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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促美反思其反恐戰略

社 評 井水集

就在全世界緊繃神經，為朝鮮發射
導彈而糾結的時刻，波士頓兩起連環爆
炸案打破了 「黎明前的沉寂」 ，也令美
國人再次感受到，最大的威脅仍然是在
國內，雖然經過十幾年的反恐戰爭，恐
怖陰霾依然籠罩着美國。

兇手究竟是誰？是基地組織的殘餘
，還是一隻 「狐狼」 或 「狐狼群」 ，是
個人或某些非政府組織，還是某個反美
意識濃烈的極端組織，相信美國警方最
終會給出答案，肇事者最終將難逃法網
。但作為一起有計劃、有預謀的恐怖襲
擊事件，兇手選擇以 「熱愛和平，珍愛
生命」 為宗旨的體育比賽為目標，向無
辜的平民下手，等於向世界、向人類宣
戰，無疑是想通過製造全球性轟動效應
，證明自己的能力和存在。

「四一六」 慘案使人自然而然想到
了 「九一一」 。這起 「九一一」 之後發
生在美國本土的最嚴重恐怖襲擊，再次
為人類敲響警鐘。美多年的反恐戰爭可
謂戰果纍纍：美打贏了阿富汗、伊拉克
戰爭，重創國際恐怖組織的大本營──
基地組織，擊斃了本．拉登，建立健全
了全國性的反恐機制，偵破了一系列預

謀發動恐襲的大案……但最終還是沒有
避免恐怖襲擊的發生。美國在嚴懲兇手
的同時，更應該深刻反省自己的反恐政
策。

在恐怖與反恐怖的較量中，取得巨
大勝利的美國成了失敗者，波士頓廣場
上的鮮血和生命似乎在向人昭示，即便
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超級大國，也不可能
百分之百保證美國本土安全。

到過美國的人都會感覺到一種詭異
的氣氛。美國機場是世界上安檢最為嚴
格的，其駐外機構也是安保措施最嚴密
的。美國人成了一群裝在 「套子」 裡的
驚弓之鳥，恐襲如懸於頭上達摩克利斯
之劍，無時無刻不在危及其生命安全。

恐怖襲擊對美國來說並不陌生。美
國反恐戰實際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
打響。到九十年代，美對恐怖主義危害
的認識不斷深化，反恐在美外交政策中
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並逐漸上升到國家
戰略的層次。 「九一一」 事件令美對安
全威脅的認識發生了徹底改變，恐怖主
義成為美最大威脅，防務對象不再針對
某個國家或地區，而是更加多元、複雜
和隱蔽的恐怖組織。反恐成為美壓倒一

切的現實任務，美國發動了對阿富汗、
伊拉克的戰爭，試圖剷除支持恐怖主義
的所謂 「無賴國家」 、 「邪惡軸心」 ，
逐個清除對美的安全威脅。

但美國反恐戰爭實際上是其謀求全
球霸權的一杆 「旗」 。在這面旗幟下，
反恐完全變了味，成為其劃分敵友、調
整大國關係、加強地區滲透的幌子。 「
以暴制暴」 、 「先發制人」 的單邊主義
戰略的實施，使美國陷入 「越反越恐」
的惡性循環。

奧巴馬上台後，調整了美國外交戰
略，作出 「重返亞洲」 的戰略調整。粗
暴的單邊主義被 「巧實力」 外交代替，
對伊斯蘭世界作出友好、合作的姿態。
反恐戰爭似乎隨美軍撤出兩大戰場而
結束，在激烈的地區爭奪中，恐怖似乎
正在逐步淡出人們視野。

波士頓恐襲再次為華盛頓敲響警鐘
，美國需要戰略反思。國際恐怖主義並
未走遠，依然是美最現實、最迫切的安
全威脅。美如果仍然以一種武力作後盾
的 「統治者」 姿態，處理複雜敏感的國
際問題，類似的恐襲事件恐仍難避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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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綜合綜合《《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美國有線新聞網（（CNNCNN
））1616日消息日消息：：美國本土在美國本土在1515日遭受自日遭受自 「「99．．1111」」恐怖襲擊以來最大規模的炸彈襲恐怖襲擊以來最大規模的炸彈襲
擊擊。。儘管十多年來屢次挫敗恐怖襲擊陰謀儘管十多年來屢次挫敗恐怖襲擊陰謀，，但是本次波士頓馬拉松爆炸事件但是本次波士頓馬拉松爆炸事件，，凸凸
顯了美國官員在防止恐襲時顯了美國官員在防止恐襲時，，面臨的持久的困難面臨的持久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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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疑為土製 施襲動機成謎

恐怖主義日趨本土化恐怖主義日趨本土化

美反恐美反恐力不從心力不從心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美國有線新聞網16
日消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16日就波士頓馬
拉松恐襲事件展開全面調查。包括炸彈專家在內
的聯邦和地方調查人員，搜查里維爾附近一間公
寓並搬走部分物品，但否認與襲擊案有關聯。暫
時未有疑犯被拘留，襲擊的動機仍然成謎，FBI呼
籲知情民眾提供更多信息。

