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際 專 題

年底開始發佈「恐怖
ISIS去版」世盃海報，由親極端

國際體育盛事近年受到恐

襲陰霾籠罩，俄羅斯世界盃部
分舉行城市，鄰近恐怖分子肆虐
的車臣和高加索地區，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IS）在敘利亞

和伊拉克潰敗後，不少回國的聖
戰分子匿藏當地。專家憂慮他們將趁

組織媒體「Wafa Media Foundation」
在社交網傳播。在部分海報中，模擬
美斯、C．朗拿度和尼馬等球星身穿
橙色囚衣跪在地上，或被利刀架頸，
準備接受處決。其中一幅海報寫着，
「除非穆斯林國家得到安全，否則你也
不會享有」。

聖戰士潛伏多地

俄羅

世界盃期間施襲，「獨狼」也可

美國西點軍校的打擊恐怖主義中心
（CTC）的專家指，威脅襲擊世界
盃的人，包括受極端組織宣傳影響
的「獨狼」，以及本地武裝分
子。專家相信一批來自俄國、
車臣、高加索及中亞地區的聖
戰士，已在 ISIS 指示下回國
潛伏，人數難以估計，世
界盃將成為他們施襲的黃
金機會。華盛頓戰略與
國際研究中心估計，
約有 8,500 名俄國和
中亞地區的聖戰士

能 在 ISIS 號 召 下 發 動 襲
擊。

斯

菲律賓版

2018年6月14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李鴻培

世 界盃主
辦城市

「賽事吸引鏡頭 鏡頭吸引恐怖分子」

場館分散目標多 世盃恐襲風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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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加入ISIS等極端組織。
法國國際和策略事務研究院主管博尼法
斯認為 ，即使俄羅斯沒有介入敘利亞內
戰，世盃作為全球最矚目的體育盛事，仍
會是極端分子的目標。他強調，極端主義
的威脅籠罩所有國際體育比賽，道理很簡
單，「 賽事吸引鏡頭 ，鏡頭吸引恐怖分
子」。博尼法斯指出，現時所有國際體育
賽事均花費龐大保安開支，動輒達數以億
計美元，2016 年歐洲國家盃和近兩屆奧
運，保安措施已大大加強，俄羅斯一向面
對恐襲威脅，當然不敢掉以輕心。

極端主義蔓延中亞
捷克布拉格國際關係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加
萊奧蒂指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在
北高加索地區有強大的情報網，但近年恐怖
主義有跡象向中亞擴散，加上極端分子常在
互聯網招募新血，均成為安全隱憂。加萊奧
蒂警告，相對於索契冬奧，世界盃牽涉更多
主辦城市，保安難度亦更高。

聖彼得堡去年兩炸彈襲擊
雖然近年體育賽事並沒出現重大事故，但
去年聖彼得堡兩度發生炸彈襲擊，其中 4 月
的地鐵爆炸案造成14人死亡，前年一名男子
更刺殺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卡爾洛夫，以報
復俄羅斯空襲敘利亞反對派。CTC警告，即
使比賽場館等「硬目標」獲嚴密保護，但極

莫斯科

唯一擁有兩個世界盃場館的城市

開幕戰舉行城市
著名景點包括克里姆林宮、紅場和
列寧墓

聖彼得堡

帝俄時代重地，設有著名景點冬宮
其他著名景點包括埃爾米塔日博物
館、喀山大教堂、滴血的救世主大
教堂及聖埃撒大教堂

端分子仍有大量「軟目標」可選擇。

空管應對無人機施襲
俄羅斯政府為確保賽事順利舉行多管齊
下，包括關閉所有鄰近場館的港口、加強空
域管制，以及部署反無人機儀器。俄國官員
對保安工作充滿信心，並以2014年索契冬奧
安全舉行為例，指世盃亦會順利舉行，強調
保安措施已考慮所有潛在危機和風險，但必
須在安全和便利旅客之間取得平衡。

索契冬奧誤傳劫機
普京近日在一輯紀錄片透露，他 4 年前準
備出席索契冬奧開幕禮期間，曾接獲客機遭
騎劫的報告，他一度下令軍方必要時擊落客
機，及後發現只是醉漢鬧事，普京才撤銷計
劃，客機亦安全着陸。事件反映俄羅斯對恐
襲高度戒備，不惜以任何方式阻止恐怖分
子。
■法新社/TechRadar網站/
英國《太陽報》/美聯社/
《每日快報》

俄羅斯首都

位於俄羅斯西北部

■俄羅斯政府為確保賽事順利舉行
俄羅斯政府為確保賽事順利舉行，
，
作出多項措施。
作出多項措施
。
網上圖片

■The
Motherland
Calls

薩馬拉

位於俄羅斯東南部
人口約120萬
1935至1991年期間一度改名為
「古
比雪夫」
，以紀念同名前蘇聯領袖
俄羅斯航天工業中心，首位進入太
空的前蘇聯太空人加加林乘坐的火
箭由此出產

