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29日消
息：美國國防部28日發布報告，首次承認
在2001年 「911」 事件中，在五角大樓以
及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鎮的一部分罹
難者遺骸經火化之後，被運到堆填區丟棄
，揭示了多佛空軍基地殮房不當處理遺骸
的真相。

911遺骸棄堆填區

朝同意暫停核試 美願援29萬噸糧

美國防部首次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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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 28 日消息：據敘利亞反對
派軍事武裝的一名將軍透露，該部隊已從美國和法國
等西方國家獲得防空導彈等武器援助。而巴沙爾的部
隊已有四分之三的武器失靈，周一還有三架飛機被反
對派擊落。他們有信心很快戰勝政府軍。

敘利亞反對派的主要軍事武裝 「自由敘利亞軍」
一名要求匿名的將軍表示，該部隊曾經獲得過 「法國
和美國的幫助」。當被問及獲助的具體項目時，該將
軍透露，自由敘利亞軍從西方國家那裡獲得過許多武
器和防空導彈。

反對派兵力逾2萬人
據報道， 「敘利亞自由軍」是一個在 2011 年敘

利亞反政府示威中產生的反政府軍隊，由政府軍變節
而成。該組織由利雅得．阿薩德上校領導，主要是從
黎巴嫩和土耳其等鄰國獲得武器。截止到2011 年11
月，人數已經超過2萬人。一些西方媒體甚至聲稱，

自由軍已有 22 個軍營，分布敘利亞全國的 13 個省
份。

據香港《紫荊》雜誌最新一期刊文分析， 「敘利
亞自由軍」最常見的行動包括襲擊政府的據點（主要
是檢查站），伏擊政府軍隊。文章指出，西方國家針
對敘問題擁有所謂的 「B方案」，即在外交緊迫之外
，支援敘利亞反對派，秘密甚至公開向敘反對派提供
武器裝備，加大其與政府軍的對決力度；並推動在敘
利亞建立 「人道主義走廊」，為其後可能的軍事干預
做鋪墊。

文章說，敘利亞局勢動盪以來，反政府軍盤踞的
霍姆斯市成了全國暴力衝突最為嚴重的地區。安全部
隊與武裝分子僵持不下，大量平民與軍警傷亡。然而
，擁有先進武器裝備的敘利亞軍隊並沒有順利攻下霍
姆斯，這是因為有國外特種部隊已經進入敘利亞幫助
反對派的 「自由軍」作戰。據悉，卡塔爾和英國的特
種兵已經潛入霍姆斯，為那裡的反對派武裝人員提供

培訓和充當顧問，並為隨後西方國家可能的空襲做地
面引導。在去年的利比亞戰爭中，就有西方國家的特
種部隊空降到利比亞境內，進行類似的活動。

希拉里：巴沙爾是 「戰犯」
另外，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28 日在出席美國國會

參議院聽證會時表示，根據戰犯和反人類罪的定義，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行為符合 「戰犯」的範疇。但她
進一步指出，根據長期的經驗，指控巴沙爾為戰犯可
能會使困難、複雜的局面變得更為複雜，這樣做限制
了勸說巴沙爾下台的可能的選擇。

西方外交官員 29 日表示，面對敘利亞情勢，美
國已經起草1份新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大綱，要求結
束敘利亞暴力，並讓人道救援工作者進入已有上千人
受害的起義城鎮。如果這份草案付諸表決，將成為敘
利亞危機爆發 11 個月以來，西方國家第 3 度試圖達
成聯合國決議。

由退休陸軍將軍阿比扎伊德領導的獨立委員會
發表報告，在報告不顯眼的位置中披露了一件鮮為
人知的事，即在五角大樓和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
爾墜機中喪生的200多人，有部分遺體因過分燒焦等
原因，無法辨認身份，多佛空軍基地於是將遺骸火
化，交由一間處理生物廢料的外判商，再棄置於堆
填區。

報告引述了陸軍和空軍自2002年7月至8月的備
忘錄，指引將不確定數量的 「國防部襲擊中的遺骸
」進行火化。

在周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阿比扎伊德表示
，自己對於 「911」死難者遺骸的處置方式並不知情
， 「我們沒有花很多時間以及精力來處理這件事」
，阿比扎伊德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 「那不是我們
的職責，我們的職責是向前看。」阿比扎伊德拒絕
公布有關此事件的備忘錄以及其他文件，他表示
「我無權公布任何東西」。空軍部長唐利以及空軍

參謀長舒瓦茨上將都聲稱，自己直至周二才得知部
分 「911」死難者的遺骸骨灰最後被送往堆填區。

白宮表示高度關注
白宮周三發表了一項聲明，表示 「高度關注」

遺骸被棄置堆填區的事件。聲明中指出，奧巴馬已
得知有關調查情況並 「十分同意改變遺骸處置方式
，以確保此類事件不再發生。」

美國國會議員向國防部施壓，要求其提供關於
死難者遺骸處置方式的更為詳細的調查。

賓州參議員帕特里克．圖美致函國防部長帕內

塔， 「93 號航班上的英勇乘客為國捐軀，他們的家
人有權知道遺骸的命運」， 「我們要找到事件的根
源，理清任何未解謎團，保證那些有份參與不當處
理遺骸的人士要為此事負責。」

