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亡商人死亡商人死亡商人死亡商人」」」」及及及及「「「「战争之王战争之王战争之王战争之王」」」」    ――――――――    威克特威克特威克特威克特ㆍㆍㆍㆍ布布布布特特特特，，，，9/119/119/119/11 后后后后

遭迫害的真正原因遭迫害的真正原因遭迫害的真正原因遭迫害的真正原因    

 

 

威克特威克特威克特威克特ㆍㆍㆍㆍ布特布特布特布特（（（（Victor BoutVictor BoutVictor BoutVictor Bout）（）（）（）（穿棕色囚衣者穿棕色囚衣者穿棕色囚衣者穿棕色囚衣者））））及作者在曼谷刑事法庭及作者在曼谷刑事法庭及作者在曼谷刑事法庭及作者在曼谷刑事法庭，，，，当时为布特案件作引渡聆当时为布特案件作引渡聆当时为布特案件作引渡聆当时为布特案件作引渡聆

讯讯讯讯。。。。戴眼镜者为戴眼镜者为戴眼镜者为戴眼镜者为 Thilo ThielkeThilo ThielkeThilo ThielkeThilo Thielke――《《《《明镜明镜明镜明镜》》》》周刊的记者周刊的记者周刊的记者周刊的记者。。。。不正面入镜的为不正面入镜的为不正面入镜的为不正面入镜的为 Kurt PeldaKurt PeldaKurt PeldaKurt Pelda，，，，另一名操另一名操另一名操另一名操

德语的记者德语的记者德语的记者德语的记者。。。。这幅是我唯一跟布特的合照这幅是我唯一跟布特的合照这幅是我唯一跟布特的合照这幅是我唯一跟布特的合照。。。。发放此照片是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发放此照片是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发放此照片是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发放此照片是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证明证明证明证明」」」」我确实我确实我确实我确实

认识布特认识布特认识布特认识布特。。。。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或甚至比他更认识他自己或甚至比他更认识他自己或甚至比他更认识他自己或甚至比他更认识他自己。。。。    

    

下图为作者及布特的妻子埃拉下图为作者及布特的妻子埃拉下图为作者及布特的妻子埃拉下图为作者及布特的妻子埃拉(Alla)(Alla)(Alla)(Alla)及泰籍律师拉克及泰籍律师拉克及泰籍律师拉克及泰籍律师拉克((((Lak NittiwatwicharnLak NittiwatwicharnLak NittiwatwicharnLak Nittiwatwicharn))))。。。。    

 

 



 

我再三延迟写这篇章节，是由于布特（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有关引渡的案件仍在曼谷审理，我不

想有关文章对他不利。但自从他在上诉庭中败诉后，现已身处纽约，再没有甚么不利可言。我并

没有足够时间整理此章节，但为赶快完成此章节作为我的新版本免费的电子书（译注：免费的电

子书的链接：http://911-truth.net/Dimitri_Khalezov_Book_Third_Truth_911_free_11chapters_v2.pdf），我

想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法。以威克特ㆍ布特最近的访问稿代替撰写此章节，此访问稿曾于早前给了

我另一位朋友――丹尼尔(Daniel Estulin)――一位勇敢的调查记者，因反新世界秩序而为人熟

悉，尤其他的畅销书《彼尔德伯格集团的真实故事》及《影子主人》。 

 

访问内容在丹尼尔的网页亦有显示： 

www.danielestulin.com/2010/10/13/entrevista-dimitri-khalezov/    

 

希望你们喜欢阅读此访问稿，作为电子书欠缺的章节之代替品。 

* * * 访问开始 * * * 

迪米特�加拉索夫（Dimitri Khalezov）是前苏联，「军事单位编号 46179」，又称为「苏联国防部第

12 主要机构辖下的特别管理组」的军官。他答应接受此独家专访，而我们很荣幸让读者于

www.danielestulin.com 先睹为快。迪米特是布特案中的重要人物。如非廉洁而机智的迪米特仗义

帮忙，布特今天很有可能已身处美国高度设防的牢房之中。布特于曼谷被捕后，迪米特是首位前

往见他的人，他也是最令美国政府烦恼的人。再者，他亦揭露了美国政府极力追捕布特的真正原

因。缉捕布特与 911 事件有关。迪米特曾为苏联「原子」及后称「核子」情报机构的官员，此身

分有利于他的言论，他声称他早于 80 年代，在苏联特别管理组工作时，已得知双子塔所谓的「紧

急核能拆卸计划」。 

 

