于维
护海合会继续运转。 新华社发

核心
提示

第 39
届海湾阿
拉伯国家
合作委员

会（海合会）年度会
议9日在沙特阿拉伯
首都利雅得召开，去
年遭遇断交风波的
卡塔尔派外交国务
大臣出席。

12 月 9 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里士满希尔市，加拿大联邦国会华
裔议员关慧贞（左）和谭耕为“南京
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

加拿大华侨华人9日在安大略
省里士满希尔市举行“南京大屠杀

遇难者纪念碑”落成揭幕仪式，加拿
大国会议员代表，加拿大联邦政府、
安大略省和多伦多市代表，中国驻
多伦多总领事及其他国家驻加使领
馆官员、社团等各界代表共2000多
人出席。 新华社发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
落成仪式在加拿大举行

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 10 日发布全球军火销售百
强名单，上榜军火制造商2017年销
售武器装备及其相关服务总额3980
亿美元。其中，美国制造商销售额
排名第一，占据半壁江山；俄罗斯超
越英国，排名第二。

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
所报告，全球百强军火制造商2017
年武器装备与相关服务销售总额与
2016年相比增加2.5%，连续第三年
上涨。

42家设在美国的军火制造商上

榜，销售额合计 2260 亿美元，比
2016年增加2%，占全球销售总额大
约57%。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
所认为，美国国防部门持续采购推
动了美国军火销售。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依旧
是全球头号军火卖家，2017年销售
额达449亿美元，较2016年实现8%
的增幅。

俄罗斯军火制造商 2017 年销
售额超越英国，10家上榜俄罗斯军
火制造商合计销售额占全球销售总
额的大约10%。 据新华社专特稿

全球军火销售 美俄分列一二

欧洲法院裁定
英国可单方面撤回脱欧请求

欧洲法院 10 日裁定英国可以
单方面撤回其递交给欧盟的“脱欧”
请求。若撤回，英国仍将作为欧盟

成员国享有现有权利。图为 12 月
10日，反对英国“脱欧”的示威者在
伦敦议会大厦前示威。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挪威纳尔维克12月9日
电（记者梁有昶）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挪
威第二大桥哈罗格兰德大桥通车典礼9
日举行。挪威首相索尔贝格出席仪式。

哈罗格兰德大桥由中国四川公路桥
梁建设集团（四川路桥）承建。这座大桥
位于挪威北部港口城市纳尔维克附近，
桥长1533米，是北极圈内最大跨径悬索
桥。该桥缩短了从纳尔维克前往特罗姆
瑟、哈尔斯塔等地的路程。

据四川路桥方面介绍，建设团队解
决了桥梁跨径大和空间设计不规则等技
术难题，克服大风、严寒、极夜等影响，按
要求完成项目，体现出中国桥梁建设先
进水平。

在大桥通车前，纳尔维克市政府向
四川路桥项目部授予纳尔维克市建设
者奖杯，以表示对工程建设的认可与
感谢。

中企承建挪威
第二大桥举行通车典礼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9日电 俄
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
9 日说，俄罗斯愿就俄前特工父女中毒
事件与西方国家展开对话与合作，但是
双方对话应是平等的。

据塔斯社 9 日报道，纳雷什金当天
在接受“俄罗斯-1”电视台直播采访时
表示，俄方在对话与合作上持开放态度，
但是对话应是平等的，俄方无法在其他
条件下进行对话。

纳雷什金还表示，英国方面不愿就
俄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中
毒事件与俄方相向而行。同时，俄方认
为，英方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存在销毁证
据的行为。

纳雷什金说，双方只有对该事件进
行共同的专业调查才能查清真相。目前
来看，俄方认为该事件是挑衅行为。纳
雷什金补充说，事件发生后，俄方曾立即
表示愿参与调查。

俄表示愿就前特工
中毒事件与西方对话

据新华社利雅得12月9日电（记
者王波 涂一帆）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
朱拜尔9日拒绝了土耳其提出的引渡沙
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两名沙特嫌疑人的
要求。

朱拜尔在此间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不会将自己的公民引渡到国外。”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 5
日下令逮捕两名涉嫌参与卡舒吉案的
沙特人。土耳其《自由报》报道说，这两
人分别是沙特前情报总局副局长艾哈
迈德·阿西里和曾担任沙特王室顾问
的萨乌德·卡赫塔尼。两人目前均在
沙特。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要求沙特
将卡舒吉案沙特嫌疑人引渡到土耳其进
行审讯。

沙特拒绝土耳其引渡
卡舒吉案嫌疑人要求

据新华社柏林12月10日电（记者
田颖） 由于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当地时
间10日早晨5时至9时，德国铁路公司
（德铁）员工进行了4小时罢工，导致全
国长途火车线路一度陷入瘫痪，地区铁
路也受到严重影响。

据当地媒体报道，罢工造成多趟列
车取消，北威州、巴伐利亚州、黑森州等
铁路交通几乎陷入瘫痪。德国最重要的
铁路枢纽站——法兰克福中央车站也一
度中止运营。铁路罢工还造成公路运输
压力增大，交通拥堵。

上午9时起，铁路运营逐渐恢复。德
铁表示，罢工给铁路运营造成的影响会
至少持续一天，同时宣布购买10日火车
票的乘客可以在本周内任意一天乘车。

据报道，由于德国铁路及运输工会
与德铁的工资谈判破裂，德铁员工在工
会号召下决定在周一早高峰时期罢工4
小时。

德国铁路员工罢工
致铁路运营一度瘫痪

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总统
文在寅所获支持率为 49.5%，结束连续
10周下跌趋势。一些分析师认为，文在
寅支持率反弹与磋商中的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访问韩国首都首尔相关。

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10 日发布
数据，显示文在寅上周所获支持率为
49.5%，比前一周上升1.1个百分点。最
近10周，文在寅支持率不断走低，一度
创下执政以来新低48.5%。

这家民调机构认为，文在寅支持率止
跌回升与金正恩回访首尔的传闻相关。
连日来，韩国国内有关金正恩即将到访的
猜测增多。一些媒体报道，金正恩打算本
周或下周访问首尔。青瓦台发言人9日否
认上述说法，承认相关事宜“迄今没有取
得进展”，但韩方仍在做准备。

据新华社微特稿

韩总统文在寅
支持率止跌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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