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年 4 月 25 日 你也可以撰寫的自由新聞源！ 第 1 頁

頭條新聞
埃及達哈伯連環爆炸 逾百人
傷亡
埃及西奈半島度假勝地達哈伯星期
一晚上發生三宗連環爆炸；救援及
保安人員稱爆炸造成至少 22 人死
亡，超過 100 人受傷。

半島電視臺播出最新拉登錄音
帶
半島電視臺播出了最新本拉登的錄
音帶，美國證實說，他們相信這盤
錄音帶確來自拉登本人。

特稿
尼泊爾共產黨武裝與政府軍
交火
尼泊爾共產黨武裝毛派游擊隊的數
百名成員在一個名叫朝塔拉的城鎮
與當地政府軍發生交火，這次行動
似乎是一次大規模攻擊，毛派武裝
攻擊了當地政府部門和監獄。

歷史上的今天
1644 年：中國明朝崇禎帝自縊身亡，
明朝滅亡。
1792 年：法國首次使用斷頭台執行
死刑。
1886 年：中法簽訂越南邊界通商章
程。
1898 年：美國向西班牙宣戰，美西
戰爭爆發。
1945 年：二戰：蘇聯紅軍和盟國軍
隊在托爾高會師。
1945 年：聯合國成立。
1957 年：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
會在廣州舉行。

埃及達哈伯連環爆炸 逾百人傷
亡
埃及西奈半島度假勝地達哈伯
星期一晚上發生三宗 (Dahab / دهب)
連環爆炸；救援及保安人員稱爆炸
造成至少 22 人死亡，超過 100 人受
傷。

三宗爆炸約於當地時間下午 7:15 
(1715 UTC) 發生，地點分別為旅遊
區；由於事發於傍晚時分，該區人
流甚多。事發後，街上滿佈雜物及
肢體，超過 20 輛救護車及警車趕到
現場協助救援。

西奈半島救援隊的一名醫生 Said 
Essa 表示，單是在他趕赴的 el-
Khaleeg 旅館現場就已經有 150 人受
傷。一名救援人員也說，死者中有
許多外國人。

而埃及內政部發表的官方聲明則說
共有 10 名死者，當中有四名外國人，
此外還有 100 人受傷；聲明中並沒
有提及死傷者的國籍，亦未提到三
宗爆炸是否恐怖襲擊。內政部的官
方消息往往比其他新聞源要慢。

該聲明並說事發地點分別為兩家餐
廳及一家超級市場；但以色列電視
台轉述以色列駐開羅大使柯恩 
(Shalom Cohen) 則稱，爆炸發生於
一家旅館、一所派出局和一個市集。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稱爆炸為「邪惡
的恐怖行為」，美國總統布希也稱
爆炸為「惡行」。由哈馬斯領導的
巴勒斯坦政府也強烈譴責爆炸的發
動者，並說這種「罪行蔑視我們的
宗教、動搖巴勒斯坦的國家安全、
且不符合阿拉伯利益。」

達哈伯鄰近以色列邊境，廣受西方
背包客及以色列潛水員歡迎。肇事
地點往往有許多以色列旅客，不過
由於逾越節假期已過，當地的以色

列人數也相對較少。以色列當局已
經提高警戒級別，並封鎖塔巴
部分邊界，禁止車輛駛 (Taba / طاب)
進西奈半島。

這是近一年半內西奈半島發生的第
三次連環爆炸。2004 年 10月 6日，
塔巴三家旅館發生爆炸導致 34 人死
亡；2005 年 7月 23日，在旅遊勝地
沙姆沙伊赫 (شرم الشيخ / Sharm el-
Sheikh) 發生的爆炸也造成至少 67
人喪生。連同星期一的連環爆炸，
三次爆炸事件均發生於埃及當地的
節日。

半島電視臺播出最新拉登錄音
帶
半島電視臺播出了最新本拉登的錄
音帶，美國證實說，他們相信這盤
錄音帶確來自拉登本人。這是自
2006 年出現的第二個本拉登的錄音，
也是一月以來的第一個。

在錄音中，拉登稱西方從經濟上孤
立新選出的哈馬斯領導下的巴勒斯
坦是與伊斯蘭世界宣戰，同時，他
也指伊拉克局勢以及蘇丹的達爾福
爾地區麻煩不斷進一步證明「猶太
復國主義『正進行』討伐之戰」，
他呼籲民兵前往達爾福爾，加入那
裡的戰鬥。

本拉登在錄像帶里說西方國家的國
民與西方國家政府一樣對「猶太復
國主義對伊斯蘭發動的討伐之戰」
負有責任。

美國白宮發言人表示，本拉登以錄
音而不是錄像形式發言，顯示基地
組織領導人在美軍壓力下已經疲於
奔命。民主黨人士則指出，這盤錄
音帶再度證實布希政府的反恐戰爭
徹底失敗。