你怎样跟此案件扯上关系你怎样跟此案件扯上关系你怎样跟此案件扯上关系你怎样跟此案件扯上关系？？？？    

布特和我都是俄罗斯人，我们都是前苏联军的工作人员。其实，我们也是同乡，而他在曼谷被捕

时，我正居于当地，因此我设法帮助他。而对于泰国法律界，亦有相当多的经验，尤其美国政府

试图以 911 为名拘捕我，并将我引渡回国，此事发生于 2003 年。这推动我去帮助布特。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布特在国际地位上布特在国际地位上布特在国际地位上布特在国际地位上，，，，与奥萨玛与奥萨玛与奥萨玛与奥萨玛····宾宾宾宾····拉登同样声名狼藉拉登同样声名狼藉拉登同样声名狼藉拉登同样声名狼藉。。。。你怎能够在他被拘禁的首天你怎能够在他被拘禁的首天你怎能够在他被拘禁的首天你怎能够在他被拘禁的首天

就跟他见到面呢就跟他见到面呢就跟他见到面呢就跟他见到面呢？？？？    

根据泰国刑事程序，任何人士在被拘禁期间，皆有被探访的权利。即使是被称为「死亡商人」和

「战争之王」的布特，亦不例外。我只是前往布特被拘禁的警察局，要求探访我的朋友。此举或

许让他们为难，但他们也必须让我见他。事实上，他们酌情帮助了我们很多，他们安排我们坐在

通道的沙发上，让我们好好倾谈。通常访客只能隔着栏杆与被禁者交谈，但对于布特和我，他们

作出了例外的安排。 

 

布特和你的案件是否与布特和你的案件是否与布特和你的案件是否与布特和你的案件是否与 911911911911 事件有关事件有关事件有关事件有关？？？？    

很明显，是的。美国怀疑我与 911 事件及 2002 年巴里岛爆炸（一场小型核爆）有关，因而通缉



我。同样布特亦被美国怀疑与 911 事件及 2003 年马拉加俱乐部爆炸而被通缉。巧合地，马拉加

亦是一场小型核爆，而有关的保安官员是知有其事的。这可见两事相同之处。 

 

 

巴里的汽车被焚烧了一半巴里的汽车被焚烧了一半巴里的汽车被焚烧了一半巴里的汽车被焚烧了一半，，，，被认为是于空气中核爆时被认为是于空气中核爆时被认为是于空气中核爆时被认为是于空气中核爆时，，，，所产生的热能辐射所致所产生的热能辐射所致所产生的热能辐射所致所产生的热能辐射所致    

    

谁是主要人物谁是主要人物谁是主要人物谁是主要人物――――――――美国阵营和布特的阵营美国阵营和布特的阵营美国阵营和布特的阵营美国阵营和布特的阵营？？？？    

所谓「布特阵营」其实是个假象。「布特阵营」包括布特、他的太太、他的哥哥、他的母亲、他

的女儿，以及我（迪米特），还有布特来自俄罗斯的一对夫妇朋友、泰国律师拉克、俄罗斯律师，

当然包括丹尼尔，或许还有一些因采访而了解布特及其家人的新闻从业员。如果这零碎的组合也

能称得上是「布特阵营」，那么就分「布特阵营」及「美国阵营」吧。除了美国政府之外，还有

数个有势力的组织与布特为敌。 

 

这些强大组织的代表是谁这些强大组织的代表是谁这些强大组织的代表是谁这些强大组织的代表是谁？？？？为何我们不曾听闻他们的事为何我们不曾听闻他们的事为何我们不曾听闻他们的事为何我们不曾听闻他们的事？？？？    

首先，有俄罗斯政府（内里至少有几名有权势的人物），还有俄罗斯秘密组织。 



 

甚么甚么甚么甚么？？？？是说真的吗是说真的吗是说真的吗是说真的吗？？？？全世界都相信如不是普京及梅德全世界都相信如不是普京及梅德全世界都相信如不是普京及梅德全世界都相信如不是普京及梅德韦杰夫韦杰夫韦杰夫韦杰夫，，，，布特早就被引渡回美国布特早就被引渡回美国布特早就被引渡回美国布特早就被引渡回美国，，，，你竟指你竟指你竟指你竟指

