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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万伊朗精兵
入叙境内“平叛”
叙第二大城市发生爆炸致25人死亡

本报讯 据外媒2月9日报道，
叙利亚军队已经连续多天对冲突
核心的霍姆斯展开大规模清剿行
动。有消息称，英国和卡塔尔的特
种兵已经潜入叙利亚。而另一方
面，叙利亚的盟友伊朗也已经抽调
1 . 5万名精兵进驻叙利亚的一些关
键省份，帮助平息骚乱。

政府军猛攻霍姆斯市

当地时间9日，叙利亚中部霍
姆斯市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6天，
交火造成了数十人死亡。由于霍姆
斯省是叙利亚第一大省，东西分别
与伊拉克和黎巴嫩接壤，如果被反
对派武装控制很可能成为反攻政
府军的大本营，因而政府军已连续
多天猛攻。此外，政府军与反政府
武装在大马士革郊区的交火也并
未停止。

叙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也
显示霍姆斯硝烟滚滚炮火连连，印
证了网上视频的真实性。

阿拉伯电视台网站9日称，伊
朗已经从伊斯兰共和国卫队中抽

调1 . 5万名精锐士兵进驻叙利亚的
一些关键省份，以帮助叙利亚平息
骚乱。正在叙利亚访问的伊朗副外
长阿卜杜拉希安强调，反对在叙利
亚推行所谓的也门模式，伊朗坚定
地支持巴沙尔政权。

英特种兵被爆潜入叙利亚

据以色列情报网站的消息，卡
塔尔和英国的特种兵已经潜入霍
姆斯市，这些特种兵并没有直接参
加战斗，而是为反对派武装分子提
供培训和顾问角色，并准备为随后
西方国家可能的空袭做地面引导。
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卢卡舍维奇
说，这种报道“非常令人不安”，俄
将予以核实。

阿拉伯媒体称，卡塔尔等海湾
阿拉伯国家正在积极向叙反对派
提供各种援助，卡塔尔已经准备承
认“叙利亚自由军”，而许多阿拉伯
国家也准备承认反对派“叙利亚全
国委员会”。

此外，德国外交部长韦斯特韦
勒9日宣布，德方决定驱逐4名叙利

亚驻德外交人员。
利比亚9日也宣布驱逐叙利亚

驻利使馆官员。随着叙国内安全环
境恶化，其外交环境受到越来越多
的挑战。

第二大城市发生爆炸

另据消息，叙利亚第二大城市
和经济中心阿勒颇10日上午发生
两起爆炸袭击事件。叙卫生部初步
调查显示，袭击造成至少 25人死
亡、175人受伤。袭击目标分别是位
于新阿勒颇区的安全部门大楼及
阿尔库伯区的一处警营。有消息
说，至少11名安全部队成员和8名
警察在袭击中丧生。

据悉，遭袭地区是阿勒颇市的
人口密集区，爆炸发生时，许多儿
童正随父母在附近的一处街心公
园野餐。

这是去年3月中旬叙利亚爆发
反政府抗议活动以来，阿勒颇发生的
第一起重大袭击。阿勒颇市位于叙利
亚北部，当地局势过去一直相对平
静。 (综合新华社、《中国日报》)

本报讯 马尔代夫新政府上
台后虽未能平息国内动荡，但却已
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公开承认与支
持。被迫下台的前总统纳希德则信
誓旦旦，称自己将卷土重来，参加
下届总统选举。

马尔代夫前总统纳希德9日
称，他不会离开马尔代夫，而是将参
加下届总统选举。他呼吁提前举行大
选，并相信能够再次胜选。纳希德当
天在其住处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
望国家回归民主轨道，呼吁国际社会

不要承认马尔代夫新政府。目前，纳
希德身在首都马累的家中，受到约
200名支持者保护，他希望国际社会
赶紧行动，免得他沦为阶下囚。纳希
德称自己“将是首位在监狱度过余生
的前总统”，并呼吁国际社会对马尔
代夫局势进行干预。

9日出现在媒体面前的纳希德
情绪放松，面带微笑，看起来并不
像传闻所说在此前一天的示威活
动中遭受到警方殴打。8日有媒体
报道称，纳希德当天参加集会后，

与其支持者在进行示威游行的过
程中被警方殴打并受伤。

马尔代夫新任国防部长穆罕
默德·纳兹姆也于9日表态，军方支
持依据宪法就任总统的瓦希德。马
尔代夫警方发言人则表示，已经接
到刑事法庭要求逮捕纳希德及前
国防部长的指令。马尔代夫刑事法
庭9日上午向纳希德及前国防部长
易卜拉欣发出逮捕令。

