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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宣布!也门政府军 !"日在南部阿比扬省抓获了数十名
"基地#组织武装人员并缴获大量炮弹$

国防部下属%"月 !#日报&!"日报道说!政府军在阿比
扬省截获一辆载有 "$箱炮弹的卡车!同时抓获了数十名正
从中部马里卜省和西部荷台达省赶往阿比扬省省会津吉巴
尔的'基地(组织武装人员$

报道还说!一些来自阿富汗)埃及等国的"基地(组织成
员也参与了该组织此前对津吉巴尔政府部门的攻击和占领
行动* 目前!政府军正与津吉巴尔的"基地(武装人员进行
激战*

"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 %&日发表声明!称该组织
已占领津吉巴尔市!并宣布该市为"基地(组织在也门南部
建立的"伊斯兰酋长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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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宣布“将不再接触”韩国政府
!"#$%&'()*+,-./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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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言人 '( 日发表
声明说!鉴于韩国政府反朝活动日益加
剧!朝鲜军队和人民同李明博政府"将
不再接触(! 并将切断朝韩东部地区的
军事通信线路!关闭金刚山地区的通信

联络所*

据朝中社当天报道!这位发言人在
声明中说!李明博政府进入执政后半期
后!反朝活动日益加剧* 李明博日前在
日本又借核问题攻击朝鲜!韩国军队从
) 月 !* 日起在临近朝韩边境的京畿道

地区进行射击训练!韩国反朝保守势力
还在国际社会上把韩国全斗焕总统时
期发生的")++&光州事件#说成是'朝鲜
特种部队所为#*

这位发言人说!朝鲜国防委员会对此
阐明如下原则立场,朝鲜军队和人民同李

明博政府"将不再接触(-将发动全民族的
攻势! 给李明博政府的反朝活动画上句
号-朝鲜军队和人民将对李明博政府的对
峙活动采取实际措施!作为第一步!朝鲜
军队将切断东部地区朝韩军事通信线路!

并关闭金刚山地区的通信联络所*

希腊再搅欧债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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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官员日前透露! 东电内部持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不可能在年内平息(观点
的人越来越多* 此前!东电抢险工程表提出"在
$至 "个月之内使反应堆进入冷停堆状态(*

据报道! 由于福岛第一核电站 +至 *号机
组出现了堆芯熔毁!且反应堆压力容器也已破
损! 东京电力公司官员认为!"作业进程将大幅
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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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美国白宫官员 !"日说! 总统
贝拉克+奥巴马打算提名自己的俄罗斯政策高级
顾问迈克尔+麦克福尔出任新任驻俄罗斯大使*

麦克福尔现年 ,-岁!曾是美国斯坦福大学
教授!写过一些有关俄罗斯的书和论文!现任白
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和欧亚事务高级主
管!没有外交经历*

如果提名获国会批准! 麦克福尔将接替约
翰+贝尔!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贝尔 .((&年
接受前总统乔治+/+布什任命!出任驻俄大使*

麦克福尔在奥巴马 .((&年竞选总统期间
出力不少! 与奥巴马私交甚笃! 是奥巴马政府
"重启(美俄关系的主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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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也门以反对派领导人萨迪克+
艾哈迈尔为首的部落武装 ."日开始移交
在首都萨那占领的也门政府部门大楼*

负责对艾哈迈尔部落武装与政府军
冲突进行调解的一名协调人士告诉新华

社记者! 部落武装成员当天已完全撤出
了其占领的地方行政部! 并将该部门移
交给了协调委员会*

这名协调人士说! 根据也门政府与
反对派"哈希德(部落武装达成的临时停
火协议! 艾哈迈尔的部落武装成员将于

两天内撤出所有其占领的政府部门!政
府军停止攻击艾哈迈尔居住地*

萨迪克+艾哈迈尔的弟弟哈西姆+艾
哈迈尔 ."日说,"我们同意现在将我们
控制的政府部门移交给部落协调委员
会!我们已移交了地方行政部!我们的人
已从中撤出* 但为了确保双方都守信!接
下来的移交必须逐渐进行! 在一些地方
我们仍会保留我们的人* (

连日来! 冲突已造成至少 +.-人死
亡!也门局势急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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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性侵犯指控! 法国
资深内阁部长乔治+特龙 ."

