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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昨日在白宮發表講話，宣佈巴格達迪的死
訊。特朗普表示，美軍追蹤巴格達迪已經幾個

星期，並於兩星期前開始策劃行動，又指在前日的行
動中，巴格達迪與3名孩子被美軍軍犬趕至一條掘頭
地洞，引爆炸彈背心，4人當場死亡，美軍其後證實
死者就是巴格達迪。特朗普形容巴格達迪死時「呻
吟、痛哭、慘叫」，「他不是以英雄方式，而是像個
懦夫般死去。」

俄國伊拉克相助 「僅軍犬受傷」
特朗普表示，行動中美軍雖然遇到反抗，但沒有人

員傷亡，僅有一隻軍犬受傷，又指巴格達迪兩名妻子
及多名助手同時被殺，確實人數將在未來幾日確認。
特朗普又感謝其他國家協助，讓美軍直升機可以從低
空快速飛到目標地點，「俄羅斯對我們非常好，伊拉
克也很棒，我們有絕佳的合作」，又指土耳其事先知
道美軍行動。
早在正式公佈消息前，特朗普前晚已經在twitter發

文透露「發生大事」。其後多間美國媒體引述華府消
息稱，美軍花了約一個月時間，從一名曾經幫助巴格
達迪兄弟從伊拉克撤走妻兒的心腹，追蹤到巴格達迪
的行蹤。

投靠保鑣 傳最少3男3女亡
敘利亞伊德利卜省接近土耳其邊境小鎮巴里沙，於

當地時間昨日凌晨1時30分(香港時間昨晨7時30分)
傳出爆炸聲和槍聲，伊拉克國營電視台昨日播出相關
片段，相信就是美軍的行動。消息稱，巴格達迪當時
匿藏在一名保鑣的家中。土耳其政府消息則稱，巴格
達迪是在美軍行動前48小時來到襲擊地點，敘利亞
反對派武裝組織消息則指，在現場發現最少3男3女
屍體。

自從2014年建立「伊斯蘭國」以來，巴格達迪曾
經多次傳出死訊，但每次均被證實是誤傳。這次巴格
達迪被殺的消息傳出後，不少專家亦一度表示質疑，
因為巴格達迪以往一直被認為藏身在伊拉克和敘利亞
接壤地區的ISIS腹地，相反伊德利卜省卻一直由ISIS
的敵對組織、與「基地」有聯繫的「沙姆解放組織」
所控制。不過也有專家指出，ISIS被美國為首的盟軍
重創後，成員四散東西，部分更轉投「基地」旗下，
因此巴格達迪投靠這些舊部也不出為奇。

美懸紅2億 上月仍有錄音流出
被美國懸紅2,500萬美元(約1.96億港元)緝拿的巴格

達迪近年罕有現身，只有聲稱屬於他的聲帶流出。最
近一次是上月16日一段30分鐘錄音，當中巴格達迪
表示ISIS每日仍有行動，呼籲成員盡力解救被囚於伊
拉克及敘利亞的女眷。
今次行動對於深陷彈劾危機的特朗普而言，無疑是

一次難得的好消息。特朗普早前強行從敘利亞撤軍，
被質疑會令ISIS死灰復燃，華府消息透露，撤軍令軍
方相信需要盡快殲滅敘利亞恐怖組織的頭目，從而促
成今次行動。 ■綜合報道

「「
伊
斯
蘭
國

伊
斯
蘭
國
」」首
領
被
趕
入
地
洞

首
領
被
趕
入
地
洞

特
朗
普

特
朗
普
「「
戴
罪
邀
功

戴
罪
邀
功
」」

攬
3
孩
自
爆
亡

巴
格
達
迪

巴
格
達
迪
被
美
軍
突
襲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宣佈，美軍特種部隊前日在敘

