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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
克的老巢摩苏尔“被端”后，其最高
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去
向成为谜团。俄罗斯和伊朗方面
声称，这名被美国悬赏2500万美
元的寇首已不在人世，不过这一情
报遭到美方质疑。伊拉克苏马里
亚电视台网站也称，“伊斯兰国”媒
体称巴格达迪已经死亡。情况有
待进一步确认。

还有一种说法。与伊拉克政府
军有密切联系的消息人士称，巴格
达迪可能藏身“伊斯兰国”的“第三
首都”，游匿于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
境沙漠地带。

“第三首都”这一说法基于“伊
斯兰国”在叙利亚拉卡和伊拉克摩
苏尔成立的两大“事实性首都”，地
理位置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交界
处及其附近，主要包括叙利亚边境
城镇阿布卡迈勒和伊拉克小镇加伊
姆。在“伊斯兰国”划定的版图中，
这一地区被称作“幼发拉底省”。

这里是“伊斯兰国”2014年兴

起之地。从这里开始，“伊斯兰国”
一路攻城拔寨，短短几日攻下伊拉
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南下兵临首
都巴格达城外，夺取伊拉克三分之
一的领土。

“伊斯兰国”在最近发布的多条
视频中宣称，“幼发拉底省”是武装
人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起闪电战
和游击战的主要根据地。

伊拉克政府顾问希沙姆·哈希
米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从去
年11月开始销声匿迹的巴格达迪
很可能就藏在这一地点。

巴格达迪迄今唯一一次公开露
面是在2014年，当时他在摩苏尔老
城的努里清真寺宣布“建国”。这一
清真寺已于上月被“伊斯兰国”武装
分子亲手炸毁。巴格达迪最近一次

“现声”是在去年11月摩苏尔战役刚
刚打响之时，他当时在一段录音中号
召武装分子不要撤退，死守摩苏尔。
但此后他音信皆无，再无任何消息。

哈希米说，“伊斯兰国”高层信
息沟通仅限于一个非常私密的小圈

子，知道巴格达迪行踪的人屈指可
数，这给情报搜集工作带来极大困
难。不过，巴格达迪的多名亲信被
目击出现在叙利亚阿布卡迈勒和代
尔祖尔省迈亚丁。因此情报人员怀
疑，巴格达迪可能藏身或者到过这
些地点。

哈希米分析，“第三首都”地形险
恶，人烟稀少，部族力量薄弱，是理想
的藏身场所。此外，根据“伊斯兰国”
教义，头领必须有地可守，才可“自封
为王”。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
伊拉克的地盘大幅缩水，巴格达迪在
那里已经失去“封王”的合法性。

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军以及西
方支持的反对派武装近期也没有收
复这一地区的打算，相关方案仍停
留在讨论阶段。即使美国有意牵
头，这场仗开打也要好几个月的准
备时间。即使有朝一日收复了，武
装分子也可以撤退到周边的沙漠、
河谷和人迹罕至地带，采取游击战
术，袭击人口稠密的城镇中心。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行踪成谜，数次“被死亡”

巴格达迪真的死了
伊拉克媒体11日报道，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已经承认其最高头目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死亡，并称
该组织将在不久之后产生新头目。

伊拉克苏马里亚电视台网站报
道说，“伊斯兰国”通过其设在摩苏
尔以西泰勒阿费尔的媒体机构发布
简短声明，证实巴格达迪已经死亡，
但是声明并没提供关于巴格达迪如
何死亡的细节。

“伊斯兰国”于2014年占领摩
苏尔后，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努里清

真寺宣布建立一个横跨伊拉克和叙
利亚的“哈里发国”。巴格达迪据信
早已逃离摩苏尔，藏身于伊拉克与
叙利亚交界地区。

上月有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巴
格达迪可能已在叙利亚死于俄军空
袭。但是这一说法没有得到美国和
伊拉克方面证实。

本月10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
在摩苏尔宣布，“伊斯兰国”在摩苏
尔的统治被彻底推翻，这座城市当
天全面解放。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大头目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死讯11日
再次传出，不过美国军方未予证实。

伊拉克苏马里亚电视台网站当
天报道，“伊斯兰国”媒体发布简短
声明，称巴格达迪已经死亡，这一组
织将产生新的最高头目。声明没有
给出巴格达迪死亡细节。

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叙利亚
人权观察”组织稍后也说，根据“伊
斯兰国”内部人员提供的消息，巴格
达迪已经死亡。

