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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是走 留———传奇斗士穆加贝的
“最后一战”

� � � �津巴布韦总
统罗伯特·穆加
贝 17日 在 该 国
首都哈拉雷出席
津巴布韦开放大
学毕业典礼 。这
是穆加贝在津巴
布韦军方近日采
取军事行动后 ，
首次在公开场合
现身。

现年93岁的
穆加贝是非洲民
族 解 放 运 动 先
驱、津巴布韦“国
父”，执掌政权已
有37年之久。

去年年底 ，
穆加贝被执政党
推 举 为 2018年
总统候选人 ，他
踌躇满志， 说要
干到99岁。而这
场 突 如 其 来 的
政治危机， 使他
的 政 治 生 涯 和
津巴布韦的政治
前景都变得扑朔
迷离。

走，还是留？
传奇斗士穆加贝
或许将迎来他的
“最后一战”。

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

� � � �“一眼望去，我在同事中找不到
一个同龄人，可以一起分享青年时骑
自行车追女孩的故事。” 穆加贝曾在
接受采访时如此感慨。

“传奇”，是形容穆加贝时最常用
的词汇之一。

生于1924年的穆加贝，是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亲
历者。 青年穆加贝曾赴南非求学，与
后来南非反种族隔离领袖曼德拉同

在一所大学。两位充满理想和斗志的
年轻黑人，此后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
动的“双子星”。

1960年， 穆加贝回到南罗得西亚
（津巴布韦前身）， 加入津巴布韦非洲
人民联盟。后因理念有别，穆加贝创立
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继续从事
反殖民独立运动。1963年，穆加贝遭殖
民当局逮捕，被囚禁了11年。出狱后，
他前往莫桑比克，继续进行独立斗争。

1976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合并，组成
了现在的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
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

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穆加贝和
他的战友们最终迎来胜利。1980年，
津巴布韦独立， 穆加贝当选总理。
1987年，津巴布韦政体从内阁制变更
为总统制， 穆加贝始终掌握最高权
力，连任总统至今。

传奇斗士

由盛转衰
� � � �上世纪80年代， 津巴布韦被誉为
“非洲面包篮”， 粮食长年出口欧洲，园
艺产业驰名海外。 但由于殖民历史原
因， 津巴布韦大部分土地掌握在白人
农场主手中，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
只拥有少数土地。为改变这种局面，穆
加贝政府推出土地赎买政策， 由津巴
布韦和英国政府共同出资， 从白人手
中购买土地分给黑人。

那时的穆加贝倡导白人与黑人、
不同种族之间的和解与团结。 这让他
收获了无数赞誉。

但到了90年代后期，英国不再出资，

加上津巴布韦经济不景气，土地赎买政策
无法推进下去。2000年，穆加贝和民盟推
出新的土地政策，将白人农场主的土地收
归国有并分发给缺地的黑人。 据统计，30
多万津巴布韦黑人因此分到了土地。

然而，新政策引发白人农场主强烈
抗议，一些地方爆发了流血冲突。美英
等西方国家以此为由，对津巴布韦实施
长期经济制裁。 许多白人农场主撤资，
导致农业产量急剧下降。津巴布韦经济
内外交困，出现恶性通胀，本币津巴布
韦元汇率雪崩， 以至于2008年出现了
100万亿面额的钞票。

� � � �津巴布韦军方15日发表声明否认
发动政变。军方发言人称，军方的目的
是清除执政党内的“罪犯”。外界舆论普
遍认为，其矛头无疑指向“第一夫人”格
雷丝及其身边势力。

格雷丝是穆加贝的第二任妻子。在许
多津巴布韦人眼中，格雷丝性格张扬，与穆
加贝前妻萨丽的谦逊平和形成鲜明反差。

格雷丝原本是国家机关的一名打
字员， 与穆加贝年龄相差41岁。1992
年，萨丽病逝。四年后，穆加贝与格雷丝
举行盛大婚礼。两人育有三个孩子。

2014年8月，格雷丝被民盟选为政
治局秘书。踏入政坛后，格雷丝显露出
咄咄逼人的姿态， 大力抨击当时被认

为是穆加贝接班人的副总统穆朱鲁。同
年12月， 这名曾参加过民族独立战争
的女政治家被解除执政党副主席和副
总统职务，后被开除出党。

随后，穆加贝擢升多年来的左膀右
臂姆南加古瓦为副总统。当时，人们普
遍认为，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姆南加古瓦
最有可能成为穆加贝的继任者。

