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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穆斯林士兵遭
槍殺，1名黑人士兵
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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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殺手施襲前無異狀

歐洲基地恐襲記錄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22日報道：生於1988年的
法國連環殺人犯穆罕默德．梅拉赫年輕帥氣，喜歡足球、單車，
常去夜店參加派對，身邊朋友也不少。就在數周前，梅拉赫曾在
夜店參加派對，身旁熟人沒發現任何異狀。包括法國情報機關在
內，沒有人看到他即將實施連續幾單冷血襲擊。

而他的朋友也說，曾在汽車零件工廠工作的梅拉赫喜歡談
「車、單車、女孩子和運動」等話題。31歲的尼德形容梅拉赫就

像是 「一般年輕人」。他說： 「3周前他人在一家夜店，今早卻
聽到他跟 『基地』組織有關，一個人如何在3周內變成那樣？」

梅拉赫的律師艾特林也表示，他是個 「彬彬有禮」的大男孩
。艾特林說，如果梅拉赫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顯然大家都還不
知道，他給人的印象是完全融入法國社會」。艾特林說，梅拉赫
之前犯的多半是雞鳴狗盜小罪。2007 年 12 月至 2009 年 9 月，梅
拉赫因為搶劫而入獄，艾特林曾試圖為他爭取減刑或換刑，但沒
成功。艾特林推測此事可能挑起梅拉赫對司法體制的憎恨，為他
之後全心地投入宗教狂熱埋下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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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4起卡車爆炸事件，共造成57人死亡，700人受傷。74名被
土耳其當局檢控的犯人與基地組織有直接聯繫，當中有一部分人
曾跟本拉登見面，尋求基地組織的庇護幫助。

馬德里早晨載客火車發生一系列爆炸，造成191人死亡，1800人
受傷。該爆炸事件是歐洲遇到的最嚴重的恐怖襲擊。

4名自殺式炸彈攜帶者，在倫敦地鐵及倫敦中部1架雙層巴士實
施災難性襲擊，造成56人喪生，近700人受傷。

警方挫敗1起恐怖襲擊陰謀，嫌犯本計劃炸掉至少10架飛往
北美的跨大西洋載客飛機。3名犯人隨後因參與謀殺而被判終身
監禁。

2名男子駕駛一輛裝有罐裝丙烷的汽車，進入格拉斯哥國際機場
，並將其點燃。策劃者之一因重度灼傷死亡。

在圖盧茲地區，一名聖戰槍手連續作案，共造成3名士兵死亡，3
名猶太兒童、1名猶太教師死亡，1名士兵重傷。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
、英國《每日郵報》22日報道：在圍
困對峙32個小時後，法國警方22日採
取行動，強攻進入連環殺人槍手默罕默
德．梅拉赫的公寓，雙方激烈交火5分
鐘，共發射300多發子彈，梅拉赫在跳
窗時頭部中彈，墮樓身亡。法國總統薩
爾科齊祝賀特種部隊完成任務，並表示
將嚴厲打擊極端宗教主義。

22 日上午 11 時 30 分左右，法國警方反恐力
量黑豹突擊隊從疑犯默罕默德．梅拉赫據守的住
宅大門和窗戶強攻入內。法國檢察官弗朗索瓦．
莫林斯表示，在強攻梅拉赫公寓時，警方接到命
令，必須盡全力保證將其生擒，僅被授權在自衛
時才能開火。然而，梅拉赫用一部柯爾特 「點45
手槍」向警方開火， 「他連續開火30多發，直到
被黑豹突擊隊隊員的回槍擊中頭部。」莫林斯表
示，警方為了保證生擒梅拉赫，行動才會持續如
此長時間。黑豹突擊隊隊員深陷險境，有5人受
輕傷。

警方搜到殺人現場錄像
此前，法國內政部長蓋昂在突擊行動後說：

「疑犯衝出浴室，向警方開槍。最後他跳出窗戶
，仍不停射擊。警方後來發現他躺在地上已死亡
。」目前梅拉赫已確認身亡。

此外，警方在梅拉赫的公寓內搜到他此前實
施三次襲擊時拍攝下的畫面，後者聲稱已在網上
公布這些錄像。莫林斯說，槍手3月11日在槍殺
一名法國傘兵時說： 「你殺了我的兄弟，我要殺
你。」而在幾天後，梅拉赫在蒙托邦槍殺另外2
名傘兵後，用阿語高喊： 「神是偉大的！」