该组织主管拉米·阿卜杜勒·

拉赫曼分别对法新社和路透社记
者说，身处叙利亚代尔祖尔省的

“伊斯兰国”“高层人员”披露了巴
格达迪的死讯。然而，这一消息
同样没有细节，包括死亡时间、地
点和原因。

代尔祖尔省位于叙利亚东部，
东与伊拉克接壤，西邻拉卡省。拉
卡省首府拉卡市是“伊斯兰国”大本
营。拉赫曼说，根据“伊斯兰国”人
员的说法，巴格达迪数月来在代尔
祖尔东部地区活动，但是他的死亡
地点不明。

巴格达迪的死讯先前多次
传出。6 月 16 日，俄罗斯国防
部说，俄军战机 5 月 28 日空袭
拉卡市以南一处目标，炸死了
巴格达迪及数十名“伊斯兰国”
中层头目。

但是，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
拉夫罗夫16日晚些时候说，正在核
实巴格达迪的死讯。美国领导的打
击“伊斯兰国”多国联军同一天也
说，未确认巴格达迪已死。

针对巴格达迪的最新死讯，
德新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的
消息报道，与巴格达迪死讯报
道同时出现的一张照片拍摄于5
年前。

巴格达迪2014年在伊拉克摩
苏尔努里清真寺宣布“建国”，此后

再未公开露面。去年11月，在一段
据信为他的录音讲话中，巴格达迪
号召追随者死守摩苏尔，继而再次
销声匿迹。

巴格达迪最新死讯传出的前一
天，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宣
布，摩苏尔全城解放。在拉卡，叙利
亚反对派武装在多国联军支援下已
突破“伊斯兰国”外围防线，攻击拉
卡老城。

然而，“伊斯兰国”仍控制着叙
利亚东部和东北部大片地区，包括
代尔祖尔省大部分地区。另外，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的一些国家也
有“伊斯兰国”人员活动，这一极端
组织的威胁并未消除。

（新华社专特稿 惠晓霜 王宏
彬 魏玉栋）

“伊斯兰国”： 巴格达迪已死

美国军方： 无法证实

死讯先前多次传出

“伊斯兰国”要完了？恐怕未必!

“伊斯兰国”在伊拉
克的大本营摩苏尔被伊
拉克政府军收复，是否
意味着这一极端组织走
向终结？多名观察人士
10日给出否定答案。

观察人士认为，尽
管“伊斯兰国”在伊拉克
和叙利亚控制的地盘缩
水，但他们的生存土壤
还在，他们宣扬的极端
意识形态依然有市场，
他们在利比亚、埃及和
也门等地的触角甚至有
蔓延之势。

随着战事的此消彼
长，“伊斯兰国”势必调
整战略，将有生力量从
公开战场重新转移到地
下活动。他们很可能重
施故技，通过挑拨教派
矛盾、煽动支持者发动
恐袭等手段，维持其影
响力。

失守摩苏尔之后，“伊斯兰国”在
伊拉克的主要地盘剩下泰勒阿费尔
和加伊姆。泰勒阿费尔位于摩苏尔
以西60公里，是连接摩苏尔和叙利
亚拉卡的重要走廊。加伊姆位于伊
拉克西部安巴尔省幼发拉底河畔，与
叙利亚接壤。

虽然泰勒阿费尔的面积不到
摩苏尔的八分之一，但这座战略重
镇易守难攻，可能需要花费数周甚
至数个月才可能被收复。加伊姆
位处沙漠腹地，地形恶劣，是“伊斯
兰国”的兴起之地，伊拉克政府军
和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尚无攻打

计划。
在伊拉克东部的迪亚拉省，“伊

斯兰国”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伊朗支
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这里对逊
尼派大肆报复，甚至进行集体处决，
让一些逊尼派重新投入“伊斯兰国”
怀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时事评论
员蒂姆·利斯特说，“伊斯兰国”在伊
拉克逊尼派省份的势力根深蒂固。
他们在当地有成熟的网络，在募集资
金、购买武器、招募新人等方面游刃
有余。

残余势力有死灰复燃的趋势

在叙利亚，“伊斯兰国”控制着东
部和东北部大片地区，仍有生存空
间；在埃及、利比亚和也门，“伊斯兰
国”分支也十分活跃。有情报显示，
大量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撤出的外国
武装分子没有返回原籍地，而是前往
利比亚。

