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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
布加勒斯特统一广场喷泉成为
“世界最长的音乐同步喷泉群”1

2019
08/2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总裁来自于保加利亚 2 2019

09/26

世界纪录学院 (World Record Academy) 最近将布加勒斯特统一广场重新设计改造的喷泉列为

“世界最长的音乐同步喷泉群”。

改造该喷泉共耗资 700 万欧元，由布加勒斯特水资源管理和污水处理公司 Apa Nova 负责。

改造后，在宪法广场 (Constitutiei Square) 与阿尔巴尤利亚广场 (Alba Iulia Square) 之间重新安

装了 44 个喷头，全长 1.4 公里，形成了音乐和灯光表演布景。统一广场中央设有四个集成“水幕”，

分别对应四个方位，为视频播放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多媒体平台，并可在该平台上进行激光投影。

本季度，多媒体表演首次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喷泉上演。

统一广场喷泉最早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并于 2018 年进行了部分重建和现代化改造。每年

5 月至 10 月，人们可在周末 20:30-21:30 时段欣赏音乐和灯光表演。

9 月 25 日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选定 66 岁的克里斯塔利娜 • 格奥尔基耶娃担任新总裁。

格奥尔基耶娃来自保加利亚，接替前任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其从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今，

任期 5 年。格就此发表声明称：“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继续令人失望，贸易紧张局势仍在持续，债

务处于历史高位，执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项巨大的责任。……我期待着未来与我们的 189 个成

员国、执董会和工作人员共事，也期待着与所有的伙伴携手合作。”

格奥尔基耶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 1944 年成立以来第一位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总裁，也是

第一位来自接受该组织救援国家的总裁。

由于她是该职位唯一的候选人，因此她的当选并不令人意外。路透社援引执董会内有关人士的

话说，在星期二举行的执董会听证会上，她的表现令人信服。

格奥尔基耶娃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近二十年，曾担任过多个职务，包括自 2017 年以来担任该行

的首席执行官，而后她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入世界银行之前，她曾在欧盟委员会担任过

多个高级职务，包括副主席、预算事务专员和人道主义援助事务专员。

2016 年，她曾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但最终惜败，当时还在她的祖国遭到广泛批评。不过，她

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消息令保加利亚感到自豪。总理博伊科·鲍里索夫（Boyko 

Borissov）评论道：“这对保加利亚来说是一项巨大成就。”

前任总裁拉加德也对格奥尔基耶娃的当选表示祝贺，称她为“朋友”。她说：“祝您领导这个

伟大的机构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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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今年上半年塞尔维亚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 31% 3

希腊总理：“资本管制已经成为
过去时” 5

汽车出口使匈牙利工业产出增速达到近 28 个月新高 4

2019
08/26

2019
08/27

2019
09/13

据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8 月 26

日消息 (See News)：塞尔维亚财政

部部长西尼沙·马利 (Sinisa Mali) 表

示，今年上半年，塞尔维亚的外国直

接投资 (FDI) 增长了 31%，达 19 亿

欧元 ( 合 21 亿美元 )。

马利上周在 YouTube 上发布视

频称：“我们的经济正在以两位数的

速度增长。《金融时报》也证实，我

们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纪录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

基斯 (Kyriakos Mitsotakis) 在议会就

一项数据隐私法案草案进行辩论时

宣布，将全面取消资本管制措施。

 “今天我宣布，我们在竞选纲

领中做出的另一项承诺正在得到落

实，并将提前完成。在与希腊央行的

合作下，我们将完全恢复资本流动的

常态。从即日起，漫长而令人不安的

希腊资本管制期已结束。对希腊来说，

一个前景乐观的周期已经开始。”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相关机

构上周六即批准了有关修正案。米佐

塔基斯还高度赞扬内阁司法部长为

该项立法草案成功通过所展现的“精

神”，同时称赞该草案是希腊迈向现

代化、实现增长和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根据 KSH 9 月 12 日公布的详

细数据，7 月，匈牙利工业产出同比

增长 12%，在上月 1.4% 回落的基

础上迅速反弹，为 28 个月来的峰值。

经工作日调整后，其产出增速达到

8.7%，基本与初步数据一致，产出

环比上升 1.7%。

据悉，产量同比激增主要是受

基数较低的影响，去年夏季汽车制造

商停产导致当年 7 月其产量大幅下降。

匈牙利目前已成为中欧地区汽

车制造中心，是欧洲为数不多的同时

拥有奥迪、奔驰和宝马三家德国高档

汽车生产线的国家之一。

去年汽车产量锐减突显了该国

经 济 对 汽 车 业 的 严 重 依 赖。2018

04

保持者，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无

丝毫迹象表明我们会被超越。” 

