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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周日發生一宗被視為1961年「豬

灣事件」翻版的流亡軍人入侵事件，當局在

北部沿岸成功堵截一批企圖入侵的僱傭兵，

總統馬杜羅前日公佈，活捉13名「恐怖分

子」，包括兩名美國籍退伍軍人。早前已公

開承認策劃行動的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前成員

古德羅，證實被捕兩人是他的左右手，均為

退伍美軍。馬杜羅將矛頭指向美國，美國總

統特朗普昨日在白宮向記者表示，華府並沒

牽涉馬杜羅所指、企圖推翻其政權的行動。

委國翻版豬灣事件
活捉最少13僱傭兵

登岸即被截獲 8人當場斃命 兩美退伍兵落網

演員直播

新加坡外勞確診高

叉電網友

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新加坡每日新增病例依然居高。據新加坡政府公開數
據，該國新增病例大部分為外籍勞工。家偉是一名新
加坡舞台劇演員，他的護士朋友近日一直在抗疫第一
線工作，為外勞進行檢測。「即使他們身體狀況良
好，也必須進行檢測，這可能就是數字一直偏高的原
因之一。」他說。
身為一名演員，家偉需要到處演出、試鏡、拍攝，
也會去學校教授唱歌和戲劇課程。因為疫情，家偉所

有工作都被暫停，他也開始利用網絡授課，同時進行
不同主題的直播，分享歌唱技巧和保養心得。家偉的
分享得到了來自多個國家的關注，也給很多在疫情中
萎靡不振的網友提供支持和力量。
「疫情的發生，大家都被影響到，無論你是什麼國

籍、來自哪裡，」家偉說，「只有我們維持一個為他
人着想的心態，我們大家才能一起度過這段疫情，一
起走向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由大公文匯全媒體製作的「海外記疫」系列報道，

今日後暫告一段落。讀者可掃二維碼收看大公文匯全
媒體製作的訪問片段。

美國波音公司早前與澳洲政府合作，研發
可搭載人工智能(AI)的無人戰機 「Loyal
Wingman」(忠誠僚機)，能與載人戰機協同
作戰，波音昨日在悉尼向澳洲皇家空軍交付
原型機，預計在2025年量產。該款無人戰機
除了是澳洲軍方首架AI無人機外，亦是澳洲
自二戰以來首架在本地研發的戰機。

預計今年底首次試飛
「忠誠僚機」長約11.5米，航距達3,219
公里，可透過AI獨立飛行或支援其他載人戰

機，其間可與其他戰機保持安全距離，預計
今年底首次試飛。波音表示，新款無人戰機
不但可參與電子作戰，亦能進行情報收集、
偵察及監察等任務，且可迅速在這些功能模
式之間切換。澳洲皇家空軍指出，「忠誠僚
機」不但能夠在作戰時攜帶武器，亦可成為
F-35等載人隱形戰機的「擋箭牌」。
澳洲政府在這次無人戰機計劃投放4,000萬

澳元(約兩億港元)，總理莫里森表示，今次計
劃可支援澳洲約100個高科技職位，有助當地
在經歷新冠疫情後重振經濟。 ■綜合報道

菲律賓國家
電 訊 委 員 會
(NTC)昨日下令
該國龍頭傳媒
企業 ABS-CBN
集團停業，指其
牌照已過期。由
於菲律賓總統
杜爾特曾多次
批評該台的報
道，有媒體監察
組織指此舉是杜特爾特企圖打壓
新聞自由。政府官員否認指控，
強調所有人均需守法。

杜特爾特威脅阻續期
NTC表示，ABS-CBN由政

府批出的25年經營特許權於前
日到期，該公司有10天的時間
作出回應，向當局說明為何應
准許它繼續營運。
ABS-CBN 是菲律賓歷史最

悠久和最具影響力的媒體之
一，已有66年歷史，設有全
國廣播的電視台和電台，同
時在網上提供資訊，旗下員
工達7,000人。自杜特爾特上
台以來，ABS-CBN多次批評
對方鐵腕緝毒，杜特爾特則
曾指責該媒體未有播出其競
選廣告，又不滿其報道手
法，稱對方對其政府存在偏
見，一再威脅要阻止其牌照
續期。ABS-CBN一直否認指
控，反對派也批評這是對獨