利斯特说，正如“9·11”事件后，大
量“基地”组织成员从阿富汗逃到伊拉
克和也门，摩苏尔和拉卡之战后，一些

“伊斯兰国”成员会从伊拉克和叙利亚
转移到阿富汗或埃及西奈半岛。

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专家迈克尔·奈茨接受英国广播公
司（BBC）采访时说，战场上的节节
败退会让“伊斯兰国”把有生力量转
移到地下，回归恐怖袭击这一“老本
行”，让人们防不胜防。

奈茨说，让西方国家更头疼的是
“伊斯兰国2.0”，这一极端组织通过
现代通信工具和社交网络大肆传播
极端思想，吸引追随者和同情者，教
唆他们发动恐怖袭击。这些土生土
长的“独狼”对西方国家的安全威胁
不亚于恐怖组织。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战略或回归恐怖袭击

沙特等四国说

对卡塔尔的制裁将继续
新华社利雅得7月11日电（记者王波）针对

卡塔尔和美国签署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谅解备忘
录，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埃及
11日发表联合声明说，四国将监督卡塔尔是否履
行备忘录，对卡塔尔的制裁措施还将继续。

声明称，卡塔尔在过去三年里未能履行其签署
的《利雅得协议》和《利雅得协议补充条款》，继续支持
恐怖主义活动并干涉他国内政。因此，沙特等四国向
卡塔尔提出13点要求，作为解决断交危机的条件。

声明说，鉴于此前卡塔尔不遵守协议，沙特等
四国认为这次卡塔尔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还不
够，四国将监督卡塔尔是否履行备忘录，对卡塔尔
的制裁措施还将继续。

卡塔尔和美国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
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谅解备忘录。

卡美签署谅解备忘录
打击资助恐怖主义

新华社多哈7月11日电（记者杨元勇）卡塔
尔和美国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打击资助
恐怖主义谅解备忘录。

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来访的美国国务
卿蒂勒森当天在多哈举行记者会。穆罕默德表
示，备忘录是在两国持续合作的框架内签署的。

他说，卡塔尔与美国就这一备忘录讨论了4
周，与断交危机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呼吁断
交国也加入其中。

蒂勒森说，美国与卡塔尔将作出更多努力，追踪
资助来源、共享信息、加强合作以及保障地区安全。
他表示，美国与卡塔尔将共同承担反恐责任和义务。

蒂勒森11日抵达多哈开始对卡塔尔的访问。
蒂勒森10日起开始访问中东多国，斡旋卡塔尔

断交危机。10日，他在科威特会见了科威特外交大
臣谢赫萨巴赫·哈立德·萨巴赫和英国国家安全顾问
马克·塞德威尔。三方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海
湾国家“尽快控制危机，对话解决问题”。

地球水冷凝成“外星冰”
过程首次被拍下

新华社华盛顿7月11日电（记者林小春）美
国研究人员11日在新一期《物理学评论通讯》上
报告说，他们首次在实验室中实时拍下地球上的
水冷凝成一种“外星冰”的过程。

通常情况下，地球上的水无论在冰川还是冰箱
中，都会冷凝成六方体晶体结构的冰。但在两个冰
冻行星相撞等外星高压环境中，有时会形成一种叫
作“冰七”的立方体晶体结构的冰。科学家认为，土
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上就有大量“冰七”存在。

美国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报告说，他
们首次实时拍到了“冰七”在地球上的形成过程。

研究小组利用世界上最强的X射线激光器
“直线加速器相关光源”，向一个含有液态水样本
的小目标发射绿色强激光，瞬间蒸发目标表面的
金刚石层，从而产生强大冲击波，以超过海平面大
气压5万倍的压强压缩液态水样本。

与此同时，一个叫自由电子激光器的装置射
出第二道激光，形成一系列持续千万亿分之一秒
的超短脉冲，实时拍下液态水在超高压下形成“冰
七”的过程，其工作原理类似于相机闪光拍照。

德拟出新规限制外国投资

7月12日，在德国柏林，经济和能源部长齐
普里斯（右）与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出席联邦内阁
会议。

德国联邦政府12日讨论出台新规，意在限制
外国投资。 新华社/路透

就美关闭俄外交机构房产

俄或将采取报复措施
7月1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俄罗斯外交

部长拉夫罗夫（左）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莫盖里尼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

拉夫罗夫当天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莫盖里尼会见后向媒体表示，如果美国不
慎重考虑俄方要求，归还俄在美的两处外交机构
房产，俄将采取报复措施。 新华社/路透

巴格达迪或藏身他处

？
A

B

C

➡近日，在伊拉克摩苏尔老城，平民从建筑废墟旁走过。 新华社发

巴格达迪（资料
照片）。 新华社发

另类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