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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

科的女儿叶夫根尼娅说" 季莫申科

为国际社会所给予她的支持感到欣

慰" 将继续绝食# 叶夫根尼娅说 "

德国等欧洲国家传出消息" 将抵制

在乌克兰举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 "

这令季莫申科备受鼓舞#

据德国 $明镜 % 周刊最近报

道" 当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身陷

囹圄之后 " 很多人认为 " 她的女

儿&

!"

岁的叶夫根尼娅是理想替代

者" 将替她担负起领导反对派的重

担 # 尽管叶夫根尼娅早已远离政

治 " 但为了争取母亲早日获得自

由" 她必须去战斗#

位于基辅图洛夫大街的别墅看

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个堡

垒" 高大的铁门挡住车道" 将庭院

内部和外部分开" 这里是季莫申科

的 '祖国党( 总部#

叶夫根尼娅在一间铺设了木地

板的房间里会见记者" 她的母亲曾

把这里用作会议室# 在叶夫根尼娅

看来" 她母亲的入狱纯粹是乌克兰

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报复# 叶夫根尼

娅经常出国寻求支持 " 到布鲁塞

尔& 到柏林& 到华盛顿" 叶夫根尼

娅寻求各国领导人的支持" 希望这

些国家对亚努科维奇实施强硬立

场#

叶夫根尼娅指控当局的监狱虐

待她的母亲# 除了律师" 叶夫根尼

娅是唯一能定期与季莫申科接触的

人" 在基辅" 人们需要她来领导季

莫申科留下的政党#

尽管如此 " 叶夫根尼娅表示 "

她只是勉为其难地暂时扮演这个角

色# '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 她

说 " '我只是暂时充当母亲的信

使#(

德国已经表示愿意让季莫申科

到柏林治病" 但乌克兰政府拒绝了这

一邀请# 叶夫根尼娅
#

日前往柏林"

拜会德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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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学生举行!凯撒星期日"活动#在公园内喝

得酩酊大醉后狂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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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外交

部副部长傅莹
*

日约见菲律宾驻华

使馆临时代办蔡福?" 就当前黄岩

岛事件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

傅莹说" 黄岩岛事件发生已近

一月"本应尽早平息# 我上个月两次

与你约谈" 要求菲律宾方面冷静下

来"不再采取使事态扩大化&复杂化

的行动# 但是"菲方显然没有认识到

正在犯严重的错误" 反而变本加厉

地不断扩大事态" 不但继续派公务

船在黄岩岛泻湖内活动" 而且不断

发表错误言论" 误导国内和国际公

众"煽动民众情绪"严重损害双边关

系气氛# 我们对形势难以乐观#

傅莹强调"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

领土# 希望菲方不要误判形势"不计

后果地不断推动事态升级# 鉴于菲

方不断挑衅" 中方公务船将继续对

黄岩岛海域保持警戒" 中国渔政船

也将依照中国法律对渔船进行管

理"提供服务"为中国渔民在自己的

传统渔场的生产作业提供良好的环

境# 中方敦促菲方撤走在黄岩岛海

域的船只" 绝不能再干扰中国渔船

作业" 更不得干扰中国政府公务船

依法执行公务# 中方也做好了应对

菲方扩大事态的各种准备#

傅莹说" 中方将坚持通过外交

协商解决当前事态的立场# 中方再

次敦促菲方认真回应中方关切 "尽

快回到正确道路上来#

01234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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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
'

月
)

日电!记

者 魏良磊" 据俄罗斯媒体
*

日报

道" 根据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
+

日

签署的总统令" 俄罗斯已取消对利

比亚的武器禁运#

这份总统令指出" 去年
,

月
-

日签署的第
(.+

号俄总统令禁止一

切俄罗斯机构从俄向利比亚销售&

出口和转让武器以及与其相关的各

类物资"这样的措施现在不再适用#

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不久前曾

表示"受利比亚政治局势影响"俄罗

斯与其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的总损

失达
/)

亿美元# 取消禁运后"该公

司计划与利比亚就武器贸易进行谈

判#

联合国安理会于去年
(

月和
,

月分别通过针对利比亚的第
0-*)

号和第
0-*,

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

禁飞区" 并实施资产冻结& 武器禁

运&旅行禁令等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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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大约
"455

名学

生在一个公园内狂欢作乐" 脱裤喧

哗"喝得酩酊大醉#

一些民众批评" 这些 '天之骄

子(行为令人'恶心(#

狂饮庆祝

1

月
-

日下午"这些男女学生聚

集在剑桥城中心一座公园"举行'凯

撒星期日(传统活动"庆祝夏季学期

开始#

他们用手推车整车整车地运来

酒水# 一些学生在公园里呕吐"一些

人就地小便# 一些女学生用避孕套

喝酒" 另一些女学生被同学倒提起

来"往嘴里灌酒# 一些女生摆出性感

姿势"男同学则把外裤脱至脚踝"边

跑边叫# 一名
"5

多岁的男学生饮酒

过度"不省人事# 医护人员赶到"救

治大约
,

小时"继而把他送进医院#

警方接到电话"派出警员协助#

狂欢临近尾声" 许多男女学生

喝得摇摇摆摆"几乎站不住# 一些学

生穿着内衣跳入河中或者踉跄着走

向附近的夜总会继续喝#

传统活动

'凯撒星期日(标志着夏季学期

一系列畅饮聚会开始" 许多参加者

是学校饮酒社团的成员# 按照传统"

