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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5月16日电 （记
者刘品然 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16
日表示，美国不希望和伊朗发生战争。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瑞
士联邦主席毛雷尔前向媒体作出上述
表态。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多
位匿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15日
在白宫内部会议上也向代理国防部长
沙纳汉表示他不想与伊朗发生战争。

白宫16日还表示，特朗普与毛雷
尔讨论了中东地区局势，并感谢瑞士
在代表美国处理外交关系问题上所发
挥的作用。

据瑞士联邦外交部网站信息，自
1980年美国与伊朗断交后，瑞士成为
美国在伊朗的利益代理国。

近一个月来，美国加大对伊朗“极
限施压”力度。《纽约时报》13日援引
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纳汉已向白
宫递交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根
据该计划，一旦伊朗攻击美军或加速
研发核武器项目，美国将调遣至多12
万美军前往中东地区。但该报道随后
被特朗普否认。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正式取消部
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

免，以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后又宣
布制裁伊朗钢铁、铝、铜等产业。

此外，美国还宣布向中东地区部
署“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
B-52战略轰炸机和船坞运输舰等以
应对“伊朗威胁”。

作为回应，伊朗总统鲁哈尼本月
8日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
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铀。
同时，伊朗拟在60天内与伊核协议其
他签字方谈判伊方权益问题，若诉求
得不到满足，伊方将不再限制铀浓缩
活动的产品丰度。

特朗普称不希望与伊朗发生战争

新华社纽约5月16日电 据美
国媒体 16日报道，知名美籍华人
建筑师贝聿铭在纽约曼哈顿一家
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贝聿铭 1917 年生于中国广
州，20 世纪 30 年代赴美，先后在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
筑学。

贝聿铭是 1983 年建筑界最

高奖项普利兹克奖得主，被誉为
“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其作品
以公共建筑、文教建筑为主，善
用钢材、混凝土、玻璃与石材，代
表作品有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
香港中国银行大厦、苏州博物馆
新馆等。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17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达了中方对美籍华裔建筑设
计师贝聿铭逝世的哀悼。

陆慷表示，贝聿铭先生是享誉
世界的华裔建筑设计大师，长期
以来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
了解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做
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贝聿铭先
生逝世表示哀悼，向贝聿铭先生
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他说。

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逝世
中国外交部：对贝聿铭逝世表示哀悼

地标存世流芳建筑史“铭记”贝聿铭

著名美籍华
裔建筑师贝聿铭
15日深夜在纽约
家中去世，享年
102岁。贝聿铭，
在中国出生，长大
后求学美国，成为
享誉国际的建筑
大师，耄耋之年仍
主持设计大型建
筑。他的代表作
品成为不同国家、
城市的“地标”，跨
越两个世纪，流芳
建筑史册。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在中国
广东省出生，父亲是银行家，家境富
裕，少时在上海和香港接受教育。他
1935年留学美国，攻读建筑学，1940
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学士学位，1946
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1948年，贝聿铭由纽约市地产
开发商威廉·泽肯多夫聘为建筑总

监，得以积攒参与大型城市建设项
目的经验。他1954年入籍美国，次
年创建“贝聿铭同仁建筑师事务
所”，1959年设计完成科罗拉多州丹
佛市第一座摩天大厦“一英里高中
心”，成为他接手美国及国际一系列

“大单”的开始。
贝聿铭1979年获得美国建筑师

学院金奖；1983年获一些人称作“建
筑界诺贝尔奖”的美国普利兹克建
筑奖；1988年获时任总统罗纳德·里
根颁发的“国家艺术勋章”；1992年
获时任总统乔治·H·W·布什颁发