利亞西北部地區採取突襲行動，成功殺死極

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領袖巴格達迪。特

朗普早前因為下令美軍撤出敘利亞北部，被

指背棄庫爾德族盟友、間接幫助ISIS而飽

受抨擊，巴格達迪的死訊相信將成為特

朗普反擊批評的理據，也能沖淡近日

困擾白宮的彈劾消息，但行動對

打擊 ISIS工作的影響仍是未知

之數。

巴格達迪行蹤極為神秘，即使他不時於網上發佈影
片向支持者講話，美國及盟友仍難追尋其下落。今次
突襲行動之所以成功，據路透社引述消息指，伊拉克
的情報人員早前拘捕巴格達迪心腹，為最關鍵的因
素。

常換藏身點 僅與少數心腹共處
巴格達迪絕少使用電話與外界通訊，亦不會在同一
位置長時間連接網絡，以免暴露行蹤。平常只有少數
心腹與巴格達迪共處，他亦會經常轉換藏身地點。專
家提到巴格達迪於2004年被美軍囚禁時，與不少囚
友關係密切，其中包括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的情報部

門官員，從而學懂不少營運組織的手段，他本人的性
格亦極為多疑，故保安工作極嚴密。
不過巴格達迪此前亦曾經洩露行蹤，包括有報道指
在2016年時，巴格達迪在伊拉克摩蘇爾一帶，以無
線電向支持者實時講話45秒，美國為首的盟軍成功
攔截無線電訊息，進行聲音對比，甚至計劃出動擊
殺，不過最終巴格達迪仍及時逃脫。
伊拉克情報官員指，伊方一直與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緊密合作，情報人員早前拘捕一男一女，兩人
為巴格達迪「核心圈子」人員，並從他們身上取得文
件，發現位處伊拉克西部沙漠的一個秘密地點，繼而
得悉巴格達迪下落。 ■綜合報道

美軍據報向敘利亞發動突襲，擊斃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IS)頭目巴格達迪，這固然對打
擊ISIS的工作具象徵意義，但巴格達迪與ISIS支
持者在全球的行動關係並不明顯，加上導致ISIS

冒起的深層原因仍未解除，是次行動的成果不應被過度誇大，
巴格達迪之死甚至可能引發極端分子復仇心理，國際社會絕不
能鬆懈。

美軍2011年擊斃「基地」頭目拉登，為反恐戰揭開象徵一
頁，但「基地」活動沒因此終結，翌年更策動在「911」恐襲
紀念日，襲擊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領事館，「基地」至今仍然
活躍於中東和北非，反映恐怖組織的消長，並非完全繫於頭目
生死。

巴格達迪對ISIS的實質影響力亦成疑，有別於「基地」，
ISIS的領導並不明顯，大多透過社交網站煽動支持者施襲，巴
格達迪甚至曾5年沒有現身。有研究ISIS的學者透露，巴格達
迪與ISIS中層人員為免被殺，不斷遷移藏身地點，並居於沒有
通訊設備的安全屋，使巴格達迪的指揮能力嚴重受制。

土耳其近期在美國默許下，揮軍敘利亞北部，使當地庫爾德
族武裝難再控制扣押ISIS成員的戰俘營，估計部分極端分子可
能已逃走。巴格達迪死訊傳出後，部分ISIS成員或會藉此動員
支持者反撲，巴格達迪亦可能一如拉登，在支持者眼中成為烈
士，引發更多襲擊。

無論是「基地」還是ISIS，兩個組織的興起均與美國脫不了
關係：拉登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期接受美國援助，最後坐大成
為恐怖組織；ISIS則在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敘利亞內戰後，乘區
內權力真空冒起，巴格達迪本人投身恐怖主義，也是出於遭美
軍扣押。

由此觀之，即使巴格達迪一人被擊殺，但若歐美繼續橫加干
涉中東地區，製造宗教和族群仇恨，當地極端思想將無法徹底
根除，無論將來極端分子是否以ISIS的名義活動，恐怖主義陰
霾只會繼續籠罩全球。

「屠王」更要「擒賊」
梁慧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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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多年不果 心腹攜文件落網洩行蹤

