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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
驻菲律宾大使尼古拉!库达舍夫日前
在接受菲主流媒体"马尼拉公报#采访
时表示$ 俄反对任何非当事国介入南
海争端%

!"日出版的"马尼拉公报#在头版
头条发表了题为 "俄罗斯反对干涉#的
文章% 文章引述库达舍夫的话说$俄罗
斯认识到$俄罗斯和美国一样$都不是
南海争端的当事方$ 不应该介入争端$

&否则这好像是我们在干涉内政% '

报道说$ 这是俄罗斯官员首次就
南海问题作出直接表态% 库达舍夫还
表示$俄罗斯支持&该地区各当事国在
对话和谈判的基础上$ 自行通过磋商
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他强调$&重中之
重' 在于该地区各国自己通过对话解
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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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军方!"日宣布$该国从美
国购买的第二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
将于!#日交付给菲律宾%

菲律宾军方发言人阿努尔福!布
尔戈斯!"日说$ 菲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杰西!德洛萨和海军菲律宾舰队司令
何塞!阿拉诺等人已飞赴美国接收这
艘军舰%

布尔戈斯表示$在菲方接收军舰
后$这艘军舰还将继续留在美国进行
翻新$菲海军官兵也将接受美国海岸

警卫队有关使用这艘军舰的培训% 他
说*&我们希望从美国购买的第二艘
巡逻舰将在年底前抵达菲律宾% '

据了解$这艘&汉密尔顿&级军舰原
属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菲律宾为
购买这艘军舰耗资$亿比索(约合%!&万

美元)% 该军舰将被命名为&拉蒙!阿尔
卡拉斯&号$以纪念二战中菲律宾著名
海军指挥官拉蒙!阿尔卡拉斯%

菲律宾去年曾从美国手中购买一
艘退役的&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并将
其命名为&德尔毕拉尔&号$该舰是目

前菲海军吨位最大+最先进的军舰% 由
于美国在出售&德尔毕拉尔&号前拆除
了包括雷达在内的主要设备$ 菲军方
曾请求美国在移交第二艘巡逻舰时保
留舰上的近战武器和雷达系统$ 但美
方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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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门安
全官员!"日说$当天上午发生在首都萨
那阅兵仪式排练现场的自杀式炸弹袭
击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至'(人$ 另有
!((余人受伤%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新
华社记者$由于许多人伤势较重$死亡
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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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爆炸发生在一支%((人的阅
兵队伍中%数名武装分子穿着安全部队
士兵的制服混在队列中$当阅兵部队通
过阿萨比广场时引爆炸弹$事发地点距
离总统府官邸仅几米远%此次阅兵仪式
排练是为即将在!!日举行的也门南北
统一!!周年纪念日做准备$届时总统哈
迪将出席该阅兵仪式%

也门内政部官员说$ 内政部一周前
曾获得萨那将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
的情报% 通往阅兵广场的数条道路已经
封闭$但仍未能阻止袭击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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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基地'组织一名发言人称$此
次袭击行动为该组织策划并实施$目的
是报复政府军近日在南部地区对 &基
地'组织发动的大规模清剿%

此次袭击是总统哈迪今年!月上任
以来也门境内发生的最为严重的自杀
式爆炸袭击%哈迪上任时曾表示将全力
打击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
岛分支% 自本月""日起$也门政府军对
南部阿比扬省&基地'组织展开大规模
清剿$已重新夺回被&基地'组织控制的
多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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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门
安全官员!(日说$ 美国反恐专家小
组当日在也门南部港口城市荷台达
遭到&基地'组织武装分子袭击$两
名美国专家受重伤$ 已被也门军方
用飞机送往首都萨那进行救治%

美国驻也门大使馆一名官员也
向新华社记者证实$ 袭击发生在训
练过程中$另还有美国公民受重伤%

另有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政
部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一名西班
牙驻也门使馆的安全官员!(日在萨
那遭,基地-组织武装分子绑架% '目
前西班牙驻也门使馆还未对此事发
表任何评论%

也门南部阿比扬省军方!(日
称$ 政府军在阿比扬省贾尔镇郊区
同&基地'组织武装分子激战一夜$

&数十名美军反恐专家已经抵达阿
比扬省$协助也门政府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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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得克萨斯州沃尔夫福斯市
选举议会议员$ 两名候选人票数相
同$ 决定抛硬币决胜负以避免浪费
重选资金%

候选人布鲁斯!麦克奈尔与布赖
恩!斯蒂德上周在选举中以!!"票打
个平手% 重选需要花费!万美元公款$

对这个#$%%人的小城而言$ 数目不
小% 两人同意$为节省纳税人的钱$以
抛硬币的方式决定议席归属%

麦克奈尔&'岁$牧师$选硬币正
面% 斯蒂德#$岁$在一家银行的沃尔
夫福斯分行任副行长%

抛硬币的结果*正面朝上% 麦克
奈尔&当选'%

美联社报道$ 针对候选人得票
数相等$ 得克萨斯州选举法作出三
种规定$即重选+一名选举人退出或
抓阄% 其他州发生过抛硬币决胜负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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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联合国高级官员(%日在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杜马
市访问时$一枚路边炸弹在距离车
队)%%多米的地方爆炸$ 所幸没有
人受伤%

联合国分管维和事务的副秘
书长埃尔韦!拉德苏和联合国叙利
亚监督团团长罗伯特!穆德少将当
天在杜马市访问$多名媒体记者随
行采访%

路透社记者说$穆德所乘汽车
在一处军事检查站停下时$附近一
枚路边炸弹爆炸$距穆德的车大约
!&%米% 爆炸致使一辆停在路边的
汽车起火% 车队随后离开%

暂时不清楚爆炸是否针对联
合国车队%

检查站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安全人员说$多名持枪武装人员当

天早些时候以两辆军方客车为目
标$打伤*+多名安全人员%

联叙监督团现有,%%多名观察
员$ 监督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
装停火.观察员多次遭遇险情%叙利
亚南部本月早些时候一辆军方卡车
遭炸弹袭击$ 穆德的车队事发几秒
前经过那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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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日在北约
峰会举行期间重申$北约无意干预
叙利亚危机$目前解决这一危机的
最佳途径在于实施联合国和阿拉
伯国家联盟联合特使安南提出的
和平计划%

拉斯穆森在北约!'个成员国
领导人第一天会议结束后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北约对当前叙利
亚局势感到&非常担忧'$但&无论
如何无意对叙利亚实施干预'% 拉
斯穆森还说$他认为目前探寻叙利
亚危机解决之道的最佳平台在于
安南计划$不过叙利亚领导层似乎
&并不遵从安南计划'$ 北约对此
&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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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女总统罗塞夫年轻时参加
左翼游击队$ 曾遭巴西军政府*"%&$

年+"%',年-当局的严刑拷打% 时隔数
十年$她终于获得历史赔偿$里约州
政府赔偿她"万美元%

据法新社"%日报道$巴西里约州
政府表示$&月初将在尼泰罗伊市一
座体育场举行仪式$向罗塞夫总统及
其他""%名前政治犯正式道歉$ 并颁
发赔偿金% 尼泰罗伊市在军政府统治
期间曾被当成酷刑中心%

据悉$ 罗塞夫"&岁时就参加游击
队$反对当时的独裁统治% !$岁时被逮
捕$经历#年牢狱之灾$直至"%.!年才
被释放% 在此期间$她多次遭到严刑拷
打$但始终没有向独裁统治低头%

这是巴西第一次对独裁时代的
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赔偿% 总统办公室
发言人称$罗塞夫将把这笔赔偿款捐
给一家反酷刑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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