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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9月6日推出数
项民生措施，包括收回土地以推行
市区重建项目及展开临终关怀立
法公众咨询等。

6日， 特区政府在宪报刊登告
示，宣布收回土瓜湾春田街、崇志
街等多条街道附近的土地，以推行
市区重建项目。

据特区政府地政总署介绍，重
建项目的地盘总面积约21000平
方米，将重建作住宅用途，并附有
零售和商业设施。特区政府还将兴
建社区停车场、公众停车位、休憩
用地、社区设施等，并进行道路改

善工程。
地政总署表示，此项目有助改

善土瓜湾整体居住环境。特区政府
将以法定补偿、安置住房、津贴等
多种形式补偿受影响的住宅业主
及租户。

面对香港人口老龄化趋势，特
区政府、医院管理局和多间非政府
机构一直致力改善本地的临终关
怀服务。 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6
日开始展开公众咨询，听取市民有
关预设医疗指示和病人在居处离
世的临终关怀的立法建议，时间截
至今年12月16日。 ■据新华社

几乎每个津巴布韦人都忘不
了那个凌晨：2017年11月15日1
时许， 首都哈拉雷市区传出疑似
爆炸声。两个小时后，津军方通过
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 表示已接
管政府部门。

军方行动的导火索，是执政党
内部两大派系的矛盾激化。这两大
派系一方以姆南加古瓦为首，年龄
大多在60岁以上， 深得军方支持；
另一方则是由穆加贝夫人格雷丝·
穆加贝领导的“40一代”。

军事行动前几天， 穆加贝解
除了姆南加古瓦的副总统职务，
此举被认为是为其夫人格雷丝出
任副总统乃至接班人扫清障碍。

津巴布韦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穆
加贝过于倚重“40一代”并解除姆
南加古瓦的职务， 是军方出手干
预的最重要原因。

军方的行动如同推倒了第一
块多米诺骨牌， 此后局势一路朝
着对穆加贝不利的方向发展：数
万名津巴布韦民众举行大规模游
行，要求穆加贝立即辞职；执政党
举行中央特别会议， 解除穆加贝
的民盟主席兼第一书记职务，要
求穆加贝辞职， 否则将通过议会
启动弹劾程序……

11月21日，军事行动后的第
七天， 压力之下的穆加贝最终宣
布辞职，“穆加贝时代”落幕。

传奇谢幕！“超长待机”的他走完人生路
95岁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去世 中国人民又失去一位老朋友

9月6日当天，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
者会，有记者就津巴布韦前
总统穆加贝去世消息提问。

耿爽表示，穆加贝先生
是津巴布韦卓越的民族解
放运动领导人和政治家，一
生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独立，
反对外来干涉，积极推动中
津、 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中
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哀
悼， 向津巴布韦政府和人
民，以及穆加贝先生的家属
表示诚挚慰问。

穆加贝与中国的关系
一直很不错，他直接或间接

与中国五代领导人都打过
交道， 并在执政37年间多次
访华。2000年，穆加贝和津巴
布韦政府推出“向东看”政
策，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
全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2015年，穆加贝曾这样
评价这一政策：“今年是津
巴布韦提出加强对华合作
‘向东看’政策15周年。当时
不乏噪音，但如今这已成为
许多非洲国家外交政策的
优先选择，现在全世界都在
‘向东看’。事实上，我们从
未对这一政策的正确性有
任何怀疑。” ■据新华社

对于一个长寿的老人来说， 比同龄人活得更久也许是
一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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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前总统罗伯
特·穆加贝曾在接受采访时发出如此感慨。

如今，像纳尔逊·曼德拉、乔舒亚·恩科莫、乔西亚·通戈
加拉等革命战友一样，穆加贝也去了另一个世界。

9月6日，这位曾执掌津巴布韦权柄达37年之久、至今
仍保持着非君主国家元首最高年龄纪录的老人，在新加

坡一家医院里走完了自己95年的人生之路。

津巴布韦“国父”