“总统自由勋章”，即美国政府授予本
国公民的最高荣誉。同年，两个儿子
联合创建“贝氏合作建筑师事务所”，

贝聿铭的事务所更名“贝－科布－弗
里德建筑师事务所”。

贝聿铭1990年宣布退休，但继
续参与设计项目，耄耋之年仍有两
件大型作品问世：一是坐落在卡塔
尔首都多哈海岸人工岛上的伊斯兰
艺术博物馆，2008年11月开放；二
是2009年开放的中国澳门科学馆。

贝聿铭声名鹊起的突破点发生
在1964年。他战胜许多声望卓著的
同行，如路易斯·卡恩、路德维希·米
斯，成为美国波士顿市约翰·肯尼迪
总统图书馆的主设计师。肯尼迪的
遗孀杰奎琳·肯尼迪说，其他候选设
计师都很优秀，但她对贝聿铭的风格
情有独钟，因为“他喜欢把建筑做得
美丽”。两人成为朋友。图书馆1977
年动工，1979年落成。

他的另一设计作品、美国首都华
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东馆1978年开
放。《华盛顿邮报》称赞它是“一部光
线与大理石、色彩与玻璃、画作与雕
塑合奏的建筑交响乐”。建筑师丹尼
斯·夏普在《21世纪的建筑：一部视觉
历史》一书中评价它“帮助塑造了20
世纪70年代及以后美国各地博物馆
建筑的设计理念”。

他一生主持设计50多座建筑，

分布于美国、中国、日本、法国、卡塔
尔……

1982年，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
开业。1989年，巴黎卢浮宫玻璃金
字塔开放；同年，中国香港的中国银
行大厦落成。1995年，美国俄亥俄
州克利夫兰市摇滚乐名人堂开放。
1997年，日本滋贺县私立美秀美术
馆竣工……

西方媒体报道贝聿铭去世消息

时，不吝用“最后一位现代主义建筑
大师”“多才多艺”“高雅”等溢美之
词描述他和他的作品。

但在上个世纪，他那显现几何
感、线条凌厉、利用透明材料制造光
影效果的设计风格超前于流行审美
观念；即使成名后，他对一些地标建
筑的设计方案曾备受争议，遭遇最
大抵制的是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入口
处“玻璃金字塔”设计。

今年3月29日，玻璃金字塔迎
来30岁“生日”；近一个月后，贝聿铭
度过102岁寿辰。他回忆，当年接手
卢浮宫改建项目后，他“走在（巴黎）
街上，遭许多人怒目而视”。

1984年，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
瓦·密特朗宣布选定贝聿铭主导卢浮
宫改建方案，设计一处连接卢浮宫博
物馆三翼展馆的中心入口，以适应日
益密集的参观人流。方案一发布即
遭遇强烈抵制，单纯想到由一个“外
国人”主导改建法国文化的象征，就

足以让不少法国人愤慨；另外，玻璃
金字塔显现现代主义风格，被认为与
卢浮宫的古典气质格格不入。

法国历史古迹委员会1984年1
月开会讨论卢浮宫改建方案时，法
方专家对贝聿铭恶言相向。贝聿铭
甚至没有机会开口阐释他的设计理
念。民意调查显示，多达九成巴黎
人反对他的设计方案。时任卢浮宫
博物馆馆长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现任馆长让—吕克·马蒂内盛
赞玻璃金字塔是卢浮宫和巴黎的现

代化象征：玻璃金字塔聚拢光线，洒
向宽敞的地下大厅，“贝（聿铭）把金
字塔下的大厅想象成一个连接城市
与艺术藏品的空间”。

贝聿铭工作勤勉，作风朴实，擅
长与人打交道，能够与不同文化背
景的团队合作，说服不同国家的客
户接受自己的设计方案。

不过，他的作品之所以为人铭
记，是因为他把每一单“生意”中的
建筑当作艺术品，着力精心打造，耗
费大量功夫做文化背景调研。

他告诉《纽约时报》，设计伊斯兰
艺术博物馆时，他不了解伊斯兰教，
因而特意研究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
亲赴埃及、突尼斯考察数月，以汲取
灵感。在他要求下，多哈填海造陆，
建造一座人工岛，用作博物馆场地。

