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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罗马 8 月 18 日电
近年来，意大利关注中国的程度明
显提高，其中表现之一是当地多种
版本的历史教科书把中国作为重
要内容加以介绍，有关二战历史部
分更强调日本侵华罪行。

新华社记者查阅目前发行的
意大利多种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发
现中国历史已成为当地教学重点
内容之一。以文科高中广泛选用
的教材《千年》为例，这套教材的最
新版本把二战历史安排在高中二
年级，书中二战章节一共 26 页，其
中有关中国的内容为 4 页，位于整
个二战章节的最后一部分，包括约
2000 字的描述和 6 张插图。涉及
中国现代史的图片包括“1933 年
时的毛泽东”、溥仪和伪满洲国、伪
满洲国“内阁”成员、1937 年上海
街头的中日两军巷战等。

教科书中有关中国现代历史
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日
本侵华、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南京大屠杀等内容。这本历史
教科书明确指出，造成 30 万人蒙
难的南京大屠杀是“一场丑恶的屠
杀”，“1937 年的南京大屠杀对亚
洲而言标志着二战的真正开始”。
教科书批评日本“修改历史”：不仅
一直拒绝承认犯下的屠杀罪行，而
且在本国教科书中弱化、甚至忽略
入侵中国后犯下的其他罪行。

资深媒体人费兰蒂认为，中小
学教科书增加有关中国的内容，说
明 历 史 研 究 人 员 的 看 法 渐 趋 客
观。他说，与当年的纳粹德国相
比，二战时的日本同样残酷，但日
本领导人不像德国那样对战争罪
行有正确认识，而是拒绝作出真诚
道歉。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贯以硬汉
形象示人，开飞机、玩赛车、骑马、
柔道、潜水样样精通。他 8 月 18 日
与黑海“亲密接触”，乘坐一艘小型
潜水艇深入海底，一探拜占庭时期
沉没的商船残骸。

普京当天身着一身米色套装，
乘坐一艘三人座的小型潜水艇潜
入濒临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海底。

法新社报道，普京此次的下潜深
度达83米，目的是展开一次“探宝之
旅”，探索一艘可追溯至9世纪至10世
纪拜占庭时期沉没的商船残骸。

今年年初，俄罗斯潜水员在克
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附近海

底发现了这艘商船残骸。
“这是一艘经（克里米亚南部

黑海沿岸港口）巴拉克拉瓦运输民
用货物的大型商船。”普京说，“专
家还将对它展开研究。我不得不
说，黑海北部海域很少出现类似

（商船）残骸。”
普京对这次“探宝之旅”似乎

显得格外兴奋。按美联社的说法，
他在海底与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
梅德韦杰夫通过无线电通讯交谈
时说，自己希望这艘商船能够证明
俄罗斯的发展历程，显现出“我们
的深厚历史根基”。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二台近期
播放了一部三集的纪录片，以近乎“真人
秀”的表现形式，探讨中英教育之间的差
异。节目里中国老师的教学方式、英国学
生们的课堂反应、师生之间的磨合与碰
撞，引发了中英两国民众的强烈关注和热
议。

在 18 日播放的第三集大结局中，由
5 位中国老师所带领的班级在考试成绩
上更胜一筹。数学、中文和科学三科考
试成绩对比，以中式教育的班级学生要
比英式教育的班级学生每科平均都高出
10 分上下。

结果一出，两国网友众说纷纭，有人认
为“事实胜于雄辩”，三科完胜说明中式教
育确实优于英式教育；有人则对考试结果
不以为然，认为“死板”的中式教育培养出
来的只是高分低能的人……

两方观点激辩，各说各的理。似乎一
定要给这场中英教育 PK 贴上一个标签，非
要得出一个中英教育孰优孰劣的答案。

然而，除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外，
也有很多网友表现出冷静和理性的态度，
跳出考试成绩，他们更关心如何找到中英

教育精华的融合，好给孩子一个更美好的
未来。

这种客观理性的态度让人感到欣喜。
三集纪录片不可能涵盖中英教育的方

方面面，而中英教育的话题远比这部纪录
片本身反映的内容要大得多。

单纯从考试成绩就对中英教育的优劣
下定论过于简单，意义不大。应该说，BBC
播放的这部纪录片能够红遍网络，引发两
国民众的热议，本身就是一次很有意义的
尝试。

对于此次中英教育差异的对比试验，
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评判哪种教育方式更
加高明。我们既要看到中国教育注重学生
基础知识学习的优点，又要借鉴英国教育
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特点，相互吸收对方
好的经验，这样才能使教育得到更好的发
展。这也正体现了教育发展的趋势——相
互融合、各取所长，培养适合未来社会需要
的合格人才。

