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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反恐專家布魯斯里．德
爾認為， 「基地」創造者是 「基地1.0」時代，一直
至 「9．11」為止； 「基地2.0」從阿富汗塔利班政
權倒台，至本．拉登被擊斃和兩年前的引發地區動
盪的 「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後多個獨裁
政權倒台， 「基地3.0」在利比亞東部地區、馬里北
部地區、西奈半島、敘利亞等許多地區建設了安全
庇護所。與前兩代相比， 「基地3.0」現在有更多的
活動、訓練、策劃空間。

在以前，國際反恐力量可以將主要目標集中於
藏匿在阿富汗邊境毗鄰巴基斯坦地區的那個 「基地
」組織成員，如今需要面對的則是散布在全球各地
，卻通過一種 「鬆散的網絡」聯繫在一起的恐怖襲
擊者。這些恐怖組織不僅意圖顛覆非洲非伊斯蘭政
權國家，例如馬里、阿爾及利亞等，同時還利用埃
及、利比亞等國家國內興起的改革浪潮試圖製造混

亂。德爾認為，如果讓穆斯林世界存在一系列
從北非至南亞的權力空白， 「基地」將趁虛而

入建立威脅北美和歐洲的據點。
「基地」組織的北非分支──

伊斯蘭馬格里布 「基地」組織（
AQIM），是分支組織勢力

增長最快的一支，在
阿爾及利亞、毛

里塔尼亞
、馬里、

尼 日 爾

四國的邊境地帶往來自如，並將北非地區一些活躍
的宗教極端武裝分子籠絡到自己旗下。AQIM調整
了自己的目標，不再局限於推翻國內的世俗政權，
而將組織融入到 「全球聖戰」之中。本月的阿爾及
利亞人質事件就是它策劃的。

利國內戰帶來人員武器
1月21日，阿爾及利亞總理塞拉勒表示，阿爾

及利亞軍方自1月17日展開營救人質行動以來，擊
斃了29名武裝分子，38名人質喪生，其中37人為外
國人，來自8個國家。

卡扎菲擔任利比亞領導人時期，招募了非洲地
區其他國家的軍人作為自己的保衛隊，這支 「利比
亞政府軍」在軍事訓練方面有一定的水平。卡扎菲
政權被推翻後，這些人無處可去，最終只能加入恐
怖組織，無形中給非洲的恐怖組織提供了人力資源
。另外，卡扎菲時代，利比亞國內積攢了大量的武
器，這些武器在卡扎菲死後也流散開來。再加上利
比亞內戰時期，西方國家提供給利比亞反對派的武
器也在戰後流散，武器走私情況日益嚴重，給恐怖
組織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彈藥。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23日就去年美國駐班加西領
事館遇襲案作證時也警告，阿拉伯世界和北非出現
了新的地緣政治景觀。她特別提到 「馬里的不穩」
，說 「它給恐怖分子們創造了一張正在擴大的溫床
，他們尋求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密謀策劃進一步的
類似阿爾及利亞所見的那種襲擊。」

馬里或成下一個伊拉克
德爾說，打擊像拉登這樣的 「基地」高級頭目

，仍是美國反恐戰略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必
須應當包括國家建設、外交手段，還須解決最重
要的心理問題，就是聖戰分子對 「猶太復國主義

」的敵視，即以巴問題。
法國圖盧茲第二大學伊斯蘭研究教授吉代

爾指出，伊斯蘭政權在突尼斯和埃及崛起，
迫使聖戰分子向南轉，到類似馬里這種以穆
斯林民眾為主，卻是世俗、西方化政府的國
家。他警告，法國出兵馬里是 「戰略錯誤」
，有可能把馬里變成另一個薩達姆倒台後的
伊拉克，因為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之後，
才導致伊拉克 「基地」組織的興旺。

法軍奪回馬里重鎮加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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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巴馬科27日消息：
法軍27日向位於通布圖的伊斯蘭武裝分子大
本營發起進攻，空軍部隊還炸毀了馬里北部
一個與 「基地」組織有關聯的組織首腦的住
宅。

此次連夜空襲發生的24小時之前，法軍
佔領了位於巴馬科東北1200公里的加奧。加
奧是馬里極端宗教組織和恐怖勢力的大本營
之一，當地居民大約有6萬人。

馬里安全部門的消息來源指，法軍空襲
了距離馬里首都巴馬科1500公里的基達爾，
基達爾地區是恐怖組織 「伊斯蘭捍衛者」的
大本營。消息補充說，恐怖勢力 「伊斯蘭捍
衛者」領導人伊亞德加利的住宅在空襲中被
摧毀。當地官員和居民的描述也與上述情況

相符。
基達爾地區是 「伊斯蘭捍衛者」組織的

大本營，該組織首腦伊亞德加利在軍隊服過
役，也曾是一名圖阿雷格叛軍分子，去年創
立了 「伊斯蘭捍衛者」組織。

去年3月21日，馬里突發政變，部分軍人
推翻前總統杜爾領導的政權，組建 「民主復
興和國家重建全國委員會」，代行政府職責
。受軍人政變影響，馬里北部基達爾、加奧
、通布圖三個大區被 「西非聖戰統一運動」
和 「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等極端宗教
組織和恐怖勢力佔領。這些伊斯蘭組織很快
在該區域強制推行嚴苛的伊斯蘭教教法，違
者即遭鞭打、被扔石頭或是直接處死。他們
還禁止人們聽音樂、看電視，並強迫婦女戴

