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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認領恐怖襲擊，相關研究不多，結論也各異。北伊
利諾伊大學研究者艾倫•霍夫曼 ( Aaron M. Hoffman ) 研究
發現，1968年至2004年，在以色列發生的356起恐怖襲擊，200起
有人認領。恐怖主義研究專家布魯斯•霍夫曼 ( Bruce Hoff-
man ) 則稱，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現代恐怖主義剛剛興起之
際，幾乎所有的恐怖襲擊都會被認領，到了八九十年代，認領現
象逐漸走弱。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者奧斯汀•萊特 ( Austin
L. Wright ) 研究了1998年至2004年間6,759件恐怖襲擊，只有
14.5%的恐襲被認領。而近年的媒體報道顯示，恐怖襲擊的認領
現象愈趨熱烈， 範圍也不局限於自己的地盤，而是走向全球，
大有恐怖組織辛迪加的趨勢。比如今年十月，孟加拉國首都達
卡發生恐怖襲擊，伊斯蘭國宣布對此負責。早一些的五月，美國
得州卡通比賽現場發生恐怖襲擊，伊斯蘭國也宣布負責。

恐怖組織的實力無法通過正常渠道示人，時不時弄個大新
聞，方便快捷，然後貼上自己的標簽，既能給普通民衆以威懾，
又能讓反恐的政府和組織見識實力。

恐怖組織宣布對某事負責不僅僅因爲是他們幹的，其背後
有複雜的考量。炫耀實力是其中之一。恐怖組織的規模、裝備等
顯示實力的標杆無法通過正常渠道示人，時不時弄個大新聞，
方便快捷，然後貼上自己的標簽，既能給普通民衆以威懾，又能
讓反恐的政府和組織見識實力，何樂而不爲。恐怖襲擊的規模
越大越能顯示武力之強 。布魯斯•霍夫曼在《抗擊新型恐怖主
義》(Countering the New Terrorism ) 中寫道，“在他們（恐怖分
子）看來，公衆和媒體對恐怖主義暴力越來越習慣和脫敏了。相
應地，恐怖分子覺得這驅使他們采取更加致命的手段去實現過
去所達到的效果。”所以，大型的恐怖襲擊除個別情況，基本都
有組織宣布負責。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者奧斯汀•萊特分析了
1998年至2004年間6,759件恐怖襲擊，發現恐怖襲擊的規模越
大，有組織認領的可能性就越大。

人彈也是顯示實力的重要武器，有人願意爲組織去死，說
明這個組織的吸引力和向心力非同一般。據美國政治科學家羅

伯特•佩普 ( Robert Pape ) 在其著作《拼命去贏：自殺式恐怖
主義的戰略邏輯》(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
cide Terrorism ) 中的統計，幾乎所有的自殺式恐怖襲擊都被恐
怖組織認領。

但是，有的組織沒有金剛鑽，偏攬瓷器活，經常出現“碰瓷
式”認領，難免被打臉——當然，都當恐怖分子了，不怕被打
臉 。2011年挪威爆炸和槍擊事件發生後，一個叫“全球聖戰助
手”的恐怖組織宣布對此負責，不過這個組織名氣太小，壓根沒
人聽過，幹出這麽大事兒的可能性不大，後來真凶浮出水面，是
獨狼恐怖分子布雷維克，諷刺的是，他本人是反伊斯蘭的。2014
年，馬航 HM370失蹤後，有個叫“中國殉難者旅”的不知名恐怖
組織稱對馬航 MH370的消失負責，但沒人聽說過這個組織，一
眼就被人看穿是假的，最後不了了之。在艾倫•霍夫曼的研究
裏，356次恐怖襲擊，30次有多個組織宣布負責，其中14次認領
出現矛盾現象，也就是說，至少有14次冒領。

宣傳也是重要考量。恐怖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宣傳。美國政
治評論家沃爾特•拉克 ( Walter Laqueur ) 在其著作《恐怖主
義時代》( The Age of Terrorism ) 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恐怖
主義是 行動宣傳 ( propaganda by the deed )，那麽一次恐怖
襲擊的成功則主要取決於收到的曝光率。”恐怖組織是矛盾的
存在。一方面，他們隱姓埋名，偷偷活動，防止被人一鍋端，另一
方面，他們又不甘寂寞，時不時要刷一下存在感。恐怖主義研究
者加布裏埃爾•魏曼 (Gabriel Weimann ) 研究發現，恐怖分子
越來越以媒體爲中心了，他們的行動以博取媒體關注爲目的，
通過媒體散播自己的主張。

恐怖襲擊是廣告， 不僅是爲了震懾對手，也是爲了吸引人
加入，是讓那些一心想“抛頭顱灑熱血”的年輕人下定決心加入
組織的催化劑 。廣告需要辨識度，否則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明
明是基地組織幹的，如果不認領，或許就被以爲是伊斯蘭國下
的手。

恐怖組織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首先，資源有限，多一個競

爭對手，意味著自己少一份資源。其次，襲擊的歸屬不好計算，
容易被冒領，“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是大忌。

