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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利雅得9月12日电（记者王
波）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12日晚视察
麦加大清真寺塔吊倒塌事故现场，要求有
关方面彻查事故原因，给公众一个交代。

萨勒曼国王说：“麦加和麦地那清
真寺是伊斯兰教圣地。作为两圣地服
务者，我们绝不允许有任何疏忽。”随
后，萨勒曼国王到医院慰问事故伤者，
并祝愿伤者尽快痊愈。

11日，正在麦加大清真寺内实施扩建
工程的一台巨大塔吊突然倒塌，砸向正在
寺内进行宗教活动的穆斯林。事故已造成
10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遇难者中，来
自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穆斯林人数较多。

目前，沙特有关方面正在对事故现
场进行清理并开始修复清真寺损毁部
分，争取尽快恢复接待朝觐者。沙特宗
教当局表示，原计划本月21日开始的一
年一度的全球朝觐活动将如期举行。

据新华社利雅得9月13日电（记者
王波）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朝
觐工作总团团长阿地里江·阿吉克力木
13日对新华社记者确认，经过再次核查，
发现有三名中国朝觐穆斯林在沙特阿拉
伯麦加大清真寺的塔吊倒塌事故中受伤。

阿吉克力木说，其中二人均为60多
岁的男性，来自新疆。他们在塔吊倒下

后被溅起的大理石砸伤腿部，属于轻
伤，目前正住院接受治疗。中国朝觐工
作总团工作人员已到医院看望两位伤
者。他们目前状况稳定，估计很快可以
出院参加即将开始的朝觐活动。

他说，还有一名来自甘肃的穆斯林
在事故现场外奔跑时摔倒受轻伤，在医
院接受简单处理后回到了朝觐团驻地。

阿吉克力木说，今年中国有来自新
疆、宁夏、云南、甘肃等地的1.45万名穆
斯林到沙特朝觐，目前已全部抵达麦
加，等待朝觐正式开始。

今年的麦加朝觐预计于9月21日
开始，届时将有3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
穆斯林汇聚于麦加大清真寺和周围的5
个朝觐地。

当地时间11日下午，正在麦加大
清真寺内作业的一台巨大塔吊突然倒
塌，砸向正在寺内进行宗教活动的穆
斯林。事故发生后不久，中国朝觐工
作总团进行初次核查时未发现有中国
公民受伤。

沙特国王要求彻查塔吊倒塌事故
三名中国公民在事故中受伤

埃及总理易卜拉欣·马赫莱卜当
地时间12日向总统递交辞呈，宣布内
阁集体辞职。总统塞西接受辞呈并宣
布授权原内阁石油部长谢里夫·伊斯
梅尔在一周内组建新内阁。表面上
看，辞职由马赫莱卜主动提出。然而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马赫莱卜内阁实
乃被总统塞西撤换。

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政治
学专家赛义德·拉温迪告诉新华社记
者：“内阁辞职必然是塞西的要求。”马
赫莱卜4天前还表示，“目前暂无更换
内阁的动向”。

就职仅一年多的马赫莱卜内阁辞
职，是埃及自2011年发生政治动荡以
来第六次内阁更迭。分析人士指出，
可能出于下列原因：

首先，本届内阁丑闻频发。本月7
日，原农业部长萨拉赫·希拉勒因涉嫌
腐败被捕，引起舆论强烈反响。埃及
媒体报道称，希拉勒涉嫌贪污数额达
百万美元。对其腐败案的调查还可能
牵扯出其他内阁成员。此前，内阁中
的高等教育部长因给予政府高官子女
特殊入学待遇而受到埃及最高司法委
员会制裁；司法部长因在电视上发表

