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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拉卡市曾是一个沉静的省会
城市，但却一步步落入IS之手。这
场行动起初非常不起眼，但逐渐
变得越来越残暴和血腥。IS在没
有进行一场战斗的情况下，就将
对手铲除。

2013年3月，当拉卡市落入叙
利亚反对派之手时，一个城市委
员会被迅速成立。

按照贝克尔的计划，渗透阶段
的恐怖行动，是将所有可能成为拉
卡市潜在领导者的对手一一清除。
第一个遭殃的是市委员会的会长，
2013年5月中旬被一群戴黑色面具
的人绑架。下一个消失是一位知名
小说家的哥哥。从7月开始，数十
人，然后是数百人消失。有时人们
可以找到他们的尸体，但通常情况
下找不到任何踪迹。

2013年10月17日，IS召集所
有人开会。当时，部分人认为IS将
释放和解信号，300人的大会，只
有2人反对IS接管拉卡市。其中一
位是当地知名的记者，5天后他被
发现头部中枪。数小时后，叙利亚
反对派的20来个领导者均逃往土
耳其。拉卡市的“革命”终于结束。

孤苦伶仃的李桂英，无
疑是一位让人称道的好妻
子，既要拉扯丈夫留下的五
个孩子，照料丈夫的年迈父
母，还要跨省寻找杀害丈夫
的嫌疑人。这位执着、坚毅、
伟大的女性的确值得钦佩和
崇敬，但事件背后的种种诡
谲更值得我们去追问：一位
柔弱的普通农妇都可以追凶
17年，寻找到那么多关于杀
人疑犯的有用线索，难道专
司破案的警方找寻不到？若
不是李桂英一念执着、追凶

“痴心”难改，杀人嫌犯是否
就可以逃避法律制裁？当地
警方是否存在不作为？

更诡异的是，5个行凶者
中，还有人在逃亡期间回到
原地派出所办理二代身份
证，公安部门不仅没有发现，
还为其办理了身份证件，这
是疏忽所致？还是有“内鬼”
暗中协助嫌犯？这些问号，都
需要更深入的调查拉直。

产生这些疑问是有缘由
的，在个别地方，某些办案人
员确实存在有案不立、立案
不破、久拖不决、打击不力、
推诿塞责等不作为、乱作为
以及执法不公现象，让人怨
声载道。

破案是刑事警察的天
职，要破案得先寻找破案线
索。这本应是警方必做的工
作，却让受害者家属承担，这
完全是责任转嫁。如果老百
姓自己能寻找到线索、抓捕
住凶手，而警方却以警力和
经费为由任凭一桩桩命案变
成疑案、悬案，那还要端着公
家饭碗的警察何用？

据新华社客户端

2015年11月13日，李桂英得到消息，齐
海营在北京大兴落网。这么多年，北京，李桂
英去了四次。李桂英近六十岁了，身材微
胖，她的娃娃脸又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
要小很多。最明显的，两条横眉中间有一
深深的皱纹。熟悉她的人说，那是多年焦
虑皱眉留下的痕迹。

时间推到17年前，1998年元月，李桂
英的丈夫齐元德被同村五个人伤害致死，
五个人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李桂英就此踏
上了追凶路，寻遍十余个省份。

17年，5个嫌疑人已经抓到了4个。“还
有最后一个没抓到，我就得一直追下去。”

布起一张网络
四处打工的亲戚、村民成眼线

一个月后，李桂英出院。回家安顿
好，她独自到项城市公安局，询问对五个
嫌疑人的抓捕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我
们很重视，已经对这5人立案追逃。但人
跑了，如大海捞针，你有线索吗，你有线
索我们就去抓。”

回到家，李桂英带着五个孩子挨个拜
访亲友，站在亲戚朋友的门槛上，她大声
说：“我家男人死了，但我还在，我的几个
孩子还在，你们帮我找线索，抓到那五个
人，以后我五个孩子有出息了，挨个回来
给你们谢恩。”

最初，李桂英打听到，逃跑的五个嫌
疑人可能在新疆，她让和自己关系最亲密
的两个姐姐、姐夫专门去新疆打工，帮着
寻找线索。李桂英又在村里打听有哪些村
民在外打工，也“发展”成自己的线人。