然而，2017年，同样的戏码再次上
演。 格雷丝多次指责姆南加古瓦有野
心。11月6日， 姆南加古瓦被解除副总
统职务。8日， 姆南加古瓦发表声明说，
由于遭受人身威胁， 他已离开津巴布
韦。几天后，军方采取行动，软禁穆加贝
及其家人，津巴布韦陷入政治危机。

祸起萧墙

� � � � 11月17日，民盟在全国各省的机构“协
调委员会”说，如果穆加贝夫妇不辞职，应
解除两人的职务。 协调委员会要求民盟中
央委员会在48小时内召开特别会议，“依据
当前政治形势对民盟作出调整”。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民盟资深成
员告诉路透社记者：“如果他强硬，我们
将着手在周日（19日）解除他的职务，
然后在周二（21日）提出弹劾。”

《先驱报》援引民盟高层领导人奥

梅加·洪圭的话说，穆加贝被“反革命分
子所误导，令人难过，不过民盟将继续
尊重他并寻求他的指导”。

哈拉雷省协调委员会在决议中说，
必须解除穆加贝的职务，同时“允许他
退休并给予老一辈政治家的地位”。

决议还对津巴布韦军方采取的行
动表示“完全支持”，同时要求“对邪恶
的阴谋集团成员作出相应处理”。

（据新华社哈拉雷11月18日电）

或遭解职

� � � � 11月17日，在津巴布韦哈拉雷，总统穆加贝（中）在出席津巴布韦开放大学的毕业典礼时起立唱国歌。 新华社发

� � � � 30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500家境外企业参展

逛农博会
像逛“世界超市”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姚
学文 通讯员 陈文美） 澳大利亚的
蜂蜜、牛奶，格鲁吉亚的驰名红酒，
泰国的香米， 斯洛伐克的啤酒……
走进今天在长沙开幕的2017中国
中部（湖南）农博会，仿佛走进一个

“世界超市”。据悉，本届农博会境
外企业参展的积极性高涨， 共有
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家境外
企业参展。

据介绍， 已昂首走过19年的农
博会，以往参展企业主要是国内的。
去年，农博会坚定“走出去”步伐，打
出“更世界”的口号，参展国家和境
外企业大增， 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
的200多家企业参展。 与去年相比，
今年的参展国家和地区、 参展企业
都翻了一番。 境外企业的展位也占
了整个展会展位的四分之一。 组委
会为此专设了“国际馆”和“港澳台”
两个场馆。

在国际馆参展的Agmaster公
司，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从事农产
品进出口、商贸旅游等业务。记者在
该公司展位看到，天然橄榄油、野生
蜂蜜、 红酒等特色澳洲产品琳琅满
目。 公司长沙办事处负责人瞿彩霞
介绍，Agmaster公司今年是第二次
参加农博会。去年第一次参展时，便
与5家经销商签约，让她感受到了农
博会的魅力。今年，在她的影响下，
多位澳洲合作商共同前来参加农博
会，她相信这次一定能有更大收获。

在国际馆，8个连排的马来西亚
展位格外引人注目。燕窝、菠萝、东
革阿里、 蜂蜜等特色马来西亚产品
在农博会专业观众日当天， 吸引了
不少专业人士咨询和购买。 首次参
加农博会的马来西亚参展商李富华
告诉记者，这次马来西亚共有7家企
业、8个展位。 他希望以农博会为契
机，扩大与中国贸易和交流。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罗雅
琴 李果)今天，农博会主体活动之
一的绿色养殖与饲料安全高峰
论坛举行。会上举行了养殖业重
大项目签约仪式，13个项目进行
了现场签约，签约总额达13.08亿
元。论坛上宣布，湖南省渔业协
会成立观赏鱼分会。据悉，观赏

