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当局指责媒体散布不实消息
“国家运转正常，没必要担忧”

叙利亚新闻部长奥姆兰·祖阿比6日指责
一些媒体散布关于叙利亚局势的“不实”消息，
称国家一如既往地正常运转，“完全没有担忧
的必要”。

祖阿比当天发表声明说，一些卫星电视上
播出的有关叙利亚局势进展和高级官员动向
的消息，99%都是出于别有用心的“可悲而绝
望的企图”。 他说：“一些人逃往国外不会改变
也不会影响国家所走的道路，不管这些人级别
多高、地位多显赫。”

祖阿比称，叙利亚有很多人才，足以填补
叛逃人员的位置。 他指责“非法抛下工作并外
逃”的行为是逃避责任和缺乏政治和国民意识的
表现，是个人行为，与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无关。

法国将向叙利亚邻国派军医

法国政府6日说， 将向约旦与叙利亚交界
地区派遣军医，协助约旦帮助叙利亚难民。

法国总统府在声明中说，法方已获得约旦
政府“完全许可”，将派遣军医和非军事人员前
往约叙边境地区，本周末之前建立医疗设施。

大量叙利亚人逃往邻国，躲避国内冲突。联
合国难民机构登记的叙利亚难民大约有12万
人。法国主张制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
权，是强行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的国家之一。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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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十四岁以后，骨关节软骨、半月板退化、磨
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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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者关节积水肿胀变
形，不敢打弯，据统计饱受这种病痛折磨的患者在
全国高达八千万之众。医院除开止疼药之外大多建
议换关节。

而在黔南民间有种流传千年之久的妙方“百灵
奇草神贴”， 单靠此方久居群山中勤苦劳作的诸族
百姓上了年纪后竟可轻易摆脱形形色色的的骨病
折磨。 贵州军医大师谭永海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该方含有大量生物活性酶，其药物搭配独具一
格，其它方剂重在活血化瘀，而该方着重点却在破
血清淤，疏经通络，促进骨细胞合成再生修复软骨，

凡是颈腰椎病、腰疼腿麻、特别是膝关节退行性病
变、骨质增生、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的病
人一用就灵，疼痛几天就能消失，连用一月，软骨
修复，滑膜完好，跑步、逛公园、做家务一切正常，
效果出奇的好。
“百灵奇草神贴”已经获得国家药监部门批准，大规

模投入生产，上市销售，患者反映强烈，好评如潮。 见报
三日内可享买 5送 1、10送 3、20送 8特大优惠。
健康热线：0731———89871315���89908599
地址：长沙市火车站对面晓园数码城一楼：仁寿堂
药号、东塘西养天和星城大药房。 湘雅附二医院西
斜对面：海川新特药店
市内送货 全国免费邮寄药到付款

“膝关节病”一生只需一种药
该方特别适用于“膝关节病”治一个好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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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航天署7日说， 当天早
晨入轨失败、目前处在应急过渡轨道的
两颗卫星已失去控制，未来将成为太空
垃圾。

俄新社引用俄航天署发言人的话
说：“根据现有的初步信息，两颗卫星已
经失去控制，尽管地面跟踪设备可以观
察到它们。从种种迹象来看，已经无法
进一步修正卫星的运行轨道，它们将成
为对其他航天器构成潜在威胁的太空
垃圾。”同时，俄飞行控制中心说，未入
轨的卫星目前处于近地点266.7公里、远
地点5020公里的轨道上，不会对国际空
间站构成威胁。空间站暂时没有进行规
避操作的打算。

俄罗斯“质子-M”火箭6日晚携带
俄“特快列车-MD2”通信卫星和印度尼
西亚“电信-3”通信卫星从拜科努尔发
射场升空。在火箭第三级与有效负载完
成分离后，由“微风-M”轨道加速器继
续推送卫星入轨。但在加速器第三次点
火后， 本应工作18分5秒的动力装置仅
运转7秒便停止工作， 导致卫星未能进
入预定轨道。

“微风-M”轨道加速器由赫鲁尼切
夫国家航天研究和生产中心研制，2001
年4月首次使用在“质子-M”火箭上。它
最多可以进行8次点火， 在太空飞行不
少于24小时，帮助卫星进入低、中、高和
地球同步轨道。使用这种设备的主要目
的是增加运载火箭的有效负载重量。

“推特”用户传谣巴沙尔身亡
“推特” 一名用户6日自称俄罗斯内务部

长弗拉基米尔·科洛科利采夫，“援引”俄罗斯
驻叙利亚大使谢尔盖·基尔皮琴科的话发布
微博，称巴沙尔“可能遇害或者受伤”。

这条微博随后在互联网迅速传播，一度影
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 俄罗斯内务部立即辟
谣，说科洛科利采夫从来没有开设推特账户。

俄罗斯驻叙利亚大使馆新闻专员阿尔乔
姆·萨韦利耶夫告诉路透社记者，大使从没说
过这类话。

那名“推特”用户不久后再次发微博，称
“这个账号是恶作剧”。 它没有说明发布谣言
的目的。

随着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兴起， 网络谣言
近年来层出不穷。以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例，民
间组织“事实核查”网站统计，自2008年3月到
今年3月，有30多条涉及他的谣言经互联网传
播，其中“奥巴马不是美国公民、没有资格竞
选总统” 的传言迫使奥巴马竞选团队不得不
公开他的出生证明。

约旦否认被解职叙总理入境
约旦政府发言人兼新闻大臣萨米·马亚

塔6日在首都安曼否认刚刚被解职的叙利亚
总理希贾卜从叙利亚逃到约旦境内的消息。

这位发言人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 到目
前为止希贾卜没有进入约旦境内。

当天早些时候，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
希贾卜发言人穆罕默德·阿特里的话说，希贾
卜现已脱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
并在“叙利亚自由军”的保护下抵达约旦。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巴沙尔总统6
日宣布免去希贾卜总理职务， 并任命第一副
总理奥马尔·格拉万吉为临时总理。

俄两颗卫星发射失败

美国纽约州金融监管当局6日指认
英国渣打银行与伊朗当局“合谋”，在近
10年间隐藏与伊朗关联的金融交易，总
额达2500亿美元。

路透社评论， 美方把渣打定性为
“流氓机构”，威胁吊销它在纽约的银行
牌照，是罕见动作，可能意味着切断这
家英国金融企业与美国银行业市场的
准入渠道。

纽约州金融管理部门6日说，2001
年至2007年，渣打银行涉嫌通过隐藏交
易代码等技术手段帮助伊朗银行和企
业躲避美方监管。

纽约州金融管理部门2011年10月
设立，取代先前撤销的两大金融保险业
监管机构，行使金融监管职能。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严密监控与
伊朗银行的金融交易，将特定伊朗机构
列入金融制裁名单，担心这些机构利用
美国银行系统资助伊朗核计划或者恐
怖组织。

监管当局估计，截至财政部发布禁
令，渣打银行涉嫌隐藏的伊朗关联交易
大约6万次，获得数以亿计美元的利润。

渣打银行1853年创建，总部位于伦
敦，主要业务集中在亚洲、非洲和中东
等新兴市场。 ■均据新华社

渣打被指与伊朗合谋
隐藏2500亿美元交易

巴沙尔身亡？
微博恶作剧！
俄罗斯官员紧急辟谣

微博客网站“推特”一名

用户6日假冒俄罗斯官员，称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可能身亡， 俄罗斯官员随后

辟谣。 同一天，约旦政府否认

刚刚被解职的叙利亚总理逃

到约旦境内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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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在叙利亚阿勒颇的中部地区，一
名反政府武装士兵跑步寻找掩护。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