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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街头，不难看到这
样一群孩子：头发蓬乱，身形瘦小，衣衫脏兮
兮……当地人称他们为“街头儿童”。

如果你驾车在红灯前等待，有些孩子会站
到车窗外，举着饼干、纸巾向你兜售。有的孩子
则捏着抹布，径自擦起挡风玻璃，向你索要小
费。

还有些孩子直接讨要钱财。他们尾随路人，
行乞时会将手指伸到嘴边，示意讨点钱买吃的。
如果行人不肯解囊，他们会穷追不舍，嘴里念个
不停。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和“街头儿童”接触的场
景。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拦住我，伸出一只黝黑
的小手。

“你爸妈呢？”我问。
“我没有爸妈，跟姐姐一起。”她语气平淡，

只是眼巴巴地盯着我。我掏出口袋里的钱，打算
抽一张给她。突然，小姑娘一把夺过那张面值最
大的转身就跑。

其他孩子见状纷纷凑上来，要么扯我衣角，

要么一路纠缠，吓得我赶紧“夺路而逃”。
从此，我开始留意这些三三两两活跃在

路边的孩子。他们渴了就直接趴到喷泉边喝
水，困了席地而卧，公园里的废弃铁皮成了他
们免费的玩具。

“街头儿童”境况堪忧，其背后是叙利亚
多年战乱造成的社会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叙利亚难民和流离失所
者不断增加，逃离战火的人口大量涌入大马
士革和沿海城市拉塔基亚、塔尔图斯等地。

他们在异乡艰难求生，年幼的孩子们也
被抛向了社会。为了补贴家用，有点力气的男
孩子会到修车铺、面包房帮工，柔弱的女孩子
则更多地成为“街头儿童”。

“‘街头儿童’的健康成长被社会忽视，他
们不仅因失学得不到正确的教育，还在恶劣
环境中沾染了暴力、性交易和毒品。”志愿者
哈纳迪·卡迪尔日前告诉记者。

作为创办人之一，卡迪尔两年前组建了
救助“街头儿童”的民间组织“赛亚尔”，成立

的原因之一是一位创办人曾在街头遇到一个
主动提供性服务的小女孩。如今，“赛亚尔”的
救助行动扩展到了叙利亚各地，吸引了大批
年轻志愿者参与。他们教孩子们识字、画画，
还组织公益活动，希望帮助“街头儿童”融入
社会。

在大马士革一个政府提供的教室里，几
个志愿老师正在教 10 来个“街头儿童”识字、
做手工。一个叫塔斯尼姆的女孩很活跃，总是
把手举得高高的。周围人说，她是在行乞的时
候被志愿者领来学习的。

“你平时都做什么呀？”我问塔斯尼姆。
“不做什么，就是玩。”她很扭捏，眼神闪躲，再
没有课堂上那股劲头。无论怎么询问，塔斯尼
姆都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

卡迪尔说，这些孩子有着和大人一样的
自尊心，常常编谎话来隐瞒自己的家境，“这
是他们的自我保护反应”。

这“谎言”深深刺痛了我。童年何其美好，
又何其短暂，在战火中成长的叙利亚儿童，过
早背负了命运的枷锁，品尝着生活的艰辛。

寒冬将至，“街头儿童”能否寻到一处温
暖的屋檐，想来令人揪心。(记者郑一晗)

新华社大马士革 11 月 20 日电

新华社喀布尔 11 月 20 日电(记者代贺、蒋
超)“旅行”和“战地”，二者本应相互排斥。但总
有一些人冒险尝试“战地旅行”。

“每年大概有 20 人到 30 人来这里旅行。”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领事部何主任日前告诉新
华社记者，由于安全局势持续动荡，在阿中国公
民已经由几年前的上千人减少到 360 人左右。

“但是我们还是能接到求助电话，其中多半
是来阿富汗的背包客。”何主任强调，很多人根
本不了解阿富汗的实际情况便贸然前往，来了
之后遇上危险又不知道如何应对。

“我只想赶快回国”

大学刚毕业的背包客小邹在阿富汗的经历
可以用噩梦来形容：不懂当地语言，没有保安随
行，在外被人跟踪，打车遭人欺骗；疲惫不堪时，
当地安全部门又以身份不明为由将其拘留，一
扣就是 40 多天。

“我只想赶快回国。”记者眼前的小邹蓬头
垢面，早已没了年轻人应有的精气神，嘴上的烟
一根接着一根，焦急地打探着机票的消息。此时
此刻，他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们把我顶在墙上搜身，然后让我脱光衣
服，换上囚衣，”在和记者交谈时，这个刚刚毕
业、带着对神秘国度无限好奇的年轻人语气越
发沉重，“我说英语，他们听不懂。我都不知道自
己在监狱里是怎么熬过来的。每天就盼着有人
来救我。”

