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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本·拉丹：
“鬼影”巴格达迪

面对几百名武装分子，数万伊拉克政府军
不久前竟不战而逃，遭遇雪崩式溃败。伊拉克
局势由此急转直下，首都巴格达岌岌可危。在
诡谲局势中，一个连“基地”组织都嫌其“太过极
端”的武装组织，已在血泊中塑造出一个令人闻
风丧胆的头号人物，外媒称其为“世界上最危险
的人”、“新本·拉丹”——巴格达迪。

2011年5月拉丹被击毙后，巴格达迪曾誓言
复仇，宣称要在伊拉克全国制造百起恐怖袭击。
巴格达迪的支持者认为，巴格达迪与本·拉丹目
标一致——寻求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巴格达迪
因此被法国《世界报》冠以“新本·拉丹”之名。

1971年出生于伊拉克萨迈拉，家庭状况不
详，目前状态不详，连真实姓名也没有最终确定
——仅凭一张分辨率很低的黑白正面免冠照，
巴格达迪登上了《时代》周刊、英国《卫报》等无
数家媒体的封面。而这张照片，还是美军悬赏
1000万美元通缉他时发布的照片。在这份恐
怖分子大名单上，只有“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西
里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位居巴格达迪之上。

他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其兄弟叔
伯中有大批的宗教学者、阿语教授，他自己也可
谓“科班出身”，在巴格达伊斯兰大学取得伊斯
兰学博士学位，对教法及教义有着自己深刻而
坚定的理解。

2003年美国对伊开战后，巴格达迪就在伊
拉克东部成立了一支武装组织，并追随“导师”、
约旦裔极端分子阿布·穆萨卜·扎卡维，投身“基
地”伊拉克分支机构的活动。2005年被美军抓
获关押在伊拉克南部“布卡营”长达四年。其间
巴格达迪获得多名“基地”组织重要人物的欣赏
和信任，开始在“圣战组织”圈中崭露头角。

2010年，“基地”扎卡维和埃及裔极端分子
阿布·阿尤布·马斯里等几名重要人物相继被击
毙，声望渐起的巴格达迪一路攀升到权力的顶
峰。极端的理念和超强的行动力，为他赢得了
大批追随者，中东《观察家》网站透露，在“圣战
者”眼中，巴格达迪威望已超过“基地”组织领导
人扎瓦西里，“支持者甚至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等国给巴格达迪写信，宣誓对他效忠”。

巴格达迪的支持者认为，巴格达迪与本·拉
丹目标一致——寻求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巴格
达迪计划以他占领的伊拉克北部地区为根据
地，向周围扩张，最终建立逊尼派为基础的伊斯
兰国，在全球发动圣战。

巴格达迪因此被法国《世界报》冠以“新本·
拉丹”之名。2011年5月拉丹被击毙后，巴格达
迪曾誓言复仇，宣称要在伊拉克全国制造百起
恐怖袭击。

今天看起来，他所实现的远超当初的目
标。路透社说，巴格达迪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不
光在中东招募成员，还向美欧“圣战者”敞开大
门，将他们训练得“无畏且残忍”。这些人既在
中东战场上发挥作用，回国后还为巴格达迪招
募新成员，在中东以外的国家发动袭击。巴格
达迪的支持者说，巴格达迪还有很多不为人知
的“能力”，“当你拥有他那样的军队、决心和信
仰，会让全世界害怕”。

但这位恐怖主义偶像型人物，却被形容为
“隐形圣战者”“鬼影”。据说，巴格达迪的手下
大多都没见过他的真容，即使与亲信交往时也
不忘以头巾掩面，十分注意保护隐私。其组织
成员哈马德说，“他知道人们多容易为金钱收
买，所以从不与人分享秘密。”除了改变妆容外，
巴格达迪还会说埃及、沙姆、海湾等多地阿拉伯
方言，“即使今天就坐在他旁边，第二天再次走
过他身边时，你也可能压根认不出他。”

