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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嚨中槍傷舌 無法錄口供

波馬恐嫌波馬恐嫌
【【本報訊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綜合法新社、、路透社路透社、《、《紐約時報紐約時報》》2121日日

消息消息：：日前落網的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日前落網的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22號嫌犯號嫌犯、、1919歲歲
的焦哈爾的焦哈爾．．察爾內夫察爾內夫，，目前仍被羈押在醫院留醫目前仍被羈押在醫院留醫，，傷勢嚴傷勢嚴
重但情況轉趨穩定重但情況轉趨穩定。。由於他頸部受傷未能說話由於他頸部受傷未能說話，，無法落口無法落口
供供，，動機仍然未明動機仍然未明，，而焦哈爾或會面臨死刑而焦哈爾或會面臨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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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成恐怖分子
美媒迅速對車臣翻臉

美民地理沒學好
錯把捷克當車臣

面臨死刑面臨死刑

【本報訊】據法新社華盛頓20日消息：美國波士頓馬拉松
爆炸案的兄弟嫌疑人來自車臣，但在社交網站上，不少美國人
把車臣（Chechnya）與捷克（Czech Republic）搞錯，迫使捷
克駐美國大使20日不得不出面澄清。

捷克駐美大使甘達洛維奇看到部分美國人在社交網絡推特
（Twitter）犯下 「這起最令人遺憾的誤解」之後，20日在大使
館官網發表聲明，說 「捷克共和國和車臣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實
體」。他強調稱， 「捷克是中歐國家，車臣則屬於俄羅斯聯邦
。」（見圖）

甘達洛維奇澄清時也表示，捷克和車臣相似之處僅止於國
名。大使說： 「在打擊恐怖主義上，捷克共和國是美國積極可
靠的夥伴。在這方面，捷克毫無疑問與盟國站在同一陣線。」

其後有捷克人在推特留言，嘲笑美國人無知。一名叫米卡
的捷克人說：美國人偶爾也應該翻開地理書看看。另外一名捷
克人彼得在推特上說：美國教育制度確實失敗。

【本報訊】據共同社、中新社、新華社東京21日消息
：日本副首相兼財務相麻生太郎21日晚參拜了供奉有二戰
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另外，日本總務大臣新藤義孝
20日以個人身份前往靖國神社參拜，國家公共安全委員會
委員長古屋圭司21日以 「國務大臣」名義進行參拜。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1日以 「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靖
國神社供奉了名為 「真榊」的祭品。

國家公共安全委員會委員長古屋圭司21日在參拜後向
媒體強調稱： 「我是作為國務大臣古屋圭司參拜的。向為
國家獻出生命的英靈表示哀悼之意，作為國會議員來說理
所當然。玉串料（即祭祀費）是個人支付的。」麻生則未
在現場接受媒體採訪。古屋進入正殿進行了參拜，麻生則
僅在前殿行禮。官房副長官加籐勝信也於21日上午進行了

參拜。他在回答共同社記者提問時表示， 「我是作為個人
參拜的。」

安倍政權去年年底開始後，區別於前執政黨民主黨一
上台就宣布內閣不參拜靖國神社的做法，始終對於內閣成
員是否參拜一事採取曖昧態度。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4月
19日表示，政府不會就安倍內閣是否會在靖國神社春季例
行大祭期間前往參拜一事進行表態。菅義偉說， 「閣僚會
做出恰當的判斷」。分析認為，安倍政府打算採取與2006
年安倍內閣時期同樣的 「曖昧戰略」。

公明黨黨首憂外交影響
還有消息稱，跨黨派議員團體 「大家參拜靖國神社國

會議員會」計劃於4月23日參拜，屆時會有更多的國會議

員前來參拜。
日本自民黨的聯合執政黨公明黨的黨首山口那津男

，4月21日就安倍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一事表示擔憂稱
： 「不論作出了怎樣的解釋，都無法避免對外交造成影
響。」山口還指出： 「安倍本人不參拜應是首相深思熟
慮之舉，但為了不使事態升級為外交摩擦，今後也應多
加考慮。」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3月2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靖國神社問題事關日本是否能夠正視和反省過去那段侵
略歷史，是否尊重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受害國人民的感情
。日方只有正視過去，才能開闢未來。洪磊稱，中方希望
日方切實恪守迄今在歷史問題上作出的表態和承諾，以實
際行動取信於國際社會。

麻生拜靖國神社 安倍供奉祭品

據悉，焦哈爾喉嚨中槍，舌頭受傷，無法說話，
且大量失血。當局推測，傷口是他企圖 「吞槍」自殺
所致。波士頓市長承認，焦哈爾傷勢非常嚴重，又暗
示可能無法為焦哈爾錄取口供。