本月稍早时，英国《金融时报》

旗下的 fDi Intelligence 部门发布了

最新编制的全球绿地外国直接投资

指数，其中，塞尔维亚占据了领头

羊地位，紧随其后的是邻国黑山。

《 金 融 时 报》 表 示，2018 年，

塞尔维亚吸引了 107 个外国直接投

的重要一步，它将保护所有希腊公民，

特别是青年一代。

2015 年 6 月，希腊政府开始实

施资本管制，当时希腊正与债权人就

纾困条款陷入纠纷，银行也在大量

流失现金。当时，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决定停止向希腊各银

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迫使各银

行关闭三周，并在自动取款机上设

置了每日取款 60 欧元的上限。此后，

部分限制开始逐步放松，但对资金

向海外转移的限制一直存在。

米佐塔基斯总理补充称，经过

政府与希腊央行的不懈努力，“资

本管制已成为过去时”。

年，匈牙利汽车业占制造业总产出

的 30%。

2019 年汽车产值预计将从去年

创纪录的 8.5 万亿福林 ( 合 258.4 亿

欧元 ) 增至 10 万亿福林 ( 合 304 亿

欧元 )。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8 月份的

数据将更清晰地揭示欧元区经济增

速放缓对匈牙利工业的影响。截至

目前，匈牙利工业对欧洲经济放缓

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这也反映在

过去三个季度接近或超过 5% 的增

长水平上。

今年 1-7 月，匈牙利工业产出

同比增长 6.3%，高于去年同期的

3.9%。占工业产出 96% 的制造业同

资 项 目， 较 2017 年 增 加 了 26 个，

增长近三分之一。

根据塞尔维亚央行数据，2018

年流入塞尔维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净

额从上年的 24.15 亿欧元增至 32 亿

欧元。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净额

占直接投资总额的 28%，其中 61%

的投资来自欧盟成员国。

比增长 12.1%，同期，能源行业增

长 2.3%。

受较低基数的影响，匈牙利汽

车业产出增速高达 34.5% 无疑成为

近几年之最。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

产出增长了 4%。

7 月工业出口同比增长 12.7%。

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31%，计算机、

电子和光学设备出口增长 4.7%。工

业部门国内销售额同比增长 14.3%。

新订单量增长了 11%。其中，国内

新订单增长 14.7%，出口新订单增

长 10.3%。 

言论

米科诺斯村 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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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纳斯县 乡村公路 立陶宛

北马其顿交通部：“我们会请外国机构为机场
快线提供贷款”6

立陶宛经济与创新部部长：“需要在欧盟及其成员国
层面增加对研究和创新的投资”7

2019
08/22

2019
09/04

北马其顿交通与基础设施部就

开通一条从首都斯科普里国际机场

到市内交通枢纽中心的直达列车进

行了可行性研究。在 Meta 机构发表

的一份声明中，该部代表称，其尚

未决定从哪个国际金融机构申请贷

款资金以完成该项目。

北 马 交 通 与 基 础 设 施 部 强 调，

这是一个较为庞大的项目，并期待

国际金融机构能提供资金支持。

根据北马其顿 2018-2030 国家

交通研究报告的数据，上述机场专

列的造价预计达 3000 万欧元。此数

字亦得到了交通与基础设施部的证

辛克维丘斯在论坛全体会议上

就“面对全球竞争的欧洲”环节中表

示，保持冠军远比成为冠军困难得

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出的决定

并非易事。然而，欧洲成功的关键

是拥有一个以高端数字技术为基础

的经济体系，这有助于提高其竞争力，

并帮助我们抵御全球经济衰退。

 “欧洲单一市场的增长和业务

发展必须以创新、数字化和人工智能

为基础，研究和创新是确保一个发达、

环保的经济体维持其强劲增长和高

生产率的关键驱动力，因此有必要

在欧盟及其成员国层面讨论对研发

立陶宛经济与创新部长维尔吉尼尤斯·辛克维丘斯（Virginijus Sinkevič）在第 29 届克雷尼察经济论坛上表示，欧洲

迫切需要一个统一而连贯的数字政策以维持其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实。该部还表示，预估金额仅包括

