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日向一
名女子!炫耀"手枪#不料打伤自己#"日
不治身亡$

据报道#海豹"突击队员吉恩%克莱
顿!日凌晨#时左右受伤#"日早晨在圣迭
戈斯克里普斯纪念医院死亡$ 克莱顿现
年##岁#三级海军军士$

路透社援引圣迭戈警察局官员艾
伦%斯拉斯的话报道&!显而易见#他晚上
去了'酒吧(并带一名年轻女子回家#玩
枪时意外击中自己头部$ "

按他的说法# 这是一起意外事件#

!不是故意行为"$

警方说# 被克莱顿带回家的女子一
开始要求克莱顿把枪放在一边# 而克莱
顿执意向对方炫耀#拿起一支$毫米口径
手枪#对准自己头部#扣动扳机$

警方推断# 克莱顿原以为手枪里没
有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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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
务院"日宣布驱逐委内瑞拉驻迈阿密
总领事拉维亚%阿科斯塔%诺格拉$

美国国务院就此发表声明说# 诺格
拉已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令于
%&日前离境$ 美方已于'日把这一决定告
知了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

声明没有说明驱逐诺格拉的原
因# 但她曾被指参与伊朗对美国敏感
设施发动网络攻击的图谋$ 美国国务
院上月表示#这!非常令人不安"$

眼下#西方国家酝酿对伊朗石油出
口实施制裁#美伊双方关系骤然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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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

内贾德"日启程访问拉丁美洲四国$

一些分析师认为#面对西方国家经济
制裁压力#伊朗期望巩固与这些拉美
盟友的关系$ 从国内出发前#内贾德
说#这次要访问的所有国家都!反抗
美国压迫"#主张!反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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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程中# 内贾德将到访委内
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和厄瓜多尔$他
定于"日晚些时候抵达第一站委内瑞
拉首都加拉加斯$

伊朗法尔斯新闻社援引他的话
报道&!拉丁美洲被美国政权视作它
的后院#可以为所欲为$但如今#人们
已经觉醒#正独立行事$ "谈及将会晤
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尼加拉瓜
总统奥尔特加#内贾德说#查韦斯是
!反抗压迫的英雄"*奥尔特加正领导
一场!与伊朗革命一样的革命"$

内贾德的国际事务主管福尔加
尼说#访问!被称为美国后院的国家#

表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世界舞台
外交的活力"$

内贾德已*次访问委内瑞拉#原
定去年$月再次到访# 因查韦斯诊断
罹患癌症而推迟$ 查韦斯曾$次访问
伊朗#上一次是#&%&年%&月$

按法新社的说法#这*个拉美国家
都与美国!关系冰冷"$ 过去*年间#与
美国关系恶化时# 他们的领导人数次
前往伊朗#寻求加强外交和商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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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外交)商业)矿业和能源等
部长陪同内贾德一起出访$伊朗媒体
报道# 内贾德将与拉美领导人讨论
!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事务"$ 内贾

德说# 他将与所有访问国家签署协
议#包括古巴$访问期间#他定于%&日
出席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的就职
典礼*厄瓜多尔官员则证实#伊朗总
统定于%#日到访$ 这将是内贾德第
二次访问厄瓜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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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内贾德此次拉美之行# 美国
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说#美国
政府已经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在伊朗问

题上的立场# 认为目前不是各国加强
同伊朗关系的恰当时刻$ 美国敦促拉
美国家不要!深化"与伊朗的关系$

问及伊朗总统的访问行程#纽兰
说&!当伊朗政权感到压力不断增加
时#他迫切需要朋友#在感兴趣的地
方乱撞#寻找新朋友$ "

!我们明确表示++现在不是与
伊朗深化关系的时候#无论安全关系
或经济关系$ "他说$

美国国务院"日指责委内瑞拉驻

美国迈阿密总领事阿科斯塔从事了
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活动#宣布其为
!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她在%&日前离
开美国$阿科斯塔曾被指参与伊朗对
美国敏感设施发动网络攻击的图谋$

委内瑞拉政府对于上述指责断然予
以否认$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政府驱逐
委内瑞拉外交官既是对委政府接待伊
朗总统的!报复"措施#同时也通过这
种强硬手段对其他拉美国家发出警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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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伊朗媒
体$日报道#伊朗一法庭已判处美国!间
谍"赫克马蒂死刑$

