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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

15 日傍晚，巴黎圣母院的
塔尖轰然倒塌在熊熊烈火之中。
大批法国民众站在塞纳河对岸目
睹了此情此景，有人表情凝重，
有人泪流满面。

大火已被“全部扑灭”

法国消防部门 16 日宣布，
当天上午 10 时，大火已被“全
部扑灭”。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最具代表
性的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之一，
堪称法国文化地标。这场大火在
令法国心痛不已的同时，也为全
世界敲响了文物保护的警钟。

初步推断是意外事故

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在 15
日18时左右被发现。随后数小时
内，大约 500名消防队员动用数
十辆消防车及大量灭火设备救
火。

火灾发生时，巴黎圣母院正
处于维修施工之中。巴黎市长安
妮·伊达尔戈说，由于维修施
工，巴黎圣母院内部分艺术品早
就被转移走，得以躲过此劫。

巴黎检察机关 15 日晚说，
正着手调查这场大火的原因。多
名警方消息人士说，初步推断火
灾是意外事故。

建筑损毁严重

法国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丰
富。巴黎圣母院等名胜古迹不仅
起着记载历史、传承文化的作
用，也是法国旅游业的基石。法
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走在世界
前列。

1887 年，法国通过法律保
护具有国家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纪
念性建筑和艺术品，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
家；1913 年又颁布了沿用至今
的 《历史古迹法》，设立专门负
责对历史古迹分类的机构、将所
有古迹登记造册。

诚如此，巴黎圣母院这场大
火又为何破坏力度如此之大？

专家认为，年久失修与木质
结构屋架是导致火势蔓延的重要
原因。

不少法国名胜古迹为石质结
构建筑。巴黎圣母院则不同，它
拥有巴黎市最古老之一的木质屋
架，且规模宏大，长度超过 100
米、宽度达 13 米，因此塔楼起
火后迅速蔓延至屋架。

此外，近年来巴黎圣母院一直
被相关部门评估为“状况堪忧”。本
次维修从2018年4月开始。

在巴黎各界、特别是 500名
消防员的奋力扑救下，巴黎圣母
院的两个钟楼和正面建筑得到挽
救，但三分之二的屋顶已被大火
损毁，标志性塔尖也已倒塌。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基金会主
任埃里克·菲舍尔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巴黎圣母院重建工程
需要“数十年”。

总统承诺重建

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晚在巴
黎圣母院火灾现场表示，将重建
被大火严重损毁的巴黎圣母院。

马克龙说，他计划尽快在全
世界发起募捐，呼吁全球有识之
士共同参与重建巴黎圣母院的工
作。“重建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人
民的期待，因为她代表着我们的
历史、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想象
力。”他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5
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巴黎圣
母院发生火灾表示关注。他说，
巴黎圣母院是世界遗产的独特典
范，“此时此刻，我的心与法国
政府和人民在一起”。

相关链接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式建

筑，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
畔，始建于 1163 年，于 1345
年完工。

作为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古
迹之一，巴黎圣母院因法国作
家雨果的同名小说而闻名于
世，每年吸引游客大约 1300
万人次。

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
三分之二屋顶被损毁，标志性塔尖也已倒塌

图为火灾现场。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2014年7月拍摄的巴黎圣母院。 （本报记者 刘波 摄）

据新华社巴黎4月16日电
记者 杨一苗

熊熊烈火之中，巴黎圣母院
塔尖轰然倒塌。当地时间 15 日
18 时许，位于巴黎市中心、有
着 800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发
生大火，整座建筑损毁严重。

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赶赴火
灾现场。记者在现场看到，着火
位置位于圣母院顶部塔楼，大火
将整座建筑物的后半部分映得通
红，滚滚浓烟冲向天空。大火迅
速将圣母院塔楼的塔尖吞噬，很
快 ， 塔 尖 如 被 拦 腰 折 断 一 般 倒
下，围观人群发出惊呼。此时，

空气中持续弥漫着刺鼻气味，带着
火星的灰烬飘在空中……

巴黎圣母院周边停着几十辆消
防车及警车，消防员使用多组云梯
将水管接至空中，持续向着火点喷
水，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盘旋巡
查火情。