教育是多样性的，发展教育不能闭门
造车，故步自封。各个国家的教育方式是
可以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博取众家之
长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

英国作为老牌教育大国，能放下身段，
希望通过研究和借鉴中国的教育方法，以
提高本国学生的学习水平，这一做法显然
值得点赞。近年来，正是因为一些东亚国
家的学生在国际核心科目竞赛上击败了英
国学生，才让英国教育部门产生研究其他
国家教育方法、从中寻找适合英国课堂教
育经验的动力。英国教育大臣也曾亲自到
中国考察中国的学校教育。

BBC 播 放 的 这 部 纪 录 片 ，除 了 引 发
人们对两国教育问题的讨论，在英国还引
发了民众对本国福利制度的思考，在中国
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价值取向的思考，这恐
怕也是这部纪录片在拍摄之初所未曾想
到的。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教育是人们长期感兴趣的话题。BBC
这部纪录片引发有关中英教育问题的讨论
并非开始，也不是结束。

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这样的尝试和探
讨，在思想的碰撞中，找到双方的融合点，
为本国的教育，为我们孩子的将来，探索出
有益的发展路径。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综合新华社电 根据中国驻泰国使馆 8 月
19 日发布的最新消息，在曼谷爆炸案后失联
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确认遇难，在爆炸案中遇难
的中国公民人数上升为 7 人。

中国使馆确认，截至当地时间 19 日 18 时
（北京时间 19 日 19 时），已确认 5 名大陆居民
和 2 名香港居民在曼谷爆炸案中遇难。

紧急赴泰国的我国旅游工作组 19 日看望
慰问了曼谷爆炸事件部分受伤中国游客和伤
亡人员家属，开始协助处理理赔等善后工作并
就我国游客赴泰旅游安全事宜与泰方进行沟
通。

泰国曼谷市中心两天前发生爆炸的四面
佛神庙 19 日上午重新对外开放，四面佛所在
的拉差巴颂路口也恢复正常通车。目前，泰国
警方正在全力侦破这次恐怖袭击案件，公布了
曼谷爆炸案嫌疑人“黄衣男子”的画像，并悬赏
100 万泰铢（约合 18 万人民币）捉拿该嫌疑人，
号召民众积极提供线索。

记者 19日晚间从国家旅游局值班室获悉，

按国家旅游局负责人要求，国家旅游局驻新加
坡旅游办事处工作人员于 18 日抵达泰国曼
谷与各方沟通协调，配合我驻泰使馆全力做
好曼谷爆炸事件相关善后工作。我国旅游部
门组成的工作组抵泰后，即与我驻泰国使馆
进行工作对接，了解我国游客伤亡和救治情
况，并与有关各方沟通协调，全力配合做好伤
员救治、家属接待、善后处置、保险赔付等相
关工作。

19 日下午，国家旅游局工作组前往医院
看望慰问爆炸事件中部分受伤中国游客和伤
亡人员家属，表示将尽全力协调、协助有关方
面做好相关善后工作。工作组还同泰国旅游
部门进行了工作商谈，就协助中方妥善处理善
后工作、伤亡游客保险理赔以及中国游客赴泰
旅游安全保障等事宜进行了沟通。

据介绍，此次曼谷爆炸事件遇难我国游客
分别来自上海、广西、福建、广东及中国香港。
受伤我国游客均为家庭式自由行游客。目前
部分遇难游客家属已经抵达泰国曼谷。

意大利教科书明确指出
日本侵华罪行

“硬汉”普京海底探宝

中英教育对比

互鉴比输赢更重要
■新华时评

中方工作组赴泰处理善后事宜
遇难中国游客人数上升为 7 人

8月 19日，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海域，一名中国潜水员乘坐潜水吊
笼实施下潜探摸作业。当日，上海打捞局打捞工程团队在韩国全罗南
道珍岛海域实施了对“岁月”号渡轮的首次下潜探摸作业。韩方预计将
于明年 7月前完成“岁月”号的打捞工程。 新华/韩联

