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沈晓雷说， 津巴布韦眼下局势非常微
妙， 需要密切关注。 从目前情况看， 军方
介入政局的导火索， 是穆加贝前不久解除
副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的职务。

姆南加古瓦现年75岁， 深受军方支持，
曾被视为93岁的穆加贝最可能的“接班
人”。 本月6日， 穆加贝宣布解除姆南加古
瓦职务， 指认他觊觎总统宝座， 甚至求助
巫医。 姆南加古瓦8日说， 因人身安全遭
到威胁， 他已经离开津巴布韦。

这次津巴布韦政局突变的背景， 是执
政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内
部围绕“后穆加贝时期” 的领导权之争。
围绕谁来接替穆加贝， 党内形成两大阵营：
一方是以现年75岁的前副总统埃默森·姆

南加古瓦为首、 曾经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
“老一代”； 另一方是以52岁的“第一夫人”
格雷丝·穆加贝领导的派系“40一代”， 他
们多为四五十岁， 没有经历过独立运动。

“40一代”指这一执政党内年龄四五十
岁的成员。美联社此前报道，这一派系据信
上周制定一份“清洗名单”，罗列了数十名他
们想要开除党籍或暂停党籍的成员。

至于津巴布韦下一步局势的发展， 沈
晓雷认为， 军方现在已经发表声明， 称军
队不是要接管政府， 而是要帮助恢复秩序，
“但接下来局势是否明朗， 关键还要看穆加
贝何时现身、 何时发声以及如何表态”。

截至当地时间15日晨， 穆加贝尚未
对目前局势发表任何声明。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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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亮 李特南时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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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票当选
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

据新华社巴黎11月14日电（记者 张雪飞 应
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4日于巴黎总部举行的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21
次会议上， 中国以128票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委
员，任期4年。

与中国同时当选的还有澳大利亚、 巴林、波
黑、巴西等其他11个国家。目前，该委员会共有
21个委员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是《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执行机构，主要职能
包括审批新的世界遗产、讨论世界遗产全球战略、
评估各国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 以及管理世界遗
产基金。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负责人表
示，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有利于中国进一步
加强多边国际合作， 保护国内外文化和自然遗
产。中国将重点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持续做好
中国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 支持世界遗产
地理分配代表性更趋平衡。此外，中国还将进一步
提升国内外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 鼓励中国有关
机构支持国内外世界遗产保护工作， 同时支持世
界遗产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1972年，第1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
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目前
有193个缔约国， 是国际上认可度最广泛的公约
之一。

自1985年加入《公约》以来，中国曾三度担任
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目前，中国共有52处世界遗
产，总数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意大利的53处。

美国一小学附近
发生枪击案
至少4人死亡

据新华社洛杉矶11月14日电（记者 高山 黄
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蒂黑马县警方14日说，
当地一所小学附近当天上午发生枪击案， 造成至
少4人死亡，包括小学生在内的多人受伤，此外枪
手已被警方击毙。

蒂黑马县警官菲尔·约翰斯顿表示，警方在当
地时间上午8时左右闻讯赶到该县小镇兰乔蒂黑
马的事发现场，枪手被警方击毙。这所小学已经关
闭，学生已被转移到安全地带。

警方人士说， 该枪手在事发前似乎卷入一起
纠纷， 枪击从住宅开始， 后来发展到这所小学附
近，枪手随意射击。警方击毙枪手后，发现一支半
自动步枪和2支手枪。

当地媒体报道说，至少有2名小学生被打伤，已
被送往医院。这次事件一共有7处枪击现场。美国联
邦调查局已派人前往现场协助当地警方调查。

当地学区官员说， 事发时， 这所小学内有约
100名学生，多名学生在枪击事件中受伤，但校内
无人被打死。

津巴布韦政局动荡
穆加贝何时现身成关键

� � � �津巴布韦军方当地时间15日凌晨在国家电视
台发表声明，否认发动军事政变，称总统罗伯特·
穆加贝及其家人“安然无恙”。声明说，军方目的是
把穆加贝身边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一旦“任
务”完成，将尽快让局势恢复正常。津巴布韦政局
为何突生变化？局势下一步又将如何演变？