去年 11 月，《華盛頓郵報》揭露多佛殮房多年
來一直將在伊拉克及阿富汗死亡的軍人的遺骸骨灰
，棄置在佛吉尼亞州一個堆填區。這一處置方式包
括無法辨認或者無人認領的屍骸部分，殮房沒有告
知軍方家屬。空軍隨後承認，在2003年至2008年期
間，至少將274名服役軍人的部分遺骸骨灰棄置於堆
填區，最終在 2008 年開始實行將骨灰撒往大海的新
政策。

特種兵潛入霍姆斯 為空襲做準備

美歐秘密武裝敘反對派

美密擬阿桑奇起訴書
【本報訊】據法新

社、澳洲《悉尼先驅晨
報》消息：《悉尼先驅
晨報》29 日引述一份
機密電子郵件稱，美國
檢察官已經對維基解密
網站創始人阿桑奇擬定
秘密指控。

報道稱，這項消息
是從美國情報安全智庫
「戰略預測」泄露的秘

密電郵中獲得。在這份
內部通訊電郵中， 「戰
略預測」副總裁伯頓告
知分析員 「我們有一份
對阿桑奇的密封起訴書
」。報道中寫到，郵件
中隨後要求 「戰略預測
」對信息保密並不予以
公開。

《悉尼先驅晨報》是透過與 「維基解密」的調查夥伴關
係，得以接觸這批機密文件。報道指出，有關電郵在去年1
月26日發出，當時有指當局正對 「維基解密」展開調查。
而伯頓是一名保安和反恐專家，與美國情報組織和執法機構
的關係密切。

阿桑奇是澳洲公民，他目前正等待英國最高法院對他的
最終審理結果。阿桑奇的律師羅賓遜在澳洲表示，政府需要
為它的公民站出來，她說道， 「我們只要看看曼寧在過去
600多天裡遭受不人道和悲慘的待遇，且直到現在還未被審
判，就可以知道如果被美國引渡，等待阿桑奇的將是什麼命
運。」

而澳洲綠黨參議員盧德蘭姆要求知曉這方面的詳情。他
說， 「澳洲政府在這件事情上必須採取明確而強硬的態度。
我們不會允許，也不會容忍美國將其引渡，然後面臨可能將
其送入監獄數十年的指控。」

【本報訊】據韓聯社、新華社華盛頓
29 日消息：美國國務院 29 日發表聲明說，
朝鮮已經同意暫停鈾濃縮活動，同時暫停核
試驗和遠程導彈試射，以此作為美國對朝食
品援助的交換條件。

消息人士表示，朝鮮就無核化先決條件
的核心內容──中斷鈾濃縮計劃表示，寧邊
地區的濃縮鈾設備可以暫時停止運轉，直到
證明其是以和平目的設置的，但如果完全中
斷運轉，則日後重新啟動時需要較長時間，
並消耗大量能源，所以提出了不需要注入燃
料的無負荷運轉的要求。而就糧食援助問題
，朝鮮提出在去年年末會談中提到的 「24
萬噸營養強化劑」的基礎上再加5萬噸玉米
，提出總量達到 30 萬噸的援助要求。朝鮮
要求增加援助規模是因為，當初布什政府啟

動了50萬噸糧食援助項目，但有33萬噸沒
有被執行，朝鮮認為此次糧食援助應該接近
這一規模，並包含穀物。

美要求檢查落實情況
而美國要求朝鮮要確確實實中斷鈾濃縮

計劃，並對落實情況進行檢查。特別是寧邊
一代的鈾濃縮設備不僅僅是暫時停止運轉，
還要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監查
。另外，就對朝糧食援助問題，消息人士表
示，美國很可能向朝方承諾，若朝鮮能夠保
障可以確認這些糧食是否被正常供給給人民
的監督系統，可以視今後的情況確定糧食援
助規模和是否會包括玉米的問題。

據悉，戴維斯在朝美會談結束後先後訪
問韓國和日本，於 27 日回到美國，向美國

國務卿希拉里報告了會談情況，整理了美國
的立場。美國將會在觀察朝鮮無核化先決條
件的履行情況後，再探討重啟六方會談的問
題。

據觀測，今後朝美雙方將就中斷鈾濃縮
計劃方式、IAEA 重返朝鮮和對朝糧食援助
的先後關係、IAEA 在寧邊地區的監查範圍
等具體問題進行協調。另外，在重啟六方會
談的過程中，舉行韓朝無核化會談的可能性
也比較大。

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從程序和內容方
面來看，朝鮮和美國設定的大方向基本一致
，但並未表示完全脗合。局勢在不斷變化，
包括朝韓接觸等在內的六方會談在朝着可能
的一面發展。

● 2009 年 8 月，美空軍部門
對針對該殯儀館欺詐行為的指控展
開調查。報告並未公開有關實質問
題，只是宣稱此案尚無定論，聯邦
檢察官仍猶疑是否將這些控告歸檔
處理。