媒体只能从巴格达迪的种种蛛丝马迹中为
他勾勒出一个大致形象：决策精明、考虑周全、
稳重淡定，但同时也心狠手辣，会毫不犹豫地清
除一切拦路石——甚至包括之前的盟友。巴格
达迪抓到俘虏后会一律枪毙或砍头，并拍下行
刑过程发布到网上，美国《时代》周刊将巴格达
迪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经济学人》的文
章则称，连头号恐怖组织“基地”都因巴格达迪
对待穆斯林兄弟“太过极端”而断绝了与其关
系。 来源：《环球》杂志

美国五角大楼8日说，美军当天已
向“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组
织在伊拉克北部的目标发动空袭。

激光制导炸弹
投向火炮阵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空
袭目标是该组织用于攻击伊北部城市
埃尔比勒库尔德守军的火炮阵地。美
军向火炮阵地投下两枚500磅的激光
制导炸弹。

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在一份声明
中说，下令发起空袭的是美国中央司
令部司令。两架F／A－18型战斗机
参与了空袭。之所以选择这一目标，
是因为该火炮阵地被用于攻击埃尔比

勒的守军，而埃尔比勒有大量美方人
员。

美国总统奥巴马7日说，最近几
天，“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伊
拉克北部不断推进并逼近库尔德自治
区首府埃尔比勒，而美国在该市设有
领事馆并派驻有美军顾问人员。他已
指示美军“在恐怖组织车队向这个城
市推进的情况下对其发动定点袭击”。

“伊黎”攻势凶猛

“伊黎”武装7日称，上周末对库尔
德武装发动进攻以来，他们已经在伊
拉克北部夺取15座城镇以及伊拉克
最大的摩苏尔水坝和一座军事基地，
将继续“向各个方向推进”。

路透社报道，“伊黎”武装似乎已
经占领距埃尔比勒30多分钟车程的
一处检查站并升起黑色旗帜。而一名
库尔德安全官员否认检查站失守。库
尔德政府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说库尔
德部队正在进发，将“击败恐怖分子”。

库尔德武装发言人希克马特告诉
美联社记者，争夺摩苏尔水坝的战斗
仍在进行，现阶段不知道水坝在哪一
方手中。附近居民则说，“伊黎”武装
当天发动进攻，击退库尔德武装，夺取
了大坝。

摩苏尔水坝位于伊拉克第二大城市
摩苏尔以北，后者6月落入“伊黎”之手。

分析师说，夺取水坝后，“伊黎”武
装不仅控制电力和水资源，而且可以
把水库中的水作为武器，威胁底格里

斯河下游城市，包括首都巴格达。今
年早些时候，“伊黎”武装控制费卢杰
市附近一座规模较小的水坝，并且开
闸放水以阻止政府军反攻。

库尔德武装的失利出乎不少伊拉
克人意料，原因是这支武装通常被认
为战斗力强于伊拉克政府军。

身处美国的政治风险研究和咨询
机构欧亚集团伊拉克事务分析师艾哈
姆·卡迈勒说，库尔德武装的战斗力被
高估，“伊黎”武装已经对库尔德自治
区构成威胁。

美称无意重返伊拉克

“伊黎”武装今年早些时候占领
伊拉克大片地区后，美国向伊拉克

派遣数百名军人，强化对美国使馆
的保卫和作为伊军顾问并评估当地
形势。

如果发动空袭，将是美军作战部
队2011年撤出伊拉克后在这个国家
发起的最主要军事行动。

奥巴马7日在讲话中说，许多人
对美军在伊拉克的活动抱有疑虑，即
使是有限空袭行动。但是，他“不会
允许美国再次在伊拉克被卷入战
争”，“美国作战部队不会重返伊拉克
作战”。

他说，军事手段无法化解伊拉克
危机，唯一持久的解决方案是伊拉克
国内各派实现和解，建立更强大的正
规武装。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为何又要在伊拉克动武？

