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海陸空安保分布圖
這個夏天，英國海陸
空三軍將使用強大的
軍事力量護衛奧運會
和殘奧會

諾索爾特皇家空
軍基地
■四架 「颱風」 戰鬥機（見
上圖）在空中巡邏，負責擊
落任何自殺式襲擊飛行物
■皇家海軍的三架 「海王」
預警直升機

■停泊在倫敦東南部的格林尼治，將搭
載高達800名士兵或皇家海軍陸戰隊人
員，此外還有皇家海軍的四架「大山貓」
直升機（見上圖）和狙擊小隊

英國皇家艦艇大洋號
（兩棲攻擊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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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軍事力量
■1.35萬名軍人負責全國150個
會場和訓練中心的安全，其中包
括：
■5000名提供專業能力的軍人，
涉及炸彈處理、搜尋和探雷犬隊
■1000名後勤人員
■高達7500人負責會場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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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肯郡的
沃丁頓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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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配備守門員武器系統、增強版雷
達和傳感器以及一支由350名皇家
海軍陸戰隊人員組成的專業隊伍，
在韋茅斯灣和多賽特郡的波特蘭港
保護帆船賽事

英國皇家艦艇堡壘號
（兩棲攻擊艦）

在倫敦東部伊爾福德的
英國本土自衛隊中心部
署了三架皇家空軍美洲
豹直升機和狙擊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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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敦東
南部的布萊
克希思公地
和奧格斯麗
茲森林部署
「激光長劍
」 地空導彈
系統

地對空導彈
■在高層建築上安置■在高層建築上安置 「「星光星光」」
高速導彈系統：鮑地區的列克高速導彈系統：鮑地區的列克
星敦大樓和倫敦東部沃爾瑟姆星敦大樓和倫敦東部沃爾瑟姆
森林的弗雷德．威格大樓、森林的弗雷德．威格大樓、
M25M25公路、埃平森林公路、埃平森林

倫敦奧運反恐演習

拉登親筆信解密：憂基地窮途末路

應對最壞情況 6地架地對空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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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中央社倫敦4
月30日消息：英國國防部4月30日宣布
，5月2日到10日將針對倫敦奧運進行代
號為 「奧運衛士」 的反恐演習，包括皇家
海軍、皇家空軍直升機及戰機都將參與，
並選定6個地點架設地對空導彈。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1日電】英國經歷了100來最潮
濕多雨及低溫的4月，有的地區降雨量是平時的兩倍，當局
頻發水災警告，卻又仍然告旱，水庫存量不足。

4月份英國各地幾乎每日下雨，是多年少見的連續數周
降雨。環境署說，是以往4月一般降雨量為2.7吋，但剛過
去的4月全國平均錄得4.8吋的降雨，超破了2000年4月4.7
吋的降雨紀錄，成為100年來最潮濕的4月份。

一個多月來英國西南、中部、東部和東北部不停下雨，
當局先後向 171 處地區發布預防水災警告，其中有 39 個地
區的水災警告目前仍未消除。

今年的4月也是少有地低溫，英格蘭南部溫度處於攝氏
6 至 13 度之間，比起往常 4 月的攝氏 10 至 20 度天氣，顯著
地寒冷。

在英格蘭南部的薩默塞特郡，一般4月降雨量是3.4吋
，但是今年錄得 10.8 吋的紀錄。接近中部的北安普頓郡有
的鄉鎮水浸，30 日晚警方協助疏散了上千居住在流動旅行
車的居民。

雖然氣象台警告惡劣天氣不會在5月初消失，短期內還
會繼續低溫下雨的天氣，但是由於過去兩年的英國冬季均甚
少下雨，水務局依然維持3月份發出的旱情警告。

包括倫敦在內的各地居民3月份開始禁止使用噴水管澆
花，當局表示，雖然4月以來降雨時期長，降雨量也可觀，
但仍不足以抵銷原來的旱情，水庫存水量仍然不足，用噴水
管澆花的禁令還不能撤除。

英4月降雨百年最多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日消息：
英國首相卡梅倫肩負一個嚴酷的任務，就是一旦
自殺式襲擊者劫持客機襲擊奧運會，他就要下令
英國軍隊擊落該客機。

