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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日决定解除该国
从"##!年开始实行的紧急状态!这一决
定将通过官方公报公布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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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王哈马德!!日通过巴林官方通讯
社发布的声明说"国王下令释放#一批
囚徒$" 并中止审理一些什叶派人士案
件%获释人员包括!"名因涉嫌阴谋推翻
政府正受审的什叶派反政府人士中部
分人员!

!

I#JKLM8N 埃及"$名
新任内阁部长!!日宣誓就职"反对派国
家变革联盟成员叶海亚&贾马尔担任政
府副总理% 原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司
法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环境部
长仍然留任( 包括卫生和人口部长'旅
游部长和文化部长在内的十个部长职
位由新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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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常驻代表!!日在
开罗召开紧急会议后发表声明说"鉴于
近日利比亚因抗议活动引发流血冲突"

会议决定暂停该国参加阿盟及其所有
附属机构会议的资格"直至其对本国人
民的诉求予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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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第一批从利比亚撤离
至埃及的&'名中国公民当地时间!'日
凌晨从萨卢姆口岸进入埃及境内"并在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协助下转往埃及第
二大城市亚历山大%

这&'名中国公民隶属于在利比亚
进行工程施工的中建集团"均为商务和
劳务人员% 他们在抵达亚历山大后将
由大使馆安排尽快回国%

据悉"首批入境人员于!!日下午抵
达埃及与利比亚陆路边境的萨卢姆口
岸"在经过长达""个小时的入境手续办
理后"顺利进入埃及%

据介绍"从!'日起还将陆续有多批
中国公民从利比亚进入埃及"中国驻埃
及大使馆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全力以
赴完成中国公民撤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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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时许"中国政府首架撤离在

利比亚人员民航包机从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出发"执行我国在利比亚人员撤离
任务"机上载有食品'药品等应急物资%

外交部等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
也随机赴前方%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宋志
勇介绍说"飞机大约在""个小时后抵达
希腊雅典机场"随后视情况飞往利比亚
首都的黎波里% 如果顺利"这架飞机将
于北京时间!)日凌晨返回北京%

联合工作组组长费明星表示"到达
目的地后"工作组将全力以赴配合中国
驻利比亚使馆开展人员撤离工作%

据外交部消息"目前中国在利比亚
公民绝大多数为中国企业派出的工作
人员% 中国驻希腊'马耳他使馆已租用
四艘大型邮轮驶往利比亚附近海域"计
划分批将我人员撤出%中国驻埃及使领
馆租用近百辆大客车赴埃及和利比亚
边境"随时准备接护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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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当地
时间!月!!日晚" 利比亚内务部长奥
贝迪宣布退出卡扎菲领导的政府%同
时"他还呼吁军队倒戈"支持示威群
众% 报道称"奥贝迪号召军队支持反
对派以及履行#公民法定义务$%奥贝
迪将军是卡扎菲政府的第二号人物"

半岛电视台直播了他的讲话视频"但
未公布其所在位置%

目前"宣布辞职的利比亚官员还
包括司法部长亚利"原因是他不满当

局对示威者采取的暴力手段"宣布辞
职的官员还包括*名驻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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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月!!日晚" 利比亚领
导人卡扎菲在自家阳台再次发表电
视讲话"表示自己还在利比亚并未出
逃%称他会#如烈士一样死去$%目前"

卡扎菲下令对军队进行#清查$行动"

大量军人被逮捕%

外媒报道"卡扎菲对发表讲话的
地点在首都的黎波里的自家阳台%

据塔斯社报道"卡扎菲用第三人
称对国民发表讲话"称卡扎菲不会投
降"不会辞职"不会离开利比亚%同时
他还否认命令对示威者采取武力"但
他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他说+

#武力将依据宪法和国际准则使用$%

他还威胁"#如果示威者不投降"我会
挨户清理$%

卡扎菲强调+#我永远不会离开利
比亚的土地"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与
自己先祖死在一起"就像个烈士$%

卡扎菲称"发起抵抗行动的人群
不过是一伙年轻人"他们不尊重自己
的国家" 想复制埃及和突尼斯事件%

卡扎菲号召支持自己的国民走出家
门"他说+#热爱卡扎菲的男男女女请
走出家门前往街道"打败他们"跟踪
他们"逮捕他们"将他们转交给安全
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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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社报道"卡扎菲已下令处死
拒绝执行命令的飞行员%一名接受采
访的军官表示"很多军官被逮捕%

非洲新闻社报道称"卡扎菲私人
飞机机长,,,挪威飞行员约翰森表
示希望离开利比亚%

据悉"目前支持卡扎菲的部队约
有)$$$人"包括精英部队和非洲雇佣
兵"他们正在首都的黎波里的市区进
行-特别行动$%而利比亚军队总人数
约*+!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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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杂志工作人员罗伯
特0贝尔称" 从卡扎菲政府内部消息
人士处了解到"卡扎菲为保权力开始
对国内的石油设施进行破坏%

