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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大亨被殺一年
與西方角力未了
拉登被殺，「基地」頓失精神領袖，暴
力聖戰亦在阿拉伯世界失去號召。正當西
方社會鬆一口氣之際，拉登更宏遠的計劃
卻出乎意料地成功，他將「基地」非暴力
化，使其思想更為大眾所接受，並把穆斯
林世界遠離西方影響。拉登雖死，但他與
西方的角力遠未結束。
眾所周知，「基地」以自殺式襲擊等極
端手段對抗美國及其盟友，但其實早在死
前一年，他就竭力推動「基地」改革，嘗
試洗脫血腥和暴力色彩，重新融入伊斯蘭
教主流思想。據報他很擔心殺害穆斯林會
玷污「基地」形象，甚至建議組織改名。
他的心頭大石是「
『基地』成為純粹武裝分
子的代名詞，失去統一民族的更高理念」
。

拉登追求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更純潔、更
伊斯蘭化的政府，其成功之處在埃及可見
一斑。該國去年初推翻親美總統穆巴拉克
後，出現「選舉拉登主義」
，穆斯林兄弟會
等認同拉登的政治組織逐漸掌權。曾於
1993年企圖炸毀紐約世貿中心不果的「伊
斯蘭集團」
，在埃及改頭換面，成立「建設
及發展黨」
，取得國會13個議席。
後拉登時代的伊斯蘭運動能否持續非暴
力化，敘利亞是最大考驗。敘總統巴沙爾
可能令運動更趨激進，拉登繼任人扎瓦希
里曾試圖借助敘反對派，重振「基地」聲
威，但難免在穆斯林之間觸發暴力衝突，
而這正是拉登所不願見。無論如何，「基
地」已逐漸成為敘反對派中一股不容忽視
的力量。
■《華盛頓郵報》/《紐約每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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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擴張 美大選蒙陰影

■美國海豹特擊隊去年5月2日在奧巴馬下令下，在巴國大宅擊殺拉登，其後片段可見拉登睡房內血漬斑斑。

恐怖組織「基地」領袖拉
登去年5月2日遭美軍海豹突
擊隊擊殺，被殺一年以來，
未見有大型恐襲發生，但有
軍事專家稱，「基地」的新
動激勵，正致力重組、擴
張並策劃新的恐
襲，分支襲擊
行動有增無
減。拉登雖
死，美國卻
未能安枕無
憂，反恐議題

勢將籠罩年底美國

大選，可謂拉登死後，也要

「詛咒」爭取連任的奧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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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早已疲於應付美軍10年來的清剿行

在，組織已無力發動如「911」般的大型恐襲。但美
國特種部隊情報顧問指出，「基地」仍蠢蠢欲動，由
分支發動的恐襲正在增加；在也門，「基地」分子更
成功佔領大片地區。

英美密謀2014年與塔利班協議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副主任卡迪洛稱：「每個
恐怖組織都會在勢力範圍內，尋找機會損害西方利
益，但它們的目的、能力不盡相同。」分支將造成甚
麼影響，難以預料，故「反恐」勢將成為總統大選中
的討論熱點。
去年，美國在拉登藏身的大屋中發現一批文件，顯
示拉登、其繼任人扎瓦希里及塔利班領袖奧馬爾關係
密切，經常討論如何聯合攻擊在阿富汗的北約部隊。
英國首相卡梅倫、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皆曾表示，在
2014年西方部隊撤出阿富汗後，如何與塔利班達成一
定政治共識，將是維持阿富汗局勢穩定的關鍵。
美方新戰略將是「小規模、聰明且隱閉地反恐」，
避免高調入侵他國領土，以免弄巧反拙，令更多人投
身恐怖組織。美國相信，扎瓦希里目前正藏匿在巴基
斯坦山區，但因美方去年緝捕拉登時擅自行動，之後
又在巴國邊境誤殺巴兵，兩國關係僵持不下。巴國拒

■拉登之死未
令「基地」倒
下，反恐議題
勢令奧巴馬傷
腦筋。
絕協助，大大增加美方緝捕扎瓦希里的難度。

拜登克林頓：羅姆尼不敢下令行動
拉登之死被視為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政治勝利，他去
年下令射殺拉登，如今距離大選只有半年，他仍從當
時的決定獲取「紅利」，成為主要競選籌碼。副總統
拜登、前總統克林頓就質疑，若是共和黨總統參選人
羅姆尼話事，他就不敢冒險下令行動，拉登則會繼續
逍遙法外。
■《泰晤士報》/《衛報》

美防長：出擊之夜「一額汗」

《星期日泰晤士報》近日報道，去年白
宮在決議執行海豹突擊隊(SEAL)第6小隊擒
殺拉登行動前，經歷長達數月的漫長辯
論，甚至在最後階段，正反人數仍然參
半。行動終由奧巴馬一鎚定音。

行動與否爆激辯

2010年8月，美國中情局(CIA)首次向國防
部長帕內塔通報，在巴國阿伯塔巴德發現
佈局嚴謹、狀似堡壘的建築，懷疑拉登藏
身於此。由於拉登近身信使經常拜訪這幢
被18呎高牆重重圍繞的建築，美國愈來愈
相信，每日定時在園中散步、卻總是藏頭
露尾的神秘男人，就是拉登。
其後數月，帕內塔一直希望弄清楚住客
身份，卻苦無進展。情報人員的建議五花
八門：扔臭氣彈、潛進污水渠安裝儀
器，更有人提議來場「大龍
鳳」
，以擴音器假扮
正門
真主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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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