當地時間 21 日凌晨 3 時 30 分許，包括黑豹
突擊隊在內的三百名法國警員開始包圍梅拉赫的
公寓，雙方展開數小時談判。梅拉赫對談判員說
，是他殺死了猶太人學校四名師生，以及三名法
國傘兵，並說這是為了替死去的巴勒斯坦兒童
報仇，以及為了抗議法國參加阿富汗戰爭和抗議
政府去年禁止伊斯蘭教徒戴面紗。檢察官莫林
斯當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他不後悔，只後悔
沒有時間殺更多人。他還誇稱要使法國跪下來求
饒。」

當局一度懷疑槍手自殺
當地時間22日早些時候，由於梅拉赫整晚沒

有回應警方喊話，一度被懷疑已經自殺身亡。法
國內政部長蓋昂說： 「他在晚上沒有行動，我們
希望他還活着。」他說： 「我們的首要目的是生
擒他，並將他繩之於法。他對整晚的爆炸和槍聲
都沒有反應，這個很奇怪。」

在警方包圍的32個小時內，現場數度傳出爆
炸聲。當天早上，第一次爆炸導致梅拉赫公寓的
門窗被炸掉。警方說，這是一種戰術，旨在向疑
犯施壓，迫使他投降。上午十時半，警方又做了
叫做 「閃光雷」的引爆，旨在欺騙疑犯，使他以
為警方不再等待，終於發動進攻。11點左右，現
場再傳爆炸聲。警方開始強攻，分別從撬開的前
門及窗戶進入。

總統矢言打擊極端主義
蓋昂說，警方用特別錄像設備來搜尋疑犯位

於二樓的公寓單位，但找不到他，後來用一種
特別儀器發現他在浴室。他說，殺手從浴室出
來， 「亂槍掃射」，警員則 「設法保護自己並還
擊」。

在警方成功伏擊梅拉赫後，法國總統薩爾科
齊發表演說，祝賀特種部隊完成任務。他並表示
，法國將打擊極端主義思想。薩爾科齊說，他希
望對那些經常瀏覽恐怖主義網站的人，或那些出
國旅行接受培訓的人採取法律行動。他說，他不
希望法國監獄成為極端主義的溫床。

【本報訊】據法新社巴黎22日消息：法
國政府22日面臨一片責難之聲，質疑為什麼
情報機構未能及時覺察連環殺手梅拉赫。曾
屢犯輕罪，後來自稱是 「基地」 戰士的梅拉
赫，在警方的突擊中頭部中彈身亡。

事後回顧，梅拉赫的案底似乎足以使他
很容易被懷疑是殺手──他至少犯了15項刑
事罪，包括暴力罪，並早已變成一名伊斯蘭
激進分子，還去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法國
情報機構早就知道他和他的兄弟信奉原教旨
主義 「薩拉夫」 思想。

法國《電訊報》說，在2010年，梅拉赫
強迫一名少年觀看 「基地」 斬首人質的錄像
。當該少年的母親投訴時，梅拉赫便痛打她
，導致她住了幾天醫院。該報說，後來，梅
拉赫去到少年母親家門口的大街上，穿着軍
人做雜役時所穿的工作服，揮舞一把劍，大
叫： 「我是 『基地』 的人。」 警方對他提出
刑事訴訟，並向該婦女錄取口供，但是顯然
沒有再跟進。

檢察官莫林斯說，梅拉赫宣稱在巴基斯
坦邊境地區瓦濟里斯坦接受過 「基地」 組織
的訓練，該地區與阿富汗接壤，是伊斯蘭激
進分子的大本營。莫林斯說，疑犯去過該地
區兩次。法國極右派領導人勒龐早就在競選
總統時大肆抨擊穆斯林移民，現在她忙不迭
地批評政府對 「原教旨主義風險」 太 「鬆弛
」 。曾擔任過國防部長和內政部長的社會黨
人舍韋勒芒說，槍殺事件 「對反恐機構來說
是一個警告」 。

