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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弗拉基米尔!普奇科夫 !日承认" 洪灾来临前"当
局没能充分提醒灾区民众"没能及时把短信发送给每一个人#

克里木区行政长官瓦西里!克鲁季科和克里木镇镇长事先获悉洪灾警报"却没能及时
告知民众"两人被撤销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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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局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日
宣布"!日为全国哀悼日"悼念南部克拉
斯诺达尔地区洪灾遇难者#

kl?mnopqLM

普京 "日签署总统令"宣布 !日举国
哀悼洪灾遇难者和乌克兰车祸遇难者#

截至 "日"洪灾致死至少 #$$人#同
时"一辆载有 %&名俄罗斯朝圣者的大巴
'日在乌克兰翻车"()人死亡#

根据总统令" 俄罗斯全国和俄罗斯
所有驻外机构将降半旗# 总统府在一份
声明中说$%已建议文化机构和国家电视
台暂停播放娱乐节目# &

自 "日清晨" 首都莫斯科不少居民
前往克拉斯诺达尔地区驻莫斯科办事处
门口"摆放鲜花'点燃蜡烛"悼念逝者#

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当局已宣布 !日
为哀悼日"取消原定 "日传统%家庭节&

所有庆祝活动以及一切娱乐活动#

这是俄罗斯最近数十年来遭遇的最
严重洪灾# 当局数据显示"克里木'格连
吉克和新罗西斯克三个灾区共有 *+++

多栋房屋遭淹没"(,-万多人受灾"电力'

天然气'供水和交通系统受损#

rs;tuvMWw&x

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以旅游和农业而
知名"被称作俄罗斯的%面包篮&# 俄罗
斯紧急情况部门官员说"截至 "日"这一
地区仍有大约 &万户居民电力和天然气
供应中断#克里木区 "日仍有降雨"不少
居民缺乏饮用水#

多数铁路客运恢复# 新罗西斯克港
口恢复正常运营" 这里是俄罗斯石油和
小麦出口重要转运港#

当局已设立多处安置所" 安置数以
千计灾民# 普京承诺"政府将出资帮助
灾民建设新家# 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官员
亚历山大!特卡乔夫说"克里木区灾民 &

到 )个月内可住上新家#

俄新社报道" 政府 !日将开始向房

屋受损的灾民支付补偿# 失去住房的居
民家庭每人可得 #万卢布 (约合 &+)美
元)#

美国驻俄大使馆 "日说" 如果俄方
提出请求"美方愿意提供帮助#

yz{|}~���

这次洪水来袭发生在晚上" 事先没
有警报"不少人在睡梦中遭难"尤其是一
些老人来不及逃生#

克里木区不少灾民抱怨没有听到任
何提醒# 住在莫斯科的安娜!科瓦廖夫
斯卡亚在互联网发布留言$%我家有 '口

人在那里# (当局)没有拉响警报或用喇
叭提醒# 所有人都在睡觉# &

克里木区政府官员弗拉基米尔!乌
兰诺夫斯基 "日坚称" 他们的确曾试图
提醒民众"%那是说谎#我们驾车在镇上"

敲门敲窗**我就在现场&#

这是普京 *月就任总统以来遭遇的
首场重大灾害# 他已下令调查应灾体系
是否有疏漏" 地方官员就防灾是否能做
得更多#

俄罗斯媒体报道" 当局已启动刑事
调查"以确定是否因疏忽致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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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遭
最严重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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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电视台 '月 &日报道" 阿拉法特遗
物送瑞士权威机构化验发现致命高剂量放射
元素钋" 毒杀阴谋论疑团连日来在中东越滚
越大# 阿拉法特逝世 "年来各种离奇传说再
度泛起" 阿拉法特死因成为当前中东敏感话
题# 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纷纷指控以
色列是幕后黑手" 因为剧毒钋系核反应堆产
物"不是寻常人能轻易到手的# 以方则谴责
这些指控%荒谬可笑&%毫无根据&#

在阿拉法特遗孀苏哈要求下" 巴当局 )

日表示将完全合作"提供一切设备验尸"揭开
死亡真相# 历史名人罕见开棺验尸" 更没有
这次那么牵动人心"引起各方关注#

其实"严格讲"阿拉法特作为穆斯林无棺
可开# 他以大地为棺" 穆斯林丧礼虽然抬棺
送葬"但送葬棺木系公用# 穆斯林丧葬习俗
是速'简'薄'土"即亡后 &天内"白布裹尸"入
土为安" 不用棺木# 阿拉法特的陵墓紧靠拉
姆安拉主席府"在他去世 &年后建成揭幕"耗
资 #'*万美元# 陵墓长宽各 ##米"以纪念他
.++)年 ((月 ((日去世#墓前两名卫士终年
守护" 摆放来访者敬献的花圈# 阿拉法特生
前表示要葬在故乡耶路撒冷# 陵墓体现了他
的遗愿"主体为米色耶路撒冷石和玻璃"墓下
有铁轨"陵墓侧为一池浅水"陵墓边的耶路撒
冷橄榄树寓意他的和平追求#

