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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名人效应
丘吉尔画作近百万英镑拍卖成交
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首
相温斯顿·丘吉尔绘制的一幅静
物 油 画 17 日 以 将 近 100 万 英 镑
（约合 869 万元人民币）价格拍卖
成交。
法新社报道，经过激烈竞拍，
这幅画最终卖出 98.3 万英镑（854
万元人民币），远远高于预估的 15
万英镑（130.2 万元人民币）至 25
万英镑（217.4 万元人民币）。
丘吉尔不仅是政坛风云人
物 ，还 爱 好 绘 画 。 20 世 纪 30 年
代，他在英格兰东南部的一座乡
村住宅创作了这幅油画。画面上
有一瓶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一
瓶白兰地、一个玻璃罐和两只玻
璃酒杯。

据组织拍卖的苏富比拍卖行
介绍，丘吉尔的一天经常从喝一
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开始。画作
中的正是他最喜欢喝的威士忌。
丘吉尔把这幅画送给富商埃
夫里尔·哈里曼。此人 20 世纪 40
年代任美国驻欧洲特使。
苏富比拍卖行负责现代和二
战后英国艺术品拍卖的西蒙·胡
克说，丘吉尔会把画作赠予“与自
己志趣相投的人”
。
哈里曼 1986 年去世后，这幅
画由遗孀帕梅拉继承。帕梅拉
1997 年去世后，画作由收藏家芭
芭拉和伊拉·李普曼夫妇购得，这
对夫妇去年和今年相继过世后拍
卖。

新冠确诊病例增加
东京都或将上调疫情警戒级别
日本媒体 18 日报道，由于新
冠确诊病例增加，日本首都东京
打算将疫情警戒级别上调一级至
最高的四级。
《日经产业新闻》日报以多名
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为来源
报道，东京都政府可能最快 19 日
宣布提高疫情警戒级别，要求部
分商铺再次缩短营业时间。
路透社报道，警戒级别上调
至最高的四级表明“感染正在扩
大”。
东京都政府暂时没有就上述

报道回应媒体提问。
鉴于新冠确诊病例从夏季高
峰时的日增 400 多例有所回落，
东京都 9 月 10 日把疫情警戒级别
从最高级下调一级。本月以来，
东京都新冠确诊病例反弹，上周
单日新增病例一度达 393 例，创 3
个月以来新高。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数
据显示，剔除“钻石公主”号邮轮
病例，日本 17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 1689 例 ，累 计 确 诊 病 例 超 过
12.1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 1918 例。

全球生活成本调查
疫情以来世界
“最贵”
城市排名出炉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调查显
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法国巴
黎、中国香港和瑞士苏黎世成为
“最贵”城市，在全球城市生活成
本排名中并列第一。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 18 日
报道，其下属经济学人智库自今
年 3 月展开调查，比较全球 133 个
城市 138 种日常商品和服务价格
后发布最新《全球生活成本调查》
报告。这份报告还评估了疫情对
生活成本的影响。
报告显示，由于疫情期间美

元贬值，美洲、非洲和东欧一些城
市生活成本降低，但西欧城市则
因欧元升值生活成本上升。瑞士
法郎也在疫情期间升值。
经济学人智库 3 月发布的
《2020 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
中，新加坡、日本大阪和中国香港
排名并列第一。疫情以来，新加
坡和大阪的生活成本滑落到第四
名和第五名。疫情期间大批外国
务工者离开新加坡，导致该国常
住人口 17 年来首次减少。
报告还显示，疫情深刻影响
人们的消费习惯。居家办公带动
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销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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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层面感受历史
欧洲要建历史气味在线百科
当人们研究历史时，或许不
太会想到气味也是历史的一部
分。欧洲一个邀请多领域学者
参加的研究项目打算收集历史
上出现过的与气味相关的各种
资料，建立一部在线历史气味大
百科，让人们从一个特殊的层面
感受历史。
法新社 17 日报道，名为“欧
罗巴颂”的这一项目已获得欧洲
联盟 280 万欧元（约合 2177 万元
人民币）资助，将“标明、描述、再
现 16 世纪到 20 世纪早期飘荡在
欧洲”的气味。
参与项目的学者来自荷兰、
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多个欧洲
国家以及历史、艺术、计算机、化
学等不同研究领域。他们将在
今后 3 年里开展合作，收集与欧