日宣布辞去负责公共事务的
国务秘书一职! 以配合检方
调查*

指控特龙性侵的一名女
子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多米尼
克+斯特劳斯!卡恩两周前因性侵在美国
受指控的新闻"鼓舞(她"鼓起勇气告发
政治家的劣迹(*

_XZ̀ a\

特龙现年 )*岁!曾担任经济.财政
与工业部长等多个内阁职务! 去年起任
负责公共事务的国务秘书一职*

此外! 特龙还是巴黎城南德拉韦伊
市的市长*他自 +"")年开始担任这一职
务!.((+ 年和 .((& 年两度获得市长连
任* 控书中的性侵情节便发生在德拉韦
伊市市政厅内*

英国%星期日邮报&援引检方消息源
报道!两名原告均为 .(多岁女性!曾供职
于德拉韦伊市政厅*原告说!几年前!特龙
借职务之便在市政厅"强制(给她们做"治
疗性足部按摩(!借此与她们拉近关系*

一名原告说!.((-年至 .(+(年间!

特龙多次对她实施性
侵! 其中一次将她反锁
在办公室内! 强制原告
宽衣! 并威胁对方如不
从命便将她辞退*

%巴黎人报&报道!两
名原告各自承认!在市政厅
工作期间曾有轻生念头*

两名原告于 .(+(

年遭解职!离开市政厅*

bZcd,e\

Zfg\

法 国 民 间 协 会
0123是一个妇女保护组织* 0123发言
人格温德琳+菲赞告诉法新社记者!这一
组织早在去年 ++月便得知特龙性侵一
名原告的"可信信息(!但当联系受害人
时! 受害人声称担心遭报复不愿诉诸法

律*

"此前!我们与一名
受害人取得联系! 十分
严肃地告诉她我们可以
提供法律援助!( 菲赞
说!"但受害人对诉诸法
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极
度惧怕* (

一名原告告诉 %巴
黎人报& 记者,"我们就
是他手中的性玩具* (

路透社援引一名原
告的话说! 在看见斯特
劳斯!卡恩因性丑闻事
件的相关新闻后! 她决

定状告特龙*

两名原告聘请同一名律师! 直接向
检察官办公室递交诉状*

检察官办公室接案后收集初步信
息! 随后决定立案调查并提起对特龙的

起诉*

]^hijk

特龙 %" 日上午分别
向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和
总理弗朗索瓦+菲永递交

辞呈*

特龙在辞职信中说! 辞职可以让自
己在不掌握任何公职权力的前提下驳斥
指控!同时可以使政府"不致难堪(*

菲永办公室当天以声明形式表示接
受特龙辞职*声明说!总理菲永称赞特龙
以"大利益(为重."勇于辞职(的勇气*

特龙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辞
职只是为了证明清白!他拒绝一切针对他
的性侵指控* 特龙说!他当年以"欺诈(与
"行为不端(为由解雇了两名市政厅职员!

这两名职员便以性侵指控作为报复手段*

此外!特龙告诉法新社记者!他的政
治对手在看见斯特劳斯!卡恩性丑闻事
件后突发奇想!于是编造了"奇幻故事(

栽赃于他4"他们是在模仿大西洋那头发
生的事情(*

特龙辞职后! 指示其律师对两名原
告提起诽谤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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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äõ"阿富汗西部城市
赫拉特 '( 日发生一系列
爆炸袭击事件!北约驻阿
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
武装人员发生交火! 目前
枪战仍在继续!造成至少
'&人死伤*

新华社报道员贾维德
了解到!赫拉特市迄今已发
生 ,起爆炸*第一起爆炸发
生后!北约驻阿富汗部队和
武装人员交火!阿富汗警察
和国民军迅速前往支援*随
后又发生 '起爆炸*

当地时间 '( 日上午
++时 )(分左右! 包括一
些自杀袭击者在内的武装
人员还占领了北约省级重
建小组大楼附近的一座建
筑! 并向省级重建小组开
枪射击* 北约随后出动武
装直升机打击武装人员!

以控制局势* 目前枪战仍
未停止*

当地一名不愿公开姓
名的官员说!很明显!这是
一起针对北约部队的自杀
式袭击* 现阶段! 阿富汗
塔利班尚未对此发表任何
声明*

`

-

�

a

b

.

+

E

!