● 2008 年 1 月的報告稱，基
於 「因疏忽造成遺體損壞而引致家
屬精神上的痛苦和經濟損失」，美
空軍向一名身份不明的海軍遺孀支
付了25000美元（約19.4萬港幣）
的賠償金。

● 2006 年 7 月，在一起飛機
失事中喪生的四名軍人遺體 「被當
作醫學廢物廢棄火化而非正常掩埋
」。阿比扎伊德報告譴責事件是由
於軍隊各部門之間 「溝通不暢」造
成，但並未給出事件細節。

● 2005 年 9 月，空軍調查部
門發現 「因玩忽職守造成人體遺
骸的錯誤運輸」，但同樣未給出
詳情。

●2005 年， 「911」遇難者家
屬代表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紐約政
府搜索遺骸，但聯邦法院裁決原告
無法證實他們對任何遺骸具有佔有
權。

（華盛頓郵報）

▲朝鮮寧邊核設施，攝於2002年8月13日的衛星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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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基解密」 創辦人阿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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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各國召回駐白俄大使
【本報訊】據中新社布魯塞爾28日消息：歐盟外交和

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28日發表聲明指出，歐盟各成員
國同意召回各自駐白俄羅斯大使。阿什頓在聲明中提到，針
對白俄羅斯當局要求歐盟理事會駐白俄羅斯代表處首席代表
和波蘭駐白俄羅斯大使離境一事，經與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
協調後決定，召回兩名大使回國會商。阿什頓當天在布魯塞
爾召集歐盟成員國大使尋求 「對策」並最終達成一致，各成
員國同意召回各自駐白俄羅斯的大使。

歐洲議會議長馬丁．舒爾茨指出，白俄羅斯當局的舉動
充滿了敵意。在阿什頓發表聲明前數小時，白俄羅斯外交部
宣布召回其歐盟理事會常駐代表和駐波蘭大使，並要求歐盟
理事會駐白俄羅斯代表處首席代表和波蘭駐白俄羅斯大使離
境，以此作為對歐盟進一步制裁白俄羅斯的回應。

梅鐸之子辭英報部分職務
【本報訊】據美聯社倫敦29日消息：新聞集團29日表

示，80歲傳媒大亨梅鐸的兒子詹姆斯·梅鐸辭去新聞集團英
國報紙分部國際新聞公司執行主席之職，轉而專注該公司的
國際電視業務。但他將保持新聞集團的副首席運營官職位。

由於不斷擴大的英國電話竊聽醜聞的影響，詹姆斯本人
和他在新聞集團中的工作都在接受調查。39 歲的詹姆斯在
一份聲明中表示，他感謝 「孜孜不倦向公眾傳遞新聞」的同
事做出的貢獻。他同時對該公司最新在英國創刊的報紙《星
期日太陽報》表示讚揚，該報上周周末發行首刊。他在聲明
中說：「隨着《星期日太陽報》的刊發和新業務的擴展，國際新
聞公司現在正以一種強大的狀態，來實現未來的更大成功。
」聲明中還稱，國際新聞公司行政長官莫克里奇將繼續履行
他的職責，向新聞集團主席兼首席運營官切斯‧凱里報告。

【本報訊】據新華社開羅29日消息：埃及官方中東社
29 日報道說， 「基地」組織重要頭目賽義夫．阿德爾當天
在埃及首都開羅機場入境時被警方抓獲。據報道，阿德爾當
天乘坐一架阿聯酋航班抵達開羅機場後被警方抓獲。機場安
全部門稱，警方此前已經掌握阿德爾有意回到開羅並自首的
消息，對來自亞洲尤其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的飛機實施
嚴密監控。目前，阿德爾已被移交埃及檢察機構接受調查。

美國指控阿德爾涉嫌協助策劃 1998 年對美國駐肯尼亞
、坦桑尼亞大使館的襲擊，懸賞500萬美元以獲得其藏身線
索。美國聯邦調查局還將其列入重要恐怖分子名單。阿德爾
是前埃及特種部隊軍官，原名穆罕默德．易卜拉欣．馬卡維
，傳言自本．拉登去年5月被擊斃後短暫擔任 「基地」組織
臨時頭目。

■ 「基地」重要頭目開羅被捕

【本報訊】據太陽報消息：恐怖襲擊頭子本．拉登位於
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寓所內發現了兩本明顯被精心藏匿的
《聖經》。負責拆除拉登寓所的巴基斯坦安全部隊發現了這
兩本《聖經》。據悉，這兩本英文版的《聖經》中隱藏着關
於進一步恐怖襲擊的線索。書中某些內頁被摺疊，某些段落
被做上了記號。28 日晚，巴基斯塔安全部隊試圖找出更多
線索。巴方情報官員懷疑這些被摺上的內頁中藏着包括過去
和將來 「基地」組織恐怖襲擊的訊息。美國中情局迫切希望
插手尋找書中線索。但是在兩國關係決裂的當下，美方的要
求很有可能遭到巴基斯坦拒絕。

拉登兩聖經料藏恐襲玄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