控俄罗斯政府反对布特控俄罗斯政府反对布特控俄罗斯政府反对布特控俄罗斯政府反对布特。。。。    

你不会听闻任何有关他们的事，因为他们不至于愚蠢得张扬事件。他们让你看到的，是与事实相

反的――他们在「帮助」布特。但千眞万确的是，由这前所未有的布局开始前，俄罗斯已与美

国紧密联合，诬陷布特及把他引到曼谷去。 

 

这是由俄罗斯及美国秘密组织双方共同构思和实行的。除了俄罗斯外，还有其他成员牵涉在内。

首先有以色列秘密组织――莫萨德(Mossad)及 Sayaret Matkal。他们对此事十分积极，这可从

Sayaret Matkal 史无前例地参与劳尔ㆍ雷耶斯(Raul Reyes)的案件看出这点。雷耶斯为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FARC)领导人之一，而在厄瓜多尔森林中，有「人」把武器级的铀放置于雷耶斯的军

营中。重点是雷耶斯在 2008 年 3 月 1 日被杀，而布特由于涉及贩卖铀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将会于 2008 年 3 月 4 日安排被引诱到曼谷。美方亦向泰国递交所需的法律文件，要求缉捕布特，

递交文件当天是 2 月最后一天，即雷耶斯遇害之前。 

 

请注意，以色列 Sayaret Matkal（专门负责核武的组织）牵涉于雷耶斯被杀事件之中，以及「揭发」

他「私藏」铀。不要忘记，布特并非独自前往曼谷，同行的还有他所谓的「朋友」――肯定是一

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陆军上校，与布特同时被捕，却离奇获释，并送返莫斯科。要知道事件有多

难以置信，你可想象以下情景。一个秘密组织（例如法国）计划把拉登引到巴黎，答应拉登连同

他的穆斯林兄弟，将会与沙地恐怖份子于巴黎会面，讨论如何利用从俄罗斯偷回来的迷你核弹，

拆毁艾菲尔铁塔。但拉登并非独自前行，还有一名塔利班反情报组织的陆军上校恰巧与他同

行――趁机会参观罗浮宫及艾菲尔铁塔（被炸毁前）。 

 

法国秘密组织于是拘捕他们二人――拉登和来自塔利班反情报组织的陆军上校。法国想要的是拉

登，而非那前来巴黎观光的塔利班陆军上校，他只是与朋友拉登坐同一班机飞往法国首都。因此，

法国警方决定释放该名陆军上校，并由下一班机送他回喀布尔，只拘留拉登一人，因为他才是此

诱捕行动的唯一唯一唯一唯一目标。对于此说法，你相信吗？「可信」程度就如泰国警方及美国缉毒局迅速释

放布特的同伴――联邦安全局陆军上校――离奇地与声名狼藉，绰号为「死亡商人」及「战争之

王」的布特，同一班机，登上同一出租车，入住同一饭店，但事实上他并不想协助布特出售「手

提式防空导弹」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嗜血毒贩。他只想去看看曼谷，享受当地驰名的泰式

按摩。 

 

这名联邦安全局的陆军上校「意外地」来到曼谷，诚实可敬的泰国警方发现「死亡商人」的朋友

是无辜的，便迅速纠正「错误」，把他送回国。你相信这愚蠢的举动吗？我不相信。至少有四个

国家介入陷害布特的计划当中：俄罗斯、美国、以色列、泰国。有可靠证据显示，尚有其他国家

参与此阴谋，但参与程度不及上述四者。丹麦、荷兰、罗马尼亚也有参与，至少呈交泰国法院有

关布特案件的法律文件，亦有提及它们。 

    



全球都认为俄罗斯政府及驻泰国的俄罗斯大使馆全球都认为俄罗斯政府及驻泰国的俄罗斯大使馆全球都认为俄罗斯政府及驻泰国的俄罗斯大使馆全球都认为俄罗斯政府及驻泰国的俄罗斯大使馆，，，，已超越职责范围地协助已超越职责范围地协助已超越职责范围地协助已超越职责范围地协助布特布特布特布特，，，，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政府已公开强烈谴责普京及其同僚政府已公开强烈谴责普京及其同僚政府已公开强烈谴责普京及其同僚政府已公开强烈谴责普京及其同僚，，，，据说他们在幕后向泰国施加压力据说他们在幕后向泰国施加压力据说他们在幕后向泰国施加压力据说他们在幕后向泰国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要求释放要求释放要求释放布特布特布特布特。。。。    

