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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两名内阁大
臣在内的!"名日本国会议员#$日上
午参拜了靖国神社!

这!"名议员属于 "大家参拜靖
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 超党派议员
联盟! 参拜人员中有两位内阁大臣$

分别是国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和
邮政改革担当大臣下地干郎!

此外$前首相森喜朗%参议院副
议长尾 秀久也在参拜之列!

#"日$ 自民党党首安倍晋三参
拜了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

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名第
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牌位! 长
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
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中国%

韩国等亚洲国家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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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日向
被韩国海警橡皮子弹击中身亡的中国
渔民家属表达深切慰问$ 并希望此事
不要影响韩中两国友好关系!

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赵泰永
在例行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 对韩国海警在执法过程中造成
#名中国渔民死亡一事$ 感到十分
遗憾!

他说$ 韩中两国是具有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的宝贵近邻! 不能因此影响
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 或致两国之间
出现紧张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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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木浦海洋警
察署#$日表示$将向##名被扣押的中
国船员追究 "妨碍特殊公务执行#的
相关责任$对他们进行司法处理!

韩国木浦海洋警察署称$警方以
涉嫌"妨碍特殊公务执行罪#对这##

名中国船员申请拘捕令!韩国警方还
计划对一名船长%轮机长和一名船员
以涉嫌"无许可捕捞#进行立案调查!

此外$对身亡的中国船员张某的
尸检工作则被无限期推迟!

#)月*!日$一名中国渔民在韩海

警执法过程中被橡皮弹击中后救治无
效死亡! 次日$韩国海警以涉嫌"非法
捕捞#为由$扣押了抵达木浦港的"鲁
营渔#号等两艘中国渔船$并将*+名中
国渔民押送至木浦海警大队$其余,名
则留在渔船上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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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韩国海警发布了对韩
国海警发射橡皮弹致一名中国渔民
身亡事件的初步调查报告$称海警发
射了-发橡皮弹$ 最后一发击中了张
姓船员的左胸$致其身亡!

因涉嫌非法捕捞而被扣留的"鲁
营渔#号等两艘中国渔船*"日上午抵
达木浦海警专用码头!韩国海警对两
艘渔船的船员进行了讯问$并发布了

初步的调查结果!

调查报告称$事发当时一段视频
显示$"在海警计划登船盘问时$张姓
船员正向韩国海警挥舞着钢锯$其他
船员也都手持工具$ 包括一根*.'米
长的三齿鱼叉! #

负责调查的韩国海警官员称$海
警发射了-发橡皮弹$ 最后一发击中
了张姓船员的左胸$致其身亡! 韩国

方面将对该船员进行尸体解剖以确
认准确的死因!

*!日下午+时*/分许$ 木浦海洋
警察署所属 "+)),# 舰在韩国专属
经济区发现了正在非法捕鱼的+)余
艘中国渔船$ 并进行了驱逐! 其中
两艘渔船被扣押并带至木浦$ 其他
渔船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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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 中国要求韩国保障中国公
民合法权益!

有记者问( 关于一名中国渔民
被韩国海警的橡皮子弹击中死亡$

一些渔民被韩方拘留$ 请介绍最新
进展以及中方所做工作!

洪磊表示$ 中国驻光州总领事
已前往看望慰问被扣留的中国船员
并进一步向韩方提出交涉$ 要求韩
方负责任地彻查事件并及时通报中
方$ 给予有关被扣船员人道主义待
遇$确保其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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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驻加纳
大使馆2$日发布通告说$经中国驻
加纳使馆与加纳有关方面多次协
商$截至*"日晚$*/*名涉嫌非法采
金中国公民全部获得保释!

中国驻加纳大使馆表示将继
续跟进$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加纳方面表示$有关部门正在
对加方行动中致死的中国公民的

死因进行调查$加方将尽快向中方
通报调查结果!

本月*/日和**日$加纳联合执
法组突然行动$对加纳阿散蒂省多
个区域的外国人矿区进行集中清
查! **日$在省会库马西附近曼索
镇一处工地上$ 执法人员进行突
袭$没收采矿设备$抄查工棚$造成
加纳本地矿工和涉嫌非法采金的
中国公民恐慌$一名陈姓中国男子

在逃离时被射杀!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和中
国驻加纳使馆高度重视$立即启动
应急机制$向加方提出交涉$要求
加方彻查此案$严惩凶手$给予赔
偿$并尽快向中方通报案件调查处
理情况!中方还要求加方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 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
生$维护在加纳的中国公民和企业
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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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男子*"日上
午因涉嫌企图炸毁纽约联邦储备
银行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
警察逮捕!该男子被控企图使用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企图向"基地#

组织提供物资支持等罪名!