"

F

G

+

,

+

%

c

d

e

f

g

h

i

j

½

{

%

k

a

,

(

)

*

�

英国用钻地弹
威胁卡扎菲下台
()*æ/ 英国国防部 ."日宣布给参

与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英国战机加装钻地弹
"掩体毁灭者(* 英国国防大臣利亚姆+福克斯
说!加装这一武器传递出清晰信号,利比亚领导
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必须马上交出权力*

钻地弹"掩体毁灭者(可直接钻入地面以下
所需深度再行爆炸! 可精确击毁地下掩体工事
内目标! 通常被用于重要目标的定点清除* 一
些媒体分析! 英国加装钻地弹意味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有可能将改变战术! 直接针对卡扎菲实
施打击*

英国国防部消息源向媒体披露! 这种钻地
弹名为"加强型清道 '型炸弹(!重达 +吨!可精
确击穿屋顶.墙体或地面*眼下钻地弹已抵达意
大利一座空军基地*

卡扎菲已消失多日!不见于媒体和公众*尽
管北约战机连续一周轰炸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多处地点! 但利比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战
斗仍在利比亚多条战线激烈进行中! 利比亚乱
局始终未见缓和*

!

-

)%

.!l#56mnw%ÆÝ&Eo¦

vp;qÚ�rst3iu§év#

l#56wnw3.E�xÆyz^{|

xo¦vp;qÚ�}~��ß!{|6ÑÒ�

�AàÕÖ��rs�����#

))

.�

/

�Ý

�!^{|��b;qÚ�# ��^{|.�Ê

�l##R�����2e��C��~(

px��# ��

!

-

)%

.!;qÚ�^{|ñC

x�����~�k

(0)

�# ()*

*

ló

ij67kl

mnopqrstuvw

xsyz{|}~

� #""������

²()*�oq

!

-

)%

./!¢"ö÷"

美国芝加哥地区 ."日遭暴风雨袭击!导致奥黑
尔国际机场近 ,((个航班被取消*

暴雨.狂风及闪电 ."日接连袭击芝加哥地
区*狂风时速最高达 -)英里!具有一定破坏力*

尽管风暴中心当天下午移出芝加哥地区! 但暴
雨在伊利诺伊州北部拉响了洪水警报*

芝加哥航空局官员说!受暴风雨影响!芝加
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日已取消近 ,((个航班!

航班延误达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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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前波黑塞尔维亚族军队司令
拉特科+姆拉迪奇 '(日或无法像外界猜测被引
渡至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前
南刑庭0*

国际刑事法院发言人奈尔玛+耶拉契奇当
天告诉法新社记者,1我怀疑! 我们今天还能不
能见到他* 我们还在等待来自塞尔维亚当局的
正式通知* (

按她的说法!'(日是 "针对引渡判决提起
上诉的最后期限(*

前南刑庭先前没有说明姆拉迪奇何时会抵
达荷兰海牙!但按英国广播公司的说法!外界普
遍猜测!姆拉迪奇会于 '(日晚被引渡至荷兰*

塞尔维亚一家法庭本月 .-日裁定! 姆拉
迪奇可以引渡至前南刑庭*姆拉迪奇打算就这
一裁定上诉* 但西方媒体分析!法庭极有可能
驳回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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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马耳他总理劳伦斯+贡齐 ."

日宣布!多数马耳他人在是否实现离婚合法化
公投中投下支持票*

马耳他 .&日举行公投! 大约 '(5$万以天
主教徒为主的选民参与投票!以决定议会是否
应批准离婚相关法案! 允许夫妇在分居 ,年后
离婚*

贡齐说!依据当前公投结果!多数马尔他人
支持离婚合法化*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民
众意愿必须得到尊重!议会应批准离婚法案* (

律师德博拉+斯肯布里支持离婚合法化*

斯肯布里说!虽然计票尚未结束!官方 ."日晚
些时候才会公布结果!但不同选区的抽样结果
显示!支持离婚合法化的人占大约 ),"*

"支持的选票赢得胜利!我们敦促议会就离
婚法案举行投票* (

分析师认为! 离婚法案有望在议会以微弱
优势勉强通过*

马耳他和菲律宾是全球现存禁止离婚的两
个国家* 唯一特例是! 与外国人结婚或成为外
国永久居民的马尔他人可获准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