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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泽梅尔魏斯大学校长图
洛绍伊!蒂沃道尔!"日对媒体说"

该校最高权力机构以#$比%的投票
结果" 决定撤销总统施米特!帕尔

&'年前获得的博士学位"原因是他
的论文不符合专业和道德标准#

据匈通社报道" 施米特!(日
在韩国访问时说自己一刻也没想过
辞职# 他&"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

转机回国时没有评论大学的这一决
定" 只说想先了解这一决定的正式
理由"然后再面对公众#施米特当晚
抵达布达佩斯的李斯特国际机场
时"直接乘车离开"没有面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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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政府官员$'日说" "名警察当
天凌晨在阿东部帕克提卡省被同事
枪杀#

帕克提卡省政府发言人莫赫利
斯!阿富汗向新华社记者确认了这一
消息# 他说" 目前一名凶手已被逮
捕" 另有两名嫌疑人在逃" 对事件
的调查工作也已展开# 发言人没有
介绍事件其他细节#

与此同时"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
拉!穆贾希德对媒体说" 一名塔利班

人员渗透进了帕克提卡省叶海亚希
尔地区的警察队伍"并于$'日凌晨在
当地一个检查站内杀死了"名警察#

阿富汗塔利班近来加强了对阿
富汗安全部队的渗透" 并利用安全
人员的身份枪杀北约联军士兵和阿
富汗警察# 本月!*日" 两名英军士
兵在赫尔曼德省遭一名身穿阿富汗
国民军制服的男子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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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约驻阿富汗国际
安全援助部队司令$ 驻阿美军司令
约翰!艾伦&*日说" 美国和北约部队
还会继续遭受身穿阿富汗军装的袭
击者袭击# 他承认" 这种袭击有损
外国部队与阿富汗军队之间的互信#

艾伦&*日上午在五角大楼召开
新闻发布会时说" 他认为身穿阿富
汗军装者对外国部队人员发动的袭
击将会继续# 他称这是阿富汗战争
当前的特点之一# 截至&*日" 今年
在阿富汗死于这种袭击的外国部队

人员已达)*人" 大约占在阿富汗死
亡外国士兵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当天晚些时候" 艾伦在布鲁金
斯学会参加活动时承认" 这种袭击
已经对外国部队与阿富汗部队之间
的互信造成影响# 他说" 塔利班方
面的战术之一就是派人渗透到阿富
汗安全部队并发动袭击" 但大多数
发动袭击的阿安全部队人员并非来
自塔利班" 而是因为对具体事项不
满而发动袭击" 例如对美军焚烧
%古兰经& 事件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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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员博比!拉什!"日
出席众议院会议时身穿连帽衫"被逐
出会场#

众议院当天会议讨论非洲裔少年
特雷文!马丁上月遭协警枪杀事件"伊
利诺伊州民主党籍众议员拉什发言#

他起初穿一件西服外套"随后脱
去"露出连帽衫# 美国政府卫星有线
电视台画面截图显示"拉什在话筒前"

身穿连帽衫"帽子扣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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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说)*必须消除种族 +思维定
式, --一些人穿连帽衫不意味着他
们是恶棍# .

美国%观察家报&报道"主持会议
的议员格雷格!哈珀打断拉什发言"指
认他衣着违反众议院着装规范"要求
拉什关闭话筒并命令警卫把他带离会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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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会选举&"日拉开帷幕"朝
野两大政党各由一名女性挂帅""+'

多名候选人分头造势"选战将持续,$

天# 这次选举可望为年底总统选举测
试民意# 选情起初因民众对李明博政
府不满情绪渐长而有利于在野党"却
在执政党*抹红.攻势下趋于均势#

新国家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
长朴槿惠当天在首尔光化门清溪川
广场演说"称国会选举是*新老力量
对决."呼吁选民*奔向未来.# 民主统
合党党首韩明淑到首尔东大门$永登
浦区$江南区等地拜票"主张变革"称
维持现状将使国民生活陷入失望和
痛苦# 鉴于主要在野党联手"一些韩
国媒体把选举视为朴槿惠和韩明淑
之间的*女强人.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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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英国多座城市的加
油站出现争购汽油的排队长龙"起
因是汽油供应商的工会正在酝酿
一次大规模罢工"而多名政府高官
*鼓励.市民囤积汽油"以备不时之
需# 疯购场面致使数百加油站临时
关闭"不少地方实行限购"英国政
府因此遭受多方批评#

英国国内-家石油企业的员工
因不满薪酬待遇$工作条件及安全
措施"已表决赞成工会采取集体罢
工行动# 虽然工会尚未确定具体日
期"但多名政府官员的*未雨绸缪.