葉卡捷琳堡

位於俄羅斯東部

下諾夫哥羅德
位於莫斯科東面200英里
■下諾夫哥羅德的圓頂教堂

頓河畔羅斯托夫
位於俄羅斯南部，接近黑海海岸
人口約110萬

人口約140萬

海產豐富，設有大型貿易港口

被稱為
「通往亞洲之窗」
俄羅斯經濟和自然資源中心，出產
石油、黃金和綠寶石等貴重資源
擁有紀念 1918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
家族於當地處刑的血教堂 Church
on Blood

設有多個俄羅斯東正教會
眾多著名作家均在當地留下足跡，
包括索忍尼辛、高爾基和普希金

加里寧格勒

與俄羅斯本土分隔，處於波蘭和立
陶宛之間
人口約43.75萬
俄羅斯人旅遊勝地，擁有世界文化
遺產 Curonian Spit 海峽，和立陶
宛共同管轄
為哲學家康德和作家霍夫曼故鄉

薩蘭斯克
位於首都莫斯科東面
人口約29.7萬
《大鼻子情聖》法國影帝謝勒狄柏度
2013年於當地入籍俄羅斯
設有莫爾多維亞民族文化博物館和
蘇聯廣場

索契

位於俄羅斯南部，著名海濱度假勝
地，靠近黑海
人口約37萬
為2014年冬季奧運主辦城市
過去的沙皇及前蘇聯領袖斯大林在
當地設有別墅
設有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文學紀
念博物館和索契運動榮譽博物館

人口約130萬
一度以「高爾基」為名，以紀念同名
作家
曾對外封閉，保護當地軍事研究設
施和工廠，上世紀 70 年代之前，
當局不容許售賣下諾夫哥羅德街道
圖
設有下諾夫哥羅德克里姆林宮
以顏色鮮艷的教堂圓頂聞名

喀山
位於沃利加河和卡贊卡交界處
人口約110萬
俄羅斯體育中心，曾舉行 2014 年
世界劍擊錦標賽及 2015 年世界游
泳錦標賽
設有喀山克里姆林宮和喀山千禧橋
《每日電訊報》

■冬宮

伏爾加格勒

位於首都莫斯科東南方
人口約100萬
曾3度易名，20世紀初以
「索里津」
為名，後易名為
「斯大林格勒」
設有一座為紀念斯大林格勒戰役而
設立的雕像The Motherland Calls

各國球迷將在世界盃期間，為自己的
國家隊打氣。有學者指出，在大型體育
盛事勝出，能增加國民身份認同，促進
國家團結。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上月公佈的研究
指出，勝出大型賽事帶來的良好感覺，
能改善種族之間的互信，減少社會動
盪，「效果非常顯著，不單是亢奮或樂
觀。重要的是，國家勝利不但影響國民
的態度，還能減低暴力。」

體育團結國家 不乏歷史例子
一項名為「透過共同體驗打造國
家－非洲足球的例證」的研究，分析
2000 年至 2015 年間在非洲撒哈拉沙漠
以南地區超過 70 場非洲國家盃及世界
盃賽事，並查詢 18 個國家逾 2.8 萬名球
迷，在賽事前後對於國家及種族身份
認同的看法，發現勝出賽事會提升球
迷的身份認同，在一段時間內不同種
族組織會變得更互相信任。

■德國國家隊贏得2014年世界盃。
網上圖片
參與研究的巴黎政治學院政治經濟學
家杜蘭特表示，有很多例子顯示體育能團
結國家，在1980年冬奧，美國於冰球賽
奇蹟戰勝蘇聯，令美國加強應對冷戰的決
心。1998年勝出世界盃的法國隊，被視
為種族共融的代表，紓緩移民議題造成
的緊張關係。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利用
1995年世界盃欖球賽，成為國家經歷數
十年種族隔離後，修補裂痕的靈丹妙
藥。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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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內政部國際大型體育活
動保安事務第一副主任古謝夫上
月底表示，6 名英國執法人員將
在世界盃舉行期間，參與俄羅斯
保安行動。他指政府已考慮到賽
事舉行期間可能發生的危機和風
險，制訂措施打擊犯罪。
世界盃保安及法治規定運作控
制中心主任拉夫里什切夫表示，
世界盃期間，35 個國家將合共派
出逾 100 名特殊保安人員，參與
保安行動。拉夫里什切夫稱，世
界盃規模龐大，單一國家的保安
力量難以周全應付，當局在 5 月
底舉行特別會議，邀請 47 個國家
參與賽事保安，所有國家均表示
支持。
另一方面，英國早前要求聖彼
得堡當局，在英格蘭訓練基地附
近興建 6 米高的圍牆，避免洩漏
「軍情」，預料將在世界盃揭幕
前完工。
■塔斯社/今日俄羅斯

國委派特殊保安協辦

國家隊贏球 國民認同激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