赫克马蒂被指控 !与怀有敌意的
美国政府合作)为美中央情报局工作#

并试图指控伊朗涉嫌恐怖主义"$ 伊朗
当地媒体报道说# 赫克马蒂在审理过
程中承认# 他试图渗入伊朗情报系统
以协助美国中情局# 并表示自己被中
情局蒙骗$

报道未提及宣判的具体时间$

伊朗情报部上月%+日发表声明
说#伊朗抓获美国!中情局间谍"赫克
马蒂$ 声明说#赫克马蒂是美国中情
局一名分析员#曾就职于美军驻伊拉
克和阿富汗军事基地的情报部门#其
目标是执行精心策划的任务并打入
伊朗情报机构内部$

赫克马蒂现年#"岁#出生在美国一
个伊朗移民家庭#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
服役$ 在伊朗宣布逮捕赫克马蒂后#美
国政府表示#伊朗对赫克马蒂的指控不
属实#应立即将其释放$

+,$%* 内贾德此次访问
拉美的时机颇为微妙$ 在美国和欧
盟正计划对伊朗实施石油出口制
裁#美伊关系再度趋于紧张的敏感
时期# 此访引起了华盛顿的不满$

美国不仅向接待伊朗总统的国家
发出警告#而且驱逐了委内瑞拉驻
美国外交官作为报复$

内贾德在这个时候来到被美
国视为!后院"的拉美地区寻求支
持#向美国叫板的意味十分浓厚$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的中

东问题专家萨卡拉指出#拉美和伊
朗相距遥远#但是在伊朗政府的外
交政策中拉美地区占有重要位置$

内贾德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访问
拉美四国#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西
方国家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制裁$

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的国际
问题专家哈齐认为# 内贾德此次访
问是为了巩固拉美地区支持伊朗的
政治战略联盟# 寻求新的出口市场
和初级原材料供应地# 为应对美欧
国家可能强化的制裁措施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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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英国航空公司客机爬升至#

万英尺高空后# 两名机师突然身体不
适#几乎就要!昏倒"在驾驶舱$ 班机紧
急折返#迫降希斯罗机场$

报道称# 这架英航客机由希斯罗
机场起飞#飞机在爬升过程#机长和副
机长同时感到头晕$

据乘客称# 机长慌张地呼叫机舱
服务人员前往协助$ 机舱人员为机长
和副驾驶送上氧气面罩# 两人持续驾
机并紧急要求折返希斯罗机场$

幸运的是# 这架空客(,#%客机安
全降落$ 当医务人员抵达时#两名机师
都表示#当时他们差点昏过去$

英国民航局已获知这起事件#英
国航空失事调查局已展开调查$ 英航
则解释称#他们为保险起见#才会将氧
气罩送进驾驶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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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
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日宣布
马前副总理安瓦尔涉嫌鸡奸案
的判决结果# 认为证据不足#裁
定安瓦尔无罪$

法官穆赫德%扎比丁%穆赫
德%迪亚宣读的判决书说#控方所
提供的证据无法百分之百得到核
实# 安瓦尔的-.(样本也存在疑
问#因此法庭作出无罪判决$

安瓦尔在庭审结束后说#鉴
于控方有可能上诉#!现在还不
是庆祝的时候"$检察官诺琳%巴
达尔丁对媒体说#检方将与总检
察长阿卜杜勒%加尼%帕塔伊勒
讨论是否上诉$

马来西亚新闻)艺术)通讯和
文化部长赖斯%亚蒂姆呼吁各方

尊重法庭判决结果$他说#马来西
亚政府对案件终于有了结果感到
高兴# 政府已经为保障案件审理
顺利进行花费大笔资金# 而这些
钱原本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年'月# 安瓦尔被控鸡
奸其前政治助手)本案原告赛义
夫$ 案件于#&%&年#月首次开庭
审理$ 根据马来西亚法律#一旦
罪名成立#安瓦尔将面临最高#&

年监禁$

安瓦尔%$$,年任马来西亚
副总理#%$$"年$月被革职#同年
因贪污和鸡奸罪被判刑$ #&&*年
$月# 马来西亚联邦法院撤销安
瓦尔犯有鸡奸罪的判决#他当庭
获释#随后当选国会议员#成为
反对派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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