由於焦哈爾是與兄長塔梅爾蘭共同犯下案件，而
塔梅爾蘭已死，調查人員希望焦哈爾供出許多重要情
報，包括作案動機、如何獲得製造炸彈的物質、錢從
何處來、有無其他迄今不知的爆炸物和共犯構成其他
威脅。

波士頓警察局長戴維斯周日對霍士新聞說，麻省
理工學院的校園警察科利爾是被這兩名嫌犯殺害的，
他們的其他爆炸品已被警方引爆，警方認為他們有襲
擊其他 「軟目標」的計劃，但相信他們沒有同夥。

預料被稱為 「高價值人犯盤問小組」的特別單位
，將負責偵訊焦哈爾。這個小組的成員包括來自聯邦
調查局（FBI）、中央情報局（CIA）、國務院和其他
機構的調查員。此單位成立於2009年，旨在迅速盤問
恐怖嫌犯，以化解額外的恐怖威脅。

是否享緘默權惹激辯
美國警方拘捕焦哈爾時，援引公共安全特例、沒

有向他宣讀保持緘默的 「米蘭達警告」，引發激辯。
美國民權聯盟（ACLU）執行董事羅梅洛說，唯有在
公共安全 「持續受到威脅」下，才能援引 「公共安全
」的特例。他表示： 「剝奪緘默權不僅有違美國精神

，也加深公平定罪的難度。」然而，包括麥凱恩、格
雷厄姆等多位共和黨籍議員，則支持不宣讀警告，還
進一步主張，應宣告焦哈爾是 「敵方戰士」，司法地
位等同關塔那摩監獄的拘留者。

聯邦上一次引用該豁免特權是2009年。當時 「內
褲炸彈客」、尼日利亞嫌犯阿卜杜勒．穆塔拉卜在聯
邦探員宣讀 「米蘭達警告」後，一連幾星期拒絕與當
局合作，後來才設法打破僵局。

針對焦哈爾將面對的法律程序，前檢察官、辯護
律師及死刑專家都認為，焦哈爾可能面臨死刑。前麻
省聯邦檢察官蘇利文說，如果焦哈爾案不是死刑案件
，他將十分震驚。他說，焦哈爾將根據聯邦法起訴，
因為當局要給予嫌犯最重的懲罰。麻省沒有死刑，如
用州法起訴，達不到聯邦的要求。

其他法學專家指出，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死傷慘
重，理論上可指控焦哈爾觸犯 「使用大規模殺傷武器
」罪，此一聯邦罪可判死刑。辯護律師可以抗辯，但
司法部長霍爾德有最後裁決權。

波士頓聯邦公設辯護人室表示，等到檢方起訴，
他們會擔任焦哈爾的辯護律師。對焦哈爾有利的可能
因素，在於 「他在此案扮演的分量」，若能證明此案
由別人（好比其兄長）主導，或許能降低處死的需要
。另外，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不得處死未滿18歲的罪
犯，焦哈爾只比門檻大了1歲，可能是控方辯護的重要
關鍵。

【本報訊】據
美國《華盛頓郵報
》21日消息：兩名
車臣裔年輕移民策
劃的美國波士頓馬

拉松爆炸案，暴露了美國自 「9．11」之後的防
恐襲漏洞，但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人呼籲大力
加強美國的反恐基建，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
當局要確認一種既合乎實際又能阻止襲擊的措
施並不容易，尤其是來自本土的襲擊。

過去12年，美國花了數十億美元做反恐工
作，有所成果。海外行動把 「基地」組織推向
崩潰邊緣，國內措施也大大降低了本土面臨如
「9．11」的大規模精密襲擊的風險。但是，波

士頓爆炸案凸顯了一種遲遲無法解決的弱點，
而這種弱點很難消除，要消除也不切實際。

這種弱點集中於不可能被當局察覺到、由
個人策劃並實行的小陰謀。他們所依靠的爆炸
裝置成分普通，如火藥、釘子和壓力煲製成，
目標是保安資源緊絀的公眾聚會。

措施或過於擾民
美國情報和執法機關每年都會追蹤主要大

型聚會（包括總統就職典禮和 「超級碗」美式
足球比賽）數以千計的潛在威脅。這些活動被
認為較易防護，因為觀眾必須先走過檢查站，
才能進入一個受管制的空間。但像馬拉松這種
綿延數十公里的戶外活動，根本無法阻止像焦
哈爾兄弟那樣的人，背背包混進人群。

中央情報局（CIA）分析員的美國喬治敦

大學恐怖主義研究專家拜曼說： 「要預期這
種目標得到保障，簡直不切實際。」他說，
保護某一個場地，只意味在要保護場地名
單上 「無限減一」，永遠都有其他地方暴露
在風險中。

