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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政府 12日同意将国名由“马其
顿共和国”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结束
20 多年来与希腊北部马其顿省重名引发
的争议。

【同意更名】
马其顿总理佐兰·扎埃夫说，经过与

希腊方面数月的密集外交磋商，同意更改
国名，“目的是拥有清晰、明确的名字，光
荣且地理准确的名字——北马其顿共和
国”。

马其顿 1991年脱离南斯拉夫独立，宪
法国名为“马其顿共和国”。希腊北部一
个省份也叫“马其顿”。希腊一直反对邻
国以马其顿为国名，认定它暗示对马其顿
省有领土主张。因此，马其顿 1993 年以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暂用名加
入联合国。

扎埃夫说，马其顿和希腊定于本周末

签署更名协议。依照协议，马其顿须修改
宪法体现国名变化。

法新社报道，希腊政府官员先前说，
马其顿备选国名还包括“新马其顿”“上马
其顿”，最终选定“北马其顿”。

希腊外交部长尼科斯·科恰斯与马其
顿外长尼古拉·迪米特罗夫反复磋商后，
起草 20页的更名协议。

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在电
视讲话中说，更名协议“清楚地区分希腊
马其顿省和我们北边的邻居，消除马其顿
现用宪法国名所含领土收复主义暗示”。

齐普拉斯还说，马其顿“今后不能也
不会宣称与古希腊马其顿文明有任何关
联”。

【换取支持】
“20多年的国名争议埋没马其顿，”扎

埃夫说，更名协议为这个巴尔干国家最终

成为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开
辟道路。希腊不满马其顿的国名与马其
顿省重名，一直阻止马其顿加入欧盟和北
约。

路透社报道，两国一直尽力赶在 6 月
底欧盟首脑会议前就解决方案框架达成
一致。北约峰会定于 7月中旬举行。

欧盟轮值主席国保加利亚说，更名协
议将为马其顿入盟谈判铺平道路。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说，
协议将使马其顿“踏上成为北约成员国的
道路”，“有助于巩固和平与稳定”。

只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希腊
支持马其顿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前提条
件是马其顿完成宪法国名更改，“如果
宪法修改无法成功完成，加入北约的邀
请将自动撤回，加入欧盟的谈判也不会
启动”。

【“艰巨考验”】
围绕马其顿更改国名的协议，马其顿

和希腊国内都出现反对之声。
马其顿总统格奥尔盖·伊万诺夫当天

早些时候说，他依然不同意把新国名写入
宪法。这一做法意味着永久更名以及国
内外都必须使用新国名。

马其顿主要反对党、马其顿内部革命
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谴责总理扎埃夫向
希腊“屈服”，“全盘接受希腊的要求”。

希腊大多数在野党批评总理齐普拉
斯的谈判策略。连他的执政伙伴独立希
腊人党也说，不支持一份允许继续使用

“马其顿”为国名的协议。
马其顿更改国名的协议须获得两国

议会批准，还要通过马其顿公民投票。按
路透社的说法，这对于两国领导层而言是
一场“艰巨考验”。 （新华社特稿）

马其顿
同意改国名
希腊不再阻止马其顿加入欧盟和北约

一个从阁楼鞋盒内找出来的瓷瓶
12 日 在 法 国 巴 黎 苏 富 比 拍 卖 行 拍 得
1620万欧元（约合 1.22亿元人民币），超
出预估价 20多倍，成为法国苏富比拍卖
行成交价最高的单品。

苏富比拍卖行亚洲艺术品专家奥
利维耶·瓦尔米耶告诉路透社记者：“这
个人（委托人）拿着装在鞋盒内的花瓶，
用几张报纸裹着，搭乘火车，转地铁，再
步行走进苏富比大门，走进我的办公
室。然后，她把鞋盒放在我的办公桌
上。我们打开盒子，顿时为花瓶的美而

倾倒。”
花瓶呈灯泡形，高 30 厘米，瓶身绘

一片树林，林内有鹿、鸟和其他动物，色
彩丰富而细腻。瓶颈饰有一圈金纹。
瓶身还有清朝乾隆皇帝的一个印章。
瓦尔米耶猜测这个花瓶可能是为乾隆
皇帝特制的瓷器。拍卖前，拍卖师估计
瓷瓶成交价为 50万至 70万欧元（375.99
万元至 526.39 万元人民币）。瓷瓶的拍
卖持续大约 20分钟，多人参与竞拍。买
家来自亚洲。

（据新华社特稿）

乾隆瓷瓶拍出 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西班牙
最高法院 12 日裁定，公主克里斯蒂娜
的丈夫伊纳基·乌丹加林贪腐罪名成
立，但把下级法院先前判决的 6 年零 3
个月刑期减至 5 年零 10 个月。西方媒
体报道，乌丹加林可能在几天内入狱服
刑。

