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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犯列FBI及CIA數據庫 出入境未獲注意

俄兩度提醒俄兩度提醒
美國官員周三表示美國官員周三表示，，儘管俄羅斯政府早在儘管俄羅斯政府早在

20112011年就分別聯絡美國聯邦調查局年就分別聯絡美國聯邦調查局（（FBIFBI））和和
中央情報局中央情報局（（CIACIA），），擔心波馬爆炸案已故疑擔心波馬爆炸案已故疑
犯塔梅爾蘭可能和恐怖組織有關係犯塔梅爾蘭可能和恐怖組織有關係，，但均未得但均未得

到足夠重視到足夠重視。。這一信息向美國情報部門提出了新的疑問這一信息向美國情報部門提出了新的疑問，，即有關部門即有關部門
是否錯過了阻止此次爆炸案發生的機會是否錯過了阻止此次爆炸案發生的機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王曉萌王曉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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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擊斃疑犯屍體無人領

美仍放過恐嫌美仍放過恐嫌
據悉，FBI於2011年3月接獲來自俄羅斯

的提醒後，曾找過塔梅爾蘭問話，也對他進
行過威脅評估，但沒有發現任何足以支持進
一步調查的 「非正常現象」。FBI之後向俄
羅斯安全部門尋求更多信息，一無所獲，於
是3個月之後便結案了。但與FBI的接觸後，
塔梅爾蘭的名字被列入 「恐怖分子搜索數據
庫」（TECS）。該數據庫主要為美國警方
和國家安全機構所使用。

未將塔梅爾蘭列禁飛名單
6個月之後，俄羅斯當局再次要求CIA

提供有關塔梅爾蘭的所有信息。經過審查
之後，CIA同樣告知俄羅斯情報機關，沒
有任何關於塔梅爾蘭的可疑信息。CIA之
後將塔梅爾蘭列入了 「恐怖分子身份資料
庫」（TIDE）。這個數據庫儲存了數十萬
被美國多家安全機構重點關注的名字。
CIA還曾提醒包括FBI在內的相關國內機構
，明確稱他們可能會對塔梅爾蘭感興趣。
據悉，CIA和FBI接獲的情報 「幾乎相同」
，包括2個可能的出生日期、塔梅爾蘭的名
字和可能的化名。

這意味着，在塔梅爾蘭2012年前往俄羅
斯、並逗留6個月前，美國反恐機構就塔梅
爾蘭至少與俄羅斯情報組織接觸了4次。然
而，直到他上周製造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之
前，這些機構從未認為需要對他進行進一步
調查。據悉，國會有可能將進行深入調查，
當局為何沒有對出現在兩個恐怖分子數據庫
中的塔梅爾蘭的海外之行多加留意，而該次
旅行有可能導致塔梅爾蘭變得激進。

美國國土安全部長納波利塔諾周二說，
美國有關部門清楚塔梅爾蘭2012年1月前往
俄羅斯的信息，因為當他的名字被輸入飛行
數據時，系統曾有提示。但由於FBI此前的
調查已經結束，且沒有發現任何恐怖主義問
題，所以沒有明顯理由禁止他飛行。

安全官員表示，FBI和CIA將塔梅爾蘭
的名字列入美國安全數據庫的決定是常規做
法，旨在提醒其他安全機構。但採取更多的
調查行動，或將塔梅爾蘭列入禁飛名單可能
會引發憲法方面的問題。

CIA與FBI分享情報不力
這些情況的曝光不禁讓人擔心，CIA和

FBI之間是否分享情報不力，甚至在 「9．11
」之後進行相關的情報分享改革後，情況也
沒有得到改善。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印第安納州共
和黨籍議員丹．科茨表示， 「我們必須對此
進行調查，必須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這
涉及警報發出後，所有相關機構之間的即時
溝通問題。」

