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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警察」殺記者案雙重標準

沙特阿拉伯以「擠牙膏」方式公佈異見記者卡舒吉失蹤案，最終承認卡舒吉在駐土
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內與人打鬥致死，惹來國際社會譴責，並質疑沙特當局隱瞞內

美死撐沙特
「現實政治」漠視人權

情，德國更表明應否決向沙特軍售的協議；但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國，總統特朗
普卻指沙特說法可信，堅持繼續向沙特售武，財長姆努奇恩亦重申談論制裁沙特言之
尚早，與華府動輒以制裁施壓的做法迥異，明顯持雙重標準放生沙特。事實上，美國
數十年來與沙特的利益關係千絲萬縷，對沙特侵犯人權等惡行視若無睹早有先例。美
媒亦指華府採取「現實政治」方針，間接造成類似卡舒吉的事件不斷發生。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指出，沙特有恃無恐，
獲華府背書是主要原因之一。自1940年代以
來，沙特一直是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友，包括向美
國供應石油，讓美軍設置前哨基地，而沙特深厚的
伊斯蘭信仰，亦成為美國在1940至1990年代抗衡
共產主義的籌碼。

美歷任總統懶理沙特暴行
沙特人權及貪污問題由來已久，但美國歷任總
統不論來自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均極少就此發
聲，對沙特的暴行視而不見。在前總統布什時
代，華府依賴沙特協助打擊恐怖主義，對沙特更
顯得投鼠忌器。到特朗普上台後情況依舊，華府
需要沙特協助孤立伊朗，以及拉攏波斯灣國家支
持以巴和平方案。
國際特赦組織去年發表報告，指沙特當局侵犯
人權情況嚴重，肆意打壓言論、結社和集會自
由，異見人士接受不公平審訊後被長期監禁屢見
不鮮。另一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亦指出，沙特
拘捕並囚禁人權活躍分子和異見者，並持續歧視
婦女和宗教少數族裔。特朗普政府卻未有為受害
者發聲，更遑論向沙特採取實質行動。

CNN：等同幫兇 德或停軍售
CNN分析認為，美國決策者對沙特暴行噤聲，
是「現實政治」的產物，華府從未把人權作為外
交政策優先事項，當涉及國家利益，國際人權標
準亦拋諸腦後，對類似卡舒吉遇害的事件噤聲，

等同成為幫兇。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沙特的說法不可信，要求公
開事件真相及更多細節，歐盟外交政策專員墨格
里尼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要求沙特進行透明
的調查，將兇徒繩之以法。德國上月與沙特達成
總值 4.8 億美元的軍售協議，外長馬斯稱，在卡
舒吉案水落石出前，德國不應向沙特售武。總理
默克爾亦指沙特提供的資料嚴重不足，必須揪
出幕後黑手。加拿大外長方慧蘭批評沙
特說法前後不一，難以令人信服。
特朗普 20 日稱沙特的解釋可
信，其後改口表示仍未消除外界
疑慮，他重申沙特是華府重要合
作夥伴，美國對沙特的貿易額達
4,500 億美元，包括總值 1,100 億
美 元 軍 售 ， 涉 及 逾 100 萬 個 職
位，取消軍售對美國影響更大，
華府仍有其他選項懲罰沙特，包
括實施制裁。特朗普同日接受
《華盛頓郵報》訪問時，指沙特
的說法明顯存在謊話，但形容美
沙關係是華府中東政府的關鍵。
沙特外交大臣朱拜爾 21 日接受
霍士電視台訪問，稱卡舒吉死亡
事件是「巨大錯誤」，指王儲穆
罕默德對事件不知情，又表示不
知道卡舒吉遺體下落。
■綜合報道

傳媒公開信促交遺體
沙特記者卡舒吉的好友、土耳
其阿拉伯傳媒協會主席基斯拉克
吉，20 日在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
事館外會見記者，要求沙特當局
交出卡舒吉的遺體，讓他們為卡
舒吉舉行葬禮。
基斯拉克吉向大批記者宣讀公
開信，「把賈邁勒(卡舒吉)交還給我

們，我們會為他舉行葬禮，讓所
有關心他的人和各國領袖，可以
到伊斯坦布爾悼念他。」基斯拉克
吉提到時任黎巴嫩總理哈里里去
年 11 月訪問沙特期間遭軟禁，其
後獲釋，「在 18 天前，這裡發生
一宗殘忍的謀殺，我們以為賈邁
勒可與哈里里一樣逃出生天，但 3

天後我們失去希望。我們要為賈
邁勒討回公道，18 名疑犯並不足
夠，下命令的人亦需繩之以法」。
卡舒吉的土耳其籍未婚妻哈蒂傑
20日晚在twitter上載與卡舒吉一起
的生活片段，並留言稱「他們帶走
你的身軀，但你的燦爛笑容將永留
我的腦海」。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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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拉克吉((中)向傳媒
讀出公開信。
讀出公開信
。
法新社

■美國歷任總統均對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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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殺手扮卡舒吉離領館
沙特政府20日宣稱卡舒吉在領事館內與
人打鬥致死，不過沙特一名匿名官員同日
向路透社透露另一版本，稱沙特15人小組
試圖迷暈卡舒吉後將他擄走，卡舒吉反抗
時遭扼斃，小組一名成員其後換上卡舒吉
的 衣 服 、 太 陽 眼 鏡 和 智 能 手 錶 Apple
Watch後離開領事館，試圖掩人耳目。
該官員透露，剛遭撤職的沙特情報部門
副主管阿西里派出行動小組前往伊斯坦布
爾，試圖游說卡舒吉回國。按原定計劃，
小組會將卡舒吉禁錮在伊斯坦布爾市郊一