“拾荒者的儿子不适合当法官”的不当
言论引发舆论哗然而辞职。

“我们能感受到埃及的舆论压力，
与其让民众陷入反政府情绪再度引发
混 乱 ，更 换 内 阁 显 然 是 明 智 的 选
择，……很明显，腐败案涉及多名部级

高官，撤掉内阁可以为调查腐败案件
提供条件，”埃及中东政治问题中心前
主任阿玛尔·哈桑告诉记者。

其次，本届内阁至今没有拿出值
得称道的成绩单。“除内阁丑闻频出使
之失信于民众，马赫莱卜政府内部也

存在许多问题，无法满足埃及当前政
治经济发展需求，”拉温迪说。

马赫莱卜于2014年上台之初曾保
证要致力打击恐怖主义，恢复国家安
全。然而一年多时间过去，埃及境内，
包括首都开罗在内，仍不断遭受恐怖
分子袭击，尤其北西奈省部分地区更
是被“伊斯兰国”势力侵染。

再次，埃及将于今年10月举行议
会选举，这是 2013 年 7 月前总统穆尔
西被解除职务后，塞西政府制定的“政
治路线图”计划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
步。此前，埃及已顺利完成新宪法公
投和总统选举。

在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穆罕默
德·卡迈勒看来，埃及将在议会选举之
后进入一个新阶段，“塞西现在需要内
阁增添新面孔来博得民众信任，内阁
的辞职对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至少不
会产生消极影响，塞西政权想对民众
释放积极信号，鼓励民众参与议会选
举投票”。

“不管怎么说，我愿意将内阁的更
换视作是埃及政局又向前迈进一步，”
卡迈勒总结道。 记者 王雪

（新华社开罗9月12日电）

埃及内阁辞职的三大原因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8日发布总裁
选举公告宣布，由于没有竞争对手，该
党现任总裁安倍晋三在选举中不经投
票直接当选，连任自民党总裁。分析
认为，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自民党内
铁板一块，而仅是各派阀为平衡局面
而精心算计后的产物。

目前安倍在党内尚有一定声望，

其他派阀政客贸然挑战，不仅没有十
足的成功把握，还会影响自己在党内
的政治地位，且损耗政治资源。

从时机上说，安倍正力推安保法
案，成功与否都会影响执政的自民党
在日本国会和政坛的地位。所以，自
民党内派阀考虑到总体形势，也会选
择暂时维持现状。

更重要的是，推行安保法案的自
民党目前骑虎难下。对于很多党内派
阀来说，包括希望安保法案通过的右
翼势力，也不愿在此时接过安保法案
这个“烫手山芋”而成为被民众记恨的
对象，背上政治包袱。

眼下，舆论关于安保法案的所有
“火力”都集中在安倍身上，“恶人”大

帽已经扣牢，未来如有日本公民因安
保法案参与海外军事行动而丧生，责
任都会算到安倍而不是其他党内派阀
头上。这笔账，各派心里都清清楚楚。

安倍虽然“破格”连任自民党总
裁，但其民众支持率已下滑至谷底，民
众集会反对安倍的声浪犹在耳畔。

安倍真正的挑战在明年参议院选
举。虽然其自民党总裁任期要到2018
年，但这不意味着他就一定能稳坐三
年。除非安倍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否则
其支持率可能一直低迷。如果在参议
院选举中失败，自民党内目前“隐而不
发”的反对势力或借机而起。

记者 谢琳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安倍连任党首的派阀算计

⬆9月12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埃及总统塞西（右）在总统府会见原内阁石油
部长谢里夫·伊斯梅尔。 新华社/中东社

⬅ 9月8日，日本首相、自民党
总裁安倍晋三在东京的首相官邸对媒
体发言。日本执政党自民党8日上午
发布总裁选举公告宣布，因没有竞争
对手，该党现任总裁安倍晋三在选举
中不经投票直接当选，连任自民党总
裁。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曼谷9月13日电（记者李颖 明大
军）中泰铁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日前在
泰国曼谷召开。双方就可行性研究、详细设计、工
程总承包以及线上合资方案、融资方案、政府间铁
路合作框架协议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磋商，达成多
项共识。