立媒體的攻擊。

反對派指礙公眾防疫
據報菲律賓國會至少有11項

要求續發ABS-CBN經營特許權
的法案，等候委員會審議，部
分法案早於去年7月已提交，
卻持續被刻意擱置。菲國檢察
總長卡里達周日要求NTC不要
在沒有國會核准下，核發臨時
牌照給ABC-CBN，他先前亦曾
指控該媒體的營運，嚴重違反
國會核可其經營權的規範。
ABC-CBN於昨晚開始停播，

集團昨日較早前發聲明，表示相
信政府會基於國民利益，決定是
否延續經營權，認同他們在新冠
疫情肆虐的艱難時刻下，全力提
供新聞和資訊的努力，集團主席
洛佩茲亦稱對停業感到難過。部
分反對派議員認為在對抗疫情
下，需要給予公眾更多資訊，此
時下令ABS-CBN停業是極不恰
當。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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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行動在周日清晨進行，由古德羅組織的僱傭兵
及委內瑞拉流亡軍人，從委內瑞拉沿海城市拉瓜

伊拉對出海域登岸，隨即被委國軍警截獲，8人當場
被射殺、兩人被捕，軍方其後繼續搜索餘黨，至前日
再拘捕多人，包括美軍特種部隊前隊員登曼及貝里。

行動目標活捉馬杜羅
馬杜羅以全國演說公佈消息，更展示兩本藍色美國
護照，讀出被捕二人姓名、出生日期等，另外亦展示
漁船、對講機、夜視鏡等據稱是僱傭兵使用的裝備。
馬杜羅指控美國及哥倫比亞政府策劃行動，稱「美國
政府全面參與今次被堵截的襲擊」，又讚揚漁民成功
用漁網圍堵一批「專業的美國僱傭兵」，已有共13名
「恐怖分子」落網，司法部長薩阿卜更指，總共拘捕
114名疑犯，並正追捕餘下92人。
古德羅在周日時已承認策劃事件，更透露行動名為
「基甸行動」，目標活捉馬杜羅、解放委內瑞拉；他

前日確認登曼及貝里是他手下人員，並稱兩人曾與他
在美軍一同服役，參與伊拉克及阿富汗戰爭。

媒體指計劃漏洞百出
美國及哥倫比亞政府均否認涉事，委國反對派領袖

瓜伊多更質疑馬杜羅政府自導自演。不過在入侵行動
前，美聯社上周五刊登調查報道，指古德羅曾策劃有
關軍事行動，報道形容這次行動漏洞百出，例如古德
羅聲稱與美國中情局有聯繫、能夠接觸美國總統特朗
普、或已與瓜伊多簽署軍事合約等，均屬言過其實。
報道指出，古德羅目前定居佛羅里達州，他仍在特

種部隊服役時表現優秀，退役後成立私人保安公司Sil-
vercorp USA。委內瑞拉自去年爆發政治危機後，古德
羅開始與反對派有來往，自薦為瓜伊多提供軍事服務
等，其後又成功接觸到特朗普前任保鑣、食品集團卡
夫亨氏的後人等，藉此募得大筆資金。

事敗後求助無人理會
不過與古德羅合作的其中一人、流亡哥倫比亞的委

內瑞拉前軍官阿爾卡拉，其實一直因毒品控罪被美國
通緝，與瓜伊多亦互不信任，故古德羅雖是美國僱傭
兵，但他策劃的整個「基甸行動」，根本不獲美國支
持，更被美國及哥倫比亞警告「不要亂來」。
古德羅在哥倫比亞秘密訓練的流亡軍，現時嚴重
缺乏資金，他在事敗後亦透露，曾試圖向各方求
助，希望解救被捕僱傭兵，不過完全不獲回應，
「根本是噩夢」。
分析認為，無論美國是否在幕後支持古德羅的行

動，今次行動失敗肯定令美國陷入不利立場，不但有
美國人質落入委內瑞拉手中，也讓馬杜羅抓到把柄。
對於去年自封「臨時總統」後聲勢已大不如前的瓜伊
多而言，今次事件將進一步重挫其聲望，令瓜伊多無
權無勢的形象展露於全世界。 ■綜合報道