洲历史气味相关的文字和图片
资料。
人工智能技术将协助学者
在 7 种语言的文献和艺术品中
筛选与气味相关的内容。
“欧罗巴颂”项目团队成员、
英国英吉利拉斯金大学历史教
授威廉·图赖特说：
“一旦你开始
阅读 1500 年起在欧洲出版的文
字，你就会发现大量内容提到气
味。”这些气味可能是迷迭香等
草药的气味，也可能是“18 和 19
世纪被当成治疗抽搐和昏厥良
方的嗅盐气味”
。
项目收集到的数据将汇集
为在线“气味遗产百科”，让人们
了解各种气味的含义和闻到它
们时的感觉，以及与一些重要气
味相关的历史演变。

失窃珍宝下落不明
德国“绿穹”珍宝劫案
3 名嫌疑人落网
德国警方 17 日一早在柏林
城区展开大规模搜查，逮捕一起
珍宝劫案的 3 名嫌疑人，目前仍
有 2 名嫌疑人在逃，失窃珍宝下
落不明。
德新社报道，1640 名警察当
天清晨在柏林新克尔恩区展开
搜查，希望找到与一年前绿穹珍
宝馆劫案的相关证据。警方搜
查了 20 套公寓、两个车库、一家
饭 店 和 多 辆 汽 车 ，收 缴 多 部 手
机、电脑、衣物和少量毒品。
警方在行动中逮捕了两名
23 岁男子和一名 26 岁男子，并
把他们送到德累斯顿关押。去
年 11 月 25 日，两名男子在德累
斯顿砸窗进入绿穹珍宝馆，用斧
头砍开展示柜，在短短几分钟内
盗走 20 多件珍宝，然后驾车逃

跑。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博
物馆之一，绿穹珍宝馆位于德累
斯顿王宫内，大约有 4000 件藏
品，包括欧洲最古老和最珍贵的
一些珍宝。失窃珍宝多是历史
文物，价值难以估量。
调查人员说，3 名被捕男子
系柏林一个犯罪团伙成员。目
前仍有一对 21 岁的双胞胎嫌疑
人在逃。警方已向他们发出国
际通缉令。德累斯顿所在萨克
森州检察官 17 日下午发布声明
说，尚未发现失窃珠宝。
涉案犯罪团伙 2017 年 3 月
曾从柏林一家博物馆劫走 100
公斤重的金币并将其熔铸。该
团伙后来有 3 名成员因此获刑，
另有 2 名成员为此赔偿 330 万欧
元（约合 2566 万元人民币）。

新冠疫情严重
意大利
地区卫生官员 10 天换 3 人
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区目
前新冠疫情严重，但当地卫生专
员人选一再变更，10 天内换了 3
个人。
德新社 17 日报道，意大利罗
马大学前校长欧金尼奥·高迪奥
16 日获任卡拉布里亚大区卫生
专员，第二天就辞职，理由是“妻
子不愿意从首都搬到卡坦扎
罗”。卡坦扎罗是卡拉布里亚大
区的首府。

高迪奥的前任朱塞佩·祖卡
特利 7 日上任，此后因为在网络
热传的一段视频中暗示“口罩无
助防范疫情”而备受批评，16 日
辞职。
祖卡特利接任的萨韦里奥·
科蒂切利 7 日遭意大利政府“炒
鱿鱼”，原因是他先前接受采访
时对卡拉布里亚大区多项防疫
数据一问三不知，且承认当地没
有疫情紧急应对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