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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s�� 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
的一名前私人医生 !"日在媒体发表一份公开
信说"他已经逃出委内瑞拉# 这名医生先前称"

查韦斯身患恶性肿瘤"寿命恐只剩两年#

萨尔瓦多!纳瓦雷特自称在查韦斯医疗
团队中供职至 !##!年"并一直与查韦斯医疗
团队的其他成员或成员亲属保持联系#

委内瑞拉报纸$$%& '(%&%!"日刊登纳瓦
雷特签署的一封信说&'一些事情迫使我立刻
出国"即使我不想也没打算这么做# (

法新社援引这封信报道" 纳瓦雷特没有
具体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迫使他离开委
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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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s�� 泰国总理英拉!西那瓦 !!

日说"泰国洪水可能再持续 )至 *星期#

英拉当天在每周例行的电视讲话中提醒
曼谷居民"本周末应把行李)汽车和其他财物
挪到地面以上至少 "米的高处"应对洪水#

法新社援引英拉的话报道" 泰国政府试
图冒险" 把中部平原的洪水从曼谷城内运河
引入大海# '曼谷必须打开所有泄洪闸门# (

在曼谷"居民已匆忙囤积食品和瓶装水"

不少汽车停在桥梁或高架路上# 数以万计军
警出动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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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日说"杀死卡扎菲一事存在是否违背
$日内瓦公约%的问题"对此应该进行国
际调查#

拉夫罗夫说"根据$日内瓦公约%

规定" 武装冲突各方应遵循相关国际
人道主义法则" 对受伤俘虏提供医疗
救助"而绝对不可杀害# 他表示"北约
战机对卡扎菲阵营欲逃离苏尔特的车
队进行攻击" 这与执行利比亚禁飞区
任务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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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
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贾布
里勒 !!日说"利比亚应在 +个月内举行大
选"以便新议会起草宪法并组建过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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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宣布9年伊战结束
��ã.�¶����c�cú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日宣布" 美军定于今年
年底前撤出在伊拉克的'全部(驻军"从而结束这场持续
近 !年的战争#

尽管奥巴马在延长部分美军驻伊时限上仍留有余地"

但美方官员说"由于美伊在美军军人豁免权问题上无法达
成共识"美军明年起将只留在伊拉克少量军人#

美伊近几个月一直在协商是否延长部分驻伊美军驻
扎期限# 美方开出的条件是伊方给予美军军人司法豁免
权"但遭伊拉克不少政治派别强烈反对#

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说"双方涉及美军军人豁免权的谈判
已经进入死胡同"而获得豁免权是美方不能放弃的'红线(#

不过" 奥巴马还是给部分美军延长驻伊期限留下余
地" 暗示一些美军人员明年将留在伊拉克负责培训伊方
部队# '我告诉马利基"我们将继续商谈美军将如何帮助
伊方训练和装备部队"(他说#

按照路透社的报道" 美军将留下大约 "*#人在伊执
行培训任务"同时另驻留少量部队负责保护美国在伊使
领馆# 美军还可能保留一支特种部队#

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 !"日说"美伊预计将迅速

启动涉及伊方部队培训的谈判"最终确定留伊美军人数#

无论撤离或留驻多少士兵" 美国都将在伊拉克保持
强大影响力# 美国官员说" 设于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将
是世界最大规模使馆之一# 美国还将维持在库尔德人控

制区埃尔比勒和伊南部石油重镇巴士拉的外交设施#

数以千计来自美国私营企业的保安和培训人员也将
驻留伊拉克"帮助伊方部队熟悉美方提供的坦克和战机等
军事设备#

奥巴马的撤军决定引发一系列涉及伊拉克今后局势
的疑问#

在美国"不少共和党人质疑"奥巴马的决定更多着眼
选情"而非美国的地区战略利益#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
凯恩说"奥巴马的决定违背不少美国军事指挥官的建议"

奥巴马政府'做事情就没靠谱过(#

在美军内部"一些有过驻伊经历的老兵认为"在伊拉
克局势尚未完全稳定的情况下撤离" 更像是一次 '退却(#

'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那就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曾两次在
伊执行任务的美军士兵马克!沃夫森说#

一些伊拉克人质疑美军撤离后伊方部队维持安全局
势的能力# '如果我们的部队已准备好填补美军撤离后
的空白"我将非常高兴美军能撤"(巴格达鞋店店主齐亚
德!贾巴里告诉路透社记者"'但我们的部队尚不具备应
对安全挑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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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尸
体 !"日出现在米苏拉塔一家肉铺冷藏室
内# 利比亚当局对如何处置尸体有争议#

l®¯°±²³´�

米苏拉塔指挥官阿杜勒*萨拉姆!埃
莱瓦 !"日向民众展示卡扎菲的尸体#

在米苏拉塔一家肉铺的冷藏室内"尸
体放在一张垫子上"上身裸露# 许多人排
着队"拿着带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见证卡
扎菲的死亡#

一名'全国过渡委员会(官员先前说"

希望更多民众确信卡扎菲丧生#

排队民众行列中" 阿卜杜拉!苏魏斯
说&'我们心中有些东西需要释放++想
看到他# (

e/µE¶·

路透社 !!日报道" 卡扎菲家人借助
叙利亚一家支持卡扎菲的电视台发表声
明" 索要 !#日在苏尔特丧生的卡扎菲及
其儿子等人的尸体#

声明中说&'我们请求联合国)伊斯兰
会议组织和大赦国际迫使过渡委把++

尸体交给我们在苏尔特的部族(#

对如何处置尸体" 过渡委尚未下定

论# 一名过渡委高级官员说"就卡扎菲下
葬地点"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习俗"

