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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加贝谢幕 津局势将如何 为赴政治密会
芬兰高官藏身后备箱

德国三党组阁“试探性谈
判”以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宣布
退出而严重受阻。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德合作中心副主任杨解朴
认为，自民党出人意料的退出，令
默克尔的组阁前景变得艰难而
复杂。如何化险为夷实现第四个
总理任期，默克尔面临罕见挑战。

杨解朴认为，“牙买加联盟”
是一个不得已的组合，三党立场
相差太大，甚至针锋相对，此前
唯一的粘合剂是三党都希望执
政，现在自民党放弃执政，继续
谈判的基础就没了。

对自民党的退出，杨解朴认
为比较大的原因是其基本政纲
未能得到满足。自民党领导人克
里斯蒂安·林德纳担心，可能在
谈判后带回一份让党内和选民
很不满意的清单。他宣布退出谈
判时说：“不执政比错误执政要
好，再见！”

德国媒体认为默克尔未来
或尝试组建少数派政府，或接受
重新大选。杨解朴认为未来有四
种可能：一是联盟党同绿党组建
少数派政府；二是联盟党放弃绿
党，转而同自民党商谈组建少数
派政府；三是联盟党极力劝说社
民党“回头”，再次像现在这样，组
建大执政联盟；四是重新大选。

《南德意志日报》认为，默克
尔将会把重新大选作为最后选
项，总统施泰因迈尔也会设法避
免重选。法新社称，一直关注组
阁谈判的施泰因迈尔呼吁各党
履行责任，“这个责任并不是(通
过重新选举)把选民的授权再交
还给选民”。

杨解朴认为，目前的情况很
困难，如果三党谈判彻底失败，
后续“无论哪种可能，实施效果
都不好”。少数派政府很难推动
政策执行，往往导致重新选举，
同社民党联合执政固然是不错
选择，但后者充当反对党决心很
大，该党一名领导人甚至表示，
联合执政的条件是默克尔不再
任总理。

至于重新大选，根据最新民
调，除了绿党和极右翼的德国选
择党得票可能增加，其他党派将
没有太大变化。这是主流政党和
选民不希望看到的。更麻烦的
是，政治空转对相对平稳的德国
政治和经济会造成负面影响。

路透社认为，如果63岁的默
克尔组阁失败，作为欧洲最大经
济体，德国政治不稳对欧元区乃
至欧盟对俄罗斯、土耳其政策等
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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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21日，津巴布
韦议会发言人宣布执政37年的总
统穆加贝辞去总统职务。

倔强而现实的穆加贝

穆加贝像是突然“投降”。有
报道将此前一天在电视讲话中
未提辞职称为“穆加贝最后的胜
利”。报道称，津军方不想让其行
动成为政变，他们小心翼翼。穆
加贝看到了他们的弱点，并加以
利用，他在利用法律保住自己的
职位。此外，南共体21日举行紧急
峰会讨论津国危机，这增加了穆
加贝的底气，非盟重申其不接受
任何非法改变政府的原则，也让
穆加贝受到鼓舞。在这些条件的
支持下，穆加贝的谈判地位提升，

历史早已表明，93岁的穆加
贝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谈判者，他
很少屈服，自信每次都能获得胜
利。有记者撰文将穆加贝称为他

“一生中遇到的最倔强的人”。但
文章也称，穆加贝会根据现实调
整政策，比如41年前在莫桑比克
首都马普托采访穆加贝时，穆加
贝称莫桑比克让他得到一个宝贵
的经验，那就是保留白人农场主
和企业家。但上台15年后，为了应
对迅猛发展的反对派，穆加贝开
始从白人手中夺取土地，这也引
发该国的经济危机。

格雷丝难逃厄运

几乎所有国际分析家都认
为穆加贝在试图获得最多的下
台补偿。津反对党发言人古图已
呼吁对穆加贝进行刑事诉讼，声
称他在漫长的统治中犯下许多

暴行。人民应该决定让穆加贝及
其妻子作出偿还。根据津巴布韦
宪法，允许总统下台之后对其提
出诉讼。许多媒体称，穆加贝在
争取他以及妻子格雷丝的豁免
权。金钱、财富、免遭起诉是穆加
贝与将军们谈判的主要内容。

“维基解密”曾称传言穆加贝至
少拥有10亿美元财富。

有津巴布韦媒体称，穆加贝
恋权应是受格雷丝怂恿。这搞砸
了将军们的权力过渡计划，穆加
贝会被剥夺权力，不再尊荣，但那
些人不会杀他，因为自解放战争
开始他就是一个英雄，格雷丝则
不然，那些人与她不共戴天。傲慢
和贪婪使她在津巴布韦招人痛
恨，如穆加贝去世，她难逃厄运。

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掌权

姆南加古瓦现年75岁，自步
入政坛起便一直是穆加贝的左膀
右臂，1966年参与国家独立斗争，
后被穆加贝钦点为国家安全部

长。在穆加贝长达37年的执政过
程中，姆南加古瓦长期负责“处
理”不同意见者，因其雷霆手段被
外界称为“鳄鱼”。而真正让他掌
握军队控制权的，正是在2008年
津巴布韦大选中。当时穆加贝输
掉第一轮选举，“鳄鱼”出击，穆加
贝才得以顺利连任。同年，姆南加
古瓦成为“联合行动指挥官”首
脑，专门负责处理反政府示威游
行等安全维稳工作，随后他接管
国防部，将军方势力紧紧团结并
纳入麾下。而“第一夫人”格蕾丝
则专注于团结党内青年力量，率
领“40一代”意欲接班。缺少军方
的有力支持，也被认为是格蕾丝
此次在与姆南加古瓦的较量中失
利的最重要因素。