巴当局表示"只要宗教机构和阿拉法特亲
属同意"将在几天内开墓"从阿拉法特遗体取
样化验# 巴方穆斯林领袖侯赛因穆夫提 )日为
验尸开绿灯# 阿拉伯国家也纷纷呼吁国际社会
调查死因# 阿盟前秘书长穆萨说$%阿拉法特的
鲜血不应白流# &突尼斯总统和外长呼吁阿盟
召开紧急外长会议" 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表
示%我们欠这位伟人一份情"他对巴勒斯坦建
国运动影响很大# &巴各派呼吁应像调查黎巴
嫩前总理哈利利遭暗杀那样筹组国际调查委
员会# 巴方阿拉法特死因调查委员会 '日表
示"已制定调查计划"验尸日期有待和瑞士化
验室协商# 以方表示许可验尸调查出入巴区#

阿拉法特遗孀苏哈认为" 新证据表明阿
拉法特非自然死亡"是遭暗杀"必须揪出真
凶# 她称早就怀疑阿拉法特之死不寻常"但
当时无法确定" 因此当半岛电视台告知 (年
前开始调查阿拉法特可能死于中毒"她立即
响应# 瑞士实验室还提取了其独生女儿扎赫
娃的唾液样本" 以确认遗物是阿拉法特的#

她认为巴当局死因调查组没履职# 她说"法
国贝尔西军医院当年未对阿拉法特进行放射
性检查# 她承认死因调查非常困难#

瑞士洛桑大学法医中心的放射物理研究
所经 !个月化验后发现"阿拉法特遗物中"牙
刷上检测出 *)毫贝克勒尔的钋/.#+"内裤尿
痕和病服血痕检测出 #"+毫贝克勒尔" 这个
辐射强度比致死量至少高 .+倍#该法医中心
是全球最好的法医病理学实验室之一" 曾为
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庭提供法医证据" 曾调
查过戴安娜王妃等许多名人死因# 该研究所
主任波乔德谨慎表示$%我们对此无法解释"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高放射性元素的来源# &他
们并不能确诊他就是被毒死" 更无法确定钋
来自何方#他强调"阿拉法特体检报告所描述
的临床症状同钋中毒并不完全相符" 验尸是
确认他是否死于钋中毒的唯一方法# 他主张
应尽快验尸"因为钋元素的半衰期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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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留给了世界一个个不解
的谜团# 英国+卫报,记者 .++)年 #.

月 #0 日曾披露阿翁最后时刻和身后
的内幕#

那天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 是他
们今生最难忘的一夜$阿拉法特下葬#

当夜" 拉姆安拉官邸外悲痛的人
潮慢慢退去后" 十几个人蹑手蹑脚地
来到了阿拉法特的墓前# 在确定没有
任何人藏匿于附近之后" 便拿起手中
的工具" 轻轻地撬起了几个小时前刚
刚铺好的石板" 然后将一个沉重的棺
材抬起"打开-

原来按照当地的宗
教传统"在埋葬死者时"

只需在身上裹一块白布
就可以下葬了# 但是在 ((月 (.日"当
运送阿拉法特棺材的直升机抵达拉姆
安拉之后" 巴勒斯坦人民激动到了极
点# 为了抚摸一下心爱领袖的灵柩"他
们哭着'喊着拥向了灵车# 从机场到墓
地不到 .++米的路程" 阿拉法特整整
%走&了 (个多小时# 当灵柩到达墓地
之后" 巴勒斯坦政府官员害怕造成混
乱"所以就将阿拉法特匆忙下葬了#

这对死者来说不公平" 也是教义
所不允许的#所以在 ((月 (&日凌晨 .