在錄音被證實屬拉登後不久，蘇丹
政府和巴勒斯坦哈馬斯政權紛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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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稱拉登講話不代表他們的立場。
蘇丹政府表示對任何形式針對西方
世界的「聖戰」不感興趣；巴勒斯
坦哈馬斯政權也稱希望與西方建立
友好關係。不過哈馬斯政權同時要
求美國「消除對伊斯蘭世界的偏
見」。

香港著名足球勁旅南華下季將
面對 23 年來首次降班
曾經奪得 27 次香港甲組足球聯賽冠
軍及有 96 年歷史的香港著名老牌球
隊南華足球隊，在最後一場甲組聯
賽一度被公民領先之下，最後祇能
憑前鋒歐偉倫的十二碼打成一比一
平手，結果 14 戰得 13 分，排名祇
能得到聯賽榜八枝球隊的尾二位置，
令球隊 23 年來首次降落乙組聯賽。
一眾南華球員無奈地接受事實，包
括效力多年的前香港代表隊成員歐
偉倫。由於大批南華球迷入場為球
隊打氣，該場賽事入座人數高達
3224 人，創下今季香港甲組聯賽最
高入座紀錄。

南華過去造就了不少香港偉大足球
員的誕生，因此又稱為「少林寺」。
而南華擁有自己的訓練營地，更是
香港球會中是獨一無二的。南華過
去亦一直是香港最受歡迎的球會，
奪得職業球隊中最多的 27 次香港甲
組足球聯賽、19 次香港足球高級銀
牌（只計戰後）、8 次香港足球總
督盃、8 次香港足球總會盃和 1 次
香港足球總會聯賽盃的冠軍；曾兩
次（87/88 年及 90/91 年）囊括聯賽、
銀牌、總督盃及足總盃 4 大錦標，
2000 年更獲亞洲足協選為每月的傑
出球會。

北韓請南韓支援五十萬噸大米
南韓媒體說，平壤請求首爾支援 50
萬噸大米，幫助緩解北韓長期的糧
食短缺局面。媒體援引一位南韓官
員的話說，北韓星期一在平壤舉行
的南北韓高級會談上提出這一請求。
這位官員說，北韓還再次提出請南
韓運送 30萬噸化肥的要求。南韓今
年已經向北韓運送了 15萬噸化肥，
但是還沒有決定是否繼續運送化肥。

參加會談的南韓談判人員敦促北韓
重返有關北韓核項目的六方會談。

南韓要求北韓釋放南韓方面認為被
強行扣留在北韓的幾百名南韓戰俘
與平民。星期五開始的南北韓會談
定於星期一結束。

尼泊爾共產黨武裝與政府軍交
火
尼泊爾共產黨武裝毛派游擊隊的數
百名成員在一個名叫朝塔拉的城鎮
與當地政府軍發生交火，政府軍與
共產黨武裝的戰鬥持續了 6 個小時，
至少 9 人被打死。這次行動似乎是
一次大規模攻擊，毛派武裝攻擊了
當地政府部門和監獄。

尼泊爾共產黨武裝控制的地區主要
是尼泊爾大片農村，而朝塔拉所在
的地區據稱是共產黨武裝根據地之
一。

由於近來反對國王賈南德拉的抗議
活動席卷全國，共產黨武裝宣佈不
對首都加德滿都發動襲擊。在加德
滿都星期日，警方與示威者發生衝
突，造成至少 35 人受傷。星期一白
天尼泊爾再次進行戒嚴，不過反政
府示威者仍然繼續走上街頭，抗議
賈南德拉解散政府親自執政。過去
數天，數以萬計的群眾漠視戒嚴令
舉行示威，要求恢復民主。

在尼泊爾，共產黨的暴力武裝鬥爭
已經持續了 10 年，造成 1.3萬人死
亡。毛派游擊隊宣稱目標是發動人
民戰爭，推翻尼泊爾君主專政。毛
派游擊隊過去經常利用毛澤東農村
包圍城市戰術，攻擊尼泊爾軍營跟
警察哨所，在市區製造爆炸。

不過，中國說，毛派游擊隊和毛澤
東沒有關係，並且他們的理念違背
毛澤東思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批准重大改
革方案
存在已經 61 年歷史的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的 184 個成員國今天批准了一
套改革方案，該套改革方案將加強
該組織對各國貨幣兌換率的政策監
管,並增加如印度和中國這樣的新興
市場國家在決策過程中的聲音。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改革後將更著重
於危機的預防，而不是危機的解決。

國際基金組織此前一直面臨要求改
革的呼聲，要求改革者認為，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祇有進行改革才能更
好的適應快速變化的世界經濟。

此次改革使得中印等國發言權得到
增加；加強對匯率的監管的改革也
受到了美國的歡迎。但是中國人民
銀行行長周小川此前警告，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不應該干涉主權國家的
貨幣政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屬的政策制定
委員會已經要求總裁拉托提出關於
成員國投票分配的改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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