競爭，同樣是恐怖組織競相認領襲擊的內在考量。美國經
濟學家艾倫•克羅伊格 ( Alan Krueger ) 在《何以成恐怖分
子》 ( What Makes a Terrorist: Economics and the Roots of
Terrorism ) 一書中指出，恐怖主義是一個市場。有市場必有競
爭。恐怖組織之間的競爭不亞於任何殘酷的商業鬥爭。首先，同
一地區，人口、資金甚至炸彈等資源都是有限且稀少的，多一個
競爭對手，意味著自己少一份資源。 其次，如果某一地區只有
一兩個恐怖組織，尚且好辦，但恐怖組織一多，襲擊的歸屬就不
好計算，得先下手爲強，否則容易被其他組織冒領，“長他人志
氣，滅自己威風”是大忌。

認領也是在向金主投桃報李的方式：你們的錢沒有白花，
我們都用在刀刃了。中東地區的恐怖組織，幕後有金主支持的
不在少數。金主有限而恐怖組織繁多，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只有
通過優異的表現，才能成功吸引資助者的注意，獲得贊助。

比如2000年至2001年間，巴勒斯坦北撒瑪利亞和傑甯的兩
支恐怖組織實施了九次報複性的自殺式炸彈襲擊，兩支恐怖組
織競相宣稱是他們實施的襲擊，其實有些並不是自己幹的，目
的是爲了削弱對方的勢力，在競爭中壓過對方一頭。艾倫•霍
夫曼的研究驗證了這一點，他發現，活躍的恐怖組織只有2個
時，認領的幾率只有24%，當數量上升至8個時，認領的幾率則
提高到了75%。

當然，原因遠不止這些。比如，認領的成本低。網絡興起後，
認領恐怖活動幾乎零成本，只需要在 Twitter 、Facebook 上發
一條信息，或在 YouTube 上傳一個視頻即可，無像以往，還得
發給電視台。此外，還有研究發現，恐怖分子的認領與他們自身
屬性和所處國家狀況有關，恐怖分子政治目的越強，越傾向於
認領恐怖活動；而所處地區越是開明，媒介越是自由，則越傾向
於認領。

恐怖組織為何喜歡認領恐襲
近年來，每逢恐怖襲擊或重大災難，都有

恐怖分子忙不叠宣稱是他們所為。恐怖分子為
何總喜歡將這些事情攬到自己身上呢？其背
後，有炫耀實力、行動宣傳、同行競爭等因素。
最近，俄羅斯客機在埃及西奈半島墜毀後不
久，伊斯蘭國西奈分支就宣布對此負責，盡管
目前真假難辨。似乎每逢發生恐怖襲擊或重大
災難，都會有恐怖組織忙不叠地宣稱，是他們
幹的。

●20多年來昂山素季領導的政治運動，證明
人們早已不願被軍政府統治

1988年，爲探望生病的母親，43歲的昂山
素季回到緬甸。不久之後，她投身政治，成爲反
對派領導人。迄今爲止，她曆經了幾次選舉，而
她在選舉中的不同命運，也昭示了緬甸的民主
之路的艱難和不可阻擋。

上世紀90年代，軍政府意識到要通過大選
解決執政合法性的問題，否則將不利於長期執
政，於是在1990年舉行了“實驗性”大選。不料
昂山素季的民盟“意外”地取得絕對優勢，贏得
了議會四百九十五個議席中的三百九十二席。
在正常情況下，她應該成爲國家總理，但軍政
府對大選的結果不予承認，宣布民盟爲非法組
織，昂山素季開始遭到軟禁。這也成爲緬甸政
治的標志性事件。

2010年11月，軍政府決定舉行緬甸民主投
票，緬甸迎來了“遲到20年”的民主選舉。但昂
山素季卻無緣大選，因爲同年3月頒布的緬甸
新選舉法設置了嚴格的政治參與條件——“服
刑人員不得參加政黨”，也就是說仍在軟禁中
的昂山素季無法加入新政黨。最終，由軍政府
中多名剛剛脫下軍裝的“政要”們發起成立的

“鞏發黨”獲得近8成議席。而昂山素季在選舉
結束後才被當局釋放，重獲自由。

2015年，同一座政治角鬥場上，昂山素季
終於贏得了議會選舉。17年，3次選舉，她的公
開對手從軍政府變成了有軍政府背景的文人

政府，盡管她不能參選總統，但與之前被軟禁、
被擋在選舉門外的境遇相比，昂山素季以及她
領導的民盟已經是真正有力量的反對力量。而
選民不願意生活在軍政府下的心聲也早已表
露無遺。

●軍政府意識到，大選是“軟著陸”的途徑

軍政府一直是緬甸政壇上最強大的三股
政治力量之一。從1962年開始，緬甸曆經奈溫、
蘇茂、丹瑞三屆軍政府統治，淪爲世界上最不
發達的國家之一。1988年和2007年先後爆發了
兩次大規模的反軍政府示威，內政外交的壓力
使得緬甸軍事當局不得不謀求轉變。