周二，麻省政府與FBI召開聯合記者會。FBI
特別探員德斯洛里斯表示，未發現存在其他的威
脅，探員們正在追蹤多條線索。麻省州長帕特里
克澄清，現場只發現並且只有兩枚炸彈，之前稱

有未爆炸炸彈在現場的說法不準確。
一名聯邦執法官員說，現場發現的兩個炸彈

都是小型炸彈，初步化驗顯示，不含C-4或其他
高強度炸藥，懷疑是土製炸彈。一名曾在聯邦執
法部門工作，現任職於情報界的消息人士說，爆
炸發生在賽事結束之際，這個事實 「似乎表明這
次襲擊，目的不是為了造成最大程度傷亡。」

該名消息人士說： 「它引起很多疑問，例如
為什麼炸彈不是在人群擁擠如沙丁魚的時候和勝
利者越過終點線的時候爆炸。」

波士頓警察專員埃德．戴維斯說，暫時沒有

人被拘留，但有很多人正接受盤問。FBI波士頓分
局說， 「任何信息或細節都非常重要」，促請公
眾告知任何可能提供線索的信息或圖像。

美主要城市啟反恐機制
爆炸發生後，波士頓警方立即啟動了反恐警

戒機制，封鎖現場，關閉附近的大橋及停駛地鐵
，設立禁飛區，並切斷手機信號，防止有新的炸
彈被引爆。

而在爆炸消息發出前，首都華盛頓已經提高
了警戒級別，白宮、國會山和五角大樓外圍也封
鎖，連接國會山和白宮的主幹道賓夕法尼亞大道
也被關閉，紐約、洛杉磯、三藩市等主要城市也
立即啟動反恐警戒機制，一些大型活動立即
取消。

美國主要恐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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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華爾街日報》）

恐怖分子在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一座
塔樓下引爆汽車炸彈，6人死亡，
1000多人受傷。事件由 「恐怖大亨
」 本．拉登策劃，5名極端分子被定
罪
奧克拉荷馬市聯邦大樓外汽車炸彈爆
炸，造成168人喪生，500多人受傷
。這是美國75年來死傷最嚴重的爆
炸事件。美國青年麥克維2001年被
處決，尼科爾斯被判終身監禁
美國亞特蘭大夏季奧運期間，百年奧
運紀念公園發生爆炸，2人喪生，
100多人受傷。美國人魯道夫2003年
被捕，坦承認罪，被判無期徒刑
「千禧年炸彈客」 艾哈邁德．萊薩姆
在通過加拿大和美國邊境時被捕。他
後來因圖謀於1999年新年前夜在洛
杉磯國際機場製造爆炸事件而被定罪
，最終被判處37年監禁
「基地」 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飛機，
撞毀紐約世貿中心並撞擊五角大樓，
近3000人死亡
英國人 「鞋子炸彈客」 理查德．里德
點燃藏在鞋子中的爆炸物，試圖炸掉
一架從巴黎飛往邁阿密的飛機
阿富汗裔美國人納吉布．扎齊開車前
往紐約，計劃用自製炸彈襲擊地鐵。
他在實施其圖謀前被抓。他和其他人
以聯邦恐怖主義罪名被定罪
尼日利亞人阿卜杜勒．穆塔拉卜試圖
在一架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底特律的飛
機上引爆內褲中的炸彈，但機組人員
和乘客解除了炸彈
巴基斯坦裔美國人哈扎德將一輛裝有
自製炸彈的汽車留在紐約時報廣場，
他試圖引爆炸彈，但未能成功

CNN網站專欄作家格蘭德森稱，如果說
「9．11」事件改變了美國，那麼15日發生事

件再一次提醒人們， 「恐怖襲擊事件可能在任
何地方發生。恐怖襲擊不可能在美國發生的觀
念再次被打破。」

奧巴馬確認定性 「恐襲」
奧巴馬再次發表全國講話中把波士頓事件

稱為 「恐怖襲擊」，形容爆炸是 「令人髮指的
懦夫行徑，又呼籲國民提高警覺。」

美政府分析家傾向相信，本次襲擊的手法
應該是受 「基地」組織啟發，但不是由 「基地
」組織直接發動。一名前反恐官員說，波士頓
襲擊似乎不具備 「基地」組織炸彈襲擊的特徵
，例如複雜的爆炸裝置裡裝滿了碎片，然後在
封閉空間裡引爆，以造成最大程度的傷亡。現
時的證據，可能指向國內土生土長的激進分子
所為。但白宮官員和調查人員都謹慎地表示，
現在把這次襲擊與任何具體肇事者聯繫起來，
都為時太早。