津巴布韦总统埃默
森·姆南加古瓦9月6日通
过社交媒体宣布，津前总
统罗伯特·穆加贝当日去
世，享年95岁。

姆南加古瓦在社交
媒体上说，穆加贝是津巴
布韦的缔造者和“国父”，
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
旗帜。他的一生致力于解
放并赋权津巴布韦人民，
他的贡献永远不会被遗
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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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身于反殖民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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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艰苦卓绝的努
力，穆加贝和他的战友们
最终为津巴布韦赢得独
立。

因为在独立斗争年
代所建立的崇高威望 ，
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
穆加贝一直掌握着最高
权力。1980年， 他当选为
总理（当时为内阁制）。
1987年，津巴布韦政体变
更为总统制，穆加贝就任
总统 ， 之后在 1990年、
1996年、2002年、2008年
及2013年连任。

在2017年11月辞职
时，他仍然保持着世界上
年龄最大的非君主国家
元首的纪录，迄今无人打
破。

记者9月6日从上海迪士尼乐
园管理方了解到，针对近阶段游客
及媒体反映强烈的禁止携带食物
入园等问题，上海迪士尼将很快调
整外带食物入园的规则，并尽快公
之于众。

据了解，上海迪士尼管理团队
正积极与相关方面沟通，将在继续
倾听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推
出包括入园安检和外带食物入园
规则等方面的多项举措，进一步完
善园区运营，优化游客体验。

针对食物和饮料的问题，上海
迪士尼乐园管理方透露，正认真关
注并倾听很多关于现行的禁止携
带入园物品的建议，尤其是针对食
物和饮料。根据这些反馈意见将调
整外带食物入园的规则。除需再行
加工、保温存储及带刺激性气味的
食品外，游客将可以携带供自己食
用的食品进入乐园。 规则确定后，
乐园将尽快向公众介绍具体细节。

与此同时，上海迪士尼将继续
加强园区内食品的多样化供应。遍
布乐园的50多个直饮水供应点和
20多个热水供应点也将继续为游

客免费提供饮用冷热水。不过酒精
饮料仍将被禁止携带入园。

针对安检流程的优化问题，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保安、安全、消防
和健康服务部总监薛斌君表示：
“我们理解目前的入园安检流程可
能会给部分游客带来不适感。园方
管理团队一直在积极听取各方反
馈， 并在相关部门的支持指导下，
认真研究优化安检流程，以达到两
大重要目标：第一，确保游客和演
职人员的安全；第二，为游客提供
更为舒适的体验。”

薛斌君表示，上海迪士尼乐园
的安检团队正在对现有的“人工包
检”方式进行优化，通过更友好、人
性化的流程和服务，降低包检对游
客体验的影响。他建议游客在安检
时可以自己打开包袋，如安检人员
有要求，可自行将包内相关个人物
品取出并在经过检查后放回。园方
管理团队将持续调整优化入园安
检流程，考虑下一步要加大安检设
备的投入， 采用X光机等科技手
段，辅助人工服务，不断提升游客
入园的体验。 ■据新华社

上海迪士尼:游客将可携
带自己食用的食品进园
考虑下一步要加大安检设备的投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
县官员9月5日表示，美国加州游船
失火事故已确认34人死亡。目前事
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搜救人员已从加州南部圣克
鲁斯岛海域的失火游船沉没现场
找到33具遇难者遗体， 还有1具正
在设法打捞。

当地警方正在对遇难者遗体
进行DNA比对，以确认身份。目前
警方尚未公布遇难者名单。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成
员珍妮弗·霍门迪说， 由16人组成
的调查组正在对“概念号”游船火
灾原因展开调查，引发火灾的原因

可能包括电路系统故障以及事发
时正在充电的摄影摄像器材、电
池、手机等。

霍门迪说，有关事故的初步报
告将在10天内公布，但完整的报告
可能耗时长达一至两年。

“概念号”游船当地时间2日凌
晨在圣克鲁斯岛附近海域失火并
沉没。美国媒体报道说，出事游船
是圣巴巴拉县一家公司的3艘大型
潜水船之一， 核定最大载员46人。
失火时船上共有39人， 船长和4名
船员在甲板上睡觉， 得以逃生；而
在甲板下客舱内休息的34人则无
一人生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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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行动”后黯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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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30日在首都
哈拉雷拍摄的穆加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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