李桂英就这样布起一张网络，四处打
工的亲戚、村民，成为她的眼线。

没钱住宾馆
就在大学操场上睡了几天

1998年3月和1998年9月，齐学山、齐保山
分别被警方抓获，而两人的落网，都是李桂英
提供的线索。项城市公安局一位民警承认，在
抓捕中，李桂英的线索确实起到了作用。

直到齐学山、齐保山的案子审理结
束，李桂英再也没有接到齐金山、齐海营、
齐阔军三人的有效线索。

李桂英说，2000年秋，她终于听到自己
认为的可靠消息，齐坡村有一个村民告诉
她，齐金山、齐海营、齐阔军在新疆开车帮
别人运货。到了乌鲁木齐，李桂英花了一个月
时间也没有走完所有的地方，凶手的信息更是
杳无音讯。最后几天，李桂英带的钱快花光了，
没钱住宾馆，就在一所大学的操场上睡了几天。

“有人给我线索，
也有人给嫌疑人报信”

在接受河南当地一家媒体采访时，李
桂英说，17年来，公检法的大门我都快踏
破了，我的辛酸，十马车也拉不完。

项城市公安局一位民警认可李桂英
的说法，但他表示“不能说李桂英说一个
线索，我们就去抓人，我们的经费和警力
都不够。”

李桂英说，她理解公安局的难处，就
自己出发去核实线索。十几年间，她先后
去了新疆、云南、山东、广西、北京等十余
省份，“我像疯了一样，别人只要告诉我线
索，我根本不想靠谱不靠谱，马上就动身
去了。”

“但线索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人给我
线索，也有人给嫌疑人报信。”李桂英说，

就这样的，她多次扑空。
转机出现在2011年，李桂英无意中得

到了一个新疆的手机号码。“我当时就觉
得这个新疆电话是齐金山的。”她把齐金
山的身份及公安部门的追捕信息交给了
新疆警方。2011年3月，齐金山归案。

“你没发现吗？
她都有点不正常了”

同样的方式，李桂英找到了齐海营的
电话，将线索提供给了警方，2015年11月
中旬，齐海营归案。

直到今年9月，李桂英才知道，齐海营在
2011年3月9日，曾回到南顿镇派出所办过二
代身份证。记者在李桂英提供的户口记录上
看到，齐海营身份证办理时间是上午11点，
距离派出所下班时间，不到一小时。

项城市公安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这
位官员告诉记者，警方要对齐海营身份信
息修改一事进行彻查，谁修改的，严厉追
查谁的责任。

为什么几名在逃嫌疑人，都要通过李
桂英来提供线索，有的还是嫌疑人藏匿地
警方配合才能抓捕归案，项城市公安局办
公室主任张亚飞说：“我们承认，工作中存
在一些问题，原因是那么多年的案子，一
些负责办案的老警察不在了，加上以前办
案技术不行，才拖这么久。”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李桂英。齐坡
村有不少村民，提起李桂英，都说“不认
识”，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

项城不少政府官员们也知道李桂英
的事，对李桂英的看法不一。项城司法部
门的一位官员提到李桂英说，“你没发现
吗？她都有点不正常了。” （据新京报）

美国：
发出全球旅行警告

美国国务院23日发布全球旅行
警告，提醒美国公民警惕“日益增加
的恐怖主义威胁”。

黎巴嫩、法国、马里等地近期接
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加上随着感恩
节、圣诞节假期临近，数以百万计美
国人预计将出门旅行。这一背景下，
美国国务院“罕见”发出全球旅行警
告，提醒美国公民在2016年2月24日
前外出旅行时要防范恐怖袭击。

先前，美国国务院经常发布针对
个别国家或地区的旅行警告，但发布
全球旅行警告的做法并不多见。

“（我们）当前（获得的）信息显示，‘伊
斯兰国’、‘基地’、‘博科圣地’等恐怖
组织继续在全球多个地区策划实施
恐怖袭击，”这份在美国国务院网站
贴出的公告写道，“美国公民应当在
公共场所或使用交通工具时提高警
惕，避免‘扎堆’或前往人群密集的场
所，尤其要在假日期间保持警醒。”

巴黎：
垃圾桶翻出炸弹腰带

当地时间11月23日，巴黎警方
在南郊蒙鲁日的一个垃圾桶里发现
了腰带炸弹和一部手机，疑似与恐
袭案在逃嫌犯萨拉姆有关。这或许
可以证明，萨拉姆放弃了13日晚袭
击巴黎18区的任务，选择了逃亡。