英國正準備以破天荒的 「銅牆鐵壁」保護倫
敦奧運會，而首相更是要隨時準備好下達 「開炮
」的命令。

在倫敦成為世界焦點之際，英國做了緊密的
安全部署，以防止 「九．一一」式或孟買式的恐
怖襲擊。這些安全部署，包括：

●尖端的皇家空軍 「颱風」式戰機，它們將
裝載可怕的武器，負責倫敦及周圍地區的空中巡
邏。

●倫敦周圍設置六個地對空導彈場地，隨時
擊落 「無賴」飛機。

● 「海洋」號直升機兩棲突擊艦將停泊在泰
晤士河，並有800名皇家海軍陸戰隊員待命。

●七架皇家海軍 「大山貓」和皇家空軍 「美
洲豹」直升機，將運載第一流狙擊手，狙擊恐怖
分子。

●皇家海軍 「堡壘」號旗艦和其他戰艦，將
部署在多塞特郡的韋茅斯，協助保護水上運動。

●將有13500名男女士兵（比派駐阿富汗的
部隊還多）值勤，保護耗資九十億英鎊的奧運會
的安全。

4月27日有消息說，卡梅倫將負責決定是否

發射導彈擊落來犯的自殺式飛機，這類飛機，可
能是劫持來的客機，機上有平民乘客。

負責倫敦奧運會軍事行動的尼克．帕克將軍
披露說，這項絕不值得羨慕的任務，將落在 「政
治最高層」手上。卡梅倫擁有緊急情況權力，去
授權軍方擊落來犯飛機或直升機，以阻止奧運會
期間發生任何慘劇。

部署在六個地點的地對空導彈，將用來擊落
較慢或較小型的飛機，至於是否把它們擊落，決
定權將掌握在卡梅倫手中。東倫敦堡區列克星敦
大廈水塔附近那些私人公寓的住戶，已收到傳單
，通知他們，該大廈在奧運會期間將部署十名士
兵和警察。該大廈有700名居民。

卡梅倫有權下令擊落被劫客機

海陸空全方位防禦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1 日報
道：英國將在 6 個地點試驗安裝導彈發射平台
，以阻止一切恐怖主義空襲，其中包括 2 個居
民樓。

如果有任何低空飛行的飛行物意圖在奧運
會場館製造類似 「9．11」的自殺式襲擊，
「星光」和 「激光長劍」地空導彈系統將是擊

落它們的 「最後手段」，他們的射程在 4 英里
左右。國防部消息指，雷達會發現異常的飛行
物，在這些飛行物抵達建築區之間導彈就會部
署完畢。

但是專家指這些導彈系統在惡劣天氣中無
用武之地，因為它們依靠操作員去瞄準目標。

英國《簡式國際防務評論》主編布朗說：
「這個系統的弱點就在於，這些導彈是激光制

導的，必須依靠士兵的肉眼來瞄準目標。因此
，如果士兵看不見目標的話，導彈就打不中。」

因此，這些導彈極易受天氣的影響。如果
目標飛行物在飛至體育館的過程中被建築物擋
住，他們也沒法擊中目標。居住在導彈部署場
地附近的人們也擔憂，在建築區使用這種武器
的危險。

這些導彈是 「多層」防禦系統的一道門。
6 個導彈安置地點是：奧運體育館附近列克星
敦大樓；弗雷德．威格大樓；倫敦東部沃爾瑟
姆斯托的一棟16層高民居樓；布萊克希思公地
，接近格林尼治，是奧運會馬術比賽地點；威
廉．格靈水庫，位於倫敦東北部的恩菲爾德奧
格斯麗茲森林，在倫敦東部伍利奇附近；耐茲
豪斯農場，位於倫敦東北部的埃平森林。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絡版1日消息：專
家說，一種名為 「櫟列隊蛾」（見上圖）的昆蟲正在英國的
新區域擴散，擔心如果東倫敦的櫟樹受到侵擾，牠們有可能
給奧運造成影響。

這種蛾的幼蟲是毛蟲，身上有6.3萬條有毒的毛覆蓋着
。這些毛有可能導致哮喘病發。在空中飄的毛可以令皮膚疼
痛、喉嚨出疹、流眼水、嘔吐和暈眩。

裘園的樹木園主管柯卡姆說： 「你可以壓制牠們，但你
永遠都不能把牠們捕光。我們用噴霧阻止牠們。但即使把裘
園的巢都移走，也不能完全控制櫟列隊蛾。」

這些毛蟲以歐洲櫟樹的葉為飼料。牠們只要數量足夠，
就可以令整棵樹的葉都掉落。這些毛蟲 2006 年首次在英國
出現。此前牠們隨一批從荷蘭進口的櫟樹被帶入倫敦。此後
，牠們在英國東南部迅速擴散，而且遠至雷丁及設菲爾德都
有人見到牠們。

當局已和皇家植物園及林業委員會攜手，嘗試在這些蛾
進一步擴散之前，對牠們加以壓制。這個區域有超過700個
巢被毀，但如今大家都清楚知道，牠們已有足夠的數量，在
今年構成更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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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防部強調，政府並未決定是否在奧運期
間架設地對空防禦系統，要視演習的情況再做最後
決定。在 6 個被選定進行地對空導彈測試的地點，
有兩處位於距奧運場館很近的倫敦城區，兩處位於
倫敦東南區，另外兩處則在北區，演習時將不使用
真的導彈。架設導彈的目的是防止類似美國 「9．11
」恐怖襲擊事件在奧運期間發生。

此前，有倫敦東區居民曾就軍方考慮在他們居
住的樓頂上安裝導彈表示擔憂，並稱發射地對空導
彈將會使該地區產生導彈殘骸處理問題。就此，英
國國防部回應說，因發射導彈而產生的城區環境問
題確實是一個實際的挑戰。