学期考试结束后" 学生在
-

月举行

另一场狂饮派对'自杀星期日(#

'凯撒星期日 (活动中 "一项传

统节目是两个饮酒社团之间 '搏

斗(# 一个社团的主席饮下一瓶酒"

向另一个社团发起挑战# 今年"一队

学生打扮成古罗马人" 用棍子举着

一个猪头"奔赴'战场(#

这类狂欢先前在剑桥大学基督

学院的公园举行# 一名学生
6

年前

在活动中攻击一名观众遭捕" 校方

因而禁止在校内举行这类活动#

!

年

前"'自杀星期日( 聚会首次在新地

点举行# 那次活动由马格达伦学院

一个饮酒社团组织# 这一社团以饮

酒无度&纵情狂欢出名"活动内容包

括喝下养有一条金鱼的一大瓶水#

一名学生说)'这是饮酒社团最

盛大的活动之一" 一些毕业生甚至

专程赶回来参加# 许多人中午就开

始喝"差不多一整天泡在酒吧里# (

民众不满

学生们狂欢期间" 不少父母带

着孩子在公园游玩# 一些学生乱扔

酒瓶"几乎砸中孩子#当时"大约
"55

人在公园欣赏一支铜管乐队演奏 #

醉醺醺的学生毁了他们的休息日娱

乐#

特蕾西!伯顿是两个孩子的母

亲"难以相信所见到的场景#'这些学

生本应是'天之骄子("平时表现彬彬

有礼"但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让人恶

心"( 她说"'我们带着孩子在公园散

步"碰上这种派对"让我恼火#

'许多学生半裸着身子"大叫大

唱&说脏话# 他们简直无法无天"好

像没人制止他们# 我和孩子们的这

个下午完全被毁了#

6

岁的儿子说"

他再也不想到这个公园来了# (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学生承

认" 同学们的表现确实让人震惊 "

'更糟糕的是" 它们发生在公共场

合(#

这名学生同时为狂欢辩护)'大

多数人认为"辛苦一个学期"理应好

好玩玩# 就要考试了" 要复习好几

周"他们想放松一下# (

!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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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阿拉木图
'

月
*

日电

!记者 赵宇" 据哈萨克斯坦紧急情

况部
.

日透露" 一辆货车和一辆中

型客车当天凌晨在哈中部地区相

撞"造成
0+

人死亡#

这起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在哈萨

克斯坦卡拉干达州境内的 '阿拉木

图*叶卡捷琳堡( 公路第
*/,

公里

路段#当地交警部门证实"一辆韩国

双龙中型客车在行驶中突然失控并

驶入逆行车道" 随后与一辆卡玛斯

大货车迎面相撞"酿成惨祸#

哈紧急情况部表示" 这辆双龙

中型客车核载
-

人"实载
0.

人# 客

车司机和
0/

名乘客在车祸中当场

死亡" 另有一名乘客在送往医院途

中因重伤不治身亡# 货车司机和其

余客车乘客已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

救治#

据悉" 死者均为吉尔吉斯斯坦

公民#目前"哈有关部门已开始对车

祸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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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美联社
1

月
#

日说"中央情报局在'基地(头目拉

丹击毙一周年之际" 挫败一起试图

炸毁从也门飞往美国航班客机的

'内裤炸弹(阴谋#

据美联社报道"这枚新'内裤炸

弹(是
"552

年圣诞节飞往底特律航

班查获的同类炸弹升级版# 那次袭

击并未得逞" 主犯阿卜杜穆塔拉布

也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专家怀疑这

枚新炸弹也是由'基地(炸弹专家阿

西里制造"此人除制造第一枚'内裤

炸弹(外"还曾制造两枚打印机墨盒

炸弹"

"5,5

年通过货运飞机进入美

国#

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研究这枚

改进了引爆系统的最新炸弹" 看它

能否通过机场安检系统# 负责调查

的官员透露"新炸弹没有金属"也就

是说它可能通过机场金属探测器"

但还不清楚能否被新的全身扫描仪

检测出来#美联社报道"准备携带这

枚炸弹的自杀式攻击者被捕时还没

确定具体攻击航班"也没有买机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 奥巴

马总统
6

月通过安全顾问布伦南得

知这起阴谋" 要求相关部门保证炸

弹不会对公众构成威胁# %徐东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