法国警方消息人士称，该腰带与
巴黎恐袭中恐怖分子所使用的很相
似，但是其引爆装置已经被去除。腰
带里面有螺钉，还有被“圣战”分子称
为“撒旦之母”的三过氧化三丙酮
（TATP），这种材料对高温、震动和摩
擦高度敏感。发现这条腰带的垃圾箱
就在恐袭嫌犯曾经使用过的一处空
房子旁边。目前，比利时首都布鲁塞
尔正处于4级最高戒备状态，警方持
续搜捕恐怖嫌疑人，严防发生类似于
11月13日的巴黎恐袭事件。

“戴高乐”号：
开始轰炸IS

法国国防部23日宣布，法国战
机当天轰炸了叙利亚境内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目标。法国国防部宣
布，从约旦起飞的两架法军“幻影”
战斗机和从“戴高乐”号航母起飞
的4架“阵风”歼击轰炸机同时参与
了对叙利亚拉卡市的“伊斯兰国”
目标的轰炸。法国国防部说，轰炸
摧毁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一
个活动地点。 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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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如何与世界为敌

建国图谋者
深度揭秘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系列报道。

他被认为是IS的“建国图谋者”，尽管他已死去

最终目标：通过叙利亚为跳板攻占伊拉克

手稿内容：IS内部架构图，IS地区招募及情报工作手法等

核心主题：监控、实施间谍行为、谋杀和绑架

农妇追凶17年 寻找杀害丈夫的嫌疑人
河南一农妇寻遍十余省份 5名在逃人员4人已归案

冷漠、客气、花言巧语、极为细心、克制、狡诈、神秘、恶毒……在见过他数月后，叙利亚反对派士兵讲出了
对这位伊拉克男子不同的多面印象，但他们有一件事情是统一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男子究竟是谁。”

事实上，在2014年1月的一个清晨、在叙利亚Tal Rifaat镇一次交火中将其打死的人，也没有认出他竟然
是IS的战略头目——IS“建国蓝图”的制造者。他，就是曾在萨达姆手下担任空军情报机关上校的贝克尔（Ha-
ji Bakr）。近期，国外媒体曝光了其为IS亲手所撰写的“建国蓝图”，揭示其如何一步步夺得叙利亚“领地”，处
心积虑侵占叙利亚多年，最终目标是通过叙利亚为跳板攻占伊拉克。

他的真名叫做萨米尔，但没人知道他
的这个名字。就连他的假名贝克尔，也不被
人熟知。但这就是贝克尔精密计划中的一部
分。他已秘密筹建IS多年。IS的前成员曾反
复提及他是IS的“领导头目之一”，但目前，
他的具体头衔是什么，仍不为外人所知。

贝克尔居住在Tal Rifaat镇一处不起
眼的房子里，在这里他用圆珠笔手写了一
份长达31页的IS“建国蓝图”。从“蓝图”上
可见，IS早有计划在叙利亚插旗，最终目
标是通过叙利亚为跳板攻占伊拉克，反而
鲜有提及他们一直所宣传的极端思想。

手稿内详细地规划了IS内部架构图，
（正如本报昨日报道）其组织严密，分别设
有情报机关、监狱及审讯部门、武器及科
技专家，又列明其进行的情报工作、招募
成员、暗杀及绑架等策略及行动准则。

IS地区招募及情报工作手法有既定
程序：首先，IS会开设中心招募追随者，然
后从学员中筛选精英，对其自家村落进行
情报工作。这些精英会监控当地的有势力
家族人士及地方反对组织，并分别找出其
收入来源及黑材料。

这份手稿中还涉及其他领域，比如金
融、学校、日托所、媒体以及交通运输。但
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主题则是：监控、
实施间谍行为、谋杀和绑架。

IS的扩张开始以难以察觉的方式进
行着，许多叙利亚人甚至都想不起他们是
何时出现在其生活中。2013年春天，宣传
IS的中心就这样在叙利亚北部各地扎根。
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人并无两样。“他们只
说所有人是‘兄弟’，只字不提‘伊斯兰
国’”。一旦招到足够的“学生”，他们会进
一步扩张，租下更多的楼房，插上黑色旗
帜。一旦在某个城镇遇到太大阻力，或招
不够“学生”，他们会选择暂时撤离。

他们一开始并未使用杀戮或绑架等
方式，目的是为了避免遭到公开反对。然
而后来，IS的领导层作出了一个最为复杂
的决定，将所有外国的极端分子汇集到一
起成立一支“军队”，包括沙特阿拉伯的学
生、突尼斯的白领、欧洲的辍学者。

