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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斬首」伊朗革命衛隊司令

地獄火終結頭號公敵

美軍在接獲川普命令後，

於 1 月 3 日凌晨出動無人機，

在巴格達機場上空以三枚地獄

火飛彈精準執行了斬首行動，

炸死伊朗革命衛隊的「聖城軍

（Quds Force）」指揮官蘇萊曼尼

（Qasem Soleimani）少將，與伊

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組織「人民

動員（Hashed al-Shaabi）」副指

揮官穆罕迪斯（Abu Mahdi al-

Muhandis）。其中穆罕迪斯早先即

被美方列為恐怖分子。

美軍在斬首行動後，為防範

伊朗的報復行動，已派出戰功彪

炳的陸軍第 82師的 4千名快速打

擊部隊前往中東馳援。

伊朗當局隨即放話，將以準

軍事行動施予報復。當地時間 1

月 8日凌晨 1點 20分，被視為伊

朗錦衣衛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對

伊拉克兩處美軍空軍基地發動了

兩波導彈襲擊。美方目前正在進

行戰損評估。

除此之外，當天上午 7點左

右，一架自德黑蘭伊瑪目霍梅尼

國際機場起飛的烏克蘭國際航空

波音 737-800 客機，在起飛後

不久墜毀，機上 176人已全數罹

難。第一時間傳出是因為機械故

障，但亦有猜測是遭到伊朗防空

飛彈擊落，眾說紛紜，目前仍未

得知是否與美國、伊朗之間的衝

突有關。

蘇萊曼尼策劃新恐攻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Robert O’Brien）在斬首行動

後的當天表示，川普總統下令進行

擊斃蘇萊曼尼的行動，是為了摧

毀蘇萊曼尼所策劃的一連串襲擊

行動，以保護美國人民安全，是

一個防禦行動。否則，美國人民

會遭遇更多的危險。他透露，蘇

萊曼尼計畫襲擊的對象包括：陸

軍、空軍、陸戰隊、海軍以及外

交官。他表示，在蘇萊曼尼長期

策劃下的攻擊行動，已造成至少有

600名美國人和多人受傷致殘。

對此，蓬佩奧在接受福克斯新

聞（Fox News）和 CNN採訪時

表示 ，蘇萊曼尼正在該地區「積

極策劃」他自稱的「一項重大行

動」，這將會使數十名甚至數百名

美國人、穆斯林、伊拉克人和其他

國家人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因

此，「基於情報的評估」，美國決

定斬首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精銳部

隊「聖城旅」（Quds Force）的

指揮官西姆‧蘇萊曼尼（Qassim 

Sol-eimani）將軍。

蓬佩奧告訴 CNN說：「我們

知道這已迫在眉睫。」

外媒稱，此前以伊朗的新型武

器襲擊美國駐伊拉克的軍隊及大使

館的行動，是由被斬首的蘇萊曼尼

指揮伊拉克「人民動員」民兵組織

之一的「真主黨旅」所幹下的犯行。

主導襲擊美使館事件

路透社 4日引述多位消息人

士的話報導，去年 10月中旬，

蘇萊曼尼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

（Tigris River）邊可以看見美國

駐巴格達大使館的一棟別墅裡，

與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會面。報導

引述兩名伊拉克民兵指揮官和兩

個安全消息來源指出，蘇萊曼尼

當時在指示他的伊拉克盟友、伊

拉克民兵組織「人民動員」的副指

揮官穆罕迪斯（Abu Mahdi al-

Muhandis）和其他領導人使用伊

朗的新型武器對美國發動攻擊。

知情人士稱，蘇萊曼尼計畫

襲擊美國，目的是為了引起美國

的軍事反應，以把伊拉克對伊朗

干涉其內政的民憤導向美國。這

位消息人士曾聽取靠近伊拉克總

理馬赫迪（Adel Abdul Mahdi）

的什葉派人物和政府簡報。

消息人士還告訴路透社，蘇萊

曼尼 2019年 10月在伊拉克召開

會議的前兩週，命令伊朗革命衛

隊將先進武器運抵伊拉克。並在

會議中要求民兵指揮官成立一個

美國人沒聽說過的新民兵組織，

讓這個新組織對伊拉克軍事基地

的美國人進行火箭彈襲擊。蘇萊

曼尼命令「人民動員」所屬的「真

主黨旅」執行這項計畫。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

員也告訴路透社，美國情報機構

已經掌握情報，預計蘇萊曼尼在

策劃後續計畫，準備在伊拉克、

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多個國家攻擊

美國人民。蘇萊曼尼已向真主黨

旅提供了先進的武器。

阻撓美伊談判的大山

美國與伊朗的核協議談判雖處

於破局局面，但處於經濟崩的劣勢

與國內改革聲浪的重大壓力下，伊

朗高層並未放棄重啟和談的機會，

只是在革命衛隊等握有生殺大權的

宗教狂熱分子制肘下，川普的橄欖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為阻止伊朗革命衛隊對伊拉克美

