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倍修宪立场
遭在野党批判

据新华社东京11月20日电 （记者
姜俏梅） 日本国会自20日起针对首相安
倍晋三的施政演说内容进行为期3天的
各党代表质询。质询首日，安倍即在修宪
等问题上遭到在野党批判。

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
男当天在质询过程中表明该党态度，即
坚决反对所谓的安全保障法制和行使集
体自卫权。枝野说，如果允许上述违背立
宪主义的做法， 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法
讨论，首先应该做到认真遵守现有宪法。

安倍没有对此正面回应， 只表示将
直面严峻的安保现实， 在宪法范围内完
善和平安全法制，以全面应对所有事态。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坚决反对
印度领导人到争议区活动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20日说，中方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到争议区活动，希望印方
维护双边关系大局，不要采取使边界问题复杂化的举动。

有记者问： 据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总统科温德于11月
19日赴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活动，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陆慷说， 中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
的。 中国政府从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中印双方
正在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寻求公平合理和双
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 双方应共
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中方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
到争议区活动。 当前中印关系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时刻， 希
望印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维护双边关系大局， 不要采取使
边界问题复杂化的举动， 为边界谈判和两国关系的健康稳
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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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亮 周倜 李特南时事·体育16

!"#$%&'!()*+,-.
!"#$%&'()*+,-./01+23456%&'789:;<-89!"#$%&'()*

+,-./&012-34
567'()*8,9:;
<8,= !"#$ > #% ? &%
@ABCDEFGHIJKL
#$%&M()*8,N.
/&'OP/Q&(RSTU
VWXYZ[\]Y^)_
`EFZ\]abcU_d
eFf 'ghij*=k]
EFlmnoEFlpqrs
Fl ftEFZuvwRx
yzC{|}l]d}~)�
�uv�12N�4567
M()*8,9:;<8
,�"�L12N�4567
'()*8,9:;<8,
����UVWXYZ[\
]YCEFY�\]FYL
#$%&'()*8,N.
<&�8���UVPWX
YZ\]Y�Z[���P
w�

12N�4567M()
*8,9:;<8,����
EF_�vwL�8�����
WXYZ[\]YL�8��@
����12N�4567M
()*+,9:;<+,�&
`EFabZ\]abn�_
� ¡t¢£¤�¥_\]¢
£¦§\�¨�EF©ª«C
��¬¡}�

!"#$%&'()*+
,-./01!®¯°

/023!%$&#*++%,&-$.
/ / / / 45!9:;N.±²³´
µ¶·¸ $--¹

6789:;<=%&'
(>?@AB->*/C1!º
¯°

/CD3!"$&0*+11.+.-&
/ / / / 45!9:;N.±²³´

²³1»¶¼ .1%¹
E!!" !"#$%&'()

#$!% * & + #% ,-./012
345678!9/:;<=:
>?6@ABCDEFGHI
JKL"MNOPQ"M-R
1S9/TU"<=TUV4A
B:WXYKZ[\]^#

#"_`a:"<=:bcd
ebfg"hi"jk"lmnk
opqrsWtuvEw-!x
yZz`uv4'q$^uv{
|}Y~aq}Y$^��$

("$�A%�=:&��=�
:"��:"��:$ �"�A`
a:"TU��"`��3"�=
:��1�t���-!���
-TU������\|�$

�½+�

!FG$%&'(>?8
,-$

6789:;<=%&'
(>?@AB->?

!"#$ H ## I !# I

JK LM1 NO1 PQ"R# ST"UVWXT$
YT$ZT%R& [\]^'R&

! !"#$%&'()*+, !"#$%&'()*+, &)*+))*#,-"#& !%*&,&*(.#/,) &!(*!#."--

# !"-./0'(+, 123456789:'(+,!!";<=0>?@A'(+
,!BCD!EFG!B1H (-*---*---"-- )*#%&*.&!"(, (&-*!--"--

( IJKLMNOP'(+, QRS!BH!BTU!IJKLMNOP'(+, #!*%)-*---"-- +*!+!*)++"!# !+#*)(+"--
& VW3XYZ['(+, \]H^_`ab0'(+,!cde!fgh !)*)%(*!).".- +*).%*.!&"(! (--*(.&"--
, !"ijkl'(+, mno-pq0rstu'(+,!vwj!xyh (*)%&*##)"+, !*.!#*)),"-) ,-*(.%"--
. !"z<{|'()*+, !"z<{|'()*+,!}~!��_ (,*)+-*---"-- )*-%%*-!)"&! #+&*&.("--
% VW3��Z['(+, VW3��[�'(+,!���!�< !!*%#-*%+)"(( #*&)+*.##"!& !#.*+)#"--
+ ��.3<��['(+, ��.���0'(+,!���!��< !#*#)#*!,!"+. ,*..(*+&-"&) -"--
) ����>?b0'(+, ����"!"VW#��9:��'(+, (-*---*---"-- +*+,,*((+")! !)&*!-&"--