� � � � 11月15日， 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市中心， 人们从装甲车前走过。 新华社发

“后穆加贝时期”领导权之争

� � � � 新华社马尼拉11月15日电（记者 许林
贵 杨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东亚合
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后， 于当地时间11月15
日起开始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 当日下
午， 李克强在马尼拉总统府同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举行会谈。

李克强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杜特尔特
总统的亲切问候。他表示，中菲交往源远流
长，友好合作始终是主流。当前两国关系已
经克服困难，实现转圜。实践证明，坚持睦
邻友好符合中菲双方根本利益， 是主流民

意所向， 是地区大势所趋， 是共同发展基
石。 中方愿同菲方把握正确方向， 巩固友
好，深化合作，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推动
中菲关系健康稳步前行。

李克强指出，中菲经济互补性强，互为
发展机遇和广阔市场。 中方愿同菲方加大
发展战略对接， 契合菲方大规模建设基础
设施的需求， 发挥自身装备制造和基础设
施建设经验优势，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产能
合作并制定中长期规划， 给两国市场和国
际社会以中菲长期稳定合作的信心； 促进

贸易投资、信息技术、农渔业、减贫、棚户区
改造等合作；加强战略安全合作，更好应对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发挥中菲人文相
亲优势，加强文化、科技、卫生、青年等合
作； 密切在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中的沟通
协调，为两国和区域发展增添助力。

李克强祝贺菲方成功举办本届东亚合
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指出中方始终视东盟为
周边外交优先方向，致力于地区发展与合作。
菲律宾将接任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 中方
愿同菲方共同努力， 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持

续发展，为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持久动力。
杜特尔特表示， 李克强总理此访是中

国政府首脑时隔十年首次访菲，意义重要。
中国是菲律宾的好朋友和真诚合作伙伴。
感谢中方对菲基础设施建设、 维护国家安
定的宝贵支持， 欢迎中国企业来菲投资兴
业，期待学习借鉴中方发展经验，加强两国
交通设施、电信、农业等各领域合作，推动
两国关系发展更具活力，更有成果。菲方愿
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促进东
盟-中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李克强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时强调

坚持睦邻友好 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中菲关系健康稳步前行

军事“政变”还是“介入”？

� � � �多家媒体报道称， 军方连夜控制了
津巴布韦国家电视台， 哈拉雷街头及周
边地区出现全副武装的军人和装甲车。

陆军少将西布西索·莫约当地时间
15日凌晨在电视台宣读了一份声明，否
认军方发动军事政变， 称行动是为打击
总统穆加贝身边的“罪犯”。

“这并不是对政府的军事接管，我们
可以向全国人民保证， 总统阁下……及
他的家人安然无恙， 他们的安全已得到
保证。”莫约说。

他补充说，一旦军方“完成任务”，将
尽快恢复津巴布韦国内正常政治局面。
莫约同时称，希望所有市民保持冷静，遵
守法律，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此前， 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康斯坦
丁·古韦亚·奇文加曾于13日警告说，执政

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
盟）如果不结束内斗，军方将“毫不犹豫地
介入”。 外界将奇文加的表态视为津巴布
韦军方首次跟穆加贝“公开叫板”。此前，
穆加贝在执政中长期获得军方支持。

奇文加13日在向媒体宣读的声明
中敦促民盟停止排挤和清洗那些参加
过上世纪70年代独立战争的党内干部，
并表示军队对此不会无动于衷， 将采取
措施阻止企图“绑架”执政党的图谋。

民盟于14日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奇
文加前一天发表的“叛逆”言论和军方将干
政的威胁，指认奇文加构成“叛国行为”。

多家媒体先前预测， 穆加贝或将于
下月推举格雷丝为副总统，这位“第一夫
人” 接替穆加贝成为总统的可能性进一
步增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