他应迅速下葬"但没有确定他究竟应该葬
在米苏拉塔)苏尔特还是其他地点#

卡扎菲的支持者中流传一种说法&为
防止下葬地点成为吸引支持者聚集的场
所"过渡委将秘密处置卡扎菲尸体#

¸£+¹

卡扎菲死后"对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说

法不一"而'排水管之战(版本相对为更多
人接受#

一名名为'巴基尔(的士兵说"卡扎菲
等人藏身一条排水管内"被过渡委武装士
兵活捉"当时他腿部背部负伤#

一名不愿意公开身份和姓名的过渡
委官员告诉媒体记者"在场士兵先殴打卡
扎菲"方法颇为'严厉("随后杀了这名前
领导人#

一些过渡委官员说"卡扎菲在救护车
内伤重死亡#但是"救护车司机阿里!贾杜
恩说"卡扎菲'上车(时已经死亡#'我没想
救活他"因为他已经死了# (

一个联合国机构说"处置卡扎菲的过
程是否'草率("需作调查#

º» %qrsMÃ©Î¡&

一名武装人员自称打死卡扎菲
qrs�� 一名年轻利比亚武装

人员 !"日在一段上传至互联网的视频中
称"他捉住穆阿迈尔!卡扎菲"并朝他开了
两枪"最终导致卡扎菲死亡#

卡扎菲 !#日在苏尔特附近被捕"随
后传出死讯# 其死因存在多个版本"但随
着时间推移"各方信息基本确认"卡扎菲
被捕后死于枪伤" 但致命伤究竟由谁造
成"尚无定论#

视频中声称捉住卡扎菲的士兵"自称
来自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 名为萨

纳德!萨迪克!乌雷比" 出生于
",+,年#

在视频中" 乌雷比正接

受一伙身份不明男子采访"其中部分人身
穿军装"向乌雷比祝贺#

他们在镜头前展示一枚金戒指和一
件据说是卡扎菲的带血上衣#戒指上刻有
卡扎菲现任妻子萨菲亚的名字以及两人
结婚日期 ",-#年 ,月 "#日的字样#媒体
所展示的卡扎菲尸体上身赤裸#

乌雷比说&'我朝他,卡扎菲-射出两
枚子弹"一枚击中腋下"一枚击中头部#他
没有立即死亡"大约死于半小时后# (

乌雷比自称与自己所在的班加西部
队分开"围攻苏尔特时"他决定加入来自
米苏拉塔的部队# '我们在一条街上遇到
卡扎菲"当时他和一些儿童和姑娘走在一

起"(他说"'他带着帽子"我们认出他的头
发"一名米苏拉塔战士跟我说&.那就是卡
扎菲"我们抓他吧# /(

乌雷比说"他抓住卡扎菲"当时对方持
有一支金手枪#他扇了对方一巴掌#'他,卡
扎菲-对我说".你就像我的儿子/# 我又扇
了他一巴掌" 他还说".我就像你的父亲/#

然后"我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放倒在地# (

乌雷比说"他想把卡扎菲带到班加西"

但米苏拉塔武装人员坚持要把卡扎菲带往
他们的城市"因此他决定朝卡扎菲开两枪#

乌雷比说"米苏拉塔武装人员拿走卡
扎菲的金枪"并威胁自己"如果敢到米苏
拉塔就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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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Ä" 新闻集团的英国子公司国际新闻公司
!"日向$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的受害者之
一米莉!道勒家人作出 !## 万英镑 ,约合
!#.*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国际新闻公司和道勒的家人发表联合声
明"宣布双方通过经济赔偿达成和解#这是国
际新闻公司迄今向$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受
害者作出的最大一笔赔偿#

虽然道勒家人获得的赔偿金额远低于他
们要求的大约 ./#万英镑,约合 ./*.万元人
民币-"但已经创下英国报纸的赔偿纪录#

伦敦警察局先前曾预测说"$世界新闻
报%窃听行为的受害者可能多达 )###人# 如
果他们都要求赔偿"新闻集团和国际新闻公
司将面临天文数字的赔款# 据说许多受害者
的律师都私下暗示"他们将建议私了"而不
是诉诸法庭"因为那样不仅旷日持久"而且
费用高昂#

�������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一名发言
人 !!日称"将不检查前政权领导人穆阿
迈尔!卡扎菲的尸体#

过渡委米苏拉塔军事委员会发言人
法希特!巴沙赫当天告诉法新社记者&

'今天不会作尸体检查"今后也不会# 没
有人将解剖他的尸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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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s�� 伊朗国家媒体 !!日报道"

载有 -.人的伊朗潜水作业支援船只 '库沙(

号 !#日在海湾倾覆"-人死亡)*人失踪"其
余 *#人获救#

伊朗官员说"'库沙(号上载有伊朗)印度
和乌克兰专家" 当天行驶到距离伊朗南部岛
屿阿萨娄耶 !/公里时倾覆沉没#

媒体对于船只倾覆造成伤亡人员的报道
不一致#按伊朗迈赫尔通讯社说法"伊朗官员
证实"死者为 /名伊朗人和两名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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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ÅÆÇ"尼亚美消息&尼日尔外
交部长巴祖姆!穆罕默德 !!日说"

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政权情报
部门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可
能藏身于尼日尔北部靠近利比
亚边境地带#

阿卜杜拉!塞努西现年 *!

岁"出生于苏丹# 他也是利比亚前领
导人卡扎菲的妹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