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正在出席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的俄
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日说! 他将与俄罗斯对
外情报局局长弗拉德科夫于本月 "日访问大
马士革!并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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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 eÑÒ ²Ó" 联合国安理会 ! 日就叙
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俄罗斯和中
国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否决了由摩洛
哥提交的# 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
共同起草的涉叙决议草案"

这是继 #$%%年 %$月 !日中俄共同否决
涉叙决议草案后! 安理会有关叙利亚决议草
案再次未能获得通过" 除俄罗斯和中国外!

安理会其余 %&个理事国投了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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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警察驱逐
“占领华盛顿”活动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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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继续考验欧洲
6789:;< !"#=

严寒和大雪连日袭击欧洲" 截至 !

日!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保加利
亚#捷克#意大利#斯洛伐克#法国#奥地
利#希腊#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等地均报告严寒致人死亡"欧洲各国共
计确认冻死超过 #'$人"

在乌克兰!%##人确认因严寒天气死
亡$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迎来近 &$年间首
场大雪$在波斯尼亚地区!与恶劣天气斗
争激发人与人之间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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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气象部门 !日报道!部分地区

最低气温降至零下 &()%摄氏度"

紧急情况部门当天公开的死亡人数
显示!过去一星期内!确认冻死 %##人!其
中 "(人冻死街头"这一冻死人数为%欧洲
之最&"

另外! 大约 %'$$人因体温过低或冻

伤入院接受治疗"

尽管紧急情况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设
立数百个临时帐篷!提供食物#饮水和避
难所!但在首都基辅!一些无家可归者仍
被迫选择地铁站躲避严寒"

同时!大雪和低温迫使当局暂时关闭
学校!部分公交线路中断"

在邻国波兰!东北部一些地区气温
低至零下 &# 摄氏度" 与乌克兰情况相
似!!*名遇难者中! 多数人是无处避寒
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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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温暖
的阳光是许多
人对罗马的记
忆" 但今年!罗
马迎来近 &$ 年
不遇的大雪"

! 日当天!

罗马一些区域
积雪厚度达 #$厘米! 包括科洛西姆圆形
竞技场在内多处旅游景点都因被大雪覆
盖而暂停开放"

罗马市政当局派发大约 !$$$ 把铁
铲!以便民众清理露天广场和街道积雪"

市长詹尼'阿莱曼诺 !日说! 市政大

楼 '日或因大雪关闭"他呼吁更多市民帮
助城市清雪"

另外!低温使%水城&威尼斯的部分水
道结冰"

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大雪导致当地
电力供应中断!大约 %'万人受影响"意大
利国家电力公司说! 已派出 %$$$名员工
修理受损电力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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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政府 !日宣布首都萨拉热窝进
入紧急状态"萨拉热窝 !日降雪厚度超过
%米!道路和公共交通中断!数百名路人
半路困在大雪中"

一些市民报告缺水!一些人挣扎着前

往商店购买食物" 不少人说!他们在商店
亲眼见到!有人为几片面包而大打出手"

%难以置信!我不记得过去 &$年内下
过这样的大雪!&市民米尔萨达'米特罗维
奇说!%可能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有过
大雪)!但打那以后再没有类似这样(的大
雪)" &

不过!应对大雪危机却让人与人之间
迸发友情"

萨拉热窝中部一个地区!一些当地女
性给在大街上铲雪的人送去热茶# 咖啡#

汉堡和烤肉丸"一名年迈的老者则站在自
家窗口!吹起单簧管为他人加油"

在波黑!被困路途不仅包括数以百计

的普通民众!还有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
国总统"他们 &日在萨拉热窝附近一处滑
雪胜地参加完一场地区峰会后无法即刻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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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多国紧急情况部门迅速采取措
施清理积雪!但欧洲东部和中部多座机场
!日被迫关闭!航班和列车晚点!公路交
通受阻"

在英国!首都伦敦希思罗机场 *日取
消三成航班!以应对头一晚降下的大雪和
可能出现的冻雾天气"这一决定将可能影
响大约 !$$架次航班"

机场首席运营官诺曼德'博伊文说*

%我们为寒冷天气给乘
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伦敦以北卢顿机场
警告乘客! 进出港航班
将可能因天气而延误或
取消$ 中部伯明翰机场
因大雪被迫关闭跑道!

航班或取消或改变航
线"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
丹斯希普霍尔机场 !日

报告!数十架次航班已延迟或取消"

在意大利! 水路交通同样受到影响"

距罗马大约 "$ 公里的奇维塔韦基亚港
口!!日发生一起渡轮撞上防波堤事件"

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卡尔尼内'阿尔巴
诺说!渡轮当天遭遇猛烈暴风雪!撞击事
件一度引发恐慌"船上 #'#名乘客之后被
疏散!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法新社报道!寒冷的温度甚至渗入北
非" 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多趟国内和
国际航班取消!首都阿尔及尔 !日晚气温
降至冰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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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攻击任何被用来袭击伊朗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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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叙利亚反对派 %叙利亚全
国委员会&成员阿纳斯'哈立德 !日说!反对
派已控制位于的黎波里的叙利亚驻利比亚大
使馆!其间未遭遇任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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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务
部工作组 !日晚抵达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实地考察和了解中国企业原在利项目现状和
企业受损情况! 并与利方就妥善解决项目后
续问题进行沟通"