曾是中央情報局（CIA）及聯邦調查局（
FBI）高官的行動專家馬德說： 「在目前這個
階段，很難解釋。它不是一個軍事或重要目標
，例如時代廣場或紐約地鐵。這可能是能力有
限或沒有外國聯繫的人幹的。」

12年來，從聯邦調查局（FBI）到地方警
察局，各執法機構都把重點轉移到打擊恐怖主
義上，並收集國內外極端主義組織的情報。前
總統布什和現任總統奧巴馬的政府，都創造了
一個龐大的全球性機器去追蹤或和打擊恐怖
分子。

美國官員總是警告說，美國無法防止每
一次試圖對美國發動的襲擊案。在一些近期
挫敗各種陰謀時，當局除了調查技巧出色外，
也是靠運氣。

自 「9．11」以來，美國本土上一宗大規
模恐怖主義襲擊，是2009年11月份得克薩斯州
胡德堡襲擊事件，襲擊者是與「阿拉伯半島基
地組織」的陸軍心理醫生哈桑。

但這12年來，曾有眾多炸彈襲擊陰謀未遂或
遭遇挫敗，包括接連挫敗 「鞋子炸彈客」里德和
「內褲炸彈客」阿卜杜勒穆塔拉卜試圖在飛機引

爆炸彈的陰謀。當局也及時防止了2009年紐約地
鐵爆炸案和2010年的紐約時報廣場汽車炸彈案。

反政府 「愛國者」 4年增8倍
同時，自奧巴馬當選以來，反政府的 「愛國

者」組織數目大幅增加。負責監視仇恨團體的南
方貧困法律中心上月報告說，由於聯邦政府可能
實施槍械控制， 「暴力威脅似乎一觸即發。」這
些 「愛國者」團體數目在2012年達到創紀錄水平
，過去四年來增幅達813%。

今年年初，由西點軍校反恐中心公布的報告
顯示， 「由個人或者團體發動的襲擊和暴力有迅
速上升趨勢，這些人都認為自己屬於極端右翼。
」該中心恐怖主義研究主任佩里傑說，當局對美
國本土暴力事件缺乏有系統的文件紀錄和分析。

不管是誰發動這次波士頓襲擊，它都使人想
起 「9．11」事件造成的創傷感，而且將有可能
永遠縈繞在目擊者心中。

▶▶美國國會山美國國會山1515日下半旗日下半旗，，為為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事件的遇難波士頓馬拉松爆炸事件的遇難
者致哀者致哀 法新社法新社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人員15日
赴現場調查 路透社

▲SWAT的裝甲車 法新社

▲15日波士頓馬拉松爆炸事件發生
之後，美國反恐特警組（SWAT）成
員在終點線附近戒備 路透社

關 昭

民生惹不起 剩下蠢長毛
立法會今日二讀財政預算案，反

對派議員 「長毛」 梁國雄及黃毓民、
陳偉業、陳志全四人，合共提出多達
八百項的修訂，實行 「拉布」 ，企圖
阻撓預算案通過，癱瘓政府的財政及
運作。

立法會阻撓財政預算案的審議及
通過，回歸以來及回歸前都是罕見之
事。儘管議員政治立場不同，有些專
以反政府為能事，但預算案基本不涉
政治，只涉公務員薪酬、社會福利以
及部門開支等公共財政和民生，政客
即使想為難政府，也不會 「蠢」 到拿
基層市民和公僕的利益為 「注碼」 ，
否則無疑與公眾為敵。

事實是，民生不能損、撥款不能
阻，反對派是已經栽過觔斗、吃過苦
頭的。去年梁振英政府提出發放二千
二百元 「長者生活津貼」 ，反對派企
圖橫加阻撓，結果惹來市民、特別是
長者一片喝罵聲，指他們冇良知、搞
政治、害人害物……。

所以這一回，其他反對派也 「學
精」 了，二十七名反對派議員中，除
了范國威一人 「不拉不撤」 外，其餘

二十二人都已齊齊撤回他們原本已經
提出的修訂，以免淪為 「拉布」 幫兇
、成為 「長毛」 附庸，就只剩下 「長
毛」 及黃毓民等四人去 「拉」 、去面
對全港市民的罵聲。

當然，二十二名不參加 「拉布」
的反對派議員，也不是 「立地成佛」
， 「長毛」 也譏諷他們不 「拉布」 卻
要 「佔中」 。反對派未來的關注點是
普選特首，他們不會為了財政預算案
而把自己置於與市民對立的位置，以
防失去民意的支持。但無論如何，與
「拉布」 劃清界線，不損民生，總是

一件好事。
而更可笑的是， 「長毛」 提出的

「拉布」 理由，是政府不推行 「全民
退休保障」 。 「全民退保」 是一件大
事，不要說實行，就是諮詢、討論、
爭拗，少說也要三、五年時間，如何
可以與年度財政預算案混為一談？今
天不給你綜援、不給你減租，十年後
給你 「退保」 ， 「長毛」 真是 「你呃
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