继续上诉？
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最高法院发言

人 12 日说，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判
决，即乌丹加林犯有逃税、欺诈、滥用公
款和职权以及以权谋私等罪名，但将刑
期缩减。

下级法院后续将裁定乌丹加林何
时开始服刑。不过，根据西班牙法律，
乌丹加林仍可上诉至宪法法院。他暂
时没有表明这一意向。

乌丹加林现年 50岁，去年 2月因逃
税、欺诈等罪名，被西班牙巴利阿里群
岛自治区首府帕尔马市一家法院判处 6
年零 3 个月监禁。乌丹加林对判决不
服，向西班牙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帕尔
马市地方法院随后裁定，等候最高法院
判决期间，乌丹加林可以暂不执行监
禁，需向法庭缴纳 20 万欧元（约合 151
万元人民币）保释金。

帕尔马市地方法院去年 2月驳回克
里斯蒂娜所受税务欺诈罪名的指控，但
认定她间接从这桩案件中获得好处，判
处26.5万欧元（200万元人民币）罚金。

尊重司法
西班牙欧洲新闻社援引消息人士

的说法报道，就最高法院 12 日的裁定，
萨苏埃拉宫称，西班牙王室“尊重司法
独立”。

克里斯蒂娜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
六世的姐姐，她和丈夫乌丹加林一道卷

入诺斯基金会案，成为西班牙自 1975年
恢复君主制以来首名接受司法审理的
王室成员。

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宪法法院没有
推翻超过 5年刑期判决的先例。

克里斯蒂娜和丈夫所涉案件可追
溯至 2004年。

乌丹加林 2004 年至 2006 年担任慈
善机构诺斯基金会主管。他涉嫌利用自
己的王室姻亲身份，与生意伙伴迭戈·托
雷斯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获得多项“文
体搭台、旅游唱戏”的活动承办权。两人
趁机挪用巴利阿里群岛自治区和巴伦西
亚省政府用公共资金支付的 620万欧元
（4681万元人民币）“承包款”。

之后，乌丹加林转手把其中一些钱
注入他与克里斯蒂娜共同运营的房地
产咨询企业阿衣松公司账户，“报销”两
人的奢华生活开支。

克里斯蒂娜夫妇与 4个孩子现居住
在瑞士日内瓦。夫妻俩在 2012 年贪腐
案“东窗事发”之后，被拒绝出席王室公
开活动。2015年，国王费利佩六世剥夺
两人的公爵与公爵夫人头衔。

挪用公款 万欧元

西班牙国王姐夫将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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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载纷争结束余载纷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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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
12日在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的家中迎来 94岁生日。

美国媒体报道，生日当天老布什与家人在一起低
调度过。老布什办公室主任琼·贝克尔说，老布什 8
天前刚出院，12日他接到多个电话，在海边的家中轻
松庆生。

老布什之子、另一位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
（小布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两人微笑合影的照
片。小布什说，能获名乔治·布什，并与“第 41 任”共
同度过他的 94岁生日很幸运。老布什是美国第 41任
总统，小布什是第 43任。

布什家族发言人吉姆·麦格拉斯说，老布什数月
前成为美国最长寿的总统，也是第一位庆祝自己 94
岁生日的总统。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今年 10 月也将迎来 94 岁
生日。还有两位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罗纳
德·里根在 93岁高龄时去世。

(据新华社特稿)

老布什低调过生日老布什低调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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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供职一企业80年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活到 95 岁就不容易，而 96 岁

的巴西老人瓦尔特·奥尔特曼不但长寿，而且仍在工
作，成为世界上在同一家企业工作时间最长的人。

奥尔特曼是家中长子，14 岁开始工作，1938 年开
始在巴西圣卡塔琳娜州一家名为“雷诺工业”的纺织
企业当运输助理，此后 80 年间逐步晋升，从运输助理
到助理文书，再到发票主管，现在担任销售经理。

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援引奥尔特曼的话说，他喜
爱这份工作，把公司当成自己另一个家。唯一产生离
开公司的想法是在 1978 年，当时他以为公司会强制他
退休，“幸好当时因销售业绩不错，得到公司总裁挽
留”。奥尔特曼说，他习惯上班，有时开车去超市时发
现自己其实是在去公司的路上。他眼下唯一的挑战是
如何创造性地销售公司产品。在他眼中，一个人要想
事业成功，需要谦逊、诚实和学无止境。

(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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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中中））和丈夫乌丹加林和丈夫乌丹加林（（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