但是薩爾科齊總統的右翼政府成員試圖
為他們的反恐紀錄辯護。內政部長蓋昂星期
四說： 「國內情報局追蹤很多捲入伊斯蘭激
進分子。但是，表達某些想法……不足以被
繩之於法。」 他說，梅拉赫家鄉圖盧茲的伊
斯蘭激進分子沒有任何 「犯罪傾向」 ，並說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人在準備襲擊，但他承
認，安全機構知道梅拉赫其人，已有 「多年
」 了。他還說，梅拉赫這種 「獨狼」 很難應
付。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21日消息：根據巴基斯坦
塔利班組織一名高級指揮官的說法，超過 80 名法國公民曾在巴
基斯坦西北部無法律監管地帶，與塔利班組織一起進行訓練，引
起民眾對該組織發動新一輪針對西方國家行動的恐慌。

法國檢方透露，涉嫌在法國西南部殺害7人的默罕默德．米
拉赫，曾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邊境的瓦濟里斯坦接受基地組織訓
練。據說米拉赫在2010 年至2011 年期間抵達巴基斯坦，再次顯
示了巴基斯坦作為聖戰旅行地的惡名，亦帶來了會有更多襲擊事
件出現的可怕前景。

北瓦濟里斯坦是基地組織附屬團體──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
（TTP）的傳統勢力範圍。該組織一名高級指揮官表示，激進派
分子一直密切關注法國槍擊案的進展。這名司令官以匿名方式告
訴《每日電訊報》， 「當中有 80 餘名法國公民，大部分人在北
瓦濟里斯坦，而另外的人在南瓦濟里斯坦。有5人在1月份離開
。」他表示，自己不能透露這些人的目的地及計劃，不過事情一
旦發生，TTP會宣布對其負責。他們並沒有訓練過任何名為 「米
拉赫」的人員，但是召集的激進分子通常擁有多重身份。

北瓦濟里斯坦可謂是激進派分子的天堂。其種族部落不受巴
基斯坦政府控制，該地區常被認為是抵禦阿富汗混亂及無法律監
管狀況的緩衝帶。雖然巴基斯坦軍方有採取行動打擊這個不受管
束的部落區域的其他地方，但由於害怕引起殊死對抗，北瓦濟里
斯坦地區一直安然無恙。

據報道， 「哈卡尼」武裝組織的阿富汗士兵，在北瓦濟里斯
坦主要城鎮米蘭沙赫附近設立了許多據點。他們利用該區域作為
跳板，襲擊邊境另一側的外國以及阿富汗軍隊。炸彈製造專家在
不同的團體中來回穿梭，傳授技術。

80法民受塔利班訓練

法情報機構失察挨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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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內政部長蓋昂（中）與黑豹突擊隊
隊員 法新社

▲警方包圍住宅區，當地居民神情緊張
法新社

◀槍手梅拉赫被
擊斃後，一名法
國醫生跑向現場
救助

美聯社

◀梅拉赫的
弟 弟 已 於
21 日被法
國警方逮捕

路透社

▲法國電視台截取的梅拉
赫的照片 路透社

法連環殺手法連環殺手
與警對峙與警對峙3232小時小時

▼行動結束後，法國黑豹突▼行動結束後，法國黑豹突
擊隊隊員離開現場，神情輕擊隊隊員離開現場，神情輕
鬆鬆 路透社路透社

3月21日
凌晨3：30，警方突擊圖盧茲一處民宅，與默罕默德．梅拉赫
爆發槍戰，三警受傷。
21日白天：警方勸梅拉赫投降，梅拉赫宣稱自己屬於 「基地
」 組織，拒絕投降。

3月22日
凌晨2：20：警方在梅拉赫住宅的牆上炸出一個洞
凌晨4：20：現場傳來兩聲槍響
上午9：38：現場傳來三聲爆炸
上午11：25：警方攻入梅拉赫住宅，梅拉赫被殺。

英國《衛報》

梅拉赫的最後32小時

殺手作案及斃命地點殺手作案及斃命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