修建从目前的斯科普里 - 库马诺沃铁

路线到机场的铁路支线和机场火车

站，不包括在该铁路支线上往返的

列车新机车的购置费用。

至于谁将是该机场专列项目的

投资者，交通与基础设施部指出，可

行性研究将为这一问题提供最佳答

案。该部强调，我们期待一些国家

机构的加入。

新专列的建成将使市民从斯科

普里机场到市中心的耗时缩短一半，

同时票价亦比现在便宜四倍。与目

前的公共交通相比，未来的专列客

和创新领域的额外投资，以及建立

一个能有效试验新的理念、技术和

商业模式的法律框架”。

此外，我们还必须帮助产业吸

收发展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包括

循环经济。欧盟应促进向气候中性

经济产业转型。按照辛克维丘斯部

长的说法，下一个立法周期应侧重

于所有政策的数字化。

在克雷尼察经济论坛期间，辛

克维丘斯部长还将同波兰投资与发

展 部 长 耶 日· 克 维 钦 斯 基（Jerzy 

Kwikinski）、产业与技术部长雅德维

运量将增加 5 倍以上。此外，这条

铁路也将为在斯科普里东郊居住和

工作的市民提供便利。

作为斯科普里机场的特许经营

者，TAV 机场控股表示，其希望这

一项目能够建成，但不愿投资于该

项目。斯科普里市则表示，机场专

列不属于首都区域之内的项目，亦

不在其管辖范围内。

加·埃米力奇（Jadwiga Emilicz）会晤。

克雷尼察经济论坛始于 1992

年，目前已成为中东欧政治精英参

与的最有影响力的论坛，有“东欧

达沃斯”之称。今年第 29 届经济论

坛的主题为“明天的欧洲·‘强大’

意 味 着 什 么？”（“The Europe 

of Tomorrow. ‘Strong’Meaning 

What? ”），主要聚焦于未来几十

年欧洲大陆面临的相关问题和战略

思考，以期帮助欧洲各国融入全球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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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增加对波兰可再生能源的支持 8

知名游艇共享业务公司在东南欧快速发展 9

2019
09/10

2019
09/09

欧 洲 复 兴 开 发 银 行 区 域 总 监

格 里 高 兹· 泽 林 斯 基（Grzegorz 

Zieliński）对波兰通讯社 (PAP）表示，

该行计划明年增加对波兰可再生能

源项目的支持：“我们计划今明两

年每年在波兰投资 6.5-7 亿欧元（约

合 28-30.3 亿兹罗提）。这一投资

目标是较为务实的。”

该公司发言人兼营销负责人瓦

尔·斯特雷夫（Val Streif）表示，尽

管未全力吸引该地区的游艇主增加游

艇挂牌数量，但仍然实现了强劲增长，

因为该地区的特色是“豪华而不昂贵”。

GetMyBoat 与爱彼迎（Airbnb）

相似。爱彼迎使公寓或民宿业主可以

同来自国外的旅行者直接联系并交易。

此种运营方式在中东欧地区变得越来

越流行。而 GetMyBoat 使游艇主与旅

行社可以发布游艇信息，以吸引顾客。

 “在中东欧，最受欢迎的体验

是乘坐小型游艇或帆船游览，探访小

岛以及在河流巡游。”斯特雷夫在接

受书面采访时表示。

 “我们的技术正在改变人们前

往欧洲那些‘鲜为人知’国家的旅行

方式。游艇旅游新的热点目的地包

括黑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的业务实现

了快速发展。”

