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人死亡，248人受伤，一场足球赛看起来
更像是血腥屠杀。

一些目击者2日指认，埃及东北部塞得港1
日晚发生的球迷骚乱事件缘于警方有意纵容。

埃及数千名示威者3日包围首都开罗内政
部大楼，向当局讨说法，要求解释此前两天发
生的球迷骚乱事件。

冲突 讨要说法 千人受伤

数千名球迷2日晚聚集到开罗解放广场附
近的内政部大楼前， 高呼反对警察的口号，抗
议警方在1日塞得港体育场发生的骚乱事件中
工作不力。 警察多次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防
止他们冲击内政部大楼。

示威者于3日上午包围内政部大楼， 继续
讨要说法。自2日示威开始，示威者与警方发生
冲突，致伤至少1000人。路透社记者描述，在示
威者包围内政部期间，内政部附近原本经常拥
堵的街区不再有机动车行驶，只见往返运送伤
员的救护车。

另外，在埃及东北部城市苏伊士，警方使
用枪械阻止试图冲入警察局的示威者，两名示
威者死亡。

追责 警方纵容 高官落马

不少目击者说，比赛结束后，一些主队球
迷手持刀具、棍子和石头，追逐客队球迷。大多
数部署在比赛现场的防暴警察没有制止。

赴体育场观看比赛的塞得港居民穆赫塔
尔说：“安保力量缺失不正常。”一名自称“穆罕
默德” 的年轻人说：“安全部队什么也没做。他
们让那些人自由进入赛场，搜查工作不到位。”

埃及人队球迷穆斯利赫说，他看到体育场
中有“暴徒手持武器”，那里驻守的警方人员却
较少。“我们应该庆祝胜利，而不是去杀人。”

美联社援引一些目击者的说法，塞得港警
方有意纵容主场球迷滋事，从而达到报复客场
球迷的目的。 埃及总检察长2日下令拘押两名
警方高官，以进一步调查骚乱事件。

总理宣布，政府已解散埃及足球联合会并
接受塞得港行政长官的辞呈。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偶
发的球迷骚乱事件，背后有黑手操纵。

回忆 灯光熄灭，互相残杀

塞得港埃及人队1日晚在塞得港体育场主
场3比1战胜来自首都的阿赫利队。赛后，上万
主队球迷冲进球场内，殴打客队球员和球迷。

据称,骚乱起始于两个球队球迷间相互挑
衅，口角最终升级为肢体冲突。

阿赫利队球迷加法尔回忆， 骚乱期间，体
育场灯光一度熄灭，全场漆黑一片。“我们惊讶
于警方能让他们（主队球迷）轻而易举地追过
来，他们人数实在太多。”加法尔在一家微博客
网站留言说，当阿赫利队球迷想通过走廊逃出
体育场时， 却发现门已经上锁。“人们叠在一
起，相互拥挤，因为没有出口。”

另一名阿赫利队球迷回忆，体育场灯光熄灭
后，剩下的人便开始“互相残杀”，“我们走下台阶，
想要出去，每个人都推推搡搡。在我下面至少有3
个人，每个人都推开别人，这样才能喘口气”。

3日下午， 中国政府赴苏丹营救人质
工作组已从南苏丹首都朱巴返回喀土穆，
将继续与北南苏丹双方加强协调和沟通，
全力争取尽早安全释放我被“苏丹人民解
放运动(北方局)”武装扣押的人质。

另据3日出版的《苏丹人报》援引苏丹
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的话说，在政府军解
救行动中与叛军交火时被流弹击中头部
的一名中国人所处位置已被确定在“马格
拉哈”地区，但由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武
装在该地区及周围埋设了许多地雷等爆
炸物，苏方仍暂无法进入该区。目前，29名
中国人质以及和他们一起被绑架的7名苏

丹人的所处位置，已初步被确定在“恩图曼
山”地带。

苏丹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北方局）发言人1日否认该组织为释放中方
人员提出任何条件。他说，“苏丹人民解放运
动”已成立高级委员会，专门研究“在什么时
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把这些中国工人
交给什么人”的问题。

有媒体报道，反政府武装要求中国说服
苏丹政府停止军事清剿，并帮助开辟“人道
走廊”获取急需援助，“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
足，中国工人们会被安全释放。”但这些要求
2日被苏丹政府断然拒绝。 ■综合新华社

苏丹政府：初步确定人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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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关节病，主要是关节软骨退变,对关节保护作
用降低,引发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化、游离骨、半
月板损伤等。很多人变得步履蹒跚，上下楼关节疼痛，
不敢使劲，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蹲不下，
站不起，严重者关节积水肿胀甚至变形。

北京协和退休医师侯廷翰肩负使命，60年如一日
专攻此类疾病，他依据“人间有种病，地上就有一种草”
的中医理念，对元代云南民间奇方做了大量研究，终有
良药“仙草骨痛贴”问世。配方中他大胆创新，使用了大
剂量的白及、白芷以及土虫、三七、羌活外加牛膝、地风
等引经之物，独创穴位给药、透皮吸收之新法，一举突
破了由于关节软骨是无血管组织、 口服药物无法进入
病灶的医学难题， 使受损软骨的每一个细胞都完全置
于药物的全面滋养之中“关节疼痛用仙草，赛过神仙不
怕老”已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口头禅。

