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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新闻
埃及达哈伯连环爆炸 逾百人
伤亡
埃及西奈半岛度假胜地达哈伯星期
一晚上发生三宗连环爆炸；救援及
保安人员称爆炸造成至少 22 人死
亡，超过 100 人受伤。

半岛电视台播出最新拉登录音
带
半岛电视台播出了最新本拉登的录
音带，美国证实说，他们相信这盘
录音带确来自拉登本人。

特稿
尼泊尔共产党武装与政府军
交火
尼泊尔共产党武装毛派游击队的数
百名成员在一个名叫朝塔拉的城镇
与当地政府军发生交火，这次行动
似乎是一次大规模攻击，毛派武装
攻击了当地政府部门和监狱。

历史上的今天
1644 年：中国明朝崇祯帝自缢身亡，
明朝灭亡。
1792 年：法国首次使用断头台执行
死刑。
1886 年：中法签订越南边界通商章
程。
1898 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美西
战争爆发。
1945 年：二战：苏联红军和盟国军
队在托尔高会师。
1945 年：联合国成立。
1957 年：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
会在广州举行。

埃及达哈伯连环爆炸 逾百人伤
亡
埃及西奈半岛度假胜地达哈伯
星期一晚上发生三宗 (Dahab / دهب)
连环爆炸；救援及保安人员称爆炸
造成至少 22 人死亡，超过 100 人受
伤。

三宗爆炸约于当地时间下午 7:15 
(1715 UTC) 发生，地点分别为旅游
区；由于事发于傍晚时分，该区人
流甚多。事发后，街上满布杂物及
肢体，超过 20 辆救护车及警车赶到
现场协助救援。

西奈半岛救援队的一名医生 Said 
Essa 表示，单是在他赶赴的 el-
Khaleeg 旅馆现场就已经有 150 人受
伤。一名救援人员也说，死者中有
许多外国人。

而埃及内政部发表的官方声明则说
共有 10 名死者，当中有四名外国人，
此外还有 100 人受伤；声明中并没
有提及死伤者的国籍，亦未提到三
宗爆炸是否恐怖袭击。内政部的官
方消息往往比其他新闻源要慢。

该声明并说事发地点分别为两家餐
厅及一家超级市场；但以色列电视
台转述以色列驻开罗大使柯恩 
(Shalom Cohen) 则称，爆炸发生于
一家旅馆、一所派出局和一个市集。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称爆炸为“邪恶
的恐怖行为”，美国总统布什也称
爆炸为“恶行”。由哈马斯领导的
巴勒斯坦政府也强烈谴责爆炸的发
动者，并说这种“罪行蔑视我们的
宗教、动摇巴勒斯坦的国家安全、
且不符合阿拉伯利益。”

达哈伯邻近以色列边境，广受西方
背包客及以色列潜水员欢迎。肇事
地点往往有许多以色列旅客，不过
由于逾越节假期已过，当地的以色

列人数也相对较少。以色列当局已
经提高警戒级别，并封锁塔巴 (طاب 
/ Taba) 部分边界，禁止车辆驶进西
奈半岛。

这是近一年半内西奈半岛发生的第
三次连环爆炸。2004 年 10月 6日，
塔巴三家旅馆发生爆炸导致 34 人死
亡；2005 年 7月 23日，在旅游胜地
沙姆沙伊赫 (شرم الشيخ / Sharm el-
Sheikh) 发生的爆炸也造成至少 67
人丧生。连同星期一的连环爆炸，
三次爆炸事件均发生于埃及当地的
节日。

半岛电视台播出最新拉登录音
带
半岛电视台播出了最新本拉登的录
音带，美国证实说，他们相信这盘
录音带确来自拉登本人。这是自
2006 年出现的第二个本拉登的录音，
也是一月以来的第一个。

在录音中，拉登称西方从经济上孤
立新选出的哈马斯领导下的巴勒斯
坦是与伊斯兰世界宣战，同时，他
也指伊拉克局势以及苏丹的达尔福
尔地区麻烦不断进一步证明“犹太
复国主义‘正进行’讨伐之战”，
他呼吁民兵前往达尔福尔，加入那
里的战斗。

本拉登在录像带里说西方国家的国
民与西方国家政府一样对“犹太复
国主义对伊斯兰发动的讨伐之战”
负有责任。

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本拉登以录
音而不是录像形式发言，显示基地
组织领导人在美军压力下已经疲于
奔命。民主党人士则指出，这盘录
音带再度证实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
彻底失败。