資料圖片

「基 動，拉登被殺對它來說更是致命一擊，現

一代受到過往組織的殺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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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基地」非暴力化 在埃見一斑

責任編輯：孔惠萍

客房

喊話，命令建築內的人走出來。
「聯合特種作戰指揮部」
(JSOC)提議硬闖，但因建築位於
巴國，或將嚴重侵犯巴國主權。
巴國作為美國盟友，可能因此禁
止美國取道境內，為阿富汗美軍
提供補給。雖然如此，美方仍決
定秘密行動，以免巴國走漏消
息。
4月，「海豹」開始進行任務演
習。白宮在4月19日開會討論應否
發動攻擊，帕內塔及國務卿希拉 ■殺拉登當晚，海豹特擊隊直升機墜毀(下圖)，嚇得
資料圖片
里支持，但因反對者眾，與會者 希拉里掩嘴。
一直未能達成共識。至4月29日，
奧巴馬決定下令突襲，行動由海
軍中將麥克雷文指揮。5月2日凌
晨，拉登身亡。
帕內塔稱，擒殺拉登當晚，華
府一眾高層在白宮戰況室，靠觀
看屏幕獲得最新戰況。其中一架
海豹直升機失事墜毀時，希拉里
不禁單手掩口、神色焦慮。
這個經典時刻被拍下，從照片
可見，奧巴馬及其他高官皆全
神貫注看 屏幕。

巴國突爆料邀功
上周，巴國一名國防官員向
《衛報》透露，政府與中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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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2005、2006年三度聯手緝捕拉登。他
指國內三軍情報局(ISI)在盤問策動「911」
的穆罕默德時，成功確認拉登近身信使的
身份，這名信使正是促使美軍擒殺拉登的
關鍵人物。資料直至今時今日才曝光，相
信源於巴國懼怕「基地」報復。
■《星期日泰晤士報》/法新社/《衛報》

廚房

喪命地成廢墟
遊客頻訪拍攝
去年5月2日美軍海豹突擊隊在巴基斯坦
阿伯塔巴德擊殺拉登，為10年前「911」恐
襲成功復仇，宣告「正義得以彰顯」
。拉登
葬身地經歷一年光景後，惟一不同的是，
已變成遊客拍照取景勝地。
路透社攝影師走訪阿伯塔巴德，拍攝當
地前後轉變。當日拉登藏身大宅，現已被
當局炸毀，猶如廢墟，另有報道說已變成
板球場地。大宅「變身」後，不少村民高
舉鐵鎚，重擊該處一塊塊的石屎，希望能
找到有用的鐵塊。當地亦有牧羊者帶領羊
群越過拉登大宅位置的隔牆；民眾每逢周
五，都會在當地露天庭院進行宗教祈禱禮
拜，生活已復歸平靜。
■路透社

美軍海豹突擊隊擊殺拉登時刻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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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架直升機嘗試
降落時墜毀，隊
員逃生

3樓 阿邁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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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

書房

陽台

突擊隊員發現一
幢 一 層 高 建 築 2樓
物，殺死信差
「科威特」並槍
傷其妻

電腦
哈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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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隊第二架直
升機在拉登大屋
外降落；一些隊
員 在 外 把 守 ， 其 地下
餘潛入屋內

廚房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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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物室

電視室
金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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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隊員進入大
宅 ， 殺 死 「 科 威 科威特弟婦
特」弟弟及其妻
隊員爆破金屬
門，殺死拉登長
子哈立德

科威特弟弟

4
書房

6 拉登聞聲逃到樓上臥室，其妻阿邁勒小腿遭
射傷

7 拉登胸部及左眼中槍身亡

■圖盧茲槍擊案中的法
籍穆斯林槍手梅拉赫便
是「獨狼」
。 資料圖片

扎瓦希里欠魅力
難團結「基地」

■扎瓦希里

拉登死於美軍槍下，其繼任人扎瓦希里一直未有任何動靜。有專家指出，拉
登去世加上美軍多次出動無人機施襲，成功重創「基地」核心；扎瓦希里又缺
乏拉登般的領袖魅力，難以凝聚殘餘勢力，令「基地」陷於苦苦掙扎的困境。
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教授費盧表示，一直對「基地」野心給予實質支持的，正
是拉登。拉登是與眾不同的人物，出身良好家庭，甘願放棄舒適生活，一手攬
起恐怖鬥爭，扎瓦希里根本無法取代。
「基地」現已缺乏人力物力再次發動「911」般大型恐襲，故轉而致力鼓動地
區盟友繼續支持聖戰。在也門，阿拉伯半島「基地」(AQAP)多次襲擊政府軍，
更成功佔領數個城鎮；索馬里恐怖組織「青年黨」已宣誓追隨「基地」的全球
聖戰；在非洲撒哈拉沙漠邊緣國家，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亦與圖阿雷
格武裝叛軍結盟。
有見及此，美國反恐官員已表示，將更關注「基地」的地區盟友，因「這些
組織聯合起來，將遠較巴基斯坦『基地』殘餘分子危險」
。該名官員補充：「也
門的恐怖組織最令人擔心。」月前，奧巴馬授予軍方更大權力，一旦發現懷疑
與AQAP有關人物，即使身份未明，亦可發動攻擊。

網絡發動聖戰 獨狼防不勝防
「全球聖戰」轉而在網絡間盛行，希望煽動一些對在西方國家生
活不如意的穆斯林或激進分子。這些「獨狼」一旦發動攻擊，規模
雖小，但因行動難以預測，更為防不勝防。圖盧茲槍擊案中的法籍
穆斯林槍手梅拉赫便是「獨狼」
。
■法新社/《華盛頓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