上海打捞局打捞“岁月”号

8月 19日，在韩国首尔的一个地铁站，一位乘客用手机拍摄正在参
加反恐演练的韩国警察。这次反恐演练是 8 月 17 日开始的韩美“乙支
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的一部分。 新华/法新

首尔地铁站反恐演习

据新华社柏林 8 月 19 日电
德国联邦议院 19 日批准了希腊第
三轮救助协议，为希腊获得约 860
亿欧元（约合 950 亿美元）救助贷
款铺平道路。

当天上午，联邦议院就希腊债
务问题举行特别会议，最终以 454
票赞成、113 票反对和 18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通过了希腊第三轮救助协
议。

在德国主要执政党、总理默
克尔所属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
社盟组成）中，多数议员支持为希

腊提供第三轮救助，但也有部分议
员持反对意见。18日，56名联盟党
议员明确表示将在联邦议院投反
对票。

经过艰苦谈判，希腊政府 11
日与债权人就第三轮救助协议几
乎所有内容达成一致。14 日，希
腊议会与欧元区 19 国财长先后批
准第三轮救助协议。根据欧元集
团声明，新贷款为期三年，分批发
放。首期资金 260 亿欧元（约合
287 亿美元），用于希腊银行重组
和偿还欧洲央行贷款等。

德批准第三轮救助协议
为希腊获得贷款铺平道路

8月 19日，在泰国首都曼谷朱拉隆功国王纪念医院，曼谷四面佛爆炸事件中受伤
游客的亲友在问讯台咨询伤者情况和所在病房。 新华社发

BBC 这部纪录片促使人们思考中英教
学方式的优缺点。图为纪录片中赴英教学
的中国教师。 资料图片

“宜居”下降

这份年度榜单考察了全球 140 个城
市，根据社会稳定、医疗、文化与环境、教
育、基础设施等 30 个项目的“相对舒适度
评分”结果进行排名。其中，住房承受力不
在考量范围内。

结果显示，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前四
的分别是墨尔本、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加拿
大城市温哥华和多伦多，澳大利亚阿德莱
德市和加拿大卡尔加里市并列第五。

按照《经济学家》信息部在报告中的说
法，这些城市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医疗卫
生和教育条件以及低谋杀率，影响生活水
准的负面因素相对较少。

名单中，全球最不宜居的五个城市是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尼日利亚城市拉各
斯、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孟加
拉国首都达卡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排
名分别为第 136 至第 14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8 日评述，相比
往年，今年的排名情况有点令人沮丧，原因
是过去一年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从法国

和突尼斯的恐怖袭击，到中东、乌克兰正在
上演的冲突，再到美国因种族歧视引发的
骚乱。

《经济学家》信息部在报告中说，今年
的排名显示，“自 2010 年以来，全球平均宜
居度下降 1％，平均社会安全稳定程度下
跌 2.2％……过去 5 年来，榜单上的 57 个城
市宜居程度均出现下降”。

中国“逆袭”

相比之下，中国城市过去一年出现逆

袭之势，7 座城市排名都有所上升。报告
说，这“主要归因于较低的内乱威胁”。

其中，北京排名前进 5 位，排第 69。而
且，在全球宜居度改善最大的 10 个城市
中，北京占据一席。

香港排名第 46，领先主要竞争对手新
加坡三个名次。

报告显示，受去年集会游行等拖累，香
港的宜居度下降 3.2％。尽管如此，《经济
学家》信息部编辑乔恩·科普斯泰克认为，
香港仍称得上一流的宜居城市。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经济学家》发布 2015全球宜居城市榜单

中国城市排名上升明显

青岛98

大连85

深圳81

广州90

上海78

北京69

天津70

苏州71

香港46

墨尔本
澳大利亚1

维也纳
奥地利2

温哥华
加拿大3 多伦多

加拿大4

阿德莱德
澳大利亚5

卡尔加里
加拿大5

莫尔兹比港
巴布亚新几内亚3

的黎波里
利比亚5

大马士革
叙利亚1

达卡
孟加拉国2

拉各斯
尼日利亚4

全球最宜居城市及排名（部分）

全球最不宜居城市前五名

制图/刘竞

英国《经济学家》信息
部最新公布 2015 年全球宜
居城市排行榜，澳大利亚城
市墨尔本第5次蝉联榜首。

由于战乱，叙利亚首都
大马士革沦为最不宜居的
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