点"阿拉法特又下葬了一次#

当事人塔米米告诉记者说$%我们
是根据教义来葬阿拉法特的# 当时"我
们撬起石板把棺材抬了出来#我看着阿
拉法特'轻轻地抚摸他"并为他祈祷#然
后"士兵们又将阿拉法特的遗体放回原
处"重新盖上棺材盖# 希望当巴勒斯坦
建国的那一天"我们能够完成阿拉法特
的遗愿"将他葬在耶路撒冷# &

nªT«¬®¯yE

阿拉法特最后的时光只有他身边

的人知道# 阿拉法特在自己的官邸内
一困就是近三年时间# 他的身心健康
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阿布!拉马丹是
加沙地带远近闻名的心脏病专家"他
回忆说$%自阿拉法特被以色列软禁在
官邸之后" 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
的伤害# 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无异于生
活在监狱之中" 白天他总是思绪不宁"

夜晚总是难以入睡#有时候他好像记不
起来任何事情"甚至连身边人的名字都
叫不出来# 在阿拉法特最后的一年中"

他的性情很不稳定"喜怒无常"让人捉
摸不透"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

°±)²³´µ¶·¸

到了巴黎的佩尔西军事医院后"

医生给阿拉法特实施了静脉注射"并
且一直持续了整整五天# 在这段时期
里"阿拉法特的情况一直十分稳定"大
家甚至开始希望一切有所改进#

在抵达医院后的 .)小时之中"这
位巴勒斯坦领导人一直感觉良好"他
还曾表示需要具体的食物# 到达后的

)"个小时之后"他和
他 "岁的宝贝女儿通
了电话" 还会见了法
国总统希拉克#

((月 &日的早些时候" 这位巴勒
斯坦的领导人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

在各大官员赶往医院的同时"阿拉法特
被转移送往重病特别护理病房#医生明
白这是阿拉法特的最后机会了"他们必
须尽快找出他的病因.于是"医生为他
打了麻醉针"并对他进行了活组织切片
检查# 第二天"阿拉法特仍旧停留在昏
迷状态.其间"法国总统希拉克也来到
医院"对这位昔日的领导人进行了象征
性的%最后&告别#

!¹f%&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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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巴勒斯坦高级官员 "

日说"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
巴斯邀请怀疑亚西尔!阿拉法特遭毒杀
的瑞士研究人员参与验尸#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高管赛义
卜!埃雷卡特 " 日晚告诉法新社记者$

%阿巴斯主席命令他的一名医疗顾问立
即联络那家检验阿拉法特衣物的瑞士研
究所"要求他们立即来拉姆安拉"从阿拉
法特的遗体提取样本# &

埃雷卡特说" 阿巴斯希望专家进一
步检验%将揭示阿拉法特真正的死因&#

拉姆安拉位于约旦河西岸" 是阿拉
法特墓和巴民族权力机构总部所在地#

巴民族权力机构前主席阿拉法特
.++)年病逝后" 死因一直为外界质疑#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最近播放的一部纪录
片称" 阿拉法特生前衣物经瑞士放射物
理学研究所检验" 含罕见的高放射性物
质钋"由此怀疑阿拉法特系中毒身亡#

研究所主任弗朗索瓦!博许告诉半
岛台"如要证实阿拉法特因钋中毒死亡"

必须验尸#应阿拉法特遗孀苏哈请求"巴
民族权力机构 )日同意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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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叙利亚
访问的联合国!阿盟叙利亚问
题联合特使安南 !日在大马士
革表示" 他同叙总统巴沙尔进
行了%建设性&会谈"并就停止
叙利亚国内暴力冲突的解决办
法达成一致#

安南没有透露解决办法的
具体内容"但他强调"用政治对
话的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仍然
至关重要# 安南表示" 他将同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力量接触"

听取他们对这个解决办法的意
见# 他同时呼吁国际团体'有
影响的国家为结束叙利亚危机
共同努力#

据叙利亚通讯社 ! 日报
道"安南与巴沙尔在会谈中强
调必须引入有效的机制与方
法限制暴力活动"应由叙利亚
人民主导叙民族对话#

安南的发言人艾哈迈德!
法兹透露"安南 !日将离开大
马士革"飞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联合国官
员称"安南将向伊朗高层介绍

上月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问题 %行动
小组&外长会议的情况"并就如何解决叙利亚
危机与伊朗方面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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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执政的民主党 !日召开常任干事会"正
式决定对前党首小泽一郎等 &'名提出退党
申请的国会众议员给予开除党籍" 作为对他
们在众议院提高消费税率法案表决中投反对
票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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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希腊劳工部副部长尼科
斯!尼科洛普洛斯 !日以政府与欧洲联盟大
国谈判立场软弱为由宣布辞职" 成为三周内
新政府去职的第三位高级官员#

尼科洛普洛斯来自总理安东尼斯!萨马拉
斯领导的新民主党"!日通过个人网站主页发
表声明"称劳工和养老金问题因紧缩措施出现
的%扭曲&状况必须重新谈判"但政府准备与欧
洲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组
成的%三驾马车&谈判时没有采取强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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