鱼这个潜力巨大的新产业或迎
来爆发期。

签约项目涉及养殖业梯度转
移、环境治理、产业升级、产品深
加工、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是我
省养殖业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金
额最多、 覆盖面最广的一次项目
投资活动。

目前，养殖业进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来自省内外的养殖专家现场
支招，论道养殖业的新发展。中国
工程院院士印遇龙、湖南农业大学
教授王晓清等专家、学者就推进绿
色养殖进行了专题演讲。

据悉， 本届农博会首次专设
养殖业馆。 参展企业或单位327
个，折合标准展位532个，是农博
会8个展馆参展企业最多的一个。
会展期间， 养殖业馆还将开展12
场养殖业新技术新产品推介会。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金慧）
绿草茵茵、花海飘香、蝴蝶纷飞、松
鼠跳跃，还有来自高原的斑头雁引
吭高歌……2017中部农博会今天
开幕，在生态农村馆内，展现了这
样一派生机与和谐的自然景象。

生态农村馆面积达5000余平
方米，由长沙市林业局、省农林工
业勘察设计研究总院、 湖南瑞展
览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设计， 生动

演绎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理念。

展馆中心，是一个树形雕塑。
“这其实代表着人类对自然认知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长沙市林
业局局长夏文斌介绍， 人类从畏
惧自然、崇拜自然到改造自然、尊
重自然、 顺应自然再到谋求人类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认识飞跃，经
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生态农村馆精心准备了诸多
“小心思”：100平方米不用土壤培
植的立体绿植墙、 可循环利用的
3000多平方米天然草坪、 温室培
育不落叶的泓森槐、 提前一个半
月孵化的蝴蝶、 人工驯化活泼可
爱的小松鼠， 以及远道而来的黑
天鹅、斑头雁……

“每一个物种都可以培育出
一个产业。 林业部门要在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省林业厅党组书记胡长清在
巡展时表示。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陈新
姚学文 陈文美 ）“湘潭的湘莲，香
甜软糯，入口即化，名副其实的‘中
国第一莲’”；“吃了常德的茶油，既
健康，又聪明，还漂亮”；“十八洞的猕
猴桃今年挂果了，特别甜”……11月
18日， 作为在长沙市举行的2017中
国中部（湖南） 农博会重要活动之
一，我省市（州）长向广大消费者推

介会火热开锣。14个市（州）分管农
业的副市（州）长纷纷登台，为当地优
质农产品代言， 细数产品的特色和
优点。副省长隋忠诚参加推介会。

长沙市宁乡花猪、湘潭市的湘
莲、常德市的茶油、郴州市的临武
鸭、衡阳市的茶油、益阳市的沅江
芦笋、岳阳市的黄茶、怀化市的碣
滩茶、娄底市的新化红茶、张家界

市的茅岩莓茶、 邵阳市的雪峰蜜
橘、株洲市的炎陵黄桃、永州市的
道州脐橙等，接连在国内外观众前
露脸，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作为被国家农业部
认定为四星级农业品牌
的会展，农博会多年来已
累计展出农产品18万余
种， 成交额逾2300亿元，

观展人数逾2100万人次，带动了
数千种“农字号”产品走向国内外
市场。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通讯员 陶
新 宋铁山 记者 邢玲）今天凌晨，益阳
市桃江县委、县政府官网通报了桃江县
第四中学发生结核病聚集性疫情处置
情况。11月17日，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
对此作出批示， 责成当地核实情况，及
时公开发布准确信息，全力以赴做好患
病学生的治疗工作。17日下午， 国家和
省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防治专家已
到达桃江县指导疫情处置工作。目前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