民主黨議員希夫表示，他覺得根據俄方
的要求， 「再追查下去合情合理」。

此外，不少人提出疑問，在俄羅斯已就
塔梅爾蘭的極端主義傾向向美國發出警告後
，美方的不作為，是否摻雜了對俄羅斯的天
然不信任，不願 「摻和」車臣衝突的想法。

熟知內情的美國高層官員就指責俄羅斯
，稱其 「最初提供的資訊非常薄弱，沒有更
多細節、案例，沒有線索可以抽絲剝繭，因
此我們曾經要求對方提供更多資訊，但沒有
回音」。另有熟知情報流通的人士說，如果
俄羅斯保留一些情資沒有知會美國，並不令
人意外。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俄新網
莫斯科25日消息：俄羅斯總統普京25
日表示，希望波士頓爆炸悲劇可以讓
俄美在反恐鬥爭中更加緊密合作。

普京在與民眾對話 「直播連線」
中表示，俄羅斯也是 「國際恐怖主義

」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對於波士頓
恐襲嫌犯的車臣背景與作案動機的關
係，普京稱被過度 「揣測」了。他說
： 「這與國籍或信仰無關。這和他們
的極端主義傾向有關。」

普京還批評西方國家對反恐雙重
標準，他說： 「令我氣憤的是，恐怖
分子在我國領土上犯下殘暴的、血腥
的、惡劣的罪行，我們的西方夥伴、
西方媒體卻稱他們為起義者」。他說
，西方國家向恐怖分子提供信息、財
政和政治支持， 「有時是直接支持，
有時是間接支持，但是這種支持總是
伴隨着恐怖分子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
」。

普京說，恐怖主義是共同威脅，
應該採取具體行動，密切彼此合作。
他希望波士頓爆炸案能夠密切俄羅斯
與美國在打擊共同威脅特別是恐怖主
義方面的關係。他說，如果俄美真正
聯合努力， 「不會允許發生這樣的恐
怖事件，不會造成這樣的損失」。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
報》25日消息：在美國麻省總醫
院急診室工作了4年的華裔醫生
溫麗娜（Leana Wen，譯音），
幾乎對各種血腥場景見怪不怪。
但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讓她這個
接受了8年醫療培訓的醫生也極
度震撼，溫麗娜到現在還在發噩
夢。

溫麗娜是名30歲的外科醫生
，她曾經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
研究員，領羅氏獎學金，最近
與人合著了一本關於醫生如何
避免誤診的書。在急診室工作
的4年中，她見過槍傷和截肢手
術，但沒想到會碰到波士頓爆
炸這類恐襲。

她對《今日美國》回憶說：
「我很高興我能幫忙，希望能幫

更多的忙，但我希望從未經歷那
天的情形。我很難接受那麼多人
的人生一天之內改變了，那些年
輕人和我年紀差不多，他們本該
有不同的人生。」

民眾酗酒麻醉自己
當天早上7點，溫麗娜已準

備下班，突然廣播稱新到兩名
爆炸傷者。幾分鐘後，廣播又
響起，解釋說共發生兩起爆炸
，很快急診室滿員，到處是驚

恐的爆炸傷員，到處都是血跡
，到處有爆炸留下的灰燼，空
氣中瀰漫着燒焦的衣服和燒焦
的皮膚的氣味。

溫麗娜的工作職責之一是優
先分類，她必須決定哪些病人需
要立即接受治療，哪些需要第一
個進入手術室。一旦溫麗娜找到
流血來源，她就立即採取止血措
施。她還為沒有脈搏的病人進行
心肺復蘇術，並命令為失血過多
的病人輸血和輸液。急診室的醫
生當天治療了31名傷員，其中4
名傷員被截肢。

在此期間，溫麗娜一直擔心
到馬拉松終點線為朋友加油的丈
夫的死活。兩小時後，溫麗娜才
得知丈夫平安的消息。12小時的
緊張忙碌過後，溫麗娜仍無法回
家，因為她的公寓距離犯罪現場
太近，警方將那裡封鎖，直到深
夜才允許居民返家。

雖然事情已過去一周，但急
診室的警鈴每次都會將她帶回到
那天的場景，在她的噩夢中，她
發現自己正在搶救的傷員竟是她
的丈夫。據《波士頓環球報》報
道，波士頓有很多居民都在做噩
夢，有些人通過酗酒來麻醉自己
，在過去一周，酒吧的收入大幅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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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25日報道：
數名聯邦官員透露，雖然警察擔心波士頓爆炸
案嫌犯焦哈爾全副武裝，但當他受傷蜷縮在民
宅後院的船上遭到警方開火時，他身上並沒有
武器。