由“伊黎”武装领导
的逊尼派极端武装人员完
全控制伊拉克第二大城市
摩苏尔。政府军和大约
50万民众撤离摩苏尔。

6月 10日

6月 11日
反政府武装人

员攻占伊拉克前总
统萨达姆·侯赛因
的家乡、萨拉赫丁
省首府提克里特。

伊拉克库尔德自
治区的安全部队趁伊
拉克政府军撤离基尔
库克时占领这座北部
石油重镇。

6月 12日

6月 13日
以“伊黎”为主的反

政府武装占领首都巴格
达以北迪亚拉省杰卢拉
镇和萨迪赫镇，16日黎明
前攻陷北部什叶派重镇
泰勒阿费尔市。

美国总统贝拉克·
奥巴马说，美国打算派
遣多名军事顾问前往
伊拉克，研究如何训练
和装备伊拉克士兵。

6月 19日

6月20日
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

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
说，伊各派应团结起来赶走极
端武装，而且必须建立一个
“高效”的新政府，避免重犯
“过去的错误”。

“伊黎”武装宣布正式
“建国”，“国土”从叙北部
阿勒颇省横跨至伊东部迪
亚拉省，“伊黎”头目阿布·
贝克尔·巴格达迪成为“哈
里发”、即国王。

6月29日

7月3日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提
请议会就北部争议地区举
行公投，确定争议地区应加
入库尔德自治区还是继续
由伊拉克政府直接管辖。

“伊黎”武装从库尔德武
装手中夺取北部尼尼微省辛
贾尔镇、扎马尔镇、艾因扎莱
油田。数以万计居民逃离这
些地区。辛贾尔镇数以千计
居民躲入附近山区。

8月2日至3日

“伊黎”武装占领伊拉克全
国最大的基督徒聚居区尼尼微省
卡拉克什镇，致使当地数以万计
居民逃至库尔德自治区。同一
天，奥巴马宣布授权对“伊黎”等
反政府武装实施“针对性”空袭。

8月 7日

6月 7月 8月

8月4日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下令，

伊拉克政府军向库尔德武装
提供支援。库尔德武装当天
宣布，夺回摩苏尔水坝附近的
瓦奈镇。

美国国内舆论与民意不支持奥
巴马把美国再次带入战争泥潭。于
是，一台演练多时的走秀适时出场，
奥巴马授权对伊极端组织定点空
袭，以保护美在伊人员安全，同时进
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此举既可赚
取国内民众支持率，又能获得国际
社会认同，可谓一箭双雕。

但奥巴马的如意算盘也许适得
其反。分析人士指出，“伊拉克和黎

凡特伊斯兰国”很可能不会因美军空
袭而收敛，反而会变本加厉，届时奥
巴马将更加进退两难：既不能推翻决
不出兵伊拉克的承诺，又不能让愈演
愈烈的乱局影响美国利益，进而引发
更强烈的民众反对，为共和党制造搞
臭自己的把柄。已经陷入“起诉门”
的奥巴马现在更在意的是别在任期
结束时晚节不保，而不是真正想解决
或者有能力解决伊拉克危机。

伊
拉
克
局
势
时
间
轴

美国会否因此再陷战争泥潭

制图/张昕

国际 影响

巴格达大学政治学专家易卜拉
辛·阿梅利说，伊拉克不少民众都对
奥巴马的决定表示欢迎，他们认为
伊中央政府安全部队和库尔德武装
都没有足够能力维护国家统一和保
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不对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极端
组织采取坚决措施，暴力和混乱将
继续蔓延，并将危及整个伊拉克、中

东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
但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采取

“定点空袭”这种有限度的干涉政
策，对遏制极端组织的进一步扩张
以及缓解人道主义危机有一定作
用，但这只是应急措施，难以从根本
上扭转伊拉克乱局。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美国插手后地区局势将走向何方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7月
5日在其网站发布一段视频，据称是该组织头目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男子在视频中现身。

