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反恐
为何备而有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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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系列恐怖袭击震惊全球， 也引
人疑惑： 这座国际大都市数月前刚经历死伤
人数为“数十年之最”的《沙尔利周刊》恐怖
袭击，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却为何对恐怖
袭击仍防不胜防？

法国国防部 15 日晚发表公
报说，法国战机当天对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IS）在叙利亚的目
标实施空袭， 摧毁一个指挥所和
一个训练营。

公报说，法国战机向位于叙利
亚拉卡市的“伊斯兰国”目标投掷
了 20 枚炸弹。 第一个空袭目标被
“伊斯兰国”用作指挥所，并招募人
员及存放武器弹药； 第二个空袭目
标是恐怖分子训练营。 公报说，法军
此次空袭共动用 12 架飞机， 其中包
括 10 架歼击轰炸机。 这些飞机是从
阿联酋和约旦起飞的， 此次行动与美
军进行了协调。

遇袭担忧早有
按照法国国防部下属外国情报搜集机构国外

安全总局反恐部门前官员伊夫·特罗蒂尼翁的说
法， 法国安全部门对境内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的
担忧早已有之，曾参照 2008 年印度孟买恐怖袭击
时的情形制定应对方案。

孟买 2008 年 11 月遭遇连环恐怖袭击， 多名
恐怖分子占领火车站、劫持多家豪华酒店、绑架
数百名人质，导致 166 人死亡、300 多人受伤。

《沙尔利周刊》杂志社巴黎总部今年 1 月遇
袭后，巴黎街头加强军警戒备，法国安全部门也
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机构重组、扩充人员、加
强情报监控力度等。

不过，这些新举措效果有限。 仅就扩充人
手而言， 安全部门目前仍有大约 2000 个新增
岗位待人填补。

法国派 12 架飞机空袭 IS

潜在目标太多

即便已有准备， 由于潜在袭击
目标数量庞大， 防范起来仍然困难。

据法国《快报》 周刊报道， 警方
今年 8 月在巴黎曾抓捕一名涉嫌针对
法国娱乐场所策划袭击的男子， 获得
极端组织有意把音乐厅等公共场所作
为袭击目标的信息。

不过， 按照法国相关权威机构的

统计， 法国咖啡馆数量约为 3.5 万家，
仅巴黎就有大约 1.3 万家餐馆。 巴黎
各酒店 2014 年接待游客住宿总量为
2200 万人次， 地铁日均客流量为 500
万人次。 专家说， 要控制这些数目庞
大、 散布各处的公共场所和其中人
员， 无异于保护整座城市， “几乎不
可能。”

英国 《卫报》14 日报道，
法国安全部门过去几个月来已
经挫败至少 6 起极端武装成员
针对法国的袭击阴谋。这些阴谋
反映出袭击行动节奏加快、法国
公民在本土和国外参与暴力活
动增多等迹象， 已经引发法国安
全部门高层官员“深深忧虑”。

据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
纳夫本月 12 日公布的数据， 法国
居民中目前确定与叙利亚极端组
织有关联的人数是 571 人， 处于安
全机构监控名单上的可疑人员数量
则超过 1.1 万。

监控目标众多而监控力量不足，
可能导致一些袭击阴谋没能被及时
发现。 据 《卫报》 报道，《沙尔利周
刊》袭击中的“关键人物”原先就曾
受法国安全部门监控， 但监控在他们
开始策划袭击前中断。

而在特罗蒂尼翁看来，仅增加情报
搜集力度还不够，对情报部门进行机构
革新以确保所获信息得到正确处理、真
正威胁被识别出来，更为重要。

此外， 袭击策划者使用编码方式更
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或可以隐藏 IP 地
址、 即时清除聊天记录的通信软件等，
也使情报机构追踪起来更为困难。 正
如美国全国反恐中心主任尼克几周前
在美国国会发言时所说， 恐怖分子
“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外” 交流的能力
渐长， 跟踪 “特定恐袭阴谋的难度
日益增加”。

情报监控趋难

巴黎恐袭或改变
美国总统选举

藏身剧院地窖
女子躲过恐袭

法国巴黎恐怖
袭击发生时，两名
英国女子躲在巴
塔克兰剧院的地
窖里逃过一劫。 回
顾当晚的恐怖经
历，她们感觉“就
像 坐 在 那 里 等
死”。

13日晚，3 名武装人员闯
入巴黎市区东部的巴塔克兰剧
院音乐会现场， 开枪射杀多人
后引爆身上的炸弹， 造成至少
89 人死亡， 成为当晚多起袭击
中死伤最惨重的一起。

来自苏格兰的克里斯蒂娜·
图德普和朋友玛丽莎·佩恩那时
正在剧院中看音乐会。 图德普现
年 34 岁，是爱丁堡赫里奥特—瓦
特大学的公关职员。

第一轮枪声响起时， 图德普
以为是鞭炮声， 另一些观众则误
认为是演出的一部分。但当佩恩看
到子弹射向舞台时，她们才意识到
发生了袭击。

佩恩说：“第二轮枪声响起后，
许多人趴倒在地。 但我说，‘快跑，
赶紧离开这里！ ’如果我们当时朝
左边跑，可能很快就能找到出口，逃
到大街上。 但我们朝右跑，发现进了
一个死胡同。 我们发现一扇门，里面
有一处地窖，就躲了进去。 我们这才
意识到，已经无路可逃，只能困在那
里。 ”

在地窖里， 她们听到上面尸体砸
向地板的声音。 一时间，枪声、尖叫声
不绝于耳。

佩恩回忆说：“几秒钟之后， 门突
然被打开了。 我们当时想，我们这回死
定了。 幸好进来的是两名音乐会观众。
我们关上灯， 在里面困了整整三个小
时，听着外面发生的一切。 ”

最终，营救人员解救了她们。其中一
人轻拍佩恩，对她说：“现在，你可以哭
了，你们安全了。 ”

法国巴黎遭遇系列恐怖袭击， 而这
可能会给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带来变
化，国土安全、边境管控和反恐或将重
新成为主流议题，主张在海内外强力打
击极端主义“伊斯兰国”的竞选人或得
到更多支持。

路透社 15 日报道，由于美国选民
一心关注经济问题， 国土安全议题已
有十多年时间没有成为美国总统选
举的焦点。 不过，随着美国经济恢复
以及恐怖阴云笼罩欧洲，这一情况或
发生改变。

智库机构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
外交政策分析师布赖恩·卡图利斯
说：“巴黎恐怖袭击的发生令世人
震惊， 这将让国土安全议题重回主
流。 ”

15 日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
民主党初选辩论在艾奥瓦州进行。
辩论开始前，路透社推测，国土安
全将成为整场辩论的焦点， 声势
领先的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或
强调她将如何应对来自“伊斯兰
国”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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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芝加哥的法国领
事馆外，民众悼念遇难者

11月 16 日，
法国总统奥朗德
与民众为恐袭遇
难者集体默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