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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反对派!"日称!原先占领
东部布雷加港的利比亚政府军已大多
撤出这座石油重镇! 但事先埋设了许
多地雷! 为反政府武装完全控制这里
制造困难" 利比亚反对派发言人沙姆
西丁#阿卜杜勒毛拉赫说!反政府武装
已包围布雷加!但仍未控制市中心"

布雷加位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
里以东#$%公里处! 拥有这个国家规
模最大的石油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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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味中草药 掉将军肚刮刮

!

据英国媒体'&日报道!$世界新闻
报%前记者肖恩#霍尔于!"日在家中死
亡&值得注意的是!霍尔曾称该报前主
编安迪#库尔森鼓励下属采用窃听手
段!正是他的揭发!导致库尔森被迫辞
去首席新闻主管的职务!并把$世界新
闻报%推向'窃听门(的深渊&

!ï±'Á4STA

霍尔现年()岁&英国$每日邮报%

称!*"日早晨! 英国警察在他位于沃
特福德一处一楼公寓的家中发现了
他的尸体&目前英国警方正在调查霍
尔是否是自杀& 警方表示!目前还没
有发现霍尔的死亡有可疑之处&警方
没有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据霍尔
朋友的口供! 霍尔可能是自然死亡!

因为他的身体一直很不好& 警方表
示!将进行尸检&

*"日晚!霍尔的一位朋友兼邻居
称!霍尔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变得越来
越不愿意出门!还有妄想症& 这位朋
友说)'他老是说!政府部门会有人来
把他带走! 所以一直躲在公寓里!把
窗帘拉得死死的&他还跟我说!*如果
有人来!别说我在家" +他的身体也
越来越差"上个月!他的脸色很黄!看
上去气色很不好" (

这位朋友还说)'他一直在戒酒!

还跟我说!他受够了妻子" 他也确实
说了一些关于窃听电话的事!我认为
这是他最担心的事!他很关心$世界
新闻报%的事态发展" 他也提到自己
有妄想症!经常会说一些阴谋论" (

=) UV¿W* XY

$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安迪,库尔
森曾表示! 自己在担任该报主编时!

对报社记者的窃听行为一无所知!而
霍尔则在+,!%年&月接受美国 $纽约
时报%采访时称!库尔森在撒谎"当时
库尔森已经被英国首相卡梅伦聘请
为新闻主管" 霍尔表示!库尔森当主
编时非常积极地鼓励手下窃听名人
的电话"

库尔森对霍尔的说法予以否认"

他在去年发表声明说!自己从来没有
纵容记者窃听名人的电话!也不记得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但是霍尔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第
四台!窃听行为在$世界新闻报%'普
遍存在(!而且库尔森绝对是知情的"

他说)'他-

!"#

.很清楚这样的事
情是存在的!否认就是在撒谎& (

正是霍尔戳穿库尔森的谎言后!

'窃听门(事件才愈演愈烈!甚至在前
两个星期发展到撼动政界/警界和新
闻界的地步"

上周!霍尔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中!告诉$纽约时报%更多关于'窃听
门(的细节"他说!$世界新闻报%的记
者可以花钱使用警方的科技手段!通
过手机信号定位窃听目标"

�Z[\]êé:

据悉! 霍尔是-%%.年受雇成为
$世界新闻报%娱乐记者的!当时该报
的主编正是库尔森"他们两人都曾在
$太阳报%工作过"

一位$太阳报%的员工说)'在$太
阳报%的时候!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他
们经常一起去参加社交活动"如果其

中一人宿醉未醒不能上班!另一个人
会替他打掩护" 我上次见到肖恩时!

他刚离开$世界新闻报%不久!他看起
来很精神!也很清醒" 我问他有什么
打算!他说想重回新闻界" 但是他又
说!*新闻界已经抛弃我了" +(

-,,$年!霍尔因为酗酒和吸毒等
原因被$世界新闻报%解雇" 去年!有
消息人士称!霍尔所有关于'窃听门(

的言论都被视为'极度可疑("

霍尔的律师大卫,索恩表示)'我
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一个星期前!

当时他看起来很好" 我对他的死讯感
到震惊!也很悲伤!这是一场悲剧" (

索恩还称)'他向 $纽约时报%告
密的行为很有争议! 因为他催化了
*窃听门+事件" (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日在南
非说!英国议会应该推迟休会!以便他
回国后就窃听案作出进一步说明"

卡梅伦*"日来到非洲之旅的第

一站南非" 他先前希望在非洲多呆
一段时间! 但国内新闻窃听丑闻不
断发酵! 致使他不得不把行程缩短
至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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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几
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在首都科纳克
里的官邸*&日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
使用重型武器袭击"

袭击发生于当天凌晨!总统卫队
随后还击并最终击退袭击者"官邸在
双方的交火中受损严重" 事发时!孔
戴就在官邸内!但他安然无恙"

目前尚不清楚袭击者的身份以
及交火导致的具体伤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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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泰国
选举委员会*&日公布第二批合格议
员名单!为泰党总理候选人英拉,西
那瓦和即将卸任的总理阿披实,维
乍集瓦均在名单内"

根据泰国宪法! 国会下议院任
期(年!由$,,名议员组成!选举委员
会必须在国会下议院选举结束后.,

天内确认至少&$!合格议员资格"选
举结果公布后.,天内! 新国会下议
院投票选举议长!/,天内投票选举
总理"

北京时间晚&点半! 默多克和儿
子詹姆斯开始接受英国下议院文化/

媒体和体育委员会的听证质询!听证
会一开始!詹姆斯就希望先进行一次
陈述!但是这一请求被委员会主席约
翰,廷戴尔拒绝了" 但默多克还是迅
速接过儿子的话!面对议员说)'这是
我人生中最卑微的一天" (

当委员会就窃听事件展开具体

询问时!詹姆斯一方面说!'$世界新
闻报%发生的窃听事件令人*十分遗
憾+(! 但另一方面他却没有表明谁
应该对这起事件负全责"他表示!不
清楚丽贝卡,布鲁克斯是否早已知
晓电话窃听事件"

随后!默多克表示!世界新闻报
还不到他公司份额的百分之一!他的
员工中绝大部分都是勤劳而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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