美国总统奥巴马7日授权对伊拉
克进行有针对性的空中打击，以保护
在伊拉克的美国人员。奥巴马前不久
还表示，美国不会军事介入伊拉克当
前的冲突。为何没过多久，其立场突
然来了个“大转弯”？

“伊黎”扩张是直接原因

分析人士认为，“伊拉克和黎凡
特伊斯兰国”（ISIS）的迅速扩张是促
使奥巴马下决心的直接原因。不
过，美军出手固然有望在短期内遏
制住 ISIS，但从长远看并非治本之
策。

6月以来，ISIS相继占领了伊北
部、西部和东部大片地区，特别是8月
初，它还从库尔德武装手中夺取了辛
贾尔镇和扎马尔镇等地区。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ISIS的整
体实力将越来越强，有朝一日对首都
巴格达等重要地点构成威胁并非没有
可能。美国虽已从伊拉克撤军，但仍
在那里驻有大量外交人员等。ISIS未
来危害美国人生命和财产安全存在现
实可能。因此，美国需要出手，压住
ISIS的势头。

而且，美国如果继续坐视ISIS肆意
扩张，伊拉克有可能沦为极端组织对美
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又一“立足点”。这
是美国朝野最不愿看到的景象。

要扭转“弱势总统”形象

一些观察人士还指出，奥巴马决
定动武还有国内政治层面的考虑，就
是要扭转自己在美国舆论中的“弱势
总统”形象。

近来，在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危
机、巴以冲突、利比亚危机等问题上，
美国政界和媒体的一些人士纷纷指责
奥巴马政府立场软弱，没有建树，损害
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

眼下，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民
主党同共和党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双方在医改、移民等问题上互有攻
守。外交领域自然也免不了成为战
场，共和党资深议员麦凯恩等多次攻
击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奥巴马这次在
伊拉克问题上秀一下肌肉，也算是对
麦凯恩等人的回应。

空袭是否能够化解危局

那么，美军空袭是否能够化解伊
拉克当前的危局？

分析人士认为，从遏制ISIS眼下的
疯狂扩张来看，奥巴马授权进行空中打
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从更深层次
和更长远考虑，空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伊拉克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兵非善器。十多年前美国发动的伊
拉克战争已经证明，武力从来就不是解
决问题的好方法。此次，奥巴马再次授
权动武，即便能取得一时之效，恐怕也难
以持久。以暴易暴只能加剧暴力，播下
仇恨的种子，遭殃的永远是无辜的平民。

ISIS本身是靠叙利亚战事起家，而
在包括它在内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背
后，就有美国及其盟友的身影。可以说，
美国对于ISIS的崛起是负有部分责任
的。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纵容了暴力
冲突的孳生蔓延，如今又要以武力手段
来打击这些极端组织，可谓一大讽刺。

分析人士认为，伊拉克走出困境的
根本方法在于，找到包括什叶派、逊尼派
和库尔德人在内的各派别和政治势力
之间的和解之道。只有找到一条各方
都能接受、能够实现利益平衡的道路，才
能让伊拉克真正走向和平。从这一点
看，美军的空中打击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ISIS的崛起，既与叙利亚乱局和
整个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背景和环境
有关，又与该地区不同宗教派别和不
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年积怨有关。如
果不找准矛盾的症结，简单地以炸弹
来解决一切问题，恐怕只会制造更多
矛盾和仇恨，给伊拉克、中东乃至整个
世界带来更多不安定因素。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奥巴马授权

美军空袭

8月7日，来自伊拉克摩苏尔西部城镇的雅兹迪教徒逃至库尔德自治区
的杜胡克省避难。 新华社/路透

⬇这张美国海军8月8日提供的照片显示，8月1日，战机从正在海湾

地区执行任务的“乔治·H·W
·布什”号航空母舰上起飞。

新华社/法新

奥巴马7日宣布，鉴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已经逼近伊拉克库
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威胁到美国领事馆和美国军事顾问的安全，因而授权
军方，一旦伊反政府武装车队向埃尔比勒挺进，就发动空袭。

六
月
以
来
主
要
事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