當局稱他們急於抓獲焦哈爾，以便審訊他
，但是聯邦調查局（FBI）拒絕討論當時是什
麼引發警方開火。其他執法官員說，可能是當
時的混亂場面引發警方開火，一些行為使得在
場警方相信，焦哈爾用槍射擊，或者即將引爆
炸彈。

執法官員描述說，逮捕焦哈爾前的30分鐘
驚心動魄。當時氣氛極其緊張，一個偶然射擊
就會引發警方所稱的 「感染性開火」。當時
FBI控制局面，但是在場的還包括來自麻省警
方、地方警局以及捷運警局的警官。

FBI發言人布雷松說： 「執法人員的處境
十分危險，他們對付的嫌犯與波士頓馬拉松爆
炸案有關，謀殺一名警員，劫車，與警方交火
，扔炸彈。儘管這樣，他們還是把他活捉了，

沒有人受傷，在這樣危險環境下效率很高。」
在焦哈爾被捕後，警方曾說他從船裡開火

，被捕時有幾件武器，也有報道說，他喉部的

槍傷可能是他拒捕自殺留下的。
另據路透社24日報道，美國調查人員24日

告訴眾議院委員會，在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中
造成3死264傷的兩枚炸彈，是以類似玩具車控
制器的遙控器材引爆的。

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與國家反恐中心
官員對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簡報之後，委員
會首席民主黨員魯珀斯伯格告訴記者： 「是玩
具車的遙控器。」

【本報訊】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4日報道：
波馬爆炸案已故疑犯塔梅爾蘭的屍體，至今仍躺在太平間無人
認領。另外，據稱察爾內夫兄弟的父親安佐爾最快將在26日自
達吉斯坦共和國赴美國協助調查。

當局24日尚未確定塔梅爾蘭的死因，也沒有人站出來認領
屍體。塔梅爾蘭的母親祖貝達．薩納耶娃曾說希望兒子葬在劍
橋附近的清真寺。

波士頓伊斯蘭教協會24日表示，死者家屬尚未和當地清真
寺人員接觸處理喪禮事宜。協會發言人莫沙蘭表示，劍橋及羅
克斯伯里的清真寺領導階層已討論過此事，決定若察爾內夫家
人提出要求，將會為他舉辦葬禮。她說，在伊斯蘭教， 「我們
沒有逐出教會這種事。這是我們的義務」。

伊斯蘭教通常在死者死亡當天即下葬，但此案因驗屍及大
規模調查爆炸案而延後。此外，多名波士頓地區的穆斯林領袖
已表明，不會為被控犯下這麼多暴力的男子主持葬禮。因此若
家屬要求，可能會請 「非神職人員」主持。

美國官員24日透露，安佐爾和祖貝達在其居住地達吉斯坦
已接受了美國大使館派出的調查組詢問。美方同時證實，該調
查有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參與，並獲俄方支持。

美國官員稱，二人均否認他們的兒子與當地的伊斯蘭極端
組織有聯繫。祖貝達24日還接受了來自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FSB）的更多詢問。

焦哈爾被捕時手無寸鐵

●2011年3月，俄羅斯官員聯繫FBI，懷疑塔梅爾蘭
與極端分子有聯繫。
●FBI找塔梅爾蘭問話，但認為無繼續調查必要，三
個月後結案。
●塔梅爾蘭被列入 「恐怖分子搜索數據庫 」 （
TECS）。
●2011年9月，俄羅斯官員再次就塔梅爾蘭主動接觸
CIA。
●塔梅爾蘭被列入 「恐怖分子身份資料庫 」 （
TIDE）。
●CIA提醒FBI等國內機構關注塔梅爾蘭。
●2012年1月，塔梅爾蘭前往俄羅斯時，系統出現提
示，但當局認為沒有理由禁止他出行。

國際聚焦

普京批西方反恐雙重標準

美情報漏洞事件簿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疑犯塔梅爾蘭（左）和焦哈爾 資料圖片

▲俄羅斯總統普京25日表示，希望
俄美在反恐鬥爭中更加緊密合作

美聯社

▲一名波馬爆炸案倖存者24日到訪第一個炸彈爆炸地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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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調查人員23日檢查焦哈爾曾經藏身的船隻 美聯社

恐襲炸彈由玩具車遙控引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