    

可是，认为俄罗斯政府在泰国法庭的引渡事件上，站在布特那边就错了。事实上，许多西方较偏

激的刊物，甚至是俄罗斯的传媒，他们的「官方字句」都暗示了俄罗斯官员「尽力帮助布特」的

意思，意味着「某些俄罗斯政客」有「不当行为」。 

    

这由驻泰领事馆的官员定期出席布特案件的旁听可见，俄罗斯部长亦因此发出不少声明。但这是

个假象。俄罗斯大使馆人员出席法庭旁听不代表甚么，纯粹为一名俄罗斯公民提供领事援助，那

公民名叫布特而已，叫张三李四也没问题。即使俄罗斯领事出席所有旁听，都不会为泰国判决施

予压力。国民被起诉，所属国家的领事出席旁听，是很正常的事，法官见惯不怪。因此不能说俄

罗斯积极地履行职责，是属于为布特提供「特别法律援助」的一种。 

 

俄罗斯部长表示极力支持，但你不要被误导而相信俄罗斯官员设法帮助布特。他们至今从没有帮

助过他，甚至设法令他在泰国法庭上陷入不利的位置。对于一个外行的西方人来说，好像很奇怪，

但需明白俄罗斯特殊的现况。首先，除了普京及梅德韦杰夫一一一一党外，俄罗斯内尚有其他政治力

量――例如以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为首的所谓「爱国者」，以及「共产党员」。有些

「老俄罗斯人」(译注：了解俄罗斯的人)甚至真心认为美国政府并不可在国外拘捕俄罗斯公民，

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允许这样做而不受惩罚，这会定下了危险的先例。今天他们敢诬蔑及

拘捕对政府机密一无所知的「死亡商人」，他日有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陆军上校，想前往泰国度

假，也可能会被拘捕。美国政府大可指控该陆军上校「企图以热核毁灭美国」，并要求引渡他回

美国。再者，这假设的指控很有可能出现，因为陆军上校确实会因职责所在，而计划毁灭美国。 

 

对于美国在境外宣示司法权，大多数俄罗斯公民，甚至俄罗斯军队，都感到不悦。尤其因这类欺

压事件直接影响俄罗斯人时，就令人更觉困扰。梅德韦杰夫关注此事，因此发表公开声明时，也

需以此作为考虑因素。 

 

因此，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明支持布特，让人看来俄罗斯确实关心布特，以及其泰国的案件。但

人们不应对这假慈悲的承诺信以为真，这只不过是向公众宣传的技俩。事实上，他们对美国不构

成丝毫伤害，只如流浪狗在曼谷法院外狂叫罢了。俄罗斯外交部展示出俄罗斯政府「为俄罗斯做

事」，以及「挑战美国称霸全球」的举动，无非是为了缓和俄罗斯民众的情绪。可是，两者都不

是事实。而且，如果俄罗斯政府不插手布特在泰国有关引渡的案件，他其实有更大可能胜诉。 

 

美国通缉美国通缉美国通缉美国通缉布特布特布特布特，，，，是否因为他是军火商人是否因为他是军火商人是否因为他是军火商人是否因为他是军火商人，，，，如联合国和美国记者道格拉斯法拉如联合国和美国记者道格拉斯法拉如联合国和美国记者道格拉斯法拉如联合国和美国记者道格拉斯法拉(Douglas Farah)(Douglas Farah)(Douglas Farah)(Douglas Farah)所描所描所描所描

绘的绘的绘的绘的？？？？还是另有别情还是另有别情还是另有别情还是另有别情？？？？    

 

事实上，布特被描绘为「军火商人」，有些人相信报章对他的报道，多于相信事实，但他并非因

为这缘故而遭通缉。如果真的是由于这原因，美国用不着等到 2008 年 3 月才逮捕他――他们可



早于 90 年代，甚至千禧年初就开始诉讼程序。问题是，布特并不是因为「战争商人」之名而被

通缉，尽管他在电影中被这样塑造，前联合国武器检察员约翰佩勒曼(Johan Peleman)于联合国报

告上，作出如此不负责任的描述。布特被通缉，完全是因为另一回事。或许我们可于稍后再探讨

详情。 

 