该公司借助网络和移动应用程

序，为游客提供预订服务，这有助于

吸引游客前往未曾去过的地方。据斯

特雷夫称，游客“不再仅仅关注希腊

和克罗地亚这些过度饱和的国家，已

开始探索中东欧其他国家”。

其将波黑列为新兴热门目的地，

目前在 GetMyBoat 网站上已登记了

GetMyBoat 自称是全球最大的游艇共享平台，是游艇界的“爱彼迎”。今年夏天，该公司在中东欧，尤其是东南欧

的业务激增。

该官员同时补充称，该行目前正在

推进一个风电场的投资项目，并“将设

法在今年底前完成一到两个投资目标”。

他还宣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一

直在推动光伏 (PV) 项目投资”，并

将在 9 月底或 10 月初与进入波兰市

场的外国投资者签署相关交易协议。

1000 多艘游艇。这大约是邻国克罗

地亚的四分之一，而克罗地亚长期以

来一直是岛屿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东

南欧其他国家也有游艇登记在该公

司，比如黑山有 300 多艘，匈牙利

有 200 多艘，保加利亚有 100 多艘，

土耳其有 1500 多艘。在全球范围内，

有 18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 万多艘游

艇在该公司登记。

对于这家设在旧金山、创建于

2013 年 1 月的公司而言，这是一个

重要变化，因该公司成立之初，几乎

所有业务均集中在圣迭戈、迈阿密、

劳德代尔堡和美国的其他游艇旅游目

的地。

尽管 GetMyBoat 已在各个城市

投放广告，但斯特雷夫表示，很大一

部分业务增长“完全是有机的。越来

越多的旅行者发现并尝试了我们的应

用，然后向朋友推荐，并在旅游人群

中分享了我们的信息”。“过去一年，

我们在全球所有市场上都取得了良好

业绩，包括美国、加勒比海及其他地

区。不过中东欧最为特殊，因为该地

区直到最近才引起普通游客的极大兴

趣。”“现在，我们看到该地区有越

来越多的游艇被预订，特别是在黑山、

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因为亚

得里亚海非常美丽，且各种观光活动

繁多。虽然中东欧业务的增长速度不

及北美市场，但最近的增速极快。我

们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到 2020 年，

甚至更久。由于中东欧地区游艇旅游

的价格低廉，并提供许多令人惊叹的

体验，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去这些

漂亮的地方旅行。”

斯特雷夫认为，人们热衷于乘

坐游艇在该地区的海岸线和河流中巡

游。她说：“亚得里亚海的岛屿和崎

岖的海岸线令人叹为观止，那里与地

中海和西欧的景点一样美丽，并能享

受豪华的体验。在夏天和旅游平峰季

节，中东欧地区日照充足，天气炎热，

价格适中，海上游艇活动丰富，观光

和浮潜均很方便。”

财讯

此外，该行还对投资波兰的波罗

的海海上风力发电场项目感兴趣，不

过，“这些项目尚未准备好”。

波兰华沙皇家浴场的水上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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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纵览

丝绸之路

扎金索斯岛 希腊

普拉 罗马竞技场 克罗地亚

中东欧 17 国旅游业竞争力排名 10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有意
在克罗地亚创建大学医院 11

2019
09/04

2019
08/26

达沃斯世界经济发布了最新一

期《旅游业竞争力报告》，主要以

旅游环境（含安全、商业、人力资源、

健康医疗等因素）、旅游政策和条

件（含旅游业优先级别、国际化程

度、价格竞争力、环境保护可持续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有

意在斯普利特、萨格勒布和奥西耶

克创建大学医院。为此，在斯普利

特大学医院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未来的斯普利特医院将占地 15

万平方米。全球此类医院的投资额

约为 15 亿欧元。

克罗地亚卫生部长米兰·库俊

齐 奇（Milan Kujundzic） 说， 该 医

院将归克罗地亚所有，工作人员亦

为克罗地亚人，但中国人可以在这

里接受治疗，因为他们对克罗地亚

医生的评价很高，收入将用于偿还

贷款。

性等因素）、基础设施（航空基础设

施、地面和港口交通、旅游服务设施、

通信整备度）等 14 个大项为调查分

析内容，对全球 140 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评价排名。中东欧 17 国的旅游