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洛雷塔)
林奇在当天公布的起诉书中说$该
犯罪嫌疑人纳菲为孟加拉国公民$

(/*(年*月来到美国! 该男子与海
外"基地#组织有联系$企图在美国
招募人员组建恐怖小组$同时积极
寻找美国境内"基地#组织帮助!纳
菲招募的人中有联邦调查局卧底

探员$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警察局
一直密切监视其动向!

起诉书指出$ 纳菲的几个袭击
目标包括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和纽约
证券交易所$最后锁定袭击纽约联邦
储备银行! 在调查过程中$卧底探员
根据他的要求$向他提供了(/-/袋伪
装的爆炸物!他对这些假爆炸物进行
改装$*"日上午与卧底探员一起将炸
弹装入一辆箱型车$开车到纽约联邦
储备银行$ 并为炸弹装上引爆装置$

然后在附近的一个旅馆用摄像机录
下公开声明!联邦调查局在他企图引
爆炸弹时将其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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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女总理朱莉娅)吉拉
德近日访问印度时遭遇了一些小
尴尬(她在新德里参观完甘地纪念
馆后$ 在走过一片草地时不慎摔
倒$原因是高跟鞋陷入了湿滑的草
地! 吉拉德随后被随行人员扶起
&见右图'!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吉拉
德第三次遭遇高跟鞋引发的尴尬!

今年*月$ 她在澳大利亚国庆日遭
数百土著居民围困$慌乱脱身时跑
丢了一只鞋子! 两个月前$她在悉
尼海关大楼的一次集会上再一次
甩脱了自己的高跟鞋!有人建议她
穿靴子以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她
称这样做只会招来国内对她时尚
品位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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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日报
道$美国和菲律宾官员已证实$美方
人员将在苏比克湾半永久性驻扎$

这里曾是美国第七舰队驻扎港口及
美国最大的海外海军基地!

一名消息人士告诉*简氏防务周
刊+ 记者("美国海军已回到苏比克
湾!#他还说$美国海军装备持续向太
平洋转移$尤其是南海的行动正在展
开! 菲律宾*马尼拉公报+说$美军承
诺协助维护菲律宾安全! 报道称$美
国海军陆战队准将克雷格)廷伯莱克
称$近+///名美国军人参与(/*+年菲
美两栖登陆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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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门军方人士说$

位于首都萨那的第一装甲师弹药库
*$日上午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名
士兵死亡! 爆炸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现场目击者告诉记者$ 发生爆
炸的弹药库上空升起浓浓黑烟$一
些炸弹爆炸后的碎片落到附近居民
区内$暂时没有平民伤亡的报告!

也门第一装甲师由前总统萨利
赫同父异母的弟弟阿里)穆赫辛领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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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家名为"名人老爸#的公司
日前在其网站上推出"名人精子库#项
目!该公司宣称$从(/*+年(月起$将为
准备接受人工授精的女士提供摇滚明
星% 体坛健将% 影视演员等名人的精
子! 英国*每日镜报+*!日称$"这可能
是我们看到的最神奇的公司之一! #

报道称$"名人老爸#网站上周称$

有意向的女士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
"最优质的名人老爸#$最低费用为*3-

万英镑! "名人精子库#项目还需要英
国政府审批$但"名人老爸#公司对通
过审批充满信心!

据介绍$名人捐精者的身份保密$

根据协议$他们没有抚养孩子的义务!

但孩子年满#$岁时$ 法律规定将允许
他们知道自己父亲的全名% 生日和最
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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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一段%岁姐姐"教训#(

岁弟弟的有趣录像在网上传播$ 一对
英国小姐弟在网络上成了 "大红人#!

他们的视频一周内已吸引约#-)万人
观看!

据报道$事件的起因是$弟弟盖布
里尔在公园内与一名男孩吵架$ 并朝
对方吐口水$然后遭到姐姐"训斥#!姐
姐戴丽拉"老成#地说$"我一直记得你
是(岁$但是$你已经快+岁了$你要坚
强一点! #不仅如此$她还说$"爸妈叫
你不要这样做$你就不要做$你就不应
该吐口水, 你要想清楚, #

在这段长达!-秒的"训话#中$只
见姐姐"滔滔不绝#$一副老成的模样!

弟弟则在一旁坐立不安$左顾右盼!

这段视频,日上传至网络$已经吸
引了超过#-)万名网友观看$超过千名
网友留言!有网友赞小女孩口音可爱$

有网友同情她弟弟$ 笑说小女孩长大
后"她的老公可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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