美国政府在案件中的理据有多大美国政府在案件中的理据有多大美国政府在案件中的理据有多大美国政府在案件中的理据有多大？？？？    

从法律角度看，美国政府那方是很弱的，布特是可以很容易获胜诉的。试想象一下，原告（美国

政府）指布特出售「手提式防空导弹」给「最高价的买家」，但美国却无法于泰国法庭上呈上一

件「手提式防空导弹」。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政府及俄罗斯秘密组织做尽令布特在法庭上失利的

事，迫使他从错误的方向自辩，作出虚假承诺，企图减低布特的警觉性，甚至剥夺他的资金，使

他没有钱在庭上进行有效的辩护。许多人深信俄罗斯政府关注布特的案件，如果眞的是这样，俄

罗斯政府起码也会资助他的官司费吧。期望俄罗斯政府免费为布特提供最好的法律专家，以及提

供数百万美元来应付泰国的诉讼费，是很正常的事。这样想也很合逻辑。俄罗斯拥有超过一亿五

千万人口，出售燃油，因足以毁灭世界过百次的核武着称，区区二百万美元，对于这国家的政府

算得上是甚么？一名为人熟悉的公民牵涉于寃案当中，祖国俄罗斯付出小额金钱就可以维护他，

不是吗？ 

 

而事实上，俄罗斯不但没有公开或秘密地（透过私人捐款）资助布特及其家属，俄罗斯秘密组织

更用尽方法，迫使布特的兄长及妻子支出庞大而无谓金钱，陷入破产。俄罗斯没有给予他们经济

支持，反而把他们最后的家当也剥夺了。如果你知道是俄罗斯官员建议布特以错误的方向自辩，

而布特的代表律师也是由俄罗斯官员推荐，作为美国缉毒局的内应，你会明白事件是多无稽、不

公正和不忠。我重申一次，俄罗斯政府一开始已秘密但有效地与美国合谋，计划把布特送到美国

审判，同时制造俄罗斯仍然「强大」及「维护公民」的假象。 

 

回顾案件的基本事实，只要证明布特没有「手提式防空导弹」出售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就

可以结束官司。但俄罗斯秘密组织成功说服布特及其妻埃拉，不要在泰国法庭进行抗辩时用此论

点。相反，俄罗斯官员更提出向泰国法庭证明事件属「政治」问题，作为辩护论点，因为哥伦比

亚革命武装力量属政治组织――共产党。从律师角度看，以此为抗辩理由是等同自杀的。证明这

属「政治」事件的同时，布特自然也证明了他同意该「事件」的存在，即导弹及其他东西。证明

到「根本没有这事件」，案件就可轻易胜诉，那不存在「事件」不能与「政治」有关，因为完全

没有「政治」可言。 

 

布特及其妻于是按照俄罗斯官员的计划，向泰国法院提出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有关的事件是

「政治」问题，并没有质疑此「个案」的合理性。整件事的重点在于――对于「手提式防空导弹」

在法庭上只字不提。布特的代表律师亦没有向原告一方的证人质问为何逮捕者不追查「导弹」的

去向，充公它们，并查封所谓「死亡商人」的军械库。由此可见，布特的代表律师所用的抗辩手

法，实际上令法官觉得布特是在出售导弹，问题只在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恐怖组织（如美

国所称），还是政治组织（如布特所称）。你或可想到，法庭最终不接纳个案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政治问题这解释。



布特及当时的律师（美国的内应）没有向法庭证明案件不成立，没有导弹，没有哥伦比亚革命武

装力量――他们不证明所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由美国公民组成，「导弹」只是凭空想象的东

西，只在伪造的文件出现，反之布特及当时的律师证明美国的指控是有根据的。 

 

第二，俄罗斯秘密组织答应布特及其妻，如果布特以上述方式在泰国法庭进行抗辩（证明事件属

「政治」问题，不辩驳实际的指控，不质疑美方是缺乏实质的证据），俄罗斯政府保证他会胜诉。

你可预料，尽管没有所谓的导弹呈堂，亦有足够证据显示整个「案件」是美国缉毒局的插赃行动，

这承诺和「保证」只是俄罗斯秘密组织低劣计划的一部分，以此减低布特的警觉性，以致他会在

泰国法庭败诉。 

 