間安全屋「一段時間」，若卡舒吉最終拒
絕回國，便會釋放他。
當卡舒吉進入領事館內的總領事辦公室
時，小組成員穆特雷布要求他返回沙特，
卡舒吉拒絕，並稱若他在一小時內沒離開
領事館，在館外等待他的人將通知土耳其
當局。穆特雷布後來試圖擄走他，卡舒吉
呼叫，各人驚慌下一起制服他，包括掐頸
及掩口阻止他大叫，其間用力過度致死。
卡舒吉遺體未被肢解，而是用地氈包裹，
交給接頭人棄置。
■路透社

沙特「twitter網軍」攻擊異見者
錯信政府謊言 沙特國民心碎

沙特阿拉伯記者卡舒吉在本月初失蹤後，沙特起初聲
稱，卡舒吉在進入領事館後一小時便離開，不知其去
向，沙特不少國民對官方說法深信不疑，豈料當局最終
承認卡舒吉在領館內打鬥致死。有國民表示，當局承認
涉案，對沙特而言是悲傷日子，他曾為國家堅守阿拉伯
世界道德價值而感到自豪，但現在「這種價值已永遠失
去」。
有沙特國民表示，早前相信政府支持者在社交媒體宣
稱，卡舒吉失蹤是由沙特宿敵土耳其、卡塔爾和穆斯林
兄弟會幕後策劃，在知悉真相後感到心碎。另一名國民
則直言，對政府官員施以酷刑對待國民感
到憤怒，以為這種事件只會在 1980 年代
出現，沒想到現在還會發生。
吉達市一名婦人質疑當局的說
法，稱假如卡舒吉真的死於打鬥，
當局應可迅速找出其屍體，但現在
卻隻字不提，更相信若王儲穆罕默
德的顧問卡塔尼涉案，穆罕默德
理應知情，不可能置身事外。
有網民則在社交平台
支持政府，讚揚政
府表現坦誠和公正
調查事件，並加上
「#Kingdom
of
Justice」(正義的王
國)標籤，網民阿泰
米米表示，事件不
會影響穆罕默德的
經濟改革計劃。
■綜合報道

美國《紐約時報》20 日報道，沙
特阿拉伯政府自 2010 年起成立一支
「網絡大軍」，專門在社交媒體
twitter 監察並攻擊發表反沙特政府言
論的人士，當中包括遇害記者卡舒
吉。twitter 及沙特駐美大使館均拒絕
置評。
報道指出，沙特在 twitter 安插一名
懷疑間諜，負責監察用戶的賬戶，並
設 立 一 個 名 為 「 巨 魔 農 場 」 (troll
farm)的組織，專門針對網上反對沙特
政府的民意，肆意攻擊異見人士，並
發佈親政府訊息。幕後策劃這項行動
■哈蒂傑在網上懷念未婚夫卡 的人，正是沙特王儲穆罕默德顧問卡
舒吉。
舒吉
。
法新社 塔尼。沙特在卡舒吉案後將多名高官

撤職，卡塔尼是其中一人。
《紐時》同時引述美國顧問公司麥
肯錫(McKinsey & Co)曾發表的一份 9
頁長報告，報告主要討論沙特國民對
政府於 2015 年實施經
濟緊縮政策的反應，
內容傾向負面，當中
引述 3 名人士對緊縮政
策的評論。報告發表
後，其中一人被沙特
當局拘捕，另一人聲
稱其兩名兄弟被拘
留，自己的手機亦遭
竊聽，餘下一人則指
其twitter賬戶被關閉。

■沙特記者被殺觸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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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
抗議
。
美聯社

麥肯錫發表聲明，指報告被沙特政
府利用針對個別人士是非常可怕，強
調公司從未受託於沙特政府撰寫有關
報告，以揪出批評者。
■路透社
■卡舒吉生前曾抱貓受
訪，展露笑容
展露笑容。
。 美聯社

「沙漠達沃斯」今杯葛聲中揭幕
被稱為「沙漠達沃斯」的第二
屆沙特阿拉伯「未來投資倡議」
(FII)投資會議，23日於首都利雅
得揭幕，會議為期 3 天，期望吸
引不同產業的投資者到沙特投
資，改善沙特倚賴出口石油的經
濟體系，實現王儲穆罕默德的經
濟改革大計。但在沙特記者卡舒
吉被殺事件後，多國政府及企業
代表均表明不會出席。美國政治
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表示，FII
現已變成全球對沙特不滿的象
徵，坦言穆罕默德正面對「嚴峻
公關危機」。
主辦機構上周一公佈，將有
逾 150 名代表在會議上發表演

說，但出現杯葛潮後，講者名
單 20 日已大幅減至約 120 人。
投資銀行摩根大通、汽車生產
商福特、電召車應用程式公司
Uber 已表明杯葛，大型媒體包
括彭博通訊社、美國有線新聞
網絡、英國《金融時報》等，
亦決定不派員出席。
去年首屆 FII 冠蓋雲集，主持
會議的穆罕默德更大出鋒頭，
展示可對話的機械人，並宣佈
打造名為 NEOM 的未來都市，
成為會議焦點。今年卻有天淵
之別，穆罕默德多名親信捲入
卡舒吉案，他本人亦被傳地位
不穩，光環漸褪。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