IS在几处不显眼的地方建立军营，对
其进行培训。这种做法有了另一层好处：
虽然一开始闹哄哄，但最终培训出一批忠
诚的追随者。

连假名也不被人熟知

农妇追凶，
警察去哪儿了？

关键一问

1998年元月
30日，农历大年初
三。河南省项城市
南顿镇齐坡村，李
桂英从姐姐家走亲
戚回来，看到门口
有邻居聊得正欢，
就过去搭话茬。

她是村里的妇
女主任，丈夫齐元
德是一名民办教
师，家里还开着一
个机床做铆钉。村
民们记得，在村里，
李桂英家是最早盖
楼房的，最早买拖拉
机的。李桂英为齐元
德生了五个孩子，其
中三个是男孩。

令乡亲们艳羡
的生活在那天黄昏
戛然而止。警方查
明，当时路过的齐
学山怀疑李桂英正
和别人说自己的坏
话，就拿砖头砸李
桂英，随后，齐学山
的哥哥齐金山、弟
弟齐保山与齐海
营、齐阔军一起提
着匕首拿着刀围打
李桂英，李桂英的
丈夫齐元德听到妻
子被打，就随手拿
了一把镰刀出来救
妻子……

他用圆珠笔写下

3131页页ISIS““建国蓝图建国蓝图””

贝克尔住在Tal Rifaat镇，IS一直在这
里占据上风。2014年1月末，这座小城在短
短几小时内就分成两个阵营，一半仍在IS
控制下，另一半则落入当地一支军队之
手。贝克尔所住的地方，刚好处于后者所
掌控区域内。但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并
没有立即逃往IS所控制的区域。

然而，这位IS“建国蓝图”的制造者却
被邻居给告密了。“我旁边住着一个‘酋
长’”。于是当地一位叫做哈德博的指挥官
立即带人马冲到贝克尔的房前。一位女子
打开门匆忙说，“我丈夫不在”。不一会儿，
贝克尔穿着睡衣出现在门口。哈德博要求
带走他，但贝克尔却抗议称自己需要换衣
服。哈德博拒绝了，贝克尔返回屋内并将门
关上，随后躲在楼梯下叫喊称，“我身上有
自杀式背带！我要炸掉你们所有人！”后来，
他拿着一把冲锋枪冲出来射击，哈德博开
枪反击，将他打死。

综合环球时报 新华网

IS的扩张方式难以察觉 在交火中被打死

他的手段

IS为何
“选都”拉卡？

凶案
发生

他的结局

他的计划 多知道点

李桂英一家20年前的照片

不寻常
南方冬汛北方雪
或与厄尔尼诺有关

近期，南方部分地区发生罕见
冬汛，北方则迎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这些不寻常的天气现象或许都与厄
尔尼诺有关。

24 日，中国气象局举办“直击
天气——与科学家聊‘天’”活动。
北京市气象局气候中心副主任王
冀介绍，自今年 10 月以来，内蒙古
中部和西部、京津冀等地降水较常
年同期偏多 3 倍以上。北京地区从
19 日到 22 日出现持续不断的雨雪
天气，特别是 22 日达到顶峰，整个
城区出现大到暴雪。这是否与厄尔
尼诺有关？

王冀表示，正是由于海温的变暖
导致西太平洋加温，水汽不断从沿海
太平洋附近向我国华北地区输送。

“近期华北的冷空气，与厄尔尼
诺有间接联系。而南方降水异常则
与厄尔尼诺导致的大气环流尤其是
副热带高压异常有关。”国家气候中
心气候监测室正研级高工周兵介
绍，当前的极强厄尔尼诺仍在不断
发展中，预计将顺利“过冬”并进入
明年春季。 据新华社

湖南规定：
市县组织部长
不得与同级书记同籍贯

湖南省委组织部日前出台了
《关于从严加强市县党委组织部长
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力图进一步
提高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

《规定》提出，组织部长不得在
本人成长地任职，一般不得与同级
党委书记为同一籍贯（出生地、成长
地）；不得直接分管政府工作，不得
担任各类项目建设指挥部负责人，
一般不兼任其他部门或机构主要负
责人；凡在德的方面评价不高、或廉
政方面存疑、或违反组织人事纪律
受到过党纪政纪处分的，一律不能
担任组织部长。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