“但愿发生在小邹身上的事不要重演。”何
主任表示，阿富汗目前的局势根本不适宜旅行。

他说，后来通过大使馆多方协调，经当地相关
部门及华侨华人的共同努力，小邹才得以安
全回国。

与能够安全回国的小邹相比，一些外国
游客则没那么幸运。据媒体报道，2012 年，一
名加拿大男子与其美国妻子在阿富汗旅行期
间遭武装组织劫持，被关押长达 5 年多。

“风景再美丽，也抵不上你的

生命美丽”

近年来，外国游客在阿富汗遭遇的刑事
暴力案件频发。

2013 年 12 月，两名德国登山爱好者在
阿东部帕尔万省遭遇抢劫并被杀害；2016 年
8 月，外国游客乘坐的两辆小型巴士由阿富
汗中部巴米扬省前往赫拉特省，途中遭武装
人员袭击，造成至少 10 人死亡，另有 5 人受
伤……

“有一段时间，来了几位游客，先后都遭
到过抢劫。”曾在阿富汗一家餐馆工作过的贾

先生说，即使是在首都喀布尔，危险依然存
在。在他看来，除去自杀式爆炸等恐怖袭击，

绑架、抢劫对于在阿富汗的外国人来说防不
胜防。“很多绑架者就是为了钱。一旦遭遇绑
架或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据阿富汗帕杰瓦克通讯社报道，过去一年
间共发生 1932 起袭击事件，造成 13997 人身
亡，10489人受伤，日均伤亡人数高达 67人。

“风景再美丽，也抵不上你的生命美丽。”
在当地中国企业联合会制作的《阿富汗出行
安全指南》上，这句话成为越来越多在阿华侨
华人的心声。

“不要拿生命冒险，既对家人

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曾在阿富汗旅行的元女士告诉新华社记
者，阿富汗赫拉特古城、班达米尔湖以及位于
马扎里沙里夫的蓝色清真寺等名胜令人向
往，但沿途安全得不到保障。“赶上大雪，没有
飞机，不得不坐大巴车，沿途甚至要穿越反政

府武装组织的控制区。”
元女士回忆，自己当时为尽快返回喀布

尔，一度不得不学当地女性披上“波尔卡”(阿
富汗妇女传统长袍服饰)规避危险。现在回想
起来，元女士仍有些后怕。

近年来，韩国、尼泊尔等国已明令禁止本
国公民前往阿富汗旅行或工作。中国领事服
务网也频频发布安全提示：近期暂勿前往阿
富汗巴达赫尚、塔哈尔、昆都士、朱兹詹等 21
个省份，部分中国个体商户和游客因进入阿
上述省份而遭遇抢劫或受到人身伤害，在阿
中国公民和机构应高度注意安全，加强防范
和应急准备，外出时一定要采取严密安保措
施。

此外，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官网也明确警
示：“阿富汗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各地经常发生
汽车炸弹、人体炸弹、火箭弹以及其他方式恐
怖袭击，且发生过袭击、绑架中国公民事件。”

据何主任介绍，自 2016 年以来，领事部
发布的安全提醒已累计超过 100 条。“最多
时，几乎每天一次。”在何主任看来，阿富汗的
安全情况短时间内难有好转。

就在刚刚过去的 10 月份，喀布尔再次传
来爆炸声：10 月 31 日，一名 13 岁的自杀式
袭击者在市区引爆身上炸药，造成至少 3 人
身亡，12 人受伤。据阿富汗媒体报道，该月全
国至少有 2500 人在各类武装冲突中伤亡，比
9 月份增加 39%。

采访结束前，何主任再次语重心长地告
诫背包客：不要拿生命冒险。这既是对家人负
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风景再美丽，也抵不上你的生命美丽”

别拿生命开玩笑，阿富汗“战地旅行”须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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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其中多半是来阿富汗的背包客。”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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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阴影中的叙利亚“街头儿童”

世界儿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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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巴布韦中部省国立大学教授恩哈默·姆希里皮里认
为，目前民盟的党内斗争或将告一段落，今后姆南加古瓦和
他的派系将在民盟中占据主导地位。摆在他们面前的挑战
将是如何重振津巴布韦经济，让更多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从而确保执政党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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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张玉亮)
新华社哈拉雷 11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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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媒体 19 日晚报道，德国自由民主党
(自民党)当天宣布退出正在进行的试探性组阁
谈判。分析人士认为，组阁的试探性对话破裂，
使德国总理默克尔面临执政 10 余年来最严峻
局面。