上面紗。

美承諾提供燃油補給
在法國利用空中優勢對馬里恐怖和極端

組織的重要目標進行連續空襲的同時，美國
決定將為法戰機提供加油服務。美方經過了
兩周的考慮作出上述決定。

五角大樓發言人指，美國國防部長帕內
塔26日與法國國防部長勒德里昂通電話時，
傳達了這一消息。兩國國防部長還討論了美
國幫助向馬里運送其他非洲國家部隊的計劃
，但美國不打算向馬里派軍。

美軍擁有其他國家無可匹敵的超級艦隊
，有超過400艘油輪能為戰機加油。法國則只
有14艘這樣的油輪。

【本報訊】據英國《星期日電訊
報》27日報道：就像其他落入伊斯蘭
極端分子控制的地區，在馬里北部、
撒哈拉沙漠邊緣城市加奧，飲酒和跳
舞是被嚴格禁止的。然而，這座城市
卻被稱為 「可卡因之鄉」，從11世紀
起就是走私的溫床，穿越撒哈拉沙漠
販運貨物。依靠這種跨撒哈拉可卡因
交易，伊斯蘭極端組織，如 「基地」
可以有足夠的資金購買武器並招募聖
戰者，稱霸一方。

馬里和阿爾及利亞邊界的可卡因
交易在5年前開始蓬勃發展。拉美公
司面對美國市場的飽和，需要尋找新
的途徑將貨品運至歐洲。首先，毒品
穿越大西洋，通過水路被運往缺乏法
治的沿岸國家，如幾內亞比紹，之後
再千里迢迢穿越撒哈拉沙漠被運往阿
爾及利亞、摩洛哥及利比亞。走私也
變得越來越現代化，用SUV而不是駱
駝進行運輸，用GPS指路而不是觀察
天空的星星。

聲稱對阿國人質事件負責的恐怖
組織頭目貝爾莫塔是 「基地」組織北

非伊斯蘭馬格里布（AQIM）的創辦
人之一，他因走私香煙而被稱為 「萬
寶路先生」，他控制馬里到阿爾及利
亞的毒品販賣路徑。

此外，AQIM還對毒販徵收 「保
護費」，從可卡因交易中直接獲得利
潤，這些可卡因最後會進入英國的夜
總會、酒吧和毒穴。正如美國政府所
說，AQIM為通過他們控制地區販運
貨品者中提供保護。英國的撒哈拉專
家安迪．摩根說： 「走私已深入他們
的血脈，大部分有權勢的人都有份參
與，包括像貝爾莫塔這樣的 『基地』
組織頭目。」

「基地」組織名下的兩大伊斯蘭武裝組織，分別位於也
門（AQAP，阿拉伯半島 「基地」組織）和北非（AQIM，
伊斯蘭馬格里布 「基地」組織），它們都把襲擊的矛頭指向
西方。

2009年1月， 「阿拉伯半島基地」由 「基地」組織在沙
特和也門的兩個分支機構合併而成，總部設在也門。2009年
12月25日，美國境內發生了炸機未遂事件， 「阿拉伯半島基
地」事後宣布對這一事件負責。中情局情報顯示，連2009年
得州胡德堡軍事基地軍醫槍擊案，造成13人喪生，及美國出
生伊斯蘭教士奧拉基在互聯網挑起 「聖戰」，都可以追源溯
本至也門。

2003年初，32名歐洲遊客在阿爾及利亞南部沙漠地帶遭
綁架，綁匪索要1000萬美元贖金。此事令一度 「默默無聞」
的 「薩拉菲宣教和戰鬥團（簡稱GSPC）」聲名鵲起。10年
後，由GSPC改頭換面而成的AQIM製造了阿爾及利亞人質
事件。

2006年9月11日，GSPC正式宣布加入 「基地」組織，並
於同年12月更名為AQIM。AQIM擴張地盤，勢力延伸到薩
菲勒地區（專指阿爾及利亞、毛里塔尼亞、馬里、尼日爾四
國），並將北非地區一些活躍的宗教極端武裝分子籠絡到自
己旗下。

2007年12月，AQIM對聯合國難民署駐阿爾及爾辦事處
發起汽車炸彈襲擊，17名聯合國工作人員遇難。2008年8月
，阿爾及利亞一家警察局前排隊等候的求職者遭遇了汽車炸
彈襲擊，造成48人身亡，45人受傷。AQIM宣稱對此負責。

另外，2009年10月，索馬里青年黨領導人艾哈邁德．阿
布迪．戈丹內通過視頻向本．拉登宣誓效忠，宣稱將進行 「
聖戰」， 「把西方國家從非洲之角趕出去」。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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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法新社、泛撒哈拉反恐倡議組織

◀毒品成為 「
基地」 組織新
的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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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馬里 「基
地」 武裝分子
綁架的三名歐
洲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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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基地」 組織武裝分子
資料圖片

▲法國軍隊25日抵達馬里塞瓦雷的軍營 法新社

◀「基地」北非
分支（AQIM）的
標誌

【本報訊】據法新社27日消
息：隨法國出兵馬里平亂，阿
爾及利亞人質挾持事件震驚全球
， 「基地」 組織再次成為全世界
矚目的焦點。分析人士認為， 「
基地」 組織正演變成更加危險的
「3.0」 時代，並且利用 「阿拉
伯之春」 之後的權力真空，將恐
怖主義的黑手從中東延伸到了北
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