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消息，11日至12日
召开的联委会第七次会议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王晓涛与泰国交通部部长阿空·丁披他耶
拜实共同主持。会上，双方就中方提交的项目一
期工程可研报告内容以及二期工程可研工作深入
交换意见。泰方对中方按时提交一期工程可研报
告表示满意，并对报告质量给予高度评价。中方
将于10月15日向泰方提交二期工程技术经济研
究相关结果。

双方还就政府间铁路合作框架协议文本达成
共识，并将于下一次联委会上签署，为下一步开展
商务和融资谈判提供基础和依据。双方商定，中
国铁路总公司和泰铁将尽快起草线上合资相关备
忘录和股东协议。双方将密切配合、加强沟通，进
一步完善工作计划，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努力实现
铁路项目年内开工建设目标。

联委会第八次会议将于10月28日至29日
在北京召开。

就政府间铁路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泰国达成共识

据新华社伦敦9月12日电（记者
夏晓）英国工党党魁选举结果12日揭
晓，左派候选人杰里米·科尔宾以压倒
性优势赢得选举。

共有四人角逐本次工党党魁选
举。计票结果显示，科尔宾获251417
张选票，得票率高达59.5％，战胜其他
三名候选人。

科尔宾当选工党党魁后，有望在
2020年与卡梅伦角逐英国首相。

科尔宾在胜选演讲中表示，英国
政府应该支持、帮助解决欧洲难民、
移民问题。他同时承诺，他领导的工
党将采取更多行动解决社会不公平
等问题，制定经济战略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发展经济，并给每个公民更多
关爱。

科尔宾说，工党将变得更加包容、
民主，致力于为英国塑造更好的未来。

工党是英国最大的反对党。今年
5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埃德·米
利班德辞去党魁职务。

英国媒体认为，以政治立场激进著
称的左翼领导人科尔宾当选工党新党
魁，意味着工党将逐渐背离前工党领导
人布莱尔、布朗主政时期推行的中左翼

“新工党”路线，把工党拉回到上世纪
80年代的纯左翼意识形态时期。

左派候选人科尔宾当选英国工党新党魁
有望在2020年与卡梅伦角逐首相

➡9月12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加，
沙特国王萨勒曼（中）抵达麦加大清真寺
事故现场。 新华社/沙特通讯社

➡ 9月12日，在英国伦敦，杰里
米·科尔宾当选工党党魁后向支持者
挥手致意。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休斯敦9月12日电（记者张
永兴）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一所关押着大
约1600名犯人的监狱12日下午发生骚
乱，造成3名犯人死亡、5名犯人受伤。

据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世界报》报
道，这起骚乱发生在俄克拉何马州东北
部城市库欣的一所监狱，自当地时间下
午4时39分开始，持续了大约40分钟，
所幸骚乱未造成监狱工作人员受伤。

目前这所监狱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
态，狱方及该州执法部门已就此次骚乱
展开调查。

近年来，这所监狱曾发生多起类似
骚乱。今年6月，该监狱曾发生一起犯
人斗殴事件，造成11名犯人受伤住院。

美国一监狱骚乱
3人死亡

据新华社雅温得9月13日电（记者
李言 黄亚男）据喀麦隆军方消息，该国
靠近尼日利亚的极北大区13日上午发
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10人死
亡、14人受伤。

当地社区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
者，其中一起袭击发生在喀尼边境小镇
科洛法塔的拉丁区，那里居住有为躲避
极端组织“博科圣地”而逃至喀麦隆的尼
日利亚难民。另一起袭击则发生在科洛
法塔的一个主要市场。

据了解，袭击者或为“博科圣地”成
员。记者从喀新闻部长伊萨·奇罗马·巴卡
里处获悉，袭击者是两名年龄在14岁到16
岁的少年，两人在不同地点发动了袭击。

喀麦隆发生
两起自杀式袭击
10人死亡

新华社雅典9月13日电（记者陈占
杰 刘咏秋）希腊海岸警卫队13日说，
一艘可能载有上百难民的船只当天在首
都雅典东南约350公里处的法尔马科尼
西岛附近海域沉没。目前，已确认至少
有10人在沉船事故中死亡，68人获救。