在录音被证实属拉登后不久，苏丹
政府和巴勒斯坦哈马斯政权纷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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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称拉登讲话不代表他们的立场。
苏丹政府表示对任何形式针对西方
世界的“圣战”不感兴趣；巴勒斯
坦哈马斯政权也称希望与西方建立
友好关系。不过哈马斯政权同时要
求美国“消除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
”。

香港著名足球劲旅南华下季将
面对 23 年来首次降班
曾经夺得 27 次香港甲组足球联赛冠
军及有 96 年历史的香港著名老牌球
队南华足球队，在最后一场甲组联
赛一度被公民领先之下，最后只能
凭前锋欧伟伦的十二码打成一比一
平手，结果 14 战得 13 分，排名只
能得到联赛榜八枝球队的尾二位置，
令球队 23 年来首次降落乙组联赛。
一众南华球员无奈地接受事实，包
括效力多年的前香港代表队成员欧
伟伦。由于大批南华球迷入场为球
队打气，该场赛事入座人数高达
3224 人，创下今季香港甲组联赛最
高入座纪录。

南华过去造就了不少香港伟大足球
员的诞生，因此又称为“少林寺”。
而南华拥有自己的训练营地，更是
香港球会中是独一无二的。南华过
去亦一直是香港最受欢迎的球会，
夺得职业球队中最多的 27 次香港甲
组足球联赛、19 次香港足球高级银
牌（只计战后）、8 次香港足球总
督杯、8 次香港足球总会杯和 1 次
香港足球总会联赛杯的冠军；曾两
次（87/88 年及 90/91 年）囊括联赛、
银牌、总督杯及足总杯 4 大锦标，
2000 年更获亚洲足协选为每月的杰
出球会。

北韩请韩国支援五十万吨大米
韩国媒体说，平壤请求首尔支援 50
万吨大米，帮助缓解北韩长期的粮
食短缺局面。媒体援引一位韩国官
员的话说，北韩星期一在平壤举行
的南北韩高级会谈上提出这一请求。
这位官员说，北韩还再次提出请韩
国运送 30万吨化肥的要求。韩国今
年已经向北韩运送了 15万吨化肥，
但是还没有决定是否继续运送化肥。

参加会谈的韩国谈判人员敦促北韩
重返有关北韩核项目的六方会谈。

韩国要求北韩释放韩国方面认为被
强行扣留在北韩的几百名韩国战俘
与平民。星期五开始的南北韩会谈
定于星期一结束。

尼泊尔共产党武装与政府军交
火
尼泊尔共产党武装毛派游击队的数
百名成员在一个名叫朝塔拉的城镇
与当地政府军发生交火，政府军与
共产党武装的战斗持续了 6 个小时，
至少 9 人被打死。这次行动似乎是
一次大规模攻击，毛派武装攻击了
当地政府部门和监狱。

尼泊尔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主要
是尼泊尔大片农村，而朝塔拉所在
的地区据称是共产党武装根据地之
一。

由于近来反对国王贾南德拉的抗议
活动席卷全国，共产党武装宣布不
对首都加德满都发动袭击。在加德
满都星期日，警方与示威者发生冲
突，造成至少 35 人受伤。星期一白
天尼泊尔再次进行戒严，不过反政
府示威者仍然继续走上街头，抗议
贾南德拉解散政府亲自执政。过去
数天，数以万计的群众漠视戒严令
举行示威，要求恢复民主。

在尼泊尔，共产党的暴力武装斗争
已经持续了 10 年，造成 1.3万人死
亡。毛派游击队宣称目标是发动人
民战争，推翻尼泊尔君主专政。毛
派游击队过去经常利用毛泽东农村
包围城市战术，攻击尼泊尔军营跟
警察哨所，在市区制造爆炸。

不过，中国说，毛派游击队和毛泽
东没有关系，并且他们的理念违背
毛泽东思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重大改
革方案
存在已经 61 年历史的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 184 个成员国今天批准了一
套改革方案，该套改革方案将加强
该组织对各国货币兑换率的政策监
管,并增加如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新兴
市场国家在决策过程中的声音。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改革后将更着重
于危机的预防，而不是危机的解决。

国际基金组织此前一直面临要求改
革的呼声，要求改革者认为，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只有进行改革才能更
好的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经济。

此次改革使得中印等国发言权得到
增加；加强对汇率的监管的改革也
受到了美国的欢迎。但是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周小川此前警告，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干涉主权国家的
货币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属的政策制定
委员会已经要求总裁拉托提出关于
成员国投票分配的改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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