曾任聯邦檢察官、現為眾議院情報委員會
成員的民主黨眾議員希夫說： 「很多大型公眾
活動根本無法保障安全，如果必須採取措施則
太過擾民，根本就沒人願意忍受。」

國家安全和公民權利分析家表示，美國政
府對波士頓爆炸案的反應，取決於調查中披露
的詳情。具體而言，就是焦哈爾兄弟是否與外
國的恐怖組織有直接聯繫、是否被激進伊斯蘭
教的意識形態煽動，以及有其他動機。

一旦證實兩人與伊斯蘭武裝組織有聯繫，
奧巴馬政府就可以加強海外的收集情報工作，
擴大本土監控及審查。但如果兩人施襲時沒有
得到外來勢力協助，當局要採取行動就可能會
少得多。

政策上幾乎無能為力
追蹤反恐政策及法律的布魯金斯學會高

級研究員威茨說，政府尋求在公眾空間擴大
監控，又或者加強監察穆斯林社群，就一定
要更小心行事了。威茨形容，那是一種 「在
政策問題上幾乎無能為力的局面」。他說：
「你顯然要開始想加強馬拉松及其他活動

保安之事了。但是，就像校園槍擊案很難避
免一樣……我並不認為，從政策方面來看，
能有所作為。」

本土作案成美反恐新難題

自從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懷疑由一對車
臣裔兄弟策劃之後，美國政府官員和傳媒就迅速
對那個昔日以同情態度看待的地區 「變臉」了。

1990年代車臣武裝分子發動兩場戰爭，希望
成功爭取車臣脫離俄羅斯獨立，美國對該區的描
繪焦點，一般集中於俄羅斯與車臣之間強弱懸殊
、車臣人的自決權利被否定，和當地人權遭到侵
犯的之事。

但15日的襲擊發生後，一個邪惡的新車臣國
際形象誕生了。

在美國傳媒中，《紐約每日新聞》的標題宣
稱 「車臣地區是伊斯蘭好戰性的汽鍋」，《洛杉
磯時報》宣稱 「車臣好戰性延禍」，《華盛頓時
報》則宣稱 「車臣是伊斯蘭極端主義溫床」，而
《今日美國報》、霍士新聞和《華盛頓郵報》全
都乾脆以 「車臣是恐怖主義溫床」作為它們的亮
點。

很多報章都回憶2002年莫斯科劇院和2004年
北奧塞梯別斯蘭市第一中學的挾持人質事件。美
聯社、路透社和其他新聞機構都發表文章，討論

車臣一類地方的 「聖戰威脅」，而 「自殺式襲擊
、血腥的不和以及人質危機」在這些地方都司空
見慣。

如此形容車臣本地的恐怖主義元素，似乎和
一周前形容同一批人的語言相矛盾。2013年1月
，《紐約時報》刊登了路透社一篇報道，題為 「
在車臣被殺的反抗者」，文中指恐怖分子領袖賈
卡耶夫是 「兩個頭號通緝的伊斯蘭反抗者」。使
用 「反抗者」一詞是很聰明的宣傳手法，旨讓讀
者覺得他們的理想是合理的，把一場恐怖分子的
戰爭單純描繪成抵抗鬥爭。幾乎所有西方傳媒報
道敘利亞的衝突時，都用了這套策略：獲北約支
援的恐怖分子一直以 「反抗者」、 「活躍分子」
和 「革命分子」等詞語來形容。

然而，語言只是問題的一個切割面而已，因
為美國和車臣恐怖主義之間的關係，又豈止只有
言語上？

美長期支持車臣極端主義
儘管莫斯科抗議了超過10年，美國仍然以 「

爭取自由」為藉口，長期支持車臣的極端主義。
芬蘭的檢察官去年即披露，車臣最主要的極

端主義網站之一 「卡夫卡茲中心」其實由美國國
務院直接出資。這個網站獲舉世認可為恐怖分子
領袖烏馬羅夫屬下高加索酋長國的喉舌，散播宣
傳，把恐怖分子描繪成 「英雄」，受恐怖主義所
害的俄羅斯人是 「傀儡」。

如果單獨運作，機構如 「卡夫卡茲中心」似
乎並不全然重要，但這類機構和個人如果同美國
國務院及美國情報界聯繫在一起，就會顯得特別
暗中為害了。一個背負審查的這類實體是美國高
加索和平委員會（昔日稱為車臣美國和平委員會
）。 （今日俄羅斯）

新聞透視

捷克捷克

車臣車臣

▲英國倫敦馬拉松比賽選手21日在開賽前為波士頓恐襲遇難者默哀 美聯社

▲搜查人員21日在疑犯焦哈爾藏匿的小船上搜證 法新社

◀美國麻省警方公布追捕焦哈爾的圖片，船上白色人形圖案為
焦哈爾 路透社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前右）21日參拜
靖國神社 互聯網

▲車臣伊斯蘭武裝組織領袖烏馬羅夫（右）
，據傳波馬恐嫌與其有聯繫，該組織已否
認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