!- !"� Z['(+, VW3-¡¢7£9:'(+,!¤¥!�¦!§¨$!©ª!f«
�!f^¬ #-*---*---"-- ,*#.#*.!+"%& !&+*(,("--

!! VW3��®'(+, ¯Y°!±²" #&*))!*,+#")( %*-+)*-+%"!! (%-*&--"--
!# ��31³´{'(+, ��31³´{'(+,!�«µ!�y¶ !(*).-*---"-- &*!()*))#"-! #!%*&.-"--
!( H·��¸¹'(+, H·¸¹!"Hº¢7£9:'(+,!»¼½!±¾ ()*#%-*---"-- !!*-%+*.!.")( (#%*++(",-
!& ¿¡3ÀÁÂ0'(+, �ÃÄ!��Å!ÆpÇ ,*).-*---"-- #*!.,*.!&"). !-,*&%&"--
!, !"XÈÉ['(+, ÊXË!B$¦ !#*---*---"-- (*&,-*+!&"-- !%%*-,#"--
!. Ì.3XÍÎÏ0'(+, Ð1Ñ!�Ò© )*-&-*---"-- !*)()*#%,"(. &-*)--"--
!% !"ÓÔZ['(+, IJÕ.�0'(+,!Ö�×!»�; #-*---*---"-- &*.(-*#(&"%) ((+*#)("--

ØÙ (.-*+,!*#--"+! !!!*(&#*.%."(! (*.!+*!.)",-

!"#$%&!!"#
!"#'(!$%&'!()
)*!!"#$%""&'!$( ( ( ( ( (

+,-./0123%456

*+,-./012345 ) 678
9:;<=>?@ABCDEFGHIJK
LMNOPQRSRTUVWXY *' XZ
[QRS\]6^VMN_

78&!$`a 9*!!"!#%***!+"

:;<=>?5@
bcQRSdeffgGgKQRSI

hiQjklmnopqrstunop_
svwMNOx?yNzKPQR{4VW
XY *'XZK MNO|[QRS\]6}
~���^VMN_

78&!��C )*!!$#"#%%%%!$
ABCDEFGHIJK2356

!�/������RS��%�O��
��/�� +#!" ` % � !$ X��x��
���K ���''!#,##$"#&'&K ����
-')'*####'!*#"K��@ 
!¡¢£¤¥¦�¤§¨RS�f©Ff
� � � � � � � K � � � �
-''$)####&###*K��@ 
!*ª,«¬H®O¯°��±>²³
µ́¶·¸QKIh��*"#$#+)###"!"$&K�

�@¹
!º»/º¼»2½.¾z¿£À % ÁÂ
ÃÄ��ÅÆÇÈN�ÉQK �Ês�
'!+###$$#�K��@ 
!ËÌ«ÍX"ªÎÏÐ§¨RSÑÒÓ
R S � � R Ô É Õ K Ö � s �
!&!'#!#$#&+###)*#!*K��@ 
!×Ø/ÙÚ)>=>?@A��×ØÛÜ
Ý>����ÞÖ�ß *#+#*"+'#)*""+""
à *#+#*"+'#)*""+'# �¶ áÐ=âÔ¶
×Ø/ÙÚ)>=>?@A�ÎRÔãÉ
ÕK��@ 
!*ª,«¬Hä½¤åB±¯��R
ÔÉÕK��@ 
!º»/æçè2éêëÜìíî���
§ïðñâ�ÉQK�Ês�º�âò+##!̧
ó ))�K��@ 
!ô1«õö÷Ðøù§¨RS��ú1
xûCF .+K�~���ü�û .ò+#!'̧
#*####)$$K��@ 
!ô1«õö÷Ðøù§¨RS��úý

bcQRSdþffgGgK QRS
GHIJ_svwMNOx?ÿNzKPQ
R{4VWXY *' XZKMNO|[QR
S\]6}~���^VMN_

?56!"#LM! 3!«"#��
$%& +#& �'()*+,¼- / .
0/o *+'�

78&!0�ý 9*!!$&%*&$&%%&
NOP,QI2356!"#

bcQRSdþfó12fgGgK
QRSGHIJ_ svwMNOx?ÿN
zKPQR{4VWXY *' XZKMNO
|[QRS\]6}~���^VMN_

R56!"#SM! 3!«345
67& %"+�ò¡¢8Û9:kk;<=
R>¸ TU!*!#!+'
( ( ( ( 78&!ú? 9*!!""#%"!&)*)