委內瑞拉政府聲稱周日的僱傭兵
入侵事件，美國政府有份全盤策
劃，不過美國官員強烈否認，委國
反對派領袖瓜伊多亦否認與僱傭兵
合作，強調與對方並無關係。策動

襲擊的美國前陸軍特種部隊成員古
德羅，由於不獲政府支持，現時已
耗盡資金，令手下的「流亡軍」陷
入三餐不繼的絕境。
瓜伊多曾質疑委國政府公佈的事

件為自導自演，認為總統馬杜羅嘗
試藉此轉移視線，避免外界關注當
地近日的監獄暴動及黑幫流血事件
等。他前日再發表聲明，否認媒體
報道指古德羅的私人保安公司Sil-
vercorp是受他所聘，發動襲擊以推
翻馬杜羅，更直指「與Silvercorp的
行動沒有關係或責任」。

行動不被瓜伊多看好
美聯社的調查報道指出，古德羅雖

然是美國僱傭兵，不過他提出攻入委
國的行動，卻與美國對委戰略嚴重脫
節。古德羅去年秋季向瓜伊多提出所
謂「反攻方案」，計劃號召流亡哥倫
比亞的軍人突襲委國首都，並稱屆時
支持馬杜羅的軍人便會「群起倒
戈」，不過方案對瓜伊多而言不切實
際，瓜伊多隨即與古德羅割蓆。
哥倫比亞曾一度召見與古德羅合

作、流亡哥倫比亞的委國前軍官阿爾
卡拉，要求他說明事件，阿爾卡拉訛
稱古德羅是「中情局秘密特務」，不
過哥倫比亞與中情局接觸時，揭發古
德羅與華府沒有關係，並切斷古德羅
資金，令他訓練的「流亡軍」淪落至
彈盡糧絕、三餐不繼。 ■綜合報道

僱傭兵甫展開攻入委內瑞拉的行動，
已被委國軍方粉碎，據悉行動早已被委
國總統馬杜羅政府滲透，甚至連每日三
餐膳食等細節，委國政府也一一知曉。
曾與主腦古德羅在美軍服役的軍人，亦
對古德羅的行徑大感驚訝，質疑為何對
方對突襲行動如此有信心。
以瓜伊多為首的委國反對派，曾指古

德羅的行動相信被馬杜羅政府滲透，包
括曾有政府高官數周前已談及該行動。

據知情人士透露，為馬杜羅政府工作的
「內鬼」相信屬少數，不過最重要的是
行動已外洩。馬杜羅前日發言時，亦直
指政府知道一切，「他們吃什麼、不吃
什麼、資金何來」，其後便指控事件是
美國緝毒局有份策劃。

主腦前同僚：哪來的自信
一名曾與古德羅在美軍共事的現役特

種部隊軍人提到，特種部隊圈子內對事

件最感驚訝的，是所有人都對行動非常
有信心，另外提到前日被捕的其中一名
前美軍登曼性格溫和，對他涉事感到詫
異。另一名前美軍海豹部隊成員直指，
「怎麼可能靠300個未經訓練、且飢腸
轆轆的人，就可推翻馬杜羅」。
在事敗後，古德羅完全無法營救手

下，他透露前日被捕的兩名前美軍連同
其他6名前委國軍人，周日晚只能在海
上漂流，燃油亦已耗盡。古德羅前日中
午最後一次與他們聯絡，其後他們已被
捕。

■綜合報道

疑內鬼洩密 細節早曝光
美國僱傭兵與委內瑞拉流
亡軍人企圖「反攻」委內瑞

拉事敗，被喻為「豬灣事件」的翻版。「豬
灣事件」是1959年古巴革命後，由美國策劃
的一場推翻卡斯特羅政府的陰謀。1961年4
月17日，一批在中情局協助下逃亡美國的古
巴人，在古巴西南部的豬灣登陸，企圖與美
國裡應內合推翻卡斯特羅。不過整個行動很
早就被古巴識破，短短3日內以失敗告終，
「流亡軍」超過100人陣亡，過千人被俘。
事發時，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上任僅90

天，事件重挫他的聲望，相反則鞏固了卡斯
特羅在古巴以至拉丁美洲的地位。事件促使
古巴進一步倒向蘇聯陣營，間接導致1962年
的古巴導彈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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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灣事件圖顛覆古巴

「流亡軍」遭割蓆 三餐不繼陷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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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與澳洲合作研發可搭載AI的無人機。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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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杜羅展示繳獲的武器。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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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國軍方活捉一名僱傭兵。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