國際關系史博士孫興傑認爲：“對於軍人
集團來說，大選提供了一種權力和平轉移的途
徑，實現了政治改革的軟著陸。不可否認，緬甸
軍人政府持續的時間已經非常久了，退出政治
舞台，回到軍營是世界的潮流，軍人們也接受
了這樣的發展方向。”

2003年，緬甸時任總理欽紐提出了“七步
走民主路線圖”，稱將逐步移交權力：第一步，
重新召開國民大會；第二步，探索建立有章可
循的民主制度；第三步，起草新憲法；第四步，
全民公投通過憲法；第五步，舉行公平的大選
組成議會；第六步，按照新憲法召開立法會議；
第七步，由議會選舉産生國家領導人、政府及
其他中央機關，建立現代、發達和民主的國家。

剛開始，沒人相信軍政府會認真按路線圖
推動改革。然而現在看來，軍政府確實按路線

圖的原則，一步步地推動“有紀律的民主”。
2008年5月，《緬甸聯邦共和國憲法》在全

民公決中獲得通過。新憲法規定，緬甸實行總
統制，總統由間接選舉産生。2010年緬甸選出
了首屆民選政府，軍政府逐漸移交權力。

當然，緬甸軍方早已做好了萬全准備，以
保護既有的利益，特別是確保軍方對首屆民選
政府的絕對控制。2008年公布的新憲法賦予軍
隊繼續在國家政治方面發揮作用的特別權力。
包括議會中軍方占據25%的議員名額，剩下的
3/4直接選舉産生，而修改憲法需要3/4多數通
過；爲最大的反對黨民盟領袖昂山素季設置選
舉障礙——子女或配偶爲外國人的不能參選
總統，使其無法參與首次議會選舉；軍方強力
人物脫下軍裝，搖身一變，成了文人政客參與
民主選舉。

●民主建國代價最小最安全是各方共識

可以說，軍方和現政府爲移交權力已經做
好了制度和心理的准備。說到底，“戰爭建國的
成本太昂貴了，敘利亞就是個例證。民主建國
成爲緬甸各方的選擇，無論昂山素季還是現政
府都接受了這一底線和共識，否則，我們很難
看到這場選舉以及競爭各方的克制。”

軍政府開啓了“有紀律的民主”，而緬甸曆
史性的民主轉型和政經變革是從吳登盛2011
年執政開始的。
2011年1月，77歲的丹瑞指定了接班人——吳
登盛。2011年3月30日，緬甸軍政府宣布向民

選政府移交權力，吳登盛正式宣誓就職，成爲
第一位由軍人轉型的文人總統。當時外界普遍
認爲吳登盛是丹瑞的“傀儡”。

但自出任總統以來，吳登盛推行的改革前
所未有，令世人震驚。2011年8月，吳登盛親自
與昂山素季進行會談，表達了真誠變革的願
望。吳登盛政府還提議修改選舉法，取消了被
判入獄者不得參加政黨的“昂山素季條款”，使
民盟得以重新登記爲合法政黨。2012年4月1
日，昂山素季重歸政治舞台，率領民盟在議員
補選中贏得45議席中的43個，其本人也當選
聯邦議會人民院議員，緬甸政壇開始形成真正
有力量的反對黨，對執政黨形成較有效的制
約。2012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上，吳登盛坦承
自己曾效力的軍政府有“獨裁主義”本質，並對
昂山素季表示祝賀——“祝賀她受到的榮譽，
認可她爲民主所做的努力”。

除了主動向昂山素季示好外，吳登盛政府
還釋放了數以百計的政治犯，通過了允許工會
合法化和允許自由集會的法律，放松對媒體和
網絡的管控，解除了對外國社交網站的封鎖。
這些改革措施，讓一度封閉的緬甸向世界重新
敞開了大門。

吳登盛說：“我決定出任總統，是因爲我知
道這個國家正處在關鍵時刻。”“不是因爲我貪
戀權力，而是我想讓大家過上更好的生活。”

吳登盛“開明執政者”的形象讓他贏得了
不少人的尊敬。有人稱他和昂山素季爲“緬甸
的德克勒克和曼德拉”，更有評論認爲吳登盛
完成了由政客向政治家的轉身。

緬甸軍方為什麽願意接受失敗？

當地時間8日，緬甸五年一度的大選投票
結束。9日，緬甸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以下簡
稱“民盟”）發言人稱，該黨贏得了全國70%左
右的選票，獲得了選舉的勝利。此次大選意義
非凡，是緬甸25年來首次公開競爭的大選，昂
山素季領導的民盟最終以和平、陽光、堂堂正
正的方式獲得了執政地位。

權力的和平交接離不開緬甸軍方和現任
政府的理性、克制。軍方領導人敏昂萊在大選
之後表態，“如果人民選擇了他們(民盟)，沒什
麽原因讓我們不接受這個結果”。緬甸現任總
統吳登盛表示，無論這次大選結果顯示誰獲
勝，他都會公正地移交政權。

昂山素季的對手們，手握槍杆的軍人們，
為什麽願意接受大選失敗？他們之前為了這
場選舉，又做了哪些准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