NOHVWI2356!"#
<X5@

@A«B�Cv§¨øùRSBdþ
fgGHIJKsvwMNOx?ÿNzK
PQR{4VWXY *' XZKMNO|D
[QRS\]6^VMN_

QRSEFGKH�/�Ý�ÎIJK
+#!) ` + � +* X��xIh�Ês
&!*"!!+*!$$')#!+!1 x±>²³LQ�
�KMN��@ _

YZ[/\]^_56

QOEFGKH3!«�Ý�ÎIJK
34ÓK +#!* ` * � +' X��xIh�
Ês *"#!#+)##*&%)"+x±>²³LQ�
�KMN��@ _

`a-bcdefghi

xûCF .+K �~��� ü�û .ò+#!'̧
#*####)$&K��@ 
!PoQRS½TO��U¡¢VWXY
Z�ß[K�ß\Ê�*"##!)""+#K�ß�Ês�
##"))$"&¶++*"##$"¶++*"##$*¶++*"#!*'¶
+*&""+'&]��@ 
!Po#^_`O��U¡¢VWXYZ
�ß[K�ß\Ê�*"##!)*"+#K�ß�Ês�
#*$"%'&!¶#*$"%'&+¶++*"##$K��@ 
!@Aab�>§¨RS��XÐcd�
µ ¶ L Q K � Ê s � ü � X c e
*"#+#")$'#*%*!%�K��@ 
!@Aab�>§¨RS��XÐcd�
µQK�Ês�ðXüe *"#+#")$'#*%*!%
�K��@ 
!0f/gh�i§¨RS��¡¢8V
WYZ�ßK �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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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

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
国阵线（民盟）19日下午举行中央特别会
议， 决定解除津总统穆加贝的民盟主席
兼第一书记职务， 并要求他于20日中午
前辞去总统职务， 否则将通过议会启动
弹劾程序。 但穆加贝当晚在总统府发表
电视讲话时却未提辞职一事， 说自己将
主持下月召开的民盟全国代表大会，并
将在会上解决党内矛盾。

分析人士认为， 尽管穆加贝没有宣
布辞职，但他政治生涯的前景黯淡。虽然
执政党的民意基础还算稳固， 但也难免
受到此次政治动荡的影响， 从而导致未
来津巴布韦政局不确定性增加。

政局大势渐明
津巴布韦此次的政局动荡起源于执

政党内部两大派系的矛盾斗争。一方以原
副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为首， 成员主
要是参加过津巴布韦独立战争的“老人”，
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由于姆南加古瓦性
情冷酷，素有“鳄鱼”的称号，因此这一派
也被称为“鳄鱼派”。另一方则由穆加贝的
夫人格雷丝·穆加贝领导， 因成员年龄大
多在四五十岁而被称为“40一代”。

15日凌晨， 津巴布韦军方采取军事
行动，全面控制政府要害部门。军方发言
人称， 行动的目的是抓出执政党内“罪
犯”并将其绳之以法。舆论普遍认为，穆
加贝此前过于倚重“40一代”并因此解除
了姆南加古瓦的职务， 是军方出手干预
政局最重要的原因。

民盟在19日的中央特别会议后发表
声明称， 姆南加古瓦被选为民盟主席兼

第一书记， 同时还被推选为明年总统选
举候选人。这一结果被视作“鳄鱼派”大
获全胜。目前看来，深获军方和党内支持
的姆南加古瓦几乎肯定将成为穆加贝的
“接班人”。

与此同时，“40一代” 也开始被肃清。
民盟中央特别会议宣布解除副总统穆波
科党内副主席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格雷
丝·穆加贝以及同属“40一代”的地方政府
部长和财政部长等官员也被开除党籍。

总统去留未定
尽管穆加贝已被解除民盟主席兼第

一书记职务， 同时还被要求于20日中午
前辞去总统职务， 但他并未按照要求辞

职。 穆加贝的去留问题已成为外界关注
的焦点。

对此， 津巴布韦政治学者亚历克斯·
马加伊萨认为， 执政党有包括弹劾在内
的多种选择， 但其中最有效的方式还是
迫使穆加贝主动辞职。 如果他不同意辞
职， 无论是通过弹劾还是其他手段使其
下台， 都难以避免通过“军事政变” 逼
其下台的嫌疑。 这对执政党和军方都是
不利的。