据了解! 中国企业在利承接的基本上是
住房#铁路#电信等民生项目" 此前利方曾表
示欢迎中方参加利比亚重建" 中方表示愿意
支持中国企业发挥自身优势! 参与利比亚重
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利双边经贸合作"

工作组由来自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
作司#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建筑工程总公
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
集团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北京建工
集团#华为公司#中兴公司有关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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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据苏丹+舆论报,*日报道!南苏丹新闻部
长巴尔纳巴'马里亚尔'本杰明表示! 南苏丹
政府依然%希望和平!不支持战争&"

报道援引本杰明的话说!%我们的立场是
非常明确的!我们希望和平!不支持战争!因
为苏丹不是我们的敌人&" 他说! 尽管如此!

如果苏丹 %希望通过战争掠夺我们的石油财
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本杰明还表示! 南苏丹已经准备好与苏
丹政府于本月 +日举行新一轮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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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出现在公众场合
时!左臂弯中总挎着一个手提包"人们不免好
奇*包中都装些什么- 王室传记作家萨利'比
德尔'史密斯在新书+伊丽莎白女王*王座之
后的女人,中披露了女王手提包中的秘密"

史密斯在书中写道! 女王挎着手提包的
形象似乎已成为她的一种标志" 白天出席活
动时!她通常使用劳纳,-./0123手提包!晚上
则使用体积较小的晚装包"

史密斯接受+女士,杂志采访时说!像普通
人一样! 女王的包中总是放着些日常用品!包
括老花镜#自来水笔#薄荷糖!不可缺少的是口
红和一面小化妆镜!因为她进餐时需要补妆"

史密斯说!每逢周日!女王会在包中放上
一张折叠整齐的 *英镑(约合 (美元)或 %$

英镑(%'美元)钞票!以便到教堂捐款"

女王手提包中还有一件永远都不会少的
物品*一个金属挂钩" 无论在哪里用餐!她都
会用这个挂钩挂手提包!以免包掉到地板上"

女王表亲珍妮'威利斯一次接受杂志采
访时提及*%我亲眼见到女王从包中拿出一个
白色吸附式挂钩!向上面吐了点口水!然后把
吸盘吸到桌面下" 她把包挂在上面" &

#$$"年一本介绍伊丽莎白二世的书中
披露!她的手提包具有%暗语&功能"当女王和
客人们一起用餐时! 如果她将手提包放在桌
上!就意味着她希望在 *分钟之后结束用餐!

离开现场"当王室工作人员看到这个%秘密信
号&后!会设法将女王的想法通知客人"

当女王和客人散步聊天时! 如果她将手
提包挂到一侧肩膀上! 就意味着她想结束聊
天"这时就会有工作人员上前加入聊天!从而
让女王在不失礼的情况下离开"

再比如!当女王参加一场宴会!身边的客
人都殷勤地和她聊天" 如果女王感到枯燥乏
味!那么就会将手提包搁到地板上!发出%求救&

信号" 通常王室工作人员会在几秒钟内赶到"

而如果她将手提包挎在左臂弯处! 就表明她感
觉聊天轻松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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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美国导演埃贝尔'费拉拉
确认! 他打算着手拍摄一部以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性丑闻
为素材的电影"

法国 +世界报,*日援引费拉拉的话报
道!影片的主要演员已经确认!斯特劳斯'卡
恩的角色由法国演员热拉尔'德帕迪厄演绎!

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阿德雅尼扮演斯特劳
斯'卡恩的妻子安妮'辛克莱"

费拉拉说!剧本主题是性与政治!主线是斯
特劳斯'卡恩性丑闻如何终结他的政治生涯"

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斯特劳
斯'卡恩去年 *月因涉嫌在纽约索菲特酒店
性侵女服务员娜菲萨图'迪亚洛而遭美国警
方逮捕" 尽管纽约州最高法院最终撤销针对
斯特劳斯'卡恩的刑事指控! 但斯特劳斯'恩
的政治前途受重创!他不仅辞去总裁职务!而
且终结参加 #$%#年法国总统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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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ê" 埃及北西奈省阿里什市通往以色列和
约旦的天然气管道 * 日凌晨遭武装分子袭
击!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

当地一名安全人员告诉新华社记者!当
天凌晨 %时许!约 %$名武装分子乘两辆车前
往阿里什市以西约 *公里处! 将爆炸物置于
天然气管道下!随后引爆并逃离现场"目前尚
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当地消防部门已赶赴现
场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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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 ìí" 墨西哥卫生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
示!截至 #月 #日!墨西哥今年已有 *(人死
于各种流感!确诊病例达 #(%*例"

报告说!*(名死者中有 *! 人被确诊罹
患甲型 4%5%流感! 甲型 4%5%流感确诊人
数达到 #*!!人"仅在过去一周(%月 #"日至
#月 #日)! 墨西哥全国就有 #*人死于这种
流感!新增确诊病例 %$((例"

报告说!%月 %日以来!墨西哥全国已有
超过 #$$万人患上各种呼吸道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