此外，布特的妻子在我竭力主张下，发表了非法拘留她丈夫的投诉，此投诉非常有效（因为基于

技术细节，拘禁布特是违法的，而在泰国法庭的整个引渡聆讯过程中，布特应该被放出来的，而

非在犯人栏后）。布特妻子的投诉一出，令布特所有的敌人――泰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

尽失颜面。问题是，技术上拘禁布特是不合法的，他理应马上获释。非法拘留的技术细节是明显

的，而且理由充足。埃拉作出的书面投诉清楚有力，以至全球顶尖的律师也不能质疑。法官唯一

可做的，就是考虑个案，并把布特从不合法的监禁中释放出来，才继续引渡聆讯。俄罗斯、泰国、

美国人积极追捕他、囚禁他、剥夺他的资产，对于他们来说，这显然不是个好结果。但在这情况

下，他们又可以做甚么呢？很不幸，他们想到了一个方法：俄罗斯秘密组织的「可靠人士」接触

布特的妻子，游说她自愿删除有关不合法囚禁她丈夫的投诉（因为这样会使泰国法庭为难，泰国

法庭并不满意这做法――事实也确是如此），交换条件是这样的：投诉一删除，「知恩图报」的泰

国政府会马上释放布特。作为一种「解决方法」，令所有人「挽回面子」。 

 

布特及其妻再次相信俄罗斯政府，删除有关投诉。泰国法庭并没守诺言释放布特。这是俄罗斯官

员「帮助」布特的事例。他们「帮助」了布特很多，但我不想逐一举出，以免太冗长，太沉闷。

我想说的是，布特的哥哥在俄罗斯秘密组织的建议下，缴付$120,000 美元来保释布特，但那款项

被骗走了，布特不得保释，而该款项亦不予发还。又在俄罗斯组织的提议下，布特兄弟同意再付

出$250,000 美元作「庭外和解」，使布特可在案件结束前获释。根据俄罗斯官员的承诺，只要付

上$250,000 美元，布特会于 2008 年 5 月 1 日前获释。钱付了，但甚么也没发生――案件审讯仍

然继续，没有人打算归还该款项，亦没有人因为此虚假的承诺而要负责。 

 

由于俄罗斯官员这欺诈行为，导致你所谓的布特阵营缺乏资金，当需要在庭上把重要文件由泰文

译成英文，以明白证人在庭上的供词时，他们至今仍无法支付$2,000 美金的传译费用。一些重要

文件仍只有泰文版本。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如何「帮助」布特在引渡官司上败诉。 

    

为何为何为何为何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政府与政府与政府与政府与布特布特布特布特作对作对作对作对？？？？    

因为在 9/11 事件中，是俄罗斯（准确点说，是前苏联）制的导弹击中五角大楼。 

 

甚么甚么甚么甚么？？？？你得解释清楚你得解释清楚你得解释清楚你得解释清楚，，，，请慢慢说请慢慢说请慢慢说请慢慢说。。。。    



由于在五角大楼中找到导弹，所以美国要求俄罗斯交出一名（或一群）代罪羔羊负责，这是可理

解的。由于导弹携有核弹头（弹头为五十万吨热核，多于日本广岛那枚的 25 倍），美国坚持要俄

罗斯交出罪犯给美国司法部。 

 

五角大楼刚刚被导弹击中之后的照片五角大楼刚刚被导弹击中之后的照片五角大楼刚刚被导弹击中之后的照片五角大楼刚刚被导弹击中之后的照片，，，，而外墙未倒塌及灯柱未被撞倒而外墙未倒塌及灯柱未被撞倒而外墙未倒塌及灯柱未被撞倒而外墙未倒塌及灯柱未被撞倒，，，，其后灯柱倒下以模仿其后灯柱倒下以模仿其后灯柱倒下以模仿其后灯柱倒下以模仿「「「「机机机机

翼翼翼翼」。」。」。」。    

 

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当俄罗斯处理事件时，他们不能承认事实――沉没的「库斯克」(Kursk) 潜

