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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代艺术飞速发展，成为世
界当代艺术发展中一支强大而
独特的力量备受关注，本次展
览展出作品的多位艺术家在国
际上享有盛誉。
    中国驻罗大使馆临时代
办赵德勇说，继《华夏瑰宝
展》在罗马尼亚国家历史博
物馆开幕不久，《中国当代
艺术新景象》展接踵登陆布
加勒斯特，两个展览同期举
行，相映成趣，不仅让罗民
众了解中国的文明古国和历
史，同时也为人们提供感知

    新华网布加勒斯特６月
１０日电（记者林惠芬）
《中国当代艺术新景象》艺
术展１０日晚在罗马尼亚国
家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中
国著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引
起当地各界人士的关注。
    本次展览由中国文化部
和罗马尼亚国家当代艺术博
物馆主办、中国驻罗马尼亚
大使馆和北京画廊协会协

办。展览汇聚了４０名中国
艺术家的作品，涵盖油画、
雕塑、摄影、影像、装置、
设计等艺术表现形式。在一
个多月的展览期间，观众不
仅可以了解生动而多元的中
国当代艺术，也能更好地了
解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
    博物馆馆长奥罗韦亚努
在开幕式上致辞说，近年来中

今日中国的全新视角。
    罗议会罗中友好议员小
组主席莫措克、北京画廊协
会会长程昕东等在开幕式上
发表讲话。中国驻罗大使馆
文化参赞闫建武、罗各界友
好人士出席了当天的开幕
式。
    据介绍，罗马尼亚是继
保加利亚之后《中国当代艺
术新景象》艺术展东欧巡展
第二站。该展览还将赴捷
克、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等国
举行。

　　新华网柏林6月11日电
（记者潘旭）正在德国访问
的罗马尼亚总理蓬塔10日
说，罗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切
实的措施推动国内政治的法
治化，并将加大惩治经济领
域腐败现象的力度。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在总
理府与蓬塔就罗马尼亚加入欧
盟以来的国内政局、投资环
境、大规模人口跨境流动等一

系列问题进行了会谈。
　　双方会谈后发表的声明
说，默克尔对罗马尼亚现政府
在治理国内腐败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表示赞赏，同时要求罗采
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切实防范
腐败现象再度泛滥和滋生，并
在迈向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取得
实质性的进步。
　　蓬塔表示，罗马尼亚在
经历政治、经济及社会动荡

后，目前国内局势基本稳
定，而一个稳定和强大的罗
马尼亚将是欧盟东部边界非
常重要的伙伴国，罗政府保
证在国内努力创造良好可靠
的投资环境。
　　默克尔强调，德国将进
一步增强与罗马尼亚的双边
经贸联系，德国企业也将在
罗马尼亚加大投资力度。两
国总理还表示将致力于尽快

完成欧盟中期财政方案的谈
判。
　　蓬塔同时承诺，将采取
有效措施，在2014年罗公民
可以在欧盟范围内完全自由
人员流动后，切实防止大量
罗马尼亚打工者涌入西欧各
国。但他同时强调，作为欧
盟成员国，罗公民在欧盟范
围内合法跨境流动的权利不
应受到歧视。

   本报讯  据罗国际广播电
台报道 罗总统星期二晚上宣
布将举行新一轮全民公决的
程序，以促进单院制议会，
并将议员数字降低到300
名。   
    就同一话题举行全民公
决早在2009年就提出过，也
是在总统的建议下，而且选
民支持这一想法。所以伯塞
斯库总统认为，议会中占大
多数的社会自由联盟的态
度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想
彻底修改宪法，同时也不考
虑2009年选民的意愿。总统
说，忽略全民公决的结果是
不遵守法治国家原则的。但
是不排除社会自由联盟最终
将考虑到老百姓的愿望的想

法，否则，宪法法院将拒绝
修改宪法的法律草案。所以
伯塞斯库总统强调说，将发
布举行新一轮全民公决的一
项法令，但这要直接取决于
议会中和宪法法院里发生的
事件。他说：“修改宪法进
程还没有完成，同时议会大
会将尊重老百姓的意见还是
有希望的。与此同时，宪法
法院有可能拒绝修改宪法法
律草案，而这不考虑到全民
公决的结果。” 
    社会自由联盟的联合主
席兼修改宪法委员会主席安
托内斯库间接受到总统发出
批评的影响。他说，2009年
的全民公决是不民主的技
巧。为什么呢？因为是在

总统大选的同一天举行，
而且罗马尼亚人不晓得单
院制议会意味着什么。有
关总统反对议会大多数推
荐的修改宪法草案，安托
内斯库解释说，总统没法
控制这一项目。他说：
“我想，大家的优先是加
强、继续并且完成我们的
项目，而不要跟伯塞斯库
总统进行已经成为传统的
辩论。这一项目本身是否
受到我或者总理彭塔的支
持，不会受到伯塞斯库的
支持。”修改宪法法律程
序围绕的政治压力继续加
深，而对手已经宣布进行
直截了当的斗争，而他们
利用的武器是全民公决。 

 罗为年底前加入申根进行外交努力
    本报讯 据罗媒体报道 罗外长克罗吉安对法国进行正
式访问之后宣称，罗马尼亚等待在今年年底之前收到可
以加入申根地区的有利决定。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的采访时，克罗吉安外长强调说，同法国外长进行会谈
时，介绍了罗马尼亚将为其边境的最高标准安全化而作
出的不懈努力。克罗吉安外长还补充说，我国同反对罗
马尼亚加入申根地区的国家进行的政治对话进展顺利。
罗马尼亚本应该在2011年3月加入申根地区，但是由于一
些成员国提出反对，这一进程受阻。反对国家要求罗马
尼亚进行司法领域的深入改革，并在反腐败领域进行有
效的斗争。罗方说，已经完成了加入申根地区的所有技
术标准，这点也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认可。