“仙草骨痛贴”不能包除百病，包装盒上白纸黑字
明确标注： 专门针对久治不愈的膝关节骨质增生、滑
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风湿类风湿。 一个疗程
18天,轻症仅需 8盒,顽重症 14盒。

另有尖端产品 " 陈氏透骨祛痛贴 " 专治； 椎间盘
突出、椎管狭窄、椎体滑脱、椎体增生，腰痛，坐骨神经
疼，腿麻木无力，肌肉萎缩，走不成路，术后截瘫等顽
重症患者！

骨科热线：0731-86541983�市内免费送货！ 外地
邮寄，药到付款！

地址：长沙市解放西路省人民医院对面六谷大药
房专售！ 五一路平和堂药号，东塘平和堂药号，河西
新一佳通程药号

株洲： 株洲市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株洲市平和
堂药号（火车站附近）

老中医 60 年“专治”骨关节病
春节期间特大优惠：买 5 送 2��买 10 送 5�买 20 送 11

研究表明：帕金森是一种慢性、进行性
疾病，医学界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根本
病因是大脑内多巴胺神经受损所致。 患者
最初轻微手抖，易忽视；不控制 5-8 年后
将发展到Ⅲ期：手抖拿不稳碗筷，身体僵
直，抬腿困难、身体前倾，拖步，是治疗关
键期；Ⅲ期过后发展迅速，一般 1-2 年就
会瘫痪在床。

湖南数千患者采用帕金森综合治疗
康复方案（联合使用神经生长因子 NGF

和神经节苷脂 GM�，再生修复受损神经，
并配合专业理疗和心理疏导方法） 手抖
身僵现象消失， 生活自理， 甚至能做家
务。

通知： 为帮助更多患者摆脱手抖身
僵？ 近期鞠主任将为患者制定 721 康复方
案， 届时专业理疗师亲自指导康复手法，
免费赠送 1 本《帕金森康复手册》含众多
康复技巧。

康复热线：400-025-0499

帕金森患者特别关注
千名帕金森患者告别手抖身僵过开心年

埃及球迷骚乱事件蔓延 警方被指有意纵容

球迷示威者包围内政部讨说法

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阿维夫·
科哈维2日说， 伊朗所有的浓缩铀足以制
造4枚原子弹。他认为，如果伊朗有意，可
能需要大约一年制造出核弹。

科哈维当天在海尔兹利亚战略事务会
议上说：“伊朗已积累超过4吨浓度为3.5%
的浓缩铀和近100公斤浓度为20%的浓缩
铀。这一数量的材料足够制造4枚原子弹。”

依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去年11月发布的
报告,伊朗共计有大约5吨低纯度浓缩铀和
73.7公斤纯度为20%的浓缩铀。 伊朗称将
把纯度为20%的浓缩铀用于建设研究用反
应堆，以治疗癌症患者。西方官员质疑伊朗
说法，怀疑后者没有相关技术能力。

当天同样出席会议的以色列战略事务
部长摩西·亚阿隆谈到伊朗的核设施。 他说，
这些设施据信埋于地下，防卫森严，但并不能
对攻击“免疫”。

以色列称伊朗能造4枚核弹

按理说，警察是法律的执
行者， 是社会安定的维护者。
在有警察维持秩序的情况下，
骚乱为何还会发生并且愈演
愈烈？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这
折射出埃及社会转型期所遭
遇的困境。

埃及发生巨变后，各种政
治势力争斗不休，民众的信任
感和社会的安全感日益减弱，
民怨增加。即便没有塞得港足
球比赛的导火索，人们也会在
其他场合发泄自己的不满和
愤恨。骚乱凸显了警察与民众
之间的对立情绪， 可以预料，
如果不采取果断和强有力的
安全措施，埃及各城市街头的
骚乱、抗议甚至流血事件还会
继续发生。

由此看来，塞得港足球悲
剧绝不是球迷闹事那么简单，
事件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值得关注。这是社会转型期社
会管理和法制建设没有及时
跟上、人心浮躁和社会安全局
势恶化的一个缩影。

正如许多阿拉伯媒体报
道所说，埃及国内局势步入一
个新的动荡期。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

2月2日，示威者在埃及首都开罗内政部大楼外参加示威活动。埃及警察与示威者2日在首都开罗发生冲突，警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示
威者，冲突造成388人受伤。 新华社 图

仅仅是球迷闹事？
没那么简单！

关注被劫持中国工人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内
修斯指出，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在接受其
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有很大可能性”将在今年
4-6月袭击伊朗核设施， 因为以方认定伊朗那
时已经进入着手制造核弹的阶段。这是美国首
次提出如此明确的时间表。 ■综合新华社

美首次明确提袭击伊朗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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