面臨兩大安保威脅
安全演習將在倫敦、韋茅斯及多塞特等地舉行

，因為帆船比賽將在這兩個倫敦以外的城市舉行。
演習將分 3 階段進行，從韋茅斯展開，之後測試倫
敦的空域防禦能力，最後是泰晤士河。包括規模最
大的皇家海軍直升機兩棲突擊艦 「海洋號」，皇家
空軍颱風戰鬥機等，都將參與演習。

帕克說，此次演習是針對最壞的情況，而不是
最可能發生的情況。他認為，謹慎準備有必要，對
最壞情況作準備也是合理的做法。帕克表示，倫敦
奧運會面臨兩大安保威脅，一是類似 「9．11」恐怖
襲擊式的空中威脅，二是在奧林匹克公園附近的地
面上發動的襲擊。

防禦網分為 3 層，由颱風戰鬥機負責空中巡邏
，如果發現有恐怖分子的飛機，直升機上的狙擊手
將待命射殺駕駛員，在倫敦的 6 個地對空導彈將射
下敵機。

1.35萬軍人參與安保
國防部長夏文達說，支持倫敦奧運是今年國防

部的重要工作，5月初的演習是要確保人力及系統都
已做好因應挑戰的準備。他表示，多數的演習都是
在民眾可以觀看的情況下進行，希望藉此讓英國民
眾了解，政府已盡一切所能，確保夏季奧運會及殘
奧會的安全。

倫敦奧運期間共有 2.37 萬名安全人員，其中
1.35 萬名來自軍方，其他還有警方及私人安保單位
，同時還有3000名義工。7500名軍方人員屆時將在
比賽場館內協助安全檢查工作。

▲美國國防部去年5月公布的錄影截圖顯示
，拉登正在看電視，電視畫面播放的正是美
國總統奧巴馬 資料圖片

【本報訊】據新華社、中新社華盛頓 30 日
消息：美國總統國家安全與反恐事務顧問約翰．
布倫南 30 日宣布，美國將於本周首次公布部分
在 「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住所繳獲的文件
。他說，這些文件顯示拉登對 「基地」組織在美
國持續壓力下的生存感到擔憂，並考慮給組織改
名。

布倫南援引一些信件內容稱，拉登曾對下屬
感嘆「基地」組織前途未卜， 「新上任的基層領導
人經驗不足，這會讓我們重蹈覆轍。」他寫道。

曾密謀再襲擊美國
提及美軍對 「基地」組織的窮追猛打，拉登

也憂心不已。布倫南稱，拉登在一封信中敦促

「基地」組織頭目趕緊從巴基斯坦部落地區撤出
，以躲避美軍戰機的監視和轟炸。

美國《時代》周刊早前刊發的一篇文章透露
，直到2011年5月2日被美軍擊斃，拉登一直密
謀再對美國發動大規模襲擊，他曾敦促手下挑選
「聖戰」戰士，派他們回到各自國家學習飛行技

術，不過拉登似乎信不過美國籍恐怖分子，這令
襲擊的可行性大大減少。

奧巴馬政府卸任官員萊特爾說，拉登希望追
隨者暗殺總統奧巴馬與彼得雷烏斯將軍。但他認
為，拉登的最優先目標不是奧巴馬或彼得雷烏斯
，而是在美國再發動另一次規模可比 「9‧11」
的恐怖攻擊。

此外，這些文件還顯示，拉登考慮過給 「基

地」組織更名。他認為，美國已經基本停止使用
「反恐戰爭」這一說法，轉而用 「基地」組織來

替代恐怖主義，這為 「基地」組織造成了 「形象
問題」。

奧巴馬秘訪阿富汗
另據美國 CNN 報導，德國警方去年 5 月在

恐怖嫌犯身上查獲色情片記憶卡，內容卻暗藏資
訊寶藏，包括 「基地」組織準備攻擊的新目標和
新的攻擊手法。CNN引述美國情報消息人士的
話說，德國警方查獲的100多份檔案是 「黃金」
，除了1年前在擊斃拉登時獲得的資料之外，這
是過去1年情報機構查獲的最重要的 「基地」組
織文件。

另據新華社1日消息，美國總統奧巴馬1日
抵達阿富汗喀布爾進行秘密訪問。據未透露姓名
的阿富汗官員稱，奧巴馬此行預期將會與阿富汗
方面簽署戰略協議。

毛蟲襲英 恐影響奧運

▲弗羅姆的大雨使一男子外出時不得不使用水上摩托
艇 每日郵報

▲ 「颱風」 戰鬥機屆時將在空中巡邏
每日郵報

▼高速地對空導彈將被部署在東倫敦的居民樓以避免
空襲 每日郵報

▲英國防長夏文達早些時候巡視皇家空軍的地
對空導彈 每日郵報▲東倫敦的沃爾瑟姆森林弗雷德．威格大樓可能部

署導彈 每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