在他看来，建筑设计“不仅是打
造一个可以让人们愉快活动的空
间”，更高层次是“建筑可以影响身
在其中的人们，激发他们一生多做
些事情的欲望”。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跨世纪耕耘

用作品说话

艺术不畏争议

5月16日，在德国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出
席新闻发布会。

德国总理默克尔16日说，她在2021年总理
任期结束后不会在欧盟任职。默克尔当天与荷
兰首相吕特会晤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她去年已
经宣布2021 年后将退出政坛，这一决定没有
变。此后她不会在任何地方担任政治职务，包括
在欧洲。 新华社/法新

默克尔说

完成德国总理任期后
不会在欧盟任职

马克龙说法国5G建设
不会封锁特定供应商

新华社巴黎5月17日电 法国总统马克龙16
日在第四届法国“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上说，法
国在建设5G方面重视国家安全，但不会将特定
某家供应商封锁，“发展自身科技生态系统的更佳
方式是合作和减少冲突”。

德国官员重申5G建设
不会排除华为

新华社柏林5月17日电 德国联邦网络管理
局局长约亨·霍曼16日在该机构的年度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反对将中国企业华为排除在德国的5G
建设之外，同时强调所有企业必须遵守严格的安
全要求。

华为在英国发布
最新5G手机

据新华社伦敦5月16日电 随着英国电信运
营商准备在部分地区开通5G网络服务，中国华为
16日在伦敦发布Mate 20 X 5G版本手机。这
款手机预计将于今年6月在英国上市。

据介绍，新发布的5G手机产品在5月底开始
接受预订，6月开始就会由EE、02、沃达丰等英国
电信运营商以及一些指定的经销商开始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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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11家公司合力开发载人登月系统

2024年前让美国宇航员
重新登陆月球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6日电（记者周舟）美
国航天局16日宣布选择11家美国公司，为重返
月球计划“阿耳忒弥斯”研发载人登月系统。

美航天局表示将为这 11家公司提供总计
4550万美元的资金，助其在未来6个月内研发载
人登月系统原型，并规定公司至少出资20%。

美国重返月球计划取名为“阿耳忒弥斯”，将
利用“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和“猎户座”载人飞船到
2024年前让美国宇航员重新登陆月球。

波音称

已完成737MAX飞机
软件更新工作

据新华社旧金山5月16日电 美国波音公司
16日发表声明说，已完成737MAX飞机软件更
新以及相应的模拟机测试和工程验证飞行，并正
在为最终的复飞认证做准备。

声明说，波音已使用安装了更新软件的
737MAX飞机进行207次飞行，飞行总时间超过
360小时。

波音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丹尼斯·米伦伯
格说：“我们致力于为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全球监管机
构提供它们所需的一切信息。我们相信，拥有升级
软件的737MAX，将成为最安全的飞机之一。”

天下人物
A

B

C

这是2011年5月21日拍摄的卢浮宫和玻璃金字塔夜景。由贝聿铭设计的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入口于1989年投入使用。 新华社记者 唐霁 摄

贝聿铭(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国内首台80吨液氧甲烷发动机——

“天鹊”试车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胡喆）记者

17日从蓝箭航天获悉，国内首台80吨液氧甲烷
发动机——“天鹊”（TQ-12）试车成功。试验过
程中，该发动机开关平稳迅速，工作参数稳定正
常，各项性能均达到设计要求。

该发动机试车的成功，意味着中国民营航天
力量首次掌握了百吨级液体火箭发动机关键技术
并具备发动机研制所需的保障能力。

“天鹊”是继美国SpaceX的猛禽发动机、蓝
色起源的BE-4发动机之后，世界第三型完成全
系统试车考核的大推力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

蓝箭航天负责人张昌武表示，此次试车成功，
将继续为提升中国进入太空的能力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