軍即將展開的恐怖攻擊行動，美

國川普總統2日下令斬首伊朗第二
號人物的革命衛隊「聖城軍」指

揮官蘇萊曼尼，並於3日擊殺；伊
朗旋即於8日以22枚導彈對伊拉
克兩處美空軍基地進行報復性攻

擊。為避免態勢擴大引爆中東大

戰，雙方目前均有所克制，尚未

有進一步的攻擊行動發生。

◆朝鮮外務省在美國 3日精

準地空襲狙殺了伊朗少將蘇萊曼

尼後發表聲明稱，朝鮮不能夠容

忍對主權國家的入侵，要擁有力

量才可以能保護自己免受侵略。

對此，韓國媒體分析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在看到伊朗將軍蘇萊曼尼

遭炸死之後，心理上應該承受了

極大的壓力。根據韓媒《YTN》

報導，朝鮮上述的反應，似乎擔

心他們可能會成為類似的斬首目

標，由此可見，美國對於伊朗將

領的超精準打擊，已經令金正

恩的內心蒙上陰影。不過有專家

指稱，目前美國對中東地區的著

重，可能會讓朝鮮找到機會，因

為川普不可能會同時對這兩個地

區進行施壓，使得平壤能夠趁機

搗亂，做出試射飛彈等行徑。但

此一地緣政治比試膽量的危險遊

畫，應該與一個樂器箱及一家私

人保全公司有關。在近日他趁著

一組樂團來訪用餐之時，在保全

策劃下，趁機躲進他們存放大提

琴的樂器箱子內，連同樂團成員

一同離開住所，並從關西機場出

境，經土耳其轉機至黎巴嫩。後

經證實，關西機場因對私人飛機

檢驗寬鬆，並未對該樂器箱執行

X光檢驗。此事讓日方顏面盡失。

不過分析認為，其實戈恩待在

黎巴嫩也未必安全，因為他曾經以

企業董事長的身分前往以色列訪

問過，此行為恐觸犯黎巴嫩禁止

通敵的法律。

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指

出，目前已有一群律師在 2日

向黎巴嫩司法部提告，他們指控

戈恩在過去曾經先後以雷諾集團

（Renault）和日產汽車（Nissan）

根據黎巴嫩MTV電視臺報

導指出，這起精心策劃的潛逃計

日產汽車前CEO保釋期出逃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因

違反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而

被逮捕的日產Nissan前CEO卡洛
斯．高恩（Carlos Ghosn），在保
釋期間潛逃出境，抵達黎巴嫩。但

2日卻遭到當地律師通敵的指控。

枝始終無法順利傳遞到伊朗當局手

中。再加上蘇萊曼尼號令革命衛隊

在伊拉克的興風作亂與對國內群眾

的高壓政策，更激起兩國人民對其

的不滿，由此引發的示威抗議風

潮，近幾月來已是遍及兩國城鄉，

動搖兩國什葉激進派的根基，革命

衛隊對此更是夥同伊拉克高層施以

殘酷的鎮壓手腕，造成兩國反政府

示威群眾高達數千人的死亡。

更甚者，蘇萊曼尼不惜策動

真主黨旅攻擊美軍基地與大使館，

藉由美軍的報復行動，挑動民族情

結，轉移兩國民眾的示威焦點。只

是他萬萬沒想到，自以為擁有免死

金牌的他，竟成了美軍斬首的對

象。後續值得探究的是，此番斬首

是否另有隱情。

斬首或藏隱情

伊朗選在蘇萊曼尼的出殯當天

進行報復行動，並在兩波襲擊後由

伊朗外交部長查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在推特發文表示，

針對公民以及高級官員被攻擊，伊

朗依據聯合國憲章第 51條執行並

完成了「合乎比例的自我防衛」，

伊朗無意於尋求局面升級或戰爭，

但會繼續抵抗任何侵略。

此一高層言論，似乎暗示雙

方到此為止。一方面自是憚於美軍

強大的軍武攻勢將令自身遭致滅

頂；另一方面，分析認為，蘇萊曼

尼的死，對於當局溫和派的美伊和

平談判推動，長遠看，應是利多於

弊。對於伊朗執政當局而言，選在

出殯日達成飛彈報復行動，應是給

了革命衛隊等激進派一個交代，也

算是為國家爭了一個面子。同時，

蘇萊曼尼的死，也戲劇性地依照他

的策動目的，暫時解除了伊朗所遭

遇的內憂外患。至於美軍基地挨

轟，川普罕見地未見大動肝火而有

所克制，或許是這早在預料且有所

防範，戰損應在可控範圍，同時，

也可避免戰火延燒至美國本土。不

過實際戰損也將出現各說各話的畫

面，伊朗當局也好對內有所交代。

伊拉克婦女手持蘇萊曼尼（左）與伊拉克民兵組織「人民動員」副指揮官穆罕迪斯（右）的照片。(AFP)