言论让囤积汽油提前成为英国民
众关注焦点#

执政党保守党内阁成员弗朗
西斯!莫德!(日说" 市民应该用油
桶到加油站装满油"存放在自家车
库里"以备罢工导致加油站停止供
应汽油后的使用需要#

!"日" 能源大臣埃德!戴维暗
示市民在汽车油箱只剩一半油的
状态下即去加油/数小时后"戴维
又改变说法"建议市民在油箱还剩
三分之二油时就去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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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莫德鼓励市民囤油后"数以
百万计的车主涌向全国各地加油
站加油"不少加油站当晚汽油即告

售罄# !"日情况更加严重"在哈尔
福德一地"用于存放汽油的油桶销
量上涨%*./#伯恩茅斯一处加油站
!"日中午排出近,公里的车龙"少
数市民因为插队而发生争执# *我
排了,个小时才加到油# .$$岁的巴
博说"*在加满油箱的同时"人们还
用油桶装汽油# .

英国全国范围内有数百加油
站因市民疯狂抢购而被迫关闭# 由
于前来加油的人太多"很多加油站
!(日贴出公告"*央求.顾客*适度
加油.# 英国汽车协会主席埃德蒙!
金说"政府给出的*愚蠢建议.导致
了这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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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亚总统巴沙
尔!阿萨德!"日宣布" 叙利亚同意联
合国和阿盟联合特使安南提出的解
决叙利亚危机的六点建议#

据官方的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巴
沙尔当天在给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
次峰会的信中说)*叙利亚已告知安
南"叙同意他提出的计划以及叙利亚
对这项计划的意见# .他呼吁就*这项
计划的细节进行全面磋商.#

巴沙尔在信中说"在叙利亚官方
承诺致力于使安南使命取得成功的
同时"必须从有关方面获得恐怖武装
团伙停止恐怖行动和撤离其武器的
承诺#叙利亚决心在较短的时间内开
启由所有各派参加的全国对话"致力
于实现全国的安全与稳定"并希望金
砖国家为此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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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总统萨科齐
$'日宣布" 法国警方当天上午展开
行动"抓捕了,"名伊斯兰极端分子"

并缴获了部分武器#

萨科齐当天在接受法国电台
*欧洲一台.采访时说"此次行动不
仅是图卢兹枪击事件的后续行动"

同时表明在法国领土上不允许任何
形式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存在#

萨科齐还透露" 在行动中警方
缴获了一些冲锋枪# 目前警方正在
对这些人是否涉及有组织的恐怖活
动进行调查"相关行动还会继续#

法国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日
发表联合公报" 禁止部分有极端言
论的教士来法国参加一年一度的伊
斯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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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都拉斯内政部协
调员巴内加斯!"日对媒体说"该国北
部城市圣佩德罗苏拉当日发生监狱
骚乱"目前已造成至少!'人死亡#

巴内加斯说"发生骚乱的监狱是
洪都拉斯北部最重要的圣佩德罗苏
拉中心监狱" 该监狱的犯人之间当
天中午发生争执和冲突" 激烈的冲
突随后在监狱中引发火灾# 但大多
数死者都是死于棍棒$ 匕首等造成
的致命伤害#

据当地媒体报道"圣佩德罗苏拉
中心监狱内部关押着大量毒贩"军火
走私贩和黑帮份子"该监狱历史上曾
出现过数次骚乱"被认为是洪都拉斯
境内最危险的监狱之一#

今年!月,%日" 洪都拉斯中部城
市科马亚瓜监狱发生骚乱和火灾"造
成近$*'多名囚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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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针对朝鲜运载火箭可能经过日本上空或在日本境内坠落的情况"日本防卫大臣田中直纪向自卫
队下达了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拦截的命令#

这是!''"年$月!"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一名日本自卫队队员站在负责拦截任务的*爱国者#.型导弹前#

据日本媒体报道"自卫队将在冲绳本岛$冲绳县石垣岛和宫古岛及首都东京部署*爱国者$.型导弹"在冲绳
附近的东海$冲绳近海和日本海部署载有*标准$.型海基拦截导弹的宙斯盾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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