  罗外长访德 同莫科尔举行会谈

   本报讯 据罗媒体报道 在对德国进行访问的第二天，
罗马尼亚总理彭塔星期二在斯图加特同著名的奔驰集
团公司的代表举行了会谈，奔驰公司将在罗马尼亚进行
３亿欧元的投资。罗马尼亚总理彭塔星期一在柏林指
出，罗马尼亚政府将在未来４年的时间里保持统一税率
１６％这个数字。彭塔还同德国总理莫科尔女士举行了
会谈。莫科尔女士指出，德国希望成为罗马尼亚的伙
伴，并强调了尊重法治国家标准的重要性，同时要保证
司法，并打击腐败。

     近期罗食品价格大幅增长
   本报讯 据罗马尼亚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发表的数字显
示，罗马尼亚人的消费价格比上个月增长了０.２３％，
而年度通货膨胀率增长到了５.３２％。食品价格比４
月份增长０.８％，非食品价格下降了０.１％，服务价
格相对稳定。在食品中，土豆和水果的价格涨幅最高。
国家预测委员会估计，今年年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为
４.３％。

    罗自民党代表团访问中国
    本报讯 据罗媒体报道 罗马尼亚自由民主党代表团6
月11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代表团当中包括自由民
主党主席布拉加、前罗马尼亚总理伯克、副主席安卡和
安德里亚女士及秘书长夫录特尔。自由民主党代表团同
中国中央政府以及商界人士将进行会晤。 

罗广播公司对特派记者的遭遇表示抗议
    本报讯 据罗媒体报道 罗马尼亚广播公司对其两名记
者在爱尔兰举行的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大会上受到的
对待表示抗议。据罗马尼亚广播公司的一次新闻公报，
他们尽管是特派记者，却被组织者在他们从大会进行通
报时赶出大会。罗马尼亚广播公司的代表认为，这种行
为违反言论自由和自由获得新闻的权利。

   本报讯 据罗媒体报道 
第20届国际戏剧节上星期
五开始在罗锡比乌市举
行。西比乌市曾经是2007
年欧洲文化首都，这次戏
剧节将持续到6月16日，
将进行350多场演出，包
括戏剧、舞蹈表演、马戏
表演、音乐会、展览以及
会议。来自70多个国家的
2500多名艺术家将在这里
演出。组织者设置了66个
表演场，等待6万名观众
出席。这次西比乌戏剧
节的主题是“对话”，嘉
宾国是法国。据欧洲文化
特使瓦斯留称，西比乌戏
剧节已经成为一次国际性
的盛会，是欧洲第三大戏
剧节，仅次于英国爱丁堡
艺术节和法国阿维共艺术
节。

   罗马尼亚国币列伊同欧
元的比价本周继续贬值。罗
国家银行星期四宣布4.47列
伊的参考兑换率，在银行间
会议结束之前，欧元已经达
到了4.52列伊的兑换率。中
央银行在市场上进行干预支
持列伊，但据金融观察家
称，只有在当天的第一部
分。欧元在银行间市场的兑
换率去年12月中旬以来没有
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当时欧
元最高兑换4.4778列伊。

  穆图愿收养中国下水道宝宝
　　前英超切尔西球队前锋阿德里安·穆图日前接受一
家罗马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说，他愿意收养从下水道救出
的婴儿。
　　穆图2003年曾以1580万英镑的身价签约切尔西，但
由于次年未通过药检而遭解约。他对罗马尼亚的ProTV电
视台说：“我打算收养这个婴儿。”
　　现加盟法国阿雅克肖足球俱乐部的穆图有三个孩
子，他说自己已经与妻子商量过这个计划，如果法律允
许，他们将采取下一步行动。罗马尼亚目前不属于中国
儿童的17个领养国之一。
　　穆图说：“我在电视上看到报道后寝食难安。他是
个特别的孩子。我看到他时就说"我必须收养他，他是上
帝赐予我的"。”
　　“看看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吧。他让我太震撼了。我
跟妻子说我们应该帮助他。我从来没有想过收养孩子，
但我知道：我必须要帮助这个孩子。”（来源新华国际) 

罗马尼亚货币的上下浮动
    列伊严重贬值的原因是
什么呢？有的证券经纪人认
为，货币采购订单主要来自
外国投机者，他们出售了财
政部发行的列伊债券，但同
时有的公司因怕兑换率将继
续上升提出商业需求。其它
投机者说，列伊的贬值可能
是由某些银行以某些公司的
名义提出的采购订单，之前
它们等待比现在低的兑换
率。
   另一方面《证券交易所》

财经报援引的专家认为，这
次贬值有多种原因。他们
认为不再能说国币象2008
年一样受到了投机者的袭
击。该报还认为，列伊最近
贬值的倾向反应出地区市场
的活动，显示出它们与全球
投资者对高风险资产的兴趣
紧密相关。同时，列伊同英
镑和瑞士法郎的兑换也在贬
值。同时与美元的兑换也贬
值。参考兑换率星期四增长
为3.4159。尽管如此，一家

国际金融贸易集团驻罗马尼
亚分公司最近表示，列伊今
年的发展不比其它欧元比美
元兑换率的发展好。Noble 
Securities分析的作者认
为，支持列伊的主要支柱是
罗马尼亚经济在第一季度的
发展，当时有了0.5%的经济
增长，以及欧盟委员会有关
取消罗马尼亚过高赤字程序
的建议。 
    来源：罗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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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家分析最近列伊连续贬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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