寰宇新聞

蘇萊曼尼之死    對於伊朗溫和派的美伊談判的推動    將是利多於弊

戲，將會遭致華府回應更多的制

裁，並增加在東亞的軍力，屆時

平壤將情勢升級的做法，恐將事

與願違。

◆美國好萊塢淫魔製片哈

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

涉嫌性侵、性騷擾超過 80名女

性，於 1月 7日在紐約出庭，更

同時在洛杉磯被起訴，當他一現

身，現場出現數名受害女性當街

痛罵他是「懦夫」。洛杉磯檢察

官蕾西（Jackie Lacey）對此指

出，溫斯坦涉嫌多起性犯罪，「我

們相信證據會揭發案件，被告利

用他的權勢對受害者犯下暴力行

為」，若定罪，他將面臨最高 28

年的監禁徒刑。

◆德國一間動物園在 2020

年初始發生大火，造成園區猿猴

館被燒毀，共有 30隻動物不幸喪

生，警方指出，這起大火可能是

中國大陸母女「放天燈」導致。占

地約 2000平方公尺的建築物內原

本生活著人猿、黑猩猩、山地大

猩猩、狨猴、飛狗及鳥類，但只

有 2隻黑猩猩被救出，約 30隻動

物命喪火窟。對此，一名中國婦

女和她兩個成年女兒出面投案，

承認因歡慶新年放天燈慶祝，才

釀成這場災難。目前這 3名女性

可能因「疏忽縱火」被判刑，如此

她們將面臨最高 5年的監禁或罰

款。不過，負責調查的警察局長

霍普曼也說，3名女子勇敢出面投

案「值得尊敬」。

◆泰國國王的「前貴妃」詩

妮娜去年 10月因為違反朝臣行

為守則，不忠於泰王，被撤銷皇

室封號，關入空隆中央監獄。不

過，近日在社群媒體上瘋傳她已

經「慘死獄中」的消息，泰國皇室

尚未對此發表說明。詩妮娜從皇

家軍隊護理學院畢業後，接受飛

行員訓練，曾服役於皇家衛隊擔

任少將，並在去年 7月被冊封為

貴妃，但沒想到麻雀才剛飛上枝

頭變鳳凰，她就覬覦王后大位，

對泰王與王后不敬，後被打入冷

宮判刑 2年。

◆美軍 2019年在奧勒岡州

進行軍事演練的時候，曾有 1架

F-15C的飛官學員在 1萬 8000

英尺的高度進行急轉彎，由於受

到 G力影響且機身向側面傾斜，

使得學員腦部迅速缺血昏迷，導

致戰鬥機整整 11秒無人操控，幸

好他突然醒過來重新掌控飛機，

才避免了機毀人亡悲劇的發生，

不過由於失速對機翼、機尾和機

身造成了損壞，總計維修費用超

過 250萬美元。這項消息直到最

近才被曝光。

◆墨西哥政府 6日公布最新

數據，超過 6萬 1千人被列入失

蹤人口，有 25.7%是女性，其中

大多數是毒品戰爭下的受害者，

墨西哥政府與毒梟的暴力衝突持

續升級。 2006年，時任墨西哥總

統的卡德隆（Felipe Calderon）

擴大毒品戰爭，動員軍隊上街與

毒幫分子作戰，使得他們四分五

裂，但至今仍難以完全消滅販毒

集團。

◆澳洲正面臨史上數一數二

嚴重的野火肆虐，目前野火焚毀

的面積近 600萬公頃土地。由於

1月底至 2月初才是通常的野火季

高峰，因此預料至少還得再延燒

1個多月。濃煙並且飄至 1600公

里外的新西蘭，濃厚的煙柱連美

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

衛星在太空都能拍到。濃煙已成

為火勢以外另一災難。坎培拉空

氣汙染空前嚴重。專家們表示，

在極端條件下，消防員幾乎是束

手無策，只能任火勢將易燃物燒

盡後自行熄滅。雪梨大學保守估

計，自去年 9月以來單是新南威

爾斯就已有 4.8億隻動物死於野

火。由於澳洲是包含無尾熊在內

244個物種的唯一家園，野火對

澳洲獨有的生態系統衝擊甚鉅。

董事長的身分，前往以色列訪問。

這在黎巴嫩是一項嚴重的指控，據

黎巴嫩司法官員的說法稱，若他被

依通敵定罪，則在黎巴嫩可能將

面臨被處最高 15年的有期徒刑。

高恩現年 65歲，縱橫世界

汽車業近 40年，他曾擔任雷諾

（Renault）－日產汽車（Nissan）－

三菱汽車（MMC）會長與三社聯

盟主席，並且曾因一手拯救了瀕臨

倒閉的 Nissan汽車，令日本商界

將他的經歷奉為經營圭臬。

然而 2018年 11月，高恩因為

違反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

涉嫌逃避申報高達 50億日元（約

3.2億人民幣）的薪資所得以及挪

用公款進行投資，最後遭到日本東

京特搜部逮捕起訴。

高恩始終堅稱自己清白無罪，

並多次公開表示對日本司法的不

信任。高恩在東京拘留所被羈押了

108天。在 2019年 3月 6日，支

付了高額的保釋金後，高恩獲得保

釋，不過隨後他再次被捕，2019

年 4月 25日又得以保釋，並被限

制出境。東京地方法院 1月 7日裁

定，全數沒收高恩當初繳交的 15

億日圓的天價保釋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