今年1月24日，1名患者以工人身
份在桃江县疾控中心结核门诊确诊为
肺结核，接受规范抗结核治疗后痊愈出
院。2至7月， 先后又有5名患者分别以
工人、农民身份在桃江县疾控中心确诊
为肺结核。7月26日，3名患者在桃江县
疾控中心的交谈引起医生的注意，经了
解，3人均来自桃江四中。桃江县疾控中
心随即组织开展流行病学关联调查，发
现另3名患者也是桃江四中学生。8月
10日至19日， 桃江县疾控中心对该校

全体学生及部分教师、 家长共2942人
进行结核抗体筛查，发现91个抗体检测
阳性。 此后又经3轮筛查， 省卫计委确
认：截至11月16日，共发现29例肺结核
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另有38名学
生预防性服药，共计72名学生接受治疗
和管理，对其中疑似及预防性服药学生
的诊断待观察、复查后再予以确认。

疫情发生后， 益阳市委书记瞿海，
市长张值恒等先后作出批示，并要求桃
江县、 市卫计委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医
疗救治、环境消毒、学生及家长情绪疏
导等工作， 维持好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桃江县委、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全面
启动应急措施，在省市疾控部门全程指
导下开展治疗、预防、筛查等工作。

下阶段，桃江县委、县政府将在国
家和省市专家的指导下全力开展防控
处置工作。同时，桃江县纪委、县监察局
将对在此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处置工
作中是否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依
规开展调查。

副市（州）长为农产品代言
桃江全力处置
第四中学结核病聚集性疫情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陈鸿飞
李传新）11月18日，湖南大三湘茶油股
份有限公司“鲜榨茶油” 工艺线正式试
机启动，标志着大三湘突破了油茶鲜果
到茶籽加工、茶籽压榨加工、附产物茶
饼综合利用等茶油三大传统加工瓶颈，
“鲜榨茶油” 工艺技术已达到国内行业
领先水平，在我国油茶产业创新发展方
面迈出重要一步。

大三湘董事长周新平介绍，大三湘
从2008年创业，经过9年不懈努力，已经
成为我国纯茶油的领军企业， 目前已经
拥有高标准油茶示范种植基地4万亩，以
“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有机油茶基地

30万亩。他说，今天，大三湘试机开榨的
“鲜果鲜榨”工艺属国内首创，能够解决
雨季大批量油茶果脱壳分离及晾晒难
题，更好地提高茶油品质，增加原料附加
值，达到综合利用的目的。该条生产线总
投资3000万元。整个新工艺线建设历时
100天，前期研究6年，产生相关专利66
项，其中发明专利51项。

试机仪式后，与会领导嘉宾还参加
了《油茶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品
研讨会》，就油茶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和
新产品对产业发展的意义，茶油标准以
及如何看待纯茶油与调和油，10年后
油茶产业的远景等进行了研讨。

让健康茶油进万家

“大三湘”首创茶油鲜果鲜榨工艺

� � � � 11月18日，消费者在选购农产品。当天，2017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展馆内“草长莺飞”

养殖业重大项目集体签约
观赏鱼新产业或迎爆发期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钟小令）“我在东安等您！”

“双牌欢迎您！” ……11月18日上午，
“锦绣中国”2017第四届中国电视旅游
节目创优评析颁奖大会暨电视媒体人
“走进永州”创作采风活动，在永州市广
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启动仪式。永州市
及部分县区作旅游资源推介。

本次活动由中广联合会生活节目
工作委员会和永州市委、 市政府主办，
活动为期3天。除召开2017全域旅游与
媒体创新高峰论坛、第四届中国电视旅
游节目创优评析颁奖大会外，中央电视

台发现之旅频道， 以及广西电视台、福
建电视台、 湖北电视台等14家省市电
视台深入永州市零陵区东山景区、双牌
县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创作采风，展
示永州丰富的人文、旅游等资源。

中国电视旅游节目创优评析颁奖
大会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
合会、旅游文化传播联盟，在2014年发
起，全国上百家电视台以及相关从业机
构参与的经验交流、作品研讨、产业论
坛的盛会，一年主办一次。该活动已成
为全国各地旅游项目及旅游产品宣传
推广的重要媒体平台。

央视和14家省市电视台走进永州采风
中国电视旅游节目创优评析颁奖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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