新闻事实

自民党发言人尼尔斯·德罗斯特当晚说，自
民党退出当前由德国议会第一大党联盟党(由
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组成)所主导的、自民
党和德国绿党参与的组阁谈判试探性对话。

自民党主席林德纳当晚表示，该党退出谈
判原因在于各方没能建立互信，而互信是建立
稳定政府的前提。

作为联盟党领导人，默克尔 20 日凌晨在柏
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自民党退出当前谈判
表示遗憾。她说，联盟党相信，各方走在同一条
道路上，本可达成一致。她将于 20 日向德国总
统施泰因迈尔汇报组阁谈判情况。联盟党将在
今后几周内以负责任的态度付诸行动，她本人
也将不遗余力克服眼下的组阁困难。

深度分析

据目前形势分析，此次谈判失败后德国政
局面临三个选择。

其一，联盟党单独同自民党或绿党组成少
数派政府，但这样的政府在今后推行政策时将
面临较多不确定性。

其二，联盟党再次同议会第二大党社会民
主党(社民党)组阁。不过，社民党此前已明确拒
绝再度同联盟党联合组阁。

第三，再次举行大选。对于这一选项，默克
尔曾表示，现阶段妄谈重新大选是不负责任的
行为。德国舆论认为，一旦再度大选，当前谈判
桌上的各方都可能受损，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德国选择党反而可能获益。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
主任毛小红认为，自民党此番宣布退出谈判，可
能更多的是一种谈判策略，以期增加己方今后
的谈判筹码。尽管四党组阁试探性谈判耗时长、
成效低、各方存在不少分歧，但由这四方组阁仍
是目前最优选择。

相关评论

默克尔 2005 年执政以来，在组阁问题上
还从未面临如此棘手的局面。自民党宣布退
出，四党组阁谈判在试探性对话阶段止步不
前，不仅给德国新政府的组建带来变数，也给
默克尔的执政之路带来挑战。

事实上，德国新一届联邦议院 9 月下旬
的选举结果，很大程度上已为此后组阁谈判
困难重重埋下伏笔。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战
绩远不及预期，可谓以“惨胜”方式保住了议
会第一大党的地位。联盟党支持率下跌也减

少了其在组阁谈判中的筹码。
大选之后，围绕组阁问题，得票第二的社

民党已宣布不参与组阁。此次基民盟、基社盟
与自民党和绿党两个小党的组阁谈判出现波
折，为默克尔带来不小挑战。接下来，无论是
重选执政伙伴、尝试组建少数派政府，还是重
新举行大选，都不会是轻松的任务，都将考验
默克尔是否有足够能力把控德国政坛的微妙
变化，寻求各派共识，继而巩固执政地位。

背景链接

今年 9 月 24 日，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

举。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虽在选举中保持了
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需要同其他党派组成
联合政府执政。

10 月下旬以来，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
开始了组阁谈判的试探性对话。但在财政政
策、环境政策、移民政策等议题上，各方存在
较大分歧。

按计划，各方本应于 11 月 16 日达成初
步一致，并形成成果文件，但这一目标并未实
现。谈判此后继续至 19 日夜。

(记者：袁帅、何梦舒、沈敏；编辑：闫亮、
魏建华、韩墨、鲁豫)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

▲ 11 月 19 日，在津巴布韦哈拉雷，津巴布韦总统穆
加贝发表电视讲话。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19 日晚在总统
府发表电视讲话，说自己将主持下月召开的执政党津巴布
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
上解决党内矛盾。 新华社发

尽管穆加贝没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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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克尔组阁陷绝境，德国政局前路堪忧

▲ 11 月 20 日，联盟党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右）在柏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默克尔对自民党退出组阁谈判表示遗憾。新华社发

11 月 20 日是世界儿童日。不同于人们熟悉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具有社会
现实意义的纪念日，不被大多数人熟知。

联合国于 1954 年设立这个纪念日，旨在就儿童问题促进国际共识，提高全世界
儿童的权利意识，改善儿童的福祉。1959 年和 1989 年的这一天，联合国大会分别通
过了《儿童权利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每个儿童，无论年龄、种族、性别、出身，都应
得到这个世界的友好对待。

儿童友好的世界，需要保障他们生存和受保护的权利；儿童友好的世界，需要给
予他们更多的尊重；儿童友好的世界，需要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更多可能。

创造一个儿童友好的世界，就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将来。世界儿童日，一个无声却
有力的日子。这一天，愿你能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愿你能关注贫困、疾病、战火中孩
子的呼声，思考我们如何能为每个孩子创造一个更加友好的世界。

(记者荣启涵)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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