进入夜晚，火势渐渐减弱，
但仍可看到主楼一侧窗口内伴随
着浓烟的明火。随后，有工作人
员进入建筑内，手持照明设备进
行探查，冒着烟的窗口不时有灯
光透出。

往日此时，当夜晚来临，灯光
映照在这座恢宏的建筑上，正是巴
黎圣母院最美的样子。今日此刻，
这座巴黎古老的建筑却在忍受着大
火的煎熬。

圣母院周边道路全部被封闭，
上千名巴黎市民聚集在警戒线周
围。人们围在一起，轻唱着祈祷歌
曲，有人眼含泪水，有人低声啜
泣。巴黎市民迪布吕勒说：“我从
小就住在圣母院附近，它伴随着我
成长，此刻我感到很心痛，就像一
个老朋友正在离开我。”

现场直击

塔尖在大火中倒塌

图为火灾现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记者 韩梁

熊熊火光里的塞纳河畔，圣
母院塔尖轰然倒塌，令人心惊心
碎。文物之殇，让法兰西流泪，
也让全世界伤痛。

法国总统马克龙现场坐镇指
挥，并在推特上感叹，“眼睁睁
看着我们的一部分在燃烧”。法
国 《费加罗报》 说，这场大火

“烧在整个法国的心上”。德国总
理默克尔叹息，巴黎圣母院起火
令人悲痛。

火灾现场，有着 800多年历
史的教堂被火光和浓烟笼罩。哥
特式塔尖倾斜倒塌，成千上万的
民众站在河对岸或者通过电视直
播目睹了这一幕。所有人表情凝

重，很多人泪流满面。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承载

着世界共同的记忆。文物的损毁伴
随着文明记忆的消殒，令人痛惜。
全球范围内，文物保护都是重要课
题，面临严峻挑战。不少文物使用
易燃材料，不少博物馆设施陈旧、
保护力度不足，更不用提战乱地区
博物馆和文物遭到的洗劫和损毁。

犹记得 2018 年 9 月那场大火，
将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国家博物馆主
体建筑烧毁，2000 多万件藏品只
剩 10%，巴西人 200 年的集体记忆
几乎被“一刀切除”。一个细节
是，事发时博物馆的消防栓竟然没
水，消防员只能临时从河里抽水灭
火……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同样暴露
出法国文物保护的弊病。如此重要

的文物古建，又包含木质结构，理应
提前做好防火预案，杜绝一切安全
隐患。相对疏松的管理和一时的大
意，都可能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让这座教
堂不仅成为巴黎地标，也成为法国
文学乃至文化和精神的地标。那哥
特尖顶，入过多少画作诗篇，成为多
少文艺创作的灵感源泉，引发多少
流连徜徉和深沉喟叹。多少人曾为
卡西莫多的命运流泪，多少人又曾
在此留下美好回忆和梦幻体验。

从巴西国博大火到巴黎圣母院
损毁，每一次文物历劫都应给我们
警示。与时间赛跑，加强文物安全
管理，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留存
文明记忆，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不能让历史从此只存在于回
忆、梦境、照片和视频。要让文物
保持生命力，与时代共同前行。期
待巴黎圣母院的重建与新生，祈愿
文物远离灾难，人类文明生生不
息，永续流传。

卡西莫多在哭泣

新华社巴西利亚 4月 15日
电 （记者周星竹） 巴西外交部
15 日宣布，巴西正式退出南美
洲国家联盟。

巴西外交部在一份公告中指
出，2018 年 4 月，巴西、阿根
廷、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和
秘鲁 6国政府决定暂停参与南美
洲国家联盟活动，原因是该机制
内部长期以来存在危机，而这一
状况至今没有改变。

公告说，今年3月22日，巴
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圭亚那、巴拉圭和秘
鲁 8国签署声明，宣布创立南美
进步论坛，以取代南美洲国家联
盟。新论坛的结构轻巧灵活，运
行规则清楚，决策机制迅速。

据悉，自 2017 年开始，南美
洲国家联盟秘书长一职处于空缺状
态，联盟活动开展困难。

15 日，玻利维亚宣布将轮值
主席国身份移交巴西，而巴西则宣
布退出联盟。

此前，哥伦比亚、秘鲁、厄瓜
多尔、巴拉圭、阿根廷已先后宣布
正式退出该组织。

南美洲国家联盟于2008年5月
成立，成员国包括阿根廷、玻利维
亚、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厄瓜
多尔、圭亚那、巴拉圭、秘鲁、苏
里南、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12 个南
美国家，旨在建设一个多方参与和
地区公认的一体化机制，在文化、
社会、经济和政治上谋求共同发
展。