据法国媒体报道，2月9日，美
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表示，美国政

府已经承认由瓦希德领导的马尔
代夫新政权。纽兰透露称，美国负
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莱克
将在11日前往马尔代夫，分别会见
现总统瓦希德和前总统纳希德。纽
兰还表示，布莱克已告知纳希德，
美国方面已向马尔代夫新政府表
态，要求保护纳希德的安全。

另据消息，2月9日晚上，联合
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塔
兰科抵达马尔代夫，就当地的政治
局势进行斡旋。 (宗禾)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
发言人刘为民10日说，应伊
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
书巴盖里的邀请，外交部部
长助理马朝旭将于12日至13
日访问伊朗，就伊朗核问题
与伊方进一步交换意见。

据新华社电 泰国、美
国和韩国10日在泰国春武里
府梭桃邑海军演习场举行联
合抢滩登陆演习。此次演习
是代号为“金色眼镜蛇”联合
军演的一部分。自1982年以
来，“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
每年举行一次。今年，来自美
国、泰国等7个国家的1 . 3万
余人将在泰国多个府进行两
栖作战、防辐射训练、人道
主义救援等演练。

本报讯 据英国《每日
邮报》2月9日报道，日本京
都大学灵长类动物研究室
的研究人员发现，一只圈养
长大的黑猩猩在记忆力方
面表现尤为突出，甚至超过
了大部分人类,被称为世界
上最聪明的动物，它在5岁
大的时候，记忆力表现就超
过了训练它的教授，之后还
在一系列记忆力比赛中轻
而易举地击败了人类对手。

(《中国日报》供稿)

本报讯 尽管受到来
自美欧的压力，印度还是决
定将在2月底派遣一个大型
商务代表团访问伊朗，以促
进两国贸易。 (宗禾)

本报讯 据英国媒体2月9日
报道，虽然罕见的欧洲寒流已经冻
死了数百人，但匈牙利多个慈善机
构在这个冬季却倍感温暖，因为该
国央行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用于生
火取暖的“钱币煤块”。

匈牙利央行将大批废弃的旧
纸币粉碎后再进行压缩，最后制成
易于放进炉子里焚烧的方块形状，
运送给慈善机构供他们取暖用。

匈牙利央行相关负责人费伦
齐介绍说，该央行每年会销毁40吨
至50吨旧钱币，将它们提供给慈善
机构取暖也是其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的表现之一。“我们的验证发现，

‘钱币煤块’燃烧后发出的热量与
取暖用的褐煤相差无几，因此它们
帮助我们解决了冬季燃料供应不
足的难题。”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钱币煤块”的制作过程处于非常
严密的监控之下，工作人员也不能
穿着带有口袋的衣服。此外，接受
帮助的慈善机构每年都要重新进
行选择，今年共有大约20家被挑
中。 (《中国日报》供稿)

马朝旭将访伊

商讨核问题

泰美韩举行

联合抢滩登陆演习

印度经贸团

将访德黑兰

美国承认马尔代夫新政权
马前总统誓言卷土重来

本报讯 据中国外交部网
站消息，2012年2月10日，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主持例行记
者会，在回答记者有关叙利亚问
题提问时，刘为民回应有关中方
向叙利亚出售武器的报道，称这
些指责毫无根据。

有记者问：有报道称，中方
直接或通过伊朗向叙利亚出售
武器，你对此有何评论？刘为民
表示，这些指责毫无根据，我们
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对军品出口
一贯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依
据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国内
法律法规，对所有军品出口实施
严格管理，并形成了一整套严格
的管理体系。

中方回应

中方售武报道

毫无根据

“烧钱”取暖

最聪明黑猩猩

记忆力表现超教授
大量“钱币煤块”被运送至慈善机构。 工作人员正准备将“钱币煤块”送入炉子燃烧。

本报讯 据外国媒体
报道，2月7日，年仅22岁的
英国情侣马特和凯西赢得

“欧洲百万”彩票的特等奖，
奖金高达4500万英镑。凯西
目前供职于冰岛一家商店。
在年末获得工作单位给予
的1万英镑奖金之后，凯西
觉得自己很幸运，于是回到
家建立了一个网上彩票账
户，就是通过这个账户，她
只购买了一张周二开奖的
彩票就赢得了大奖。她表示
将把这1万英镑的奖金退还
给商店。 (宗禾)

22岁情侣喜中

4500万英镑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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