马加伊萨同时指出， 无论是否弹劾
穆加贝， 他的政治生涯事实上都已接近
尾声。 如果民盟能等到下个月召开党代
会时让穆加贝体面退休， 也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不确定性增加
此次政局动荡也使得津巴布韦的政

治版图发生变化， 给未来的津巴布韦政
局带来了不确定性。

姆希里皮里指出，选举的关键在选党
而不是选人，民盟的主要根基在农村地区，
无论最后推举穆加贝或姆南加古瓦中的谁
竞选总统，都会被支持者接受。但此次事件
造成的民盟内部分裂会削弱民盟的优势。

同时，民盟还面临接班人的问题。马
加伊萨说，姆南加古瓦今年已经75岁，年
龄大了，无法长期领导民盟，这意味着民
盟仍要选出新的接班人。

另外，尽管遭遇严重执政危机，但作
为津巴布韦的“国父”，穆加贝的政治影
响力依然不容小觑， 未来仍有重返政坛
的可能性。即使不能重返政坛，他对某一
政治力量的支持也会对津巴布韦政坛起
到重要作用。

从反对党方面看， 此次政治动荡也
给了反对党新的机会。此前，由于反对党
势力较弱且彼此不睦， 舆论认为它们很
难在明年总统选举中与执政党一争高
下。此次军事行动后，为了团结更多政治
力量，姆南加古瓦一派开始与前副总统、
人民优先党主席乔伊斯·穆朱鲁以及前
总理、 民主变革运动主席茨万吉拉伊等
反对党人士对话， 甚至一度传出要建立
联合过渡政府的消息。

姆希里皮里认为， 执政党内部纷争
可能会给反对党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
甚至在政府中给反对党一些席位。 但反
对党如果想在明年的大选中赢得更多选
票，就必须更加团结，否则获胜希望仍然
渺茫。 （据新华社哈拉雷11月19日电）

首届“中部电竞论坛”宁乡举行

关山将打造
我省首个电竞小镇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王亮） 首届“中部电竞
论坛” 11月19日在宁乡举行， 宁乡金洲镇关山村将打造我
省首个电竞小镇： 关山电竞小镇。

11月16日至19日， NESO湖南电子竞技运动会在宁乡
举行。 首届中部电竞论坛是本次电子竞技运动会总决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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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加贝不言辞职 津政局将向何方

� � � � 据新华社柏林11月20日电 （记者
袁帅 任珂）据德国媒体19日报道，德国
自由民主党当天宣布退出正在进行的
组阁谈判。德新社认为，根据自民党的
表态，本次组阁谈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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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各方有责任继续保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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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月19日， 在津巴布韦哈拉雷， 人们观看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发表电视讲话。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

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
国阵线（民盟）19日下午举行中央特别会
议， 决定解除津总统穆加贝的民盟主席
兼第一书记职务， 并要求他于20日中午
前辞去总统职务， 否则将通过议会启动
弹劾程序。 但穆加贝当晚在总统府发表
电视讲话时却未提辞职一事， 说自己将
主持下月召开的民盟全国代表大会，并
将在会上解决党内矛盾。

分析人士认为， 尽管穆加贝没有宣
布辞职，但他政治生涯的前景黯淡。虽然
执政党的民意基础还算稳固， 但也难免
受到此次政治动荡的影响， 从而导致未
来津巴布韦政局不确定性增加。

政局大势渐明
津巴布韦此次的政局动荡起源于执

政党内部两大派系的矛盾斗争。一方以原
副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为首， 成员主
要是参加过津巴布韦独立战争的“老人”，
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由于姆南加古瓦性
情冷酷，素有“鳄鱼”的称号，因此这一派
也被称为“鳄鱼派”。另一方则由穆加贝的
夫人格雷丝·穆加贝领导， 因成员年龄大
多在四五十岁而被称为“40一代”。

15日凌晨， 津巴布韦军方采取军事
行动，全面控制政府要害部门。军方发言
人称， 行动的目的是抓出执政党内“罪
犯”并将其绳之以法。舆论普遍认为，穆
加贝此前过于倚重“40一代”并因此解除
了姆南加古瓦的职务， 是军方出手干预
政局最重要的原因。

民盟在19日的中央特别会议后发表
声明称， 姆南加古瓦被选为民盟主席兼

第一书记， 同时还被推选为明年总统选
举候选人。这一结果被视作“鳄鱼派”大
获全胜。目前看来，深获军方和党内支持
的姆南加古瓦几乎肯定将成为穆加贝的
“接班人”。