巴西外交部宣布

巴西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

新华社纽约4月15日电（记
者长远）2019年美国普利策奖 15
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揭晓。在
新闻奖项方面，《南佛罗里达太阳
哨兵报》、宾夕法尼亚州 《匹兹
堡邮报》和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

《首府新闻报》 皆因报道 2018年
美国重大枪击事件而获奖。

去年 2月，佛罗里达州帕克
兰市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
中学发生重大校园枪击案，造成
17 人死亡。《南佛罗里达太阳哨
兵报》因揭露该校园枪击案前后
校方和当地执法部门的渎职行为
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匹兹堡邮报》 因报道去年
10 月发生在当地一座犹太教堂

的枪击案获普利策突发新闻奖。
《首府新闻报》 获普利策特别

贡献奖。去年 6 月，《首府新闻
报》 编辑室发生枪击事件，导致 5
名工作人员死亡，但该报第二天仍
如期发行。

此外，《洛杉矶时报》 3 名记
者因跟踪报道南加州大学校医院一
名妇科医生在近 30 年时间里，利
用工作之便对上百名女性行为不轨
而获普利策调查报道奖。

普利策奖是 1917 年根据美国
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的遗愿设
立的，每年颁发一次，分为新闻奖
和艺术奖两类，评选结果一般在每
年 4月公布。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
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项。

因报道枪击事件

美国三家媒体获普利策奖

新华社华盛顿 4月 15日电
（记者周舟） 美国航天局 15 日
说，一个月球探测器观测到了流
星撞击月球表面后，月壤中的水
蒸气进入月球周围稀薄空气中的
情形。

美国航天局研究人员当天在
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
报告说，“月球大气和粉尘环境
探测器”观测到了 2014 年 1 月 9
日、4 月 2 日、4 月 5 日和 4 月 9
日流星撞击月球的情景。

该探测器项目科学家理查
德·埃尔菲克说，月球周围的稀
薄空气中含水量不高，因此在流
星撞击月球时，从月壤中撞出的
水蒸气哪怕只是在空中短暂存
在，也能被探测到。

此前已有研究发现月球上存
在水。分析显示，只要流星能够

钻到月表之下 8厘米处，就能把那
里所含的水分子撞击出来。由于月
表物质比较疏松，直径约 5毫米的
流星撞击到月表，就足以把水蒸气
击入空中。

研究人员根据观测结果推算，
月壤中的“含水层”其实相当干
燥，含水量只有百万分之 200 到
500，比地球上最干燥的土壤还要
干燥。处理一吨月壤只能获取不到
500克水。

观测显示，在被流星击出的水
蒸气中，约三分之二散逸进了太
空，约三分之一重新回到月表。

观测到的水蒸气是否可能来自
流星？研究人员说，这些水蒸气的
量大于流星中可能含水的量，因此
必然有一部分来自月球。他们认
为，这项研究有助于解释水在月球
上的分布。

探测器记录下

流星在月球上撞出水蒸气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4月 15
日电（记者陈文仙 吕迎旭）以色
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 15 日
宣布，他们成功地以病人自身组
织为原材料，3D打印出全球首颗
拥有细胞、血管、心室和心房的

“完整”心脏，这在全球尚属首例。
研究人员当天在以色列中部

城市特拉维夫举行发布会，展示
了这颗樱桃大小的3D心脏，并表
示这是一项“重大医学突破”，为
未来打印可用于移植的心脏提供
了可能。

研究项目负责人、特拉维夫
大学教授塔勒·德维尔说，过去研
究人员只成功 3D 打印出没有血
管的“简单”心脏，而他们此次借

助病人自身的组织和血管，3D打印
出了拥有细胞、血管、心室和心房的

“完整”心脏。
研究人员介绍，他们首先从一

名病人体内提取脂肪组织，分离出
细胞和细胞外基质，再借助基因改
造技术将细胞转变成干细胞，让这
些干细胞分化成心肌细胞和可生成
血管的细胞，然后将这些细胞与细
胞外基质加工成的水凝胶混合，制
成“生物墨水”，最终装入3D打印机
进行打印。

研究人员说，他们接下来将在
实验室培养3D心脏，“教会”这些人
造心脏如何像真正的心脏一样“工
作”，然后将它们移植到动物体内进
行测试。

以色列研究人员称

3D打印出“完整”心脏

一名研究人员展示3D心脏。 （新华社/基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