俄媒!月!'日转引美媒报道称"

贝尔表示卡扎菲下令效忠部队破坏
石油设施" 首先是通往地中海港口
的石油输送管道% 这一措施是针对
盛产石油的-反叛部族$的"这些贝
都因部族曾威胁不再出口利比亚石
油% 卡扎菲给这些部族两个选择+

要么再次宣誓效忠" 要么面临骚乱
和石油收入损失%

美媒还援引消息人士话称"利比
亚当局-释放了数百名囚犯"这将加
重骚乱局势%这些被释放者被建议去
袭击外国人和部族长老$%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利比
亚东部-几乎被反对派控制$%利比亚
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已恢复平静"那里
所有权力机构都宣布支持反对派%当
地居民开始自己组建军队"从而保护
城市'银行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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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后"中国驻新西兰大使
馆发布消息说"目前暂未收到包括港
澳台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和华人的
死亡报告"但有一名留学生证实被困
瓦砾下"目前她的身体状况良好% 使
馆政务参赞程雷证实"被困留学生是
一名女性"来自广州"名叫赖嫦%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新闻发言
人王欣!'日上午接受记者采访说"遇
险的广州女留学生赖嫦被困在克赖
斯特彻奇市区坎特伯雷电视台
),-.*倒塌的楼梯中"对她的营救工
作正在全力进行中"使馆领事已经到
达现场协助监督营救工作%

王欣说"救援部门报告最新数据
称"赖嫦被困的坎特伯雷电视台倒塌
大楼里还有)$多人"不知道还有没有
中国公民在下面% 救援队称"大楼损
毁严重"施救十分困难"还有再次坍
塌的可能%

据广州媒体报道"!!日" 赖嫦的
爸爸接到了求学新西兰的女儿的电
话+-我们这里发生了好厉害的地震"

爸爸"我不行了%$-有什么不行的"你
要挺住% 赶紧打电话给大使馆求救%

-爸爸11$电话挂断%

随后"记者联系到赖嫦在广州的
丈夫黄春荣"他在电话里语气非常焦
急"-恨不得飞过去啊2 $他一直在等
使馆的电话"希望第一时间听到妻子
的声音% 直至截稿时"黄春荣还在焦
急地等待电话%

据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新闻发
言人王欣介绍" 赖嫦出生于"#&'年"

是来自广州的自费留学生"在私立培
训机构学习护理专业%

微博上一名叫 #安普洛西娅/神
神$的网友!'日上午发消息称"#刚才
爸爸打电话给我"新西兰失踪的赖嫦
是他几十年好友的女儿"我小时候就
认识的嫦嫦2赖叔叔在筹钱准备飞过
去% 我爸在去他们家路上% 我躲到了
小巷子里"眼泪完全停不下来% 你一
定要平安回来啊$%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国驻新西
兰大使馆立即启动地震应急机制%据

悉" 克赖斯特彻奇有!万多名华人华
侨和')$$多位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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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k 新西兰总理约翰0基!'

日宣布新西兰处于全国紧急状态"以
便全力应对!!日南岛最大城市克赖斯
特彻奇发生的里氏0+'级地震% 目前至
少()人在地震中遇难" 其中!$人尚待
确定身份"另有'$$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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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地震中严重垮塌的坎特伯雷电
视大楼废墟中"已找不到生命迹象%至
少两名华人被困在内% 一名是来自中
国广州' 在国王教育学院学习的女留
学生"另一名是来自台湾'在同一学院
工作的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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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埃及苏伊士运河
管理局证实"伊朗#哈尔克$号补给
支援舰和#阿勒万德$号巡逻护卫舰
当天清晨)点'$分左右与其它从红
海驶向地中海的船队一起驶入苏伊
士运河"大约"!小时后驶离"并将于
'月初返回%

此次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
是"#(#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第

一次"有报道说"这两艘军舰前往叙
利亚执行训练任务%

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以方高级
安全官员说"以色列海军进入高度戒
备状态"已告知部队应对方案% 这名
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以方#不会对
)两艘舰*采取任何行动$%不过"以方
如果认定它们做出任何#挑衅$举动"

将#立即$采取对应措施%

家住英国北安普敦皮茨福德的
一只猫咪的叫声竟达#!分贝"跟一架
波音('(即将降落时发出的噪音一样
大%即使距离它)英尺1"+)!米2远"它的
叫声仍达&$分贝"相当于一辆汽车从
!)英尺1(+0!米3远的地方驶过发出的
噪音%猫主人已为它的大嗓门申请吉
尼斯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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