海岸警卫队称，这艘搭载难民的船
只来自土耳其，目前已经找到10具遇难
者遗体，其中包括一名儿童，搜救行动仍
在进行中。幸存者说，这艘船离开土耳
其时载有约100人。

希腊政府估计，今年以来已有约23
万名难民和移民进入希腊，其中约80％
是逃离战火的叙利亚人。

一艘难民船
在希腊海域沉没
至少10人死亡

曾几何时，随着手机的出现，戴手表的人越来
越少。如今，手表卷土重来，不过，身份和功能早
已今非昔比。英国明特尔市场调查公司一项最新
调查显示，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戴手表并非用来看
时间，而是让它成为展现时尚的配饰；富人更是把
手表当作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此外，传统手表也
面临着智能手表的挑战。花样繁多、能与智能手
机相连的智能手表正成为时尚手表市场的大杀
器，因为它能供人娱乐、社交、消费。为了在这个
新兴市场分一杯羹，古奇、豪雅、万宝龙、Guess、
Diesel等时尚大牌纷纷与科技公司合作，推出自
己品牌的智能手表。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手表用来展现时尚

美国西雅图居民莎拉和加布里埃尔·克里斯
曼夫妇的浪漫，一般人都模仿不了。两口子都特
别喜欢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喜欢穿那个时代的
服饰，5年前购入一栋1888年建造的老房子后完
全“穿越”回去——以19世纪的生活方式活在当
下。当然，夫妇俩坚称，这是“学术研究”。维多利
亚时代的生活，首先就是摒弃电话、互联网、电冰
箱、电烤箱、洗衣机等现代设施，两口子照明用油
灯，衣服全部手洗，出门靠走或者骑那种前轮大后
轮小的脚踏车。加布里埃尔戴着金边眼镜，穿着
马夹、西装；莎拉每天都穿紧身胸衣，即便与朋友
一起出门长距离徒步也不脱下。英国《每日邮报》
12日援引她的话报道，穿习惯了感觉很“轻松”。
而且，紧身胸衣是她的瘦腰利器，穿一年后，腰围
从81厘米减到了56厘米。夫妇俩也会参加朋友
聚会，两口子一身维多利亚时代的服饰，翻着诗
集，旁边是一群穿着T恤牛仔裤的“现代人”戴着
耳机、刷着手机屏幕。这画面真是好有视觉冲击
力啊。 黄敏（新华社微特稿）

另类浪漫，
“穿”回19世纪

9月13日，法医在法国马赛的枪击
案现场调查。当日，法国南部城市马赛
发生枪击案，致一名男子死亡，五人受
伤。 新华社/法新

法国马赛发生枪击案
一名男子死亡

新华社莫斯科9月13日电（记者吴刚）13日
是俄罗斯一年一度的“统一投票日”。这一天，全
俄罗斯境内共举行1万多场不同级别的选举活
动，选举出21个联邦主体的地方官员和11个联
邦主体的地方议会议员。

此次选举是2016年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
选举之前的最后一次地方选举。据统计，当天俄
境内共选举1300多名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和9万
多名议会议员。此外，一些城市、区、居民点也在
当天举行选举产生本区域的负责人。

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共有来自16个政党
的98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在21个联邦主体进行的行
政长官选举，平均每个地方有4至5名候选人参选。

俄境内当天共设置57622个投票点。各级投
票于当地时间13日8时至20时进行，最终选举结
果将在几天内由各地方选举委员会公布。

俄罗斯举行地方官员
和议会议员选举

9月13日，一个孩子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
斯动物园观看狮子。

当日，曾被洪水冲毁的第比利斯动物园重新开
放。第比利斯6月14日遭遇罕见暴风雨袭击，暴雨
引发的洪水淹没了市区多处道路和桥梁，并冲毁了
位于市中心的动物园，导致包括狮子、老虎、熊、狼在
内的300多只动物出逃或死亡。 新华社/路透

曾被洪水冲毁

第比利斯动物园重新开放

周观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