現年48歲的巴格達迪是伊斯蘭教狂熱
信徒，年輕時曾經加入穆斯林兄弟會，後
來日漸激進，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
後，巴格達迪因為帶領游擊隊反抗被美國
囚禁，獲釋後在「伊拉克伊斯蘭國」(ISI)
等極端組織中扶搖直上，2013年更將ISI
改組成「伊斯蘭國」(ISIS)，一度成為勢
力範圍橫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龐大組織。
巴格達迪於1971年生於伊拉克北部城

市薩邁拉，一個宣稱是先知穆罕默德後裔
的遜尼派中產家庭。巴格達迪年輕時已經
是原教旨主義者，在家族中以嚴格履行伊
斯蘭律法聞名，又在巴格達大學主修伊斯
蘭研究，先後獲得可蘭經研究的碩士及博
士學位。

曾被囚10個月
美軍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巴格達迪

參與成立游擊隊抗戰，翌年被美軍拘捕。
在囚10個月期間，巴格達迪在獄中結識
到不同派別人士，包括親薩達姆政權人士
或聖戰分子，並於出獄後與他們保持聯
絡，甚至與部分人士結盟，成為日後成立
ISIS的重要基礎。
巴格達迪獲釋後，由於宗教知識豐

富、加上有能力周旋於不同派別之間，在

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的ISI(前身是「基
地」伊拉克分支)扶搖直上，2010年更成
為ISI領袖。

攻下摩蘇爾 轟動全球
2011年敘利亞爆發內戰，巴格達迪下

令其中一名敘利亞下屬在當地成立分支組
織，即後來的「努斯拉陣線」。不過巴格
達迪未幾即與「努斯拉陣線」領導層不
和，後者主張與主流派遜尼武裝對抗敘利
亞總統巴沙爾，前者則有更大的開疆闢土
野心，在2013年將ISI改名為「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斯蘭國」。
由於巴格達迪拒絕承認「努斯拉陣

線」獨立，「基地」領袖扎瓦希里於是在
2014年2月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
國」逐出「基地」網絡。巴格達迪隨即對
「努斯拉陣線」發起進攻，在敘利亞東部
建立勢力範圍，實施嚴格伊斯蘭律法，並
積極向伊拉克西部擴張。2014年6月，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攻佔伊拉克
第二大城市摩蘇爾，轟動全球，同月下旬
巴格達迪宣佈建立「哈里發國」，自號哈
里發，並改組織名為「伊斯蘭國」。
巴格達迪據報有最少兩名妻子、6名子

女。 ■綜合報道

可蘭經博士 伊戰獄中建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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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國營電視台昨日公開的
片段顯示，相信是巴格達迪藏匿
地點的現場，昨日天光後留下疑
似美軍行動留下的彈坑，地面還
散落血衣。
距離巴里沙5公里的薩瑪達鎮

一名居民稱，凌晨時分聽到美軍
行動的聲音，並看到最少4架直
升機和多架戰機於上空盤旋，重
型機槍聲音及爆炸聲持續近半小
時。 ■綜合報道

疑似彈坑血衣照
槍火持續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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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達迪巴格達迪
喪命地點喪命地點

■■伊拉克特種部隊前年在摩蘇爾伊拉克特種部隊前年在摩蘇爾
拘捕拘捕ISISISIS武裝分子武裝分子。。 美聯社美聯社

■■特朗普於戰情室觀看美軍行動特朗普於戰情室觀看美軍行動。。美聯社美聯社

■■巴里沙附近巴里沙附近
一間房屋被摧一間房屋被摧
毀毀。。 美聯社美聯社

■■20142014年巴格年巴格
達迪宣佈建立達迪宣佈建立
「「哈里發國哈里發國」」。。

路透社路透社

■據報是被美軍擊斃的兩名男子。美聯社

■■巴格達迪今年巴格達迪今年44月在月在
宣傳片段現身宣傳片段現身，，是是55年年
來首次來首次。。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