目前津巴布韦基本上大局已
定，但对于这个已经“习惯了”穆
加贝的国家来说，如何实现政权
的平稳过渡，对津巴布韦新领导
层来说，是个相当大的挑战。

综合《环球时报》《文汇报》

近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公开炮轰俄罗斯，称普京政府传
播假消息，干涉欧洲多国大选，
试图在西方挑起不和。对此，俄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英
国首相针对俄罗斯的指责毫无
根据，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

早在2017年初，俄英两国就
传出不合的消息。据英国路透社
报道，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
翰逊因叙利亚事件取消了原定
于4月10日出访俄罗斯的计划。

有评论认为，近年来，英俄
间“交恶”事件不断，关系一度陷
入僵局。其中俄罗斯间谍中毒
案、克里米亚问题、俄罗斯在对
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等问题上的
态度，都是导致两国关系变冷的
原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
研究所所长陈玉荣指出，近年
来，俄英关系长期不睦，乌克兰
危机后，两国纠葛不断。再加上
近期英国政坛处于焦头烂额状
态，在这种困境中，特蕾莎·梅希
望通过指责俄罗斯，来转移国内
民众视线，化解英国民众对于政
府的不满；另一方面，此举也可
以争取到欧洲其他国家对英国
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另外，俄罗斯方面也一直对

英国耿耿于怀。近年来，俄罗斯
也不断指责英国对其内政的干
涉。此外，英国空军战斗机多次
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空，俄罗斯军
方认为这是对俄领空的侵犯，并
对此表示不满。“多重利益冲突
造成两国关系处于复杂的紧张
状态。”陈玉荣说。

专家分析，目前，俄英两国
彼此还是留有余地的，因为彼此
深知两国需要合作与对话。一直
以来，俄罗斯和以英国为代表的
欧洲国家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良
好的安全环境是进行经济贸易
的必要保证。“紧张关系升级，对
双方都没有好处，对欧洲整个大
环境也是不利的。”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鲍里
斯·约翰逊将于2017年年底访问
俄罗斯。俄罗斯第一副外长弗拉
基米尔季托夫表示，俄方将着眼
双边关系正常化。早在9月，俄罗
斯外交部就发布公报说，俄方愿
采取措施改善俄英关系，要在互
相考虑对方利益的基础上同英
国开展平等对话。

陈玉荣认为，接下来一段
时间，两国都会继续保持克制，
不希望使双边紧张升级。“这符
合俄英双方和欧洲乃至全球的
利益。”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俄英“互怼”为哪般
俄英两国彼此还是留有余地的，因为彼此深知两国需要合作

与对话。一直以来，俄罗斯和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是重要的
贸易伙伴，良好的安全环境是进行经济贸易的必要保证。

芬兰警方最近发表声明，
不点名批评一名政府高官藏身
汽车后备箱赴政治密会，称这
种举动违反交通规则。芬兰警
方虽然没点名，但暗示藏身于
汽车后备箱的是芬兰外交部国
务秘书萨穆利·维尔塔宁。今年
6 月，维尔塔宁所属的“芬兰人
党”选举右翼极端政客当选党
首，芬兰政府面临解散危机。他
和其他多名议员及政府部长出
走“芬兰人党”并成立新党派，
这场政治危机最终得以化解。

据新华社

美国“防过敏社区”
无电网接入

现美国亚利桑那州斯诺弗
莱克有个“防过敏社区”，那里
没有接入电网，没有Wi-Fi，生
活方式相当“原始”，阻断了人
们接触各种化学制剂、合成纤
维或电磁波的机会，从而达到

“防过敏”效果。1988年，备受化
学物质过敏症困扰的前电气工
程师布鲁斯·麦克里里迁居斯
诺弗莱克，在这个空气清新的
沙漠小镇过着“远离尘世”的生
活。后来，陆陆续续又搬来了跟
他情况类似的30多人，把那里
打造成“防过敏社区”。

据新华网

印尼涉贪议长
装病躲调查

印度尼西亚一名反腐官员
20日说，国会议长塞提亚·诺凡
托已被收押。他涉嫌一起案值
上亿美元的贪腐案，过去几周
总以生病为由躲避调查。

调查人员15日对诺凡托下
达通缉令，当晚前往他的豪宅
实施逮捕，却扑了个空。由于担
心诺凡托逃到海外，调查人员
在首都雅加达全城展开紧急搜
捕。第二天，诺凡托竟然出现在
当地一家医院。他的律师辩解
称，诺凡托因为车撞上电线杆，
伤势严重。这一说法在网络上
引发嘲讽。按照迪安夏的说法，
独立医疗小组已证实，诺凡托
的情况无需住院。 据人民网

男子引诱鳄鱼上岸
视其为宠物

近日，澳大利亚一名男子站
在阿纳姆地海滩边给巨鳄喂食
的视频引起众多网友关注。视频
中，澳大利亚原住民雍古族男子
迪马赤脚站在海边，用新鲜的小
鱼作诱饵一步步地把鳄鱼奈基
(Nike)引上沙滩，并把它当作自
己的“宠物鳄鱼”。据悉，迪马
时常到海边与鳄鱼奈基“玩
耍”。原住民十分尊敬鳄鱼，视
它们为自己的“亲人”和家族
的守护者，但有专家指责，迪
马的这一行为是在自找麻烦。

据环球网

11月19日，穆加贝发表电视讲话。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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