与此同时，“40一代” 也开始被肃清。
民盟中央特别会议宣布解除副总统穆波
科党内副主席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格雷
丝·穆加贝以及同属“40一代”的地方政府
部长和财政部长等官员也被开除党籍。

总统去留未定
尽管穆加贝已被解除民盟主席兼第

一书记职务， 同时还被要求于20日中午
前辞去总统职务， 但他并未按照要求辞

职。 穆加贝的去留问题已成为外界关注
的焦点。

对此， 津巴布韦政治学者亚历克斯·
马加伊萨认为， 执政党有包括弹劾在内
的多种选择， 但其中最有效的方式还是
迫使穆加贝主动辞职。 如果他不同意辞
职， 无论是通过弹劾还是其他手段使其
下台， 都难以避免通过“军事政变” 逼
其下台的嫌疑。 这对执政党和军方都是
不利的。

马加伊萨同时指出， 无论是否弹劾
穆加贝， 他的政治生涯事实上都已接近
尾声。 如果民盟能等到下个月召开党代
会时让穆加贝体面退休， 也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不确定性增加
此次政局动荡也使得津巴布韦的政

治版图发生变化， 给未来的津巴布韦政
局带来了不确定性。

姆希里皮里指出，选举的关键在选党
而不是选人，民盟的主要根基在农村地区，
无论最后推举穆加贝或姆南加古瓦中的谁
竞选总统，都会被支持者接受。但此次事件
造成的民盟内部分裂会削弱民盟的优势。

同时，民盟还面临接班人的问题。马
加伊萨说，姆南加古瓦今年已经75岁，年
龄大了，无法长期领导民盟，这意味着民
盟仍要选出新的接班人。

另外，尽管遭遇严重执政危机，但作
为津巴布韦的“国父”，穆加贝的政治影
响力依然不容小觑， 未来仍有重返政坛
的可能性。即使不能重返政坛，他对某一
政治力量的支持也会对津巴布韦政坛起
到重要作用。

从反对党方面看， 此次政治动荡也
给了反对党新的机会。此前，由于反对党
势力较弱且彼此不睦， 舆论认为它们很
难在明年总统选举中与执政党一争高
下。此次军事行动后，为了团结更多政治
力量，姆南加古瓦一派开始与前副总统、
人民优先党主席乔伊斯·穆朱鲁以及前
总理、 民主变革运动主席茨万吉拉伊等
反对党人士对话， 甚至一度传出要建立
联合过渡政府的消息。

姆希里皮里认为， 执政党内部纷争
可能会给反对党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
甚至在政府中给反对党一些席位。 但反
对党如果想在明年的大选中赢得更多选
票，就必须更加团结，否则获胜希望仍然
渺茫。 （据新华社哈拉雷11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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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时让穆加贝体面退休， 也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不确定性增加
此次政局动荡也使得津巴布韦的政

治版图发生变化， 给未来的津巴布韦政
局带来了不确定性。

姆希里皮里指出，选举的关键在选党
而不是选人，民盟的主要根基在农村地区，
无论最后推举穆加贝或姆南加古瓦中的谁
竞选总统，都会被支持者接受。但此次事件
造成的民盟内部分裂会削弱民盟的优势。

同时，民盟还面临接班人的问题。马
加伊萨说，姆南加古瓦今年已经75岁，年
龄大了，无法长期领导民盟，这意味着民
盟仍要选出新的接班人。

另外，尽管遭遇严重执政危机，但作
为津巴布韦的“国父”，穆加贝的政治影
响力依然不容小觑， 未来仍有重返政坛
的可能性。即使不能重返政坛，他对某一
政治力量的支持也会对津巴布韦政坛起
到重要作用。

从反对党方面看， 此次政治动荡也
给了反对党新的机会。此前，由于反对党
势力较弱且彼此不睦， 舆论认为它们很
难在明年总统选举中与执政党一争高
下。此次军事行动后，为了团结更多政治
力量，姆南加古瓦一派开始与前副总统、
人民优先党主席乔伊斯·穆朱鲁以及前
总理、 民主变革运动主席茨万吉拉伊等
反对党人士对话， 甚至一度传出要建立
联合过渡政府的消息。

姆希里皮里认为， 执政党内部纷争
可能会给反对党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
甚至在政府中给反对党一些席位。 但反
对党如果想在明年的大选中赢得更多选
票，就必须更加团结，否则获胜希望仍然
渺茫。 （据新华社哈拉雷11月19日电）

德国组阁谈判失败自民党宣布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