业竞争力排名如下：

当媒体问到，目前斯普利特大

学医院的医生短缺，那么谁将在新医

院工作呢？库俊齐奇说，以后在医院

工作的将是克罗地亚人。

斯普利特县负责人布拉赞科·博

班（Blazenko Boban）表示，中国

人还可能投资建设急救中心，而且他

们希望新医院位于当地高速公路和

机场附近。

中方代表布鲁斯·胡安（Bruce 

Juan）出席了在斯普利特举行的会议。

此次会议是落实克罗地亚总理安德

烈·普连科维奇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所

签署的合作协议。
*：满分为 7 分；2019 年得分最高的国家为西班牙，5.4 分。

排名 国家 综合得分 * 全球排名

1 希腊 4.5 25

2 克罗地亚 4.5 27

3 斯洛文尼亚 4.3 36

4 捷克 4.3 38

5 波兰 4.2 42

6 保加利亚 4.2 45

7 爱沙尼亚 4.2 46

8 匈牙利 4.2 48

9 拉脱维亚 4.0 53

10 罗马尼亚 4.0 56

11 立陶宛 4.0 59

12 斯洛伐克 4.0 60

13 黑山 3.9 67

14 塞尔维亚 3.6 83

15 阿尔巴尼亚 3.6 86

16 北马其顿 3.4 101

17 波黑 3.3 105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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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筒
欧洲最古老的人类定居生活遗址
——塞尔维亚莱潘斯基维尔遗址 12

莱潘斯基维尔（Lepenski Vir）遗址距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东部约

170 公里，系欧洲最大、最重要的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之一。它位于杰尔达普峡

谷内的多瑙河右岸，河对岸就是罗马尼亚，距离它下游大约 70 公里处是罗马

尼亚与前南斯拉夫于 1972 年合建的铁门水坝。这座遗址最初于 1960 年 8 月

被发现，此后为了避免被铁门水坝形成的人工湖淹没，被搬迁到现在的位置。

如今这里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展示这里被发现的中石器时代人类生活遗址，大

约是公元前 9500 年至公元前 6000 年（也有人认为它最早的遗迹大约是公元

前 8500 年）。

曾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他的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中提到了塞尔维亚莱潘斯

基维尔遗址 15，说它“是采集食物者和狩猎者活动范围的自然边界”。一些介绍

塞尔维亚信息的媒体更是明确指出，它是欧洲最古老的有组织的人类定居点 16。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这个遗址分七个阶段建设，共有 136 座

建筑物。建筑物的整体方向都朝向多瑙河，因为这条河给生活在这里的石器时

代人类提供了食物，因此科学家们猜想，当时的人们肯定认为多瑙河是神圣而

令人敬畏的。实际上“莱潘斯基维尔（Lepenski Vir）”这个名称，Lepenski

是地名，而 Vir 意思是“旋涡”，因在铁门水坝建成前，多瑙河岸边有不少巨

石落入河中，造成河水出现不少旋涡，因此当时的人们很容易在这里捕捉到鱼类，

这成为他们最主要的食物，也是他们能在这里定居的主要原因。

根据考证，当时人们居住的房屋应该是三角形的茅草屋，类似这种：

图 1：多瑙河边的莱潘斯基维尔博物馆 13

图 3：莱潘斯基维尔的茅草屋 17

图 2：博物馆内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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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今博物馆内最显眼的遗址是三角形的陶土地面：

博物馆内还有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比如鹿角工具、兽骨工具，等等：

在欧洲，最著名的史前人类遗址有英国的巨石阵、德国的尼安德特人遗

骨、法国的肖维岩洞壁画，等等。巨石阵修建于约公元前 3000 年 -2000 年 21，

晚于莱潘斯基维尔遗址的年代；尼安德特人遗骨可追溯至公元前 40 万年至 4

万年 22，早于莱潘斯基维尔遗址的年代，不过尼安德特人只留下了遗骨，没有

任何居住地的遗址；肖维岩洞壁画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 3 万至 6000 年前 23，

早于莱潘斯基维尔遗址的年代，但那时的人类还居住在岩洞里，不敢走到野外

去定居。因此，说莱潘斯基维尔遗址是欧洲最古老的人类定居生活遗址，是有

一定道理的。

在莱潘斯基维尔遗址，最引人瞩目的遗物是这样的雕塑：

这些雕塑的高度大约是 50 厘米。

引人注目的是人物的面貌特征——

人的嘴巴被雕刻得像鱼嘴一样，所

以有人认为这些雕刻物描绘的是鱼

神。不过，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不

太严肃地说，这些雕塑的表情在某

种程度上也很像如今流行的表情包，

比如这种：

或者更准确一点，当时人类想

要描绘的可能是这样的鱼神：

如此说来，这些雕塑算得上是

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表情包吧！

生活区域的中间，就是当时人类烧篝火的地方。

图 4：博物馆内人类生活区域遗址 18

图 6：当时人类使用的工具 20

图 7：莱潘斯基维尔雕塑（1）24

图 9：表情包

图 10：表情包版本的“鱼神”26

图 8：莱潘斯基维尔雕塑（2）25

图 5：博物馆内遗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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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omania-insider.com/bucharest-unirii-fountains-record

https://balkaninsight.com/2019/09/26/bulgarias-kristalina-georgieva-becomes-imf-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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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imin.lrv.lt/en/news/virginijus-sinkevicius-at-the-krynica-economic-forum-the-digital-economy-is-europe-s-chance-to-avoid-re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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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ytimes.com/2019/08/20/science/archaeology-europe-migration.html

https://live.staticflickr.com/3825/10628484935_9987d32455_o_d.jpg，上传者用户名为：Byron Howes，该图片在 CC BY-ND 2.0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legalcode，2019 年 9 月 5 日获取。

https://www.needpix.com/photo/download/1108347/lepenski-vir-serbia-archeology-attraction-mesolithic-prehistoric-site-danube-panorama，上传者用

户名为：ArvidO，该图片在 CC0 1.0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legalcode，2019 年 9 月 5 日获取。

https://books.google.de/books?id=l7WmDAAAQBAJ&pg=PT34&lpg=PT34&dq=%E8%8E%B1%E6%BD%98%E6%96%AF%E5%9F%BA%E7%BB%B4%

E5%B0%94&source=bl&ots=s9cYSsJ4t4&sig=ACfU3U07lkNBiE6BC5-uhZuMBeLwcTb2GA&hl=en&sa=X&ved=2ahUKEwjdv-n04NfkAhXbFYgKHUKJAK

Y4ChDoATAPegQICRAB#v=onepage&q=%E8%8E%B1%E6%BD%98%E6%96%AF%E5%9F%BA%E7%BB%B4%E5%B0%94&f=false

http://www.serbia.com/visit-serbia/cultural-attractions/archaeological-sites/lepenski-vir-the-oldest-urban-settlement-in-europe/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epenski_Vir,_muzej_32.jpg，上传者用户名为：Mickey Mystique，该图片在 CC BY-SA 4.0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legalcode，2019 年 9 月 21 日获取。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epenski_vir_1.JPG，上传者用户名为：Nemezis，该图片在 CC BY-SA 3.0 证书下发布，

证书地址：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legalcode，2019 年 9 月 21 日获取。。

https://live.staticflickr.com/1932/45102711432_490b84fd24_o_d.jpg，上传者用户名为：Marco Verch，该图片在 CC BY 2.0 证书下发布，

证书地址：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legalcode，2019 年 9 月 5 日获取。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epenski_Vir,_muzej_05.jpg，上传者用户名为：Mickey Mystique，该图片在 CC BY-SA 4.0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legalcode，2019 年 9 月 21 日获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onehen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anderth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auvet_Cave

https://fr.wikipedia.org/wiki/Fichier:Lepenski_Vir,_muzej_19.jpg，上传者用户名为：Mickey Mystique，该图片在 CC BY-SA 4.0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legalcode，2019 年 9 月 21 日获取。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5%85%8B%E9%87

%8C%E5%85%88%E8%BF%AB%E5%AE%B3，2019 年 4 月 25 日获取。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epenski_Vir,_muzej_15.jpg，上传者用户名为：Mickey Mystique，该图片在 CC BY-SA 4.0 证书下发布，证书地址：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legalcode，2019 年 9 月 21 日获取。

https://www.istockphoto.com/fr/vectoriel/%C3%A9motic%C3%B4ne-de-poisson-triste-mignon-emoji-smiley-illustration-vectorielle-

gm1136848493-302920299，上传者用户名为：Igor Petrovic，图片版权归 iStock 网站所有，2019 年 9 月 21 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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