艇中，拥有热核弹头的「花岗岩」导弹(“Granit”missile)被盗走。因为普京于 2000 年已郑重声

明下沉的潜艇中没有核武器。 

    

甚甚甚甚么是么是么是么是「「「「花岗岩花岗岩花岗岩花岗岩」」」」导弹导弹导弹导弹？？？？    

P-700「花岗岩」导弹（被北约(NATO)列为「船舶杀手」或 SS-N-19，N 表示海军），是苏维埃年

代最先进的海军导弹，它是预算从海面下的潜艇向上发射，主要是为了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战队。

这是非常复杂和「聪明」的导弹。「花岗岩」导弹用以攻击战队及船阵，12 枚导弹可同时发射，

也可单一发射――瞄准一艘军舰，或瞄准陆上固定的目标亦可（9/11 事件攻击五角大楼示范了此

举）。每枚「花岗岩」导弹约重 7 吨，约 10 米长，能以超波音 2.5 马赫，射程达 625 公里。基本

上，每枚导弹都装有标准「海军型」50 万吨的热核弹头。虽然理论上，此导弹可装上常规弹头，

但实际上不会这样做――所以所有服役中的「花岗岩」导弹都全装上核弹头，绝无例外。 

 

这导弹被认为是不毁灭的，因为即使北约早已侦测到它，亦没有任何毁灭它的方法。9/11 事件中

五角大楼被袭展示了这一点。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在「花岗岩」导弹即将袭击五角大楼前最



少 6 分钟，就侦测到它的存在。北美防空司令部操作员亦响起原子警报。「末日飞机」紧急起飞，

但仍阻止不了那场袭击。尽管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事发前 6 分钟已探测到导弹，那导弹仍成功接近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攻击五角大楼的外墙。你可以下定论――这武器的危险性。顺带一提，根

据苏维埃及俄罗斯战略性计划，装有「花岗岩」导弹的潜艇，可作为攻击美国的报复性核武的「后

备」安排（主要的报复性攻击当然是使用战略的洲际及由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 

 

 

工厂内的工厂内的工厂内的工厂内的「「「「花岗岩花岗岩花岗岩花岗岩」」」」导弹导弹导弹导弹    

    

基于「花岗岩」导弹可用作报复式袭击，它被设计成可在美国城市之上制造空中爆炸――所以它

们不只装置了一般接触式的引爆器，还有特别的非接触式的引爆器。我需说明，「花岗岩」导弹

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导航系统，预先记录了一份北约主要攻击目标的名单。在海面上飞行时，「花

岗岩」导弹会扫描并侦察战场，尝试分辨船队次序，尤其是航空母舰战队，找出船队中的主要目

标，并以自动模式进行攻击。如在陆上飞过，导弹也会进行侦察，借着比较自己的坐标及预先记

录在计算机的目标，尝试探测出最值得攻击的主要目标。一旦碰上那些目标，导弹上的计算机会

根据优先次序，马上选定最主要目标，并进行攻击。因此，当导弹向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发射时，

它比较两座最主要的目标――白宫和五角大楼，然后「选择」攻击后者，因为它「认为」后者是

最主要目标。我应该说明，这是全球最重的装甲导弹――它用非常厚的钢制造，类似飞行坦克或

巨型子弹。由于速度、重量及硬度，此导弹在 9/11 时可穿透五角大楼的六面主墙。 

    

    



    

9/119/119/119/11 中五角大楼遇袭中五角大楼遇袭中五角大楼遇袭中五角大楼遇袭，，，，展示了导弹穿插的情况展示了导弹穿插的情况展示了导弹穿插的情况展示了导弹穿插的情况。。。。    

    

好好好好，，，，请继续请继续请继续请继续。。。。    

    

你要知道普京现在不敢收回说过的话，承认他欺骗了全世界，所有「库斯克」上的核弹其实是被

偷去的。为应美国要求，找出袭击五角大楼的「代罪羔羊」，需要其他解决方法。而最终也找到

了这「方法」。问题在于只有俄罗斯拥有「花岗岩」，而非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尽管「花岗岩」导

弹是在苏维埃时期制造。 

 

你可有证明你可有证明你可有证明你可有证明？？？？    

    

当然有。「花岗岩」是海军导弹，除海军外，没有人可用它。苏联时期，有四支海军舰队――北

极舰队、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及黑海舰队。四支舰队之中，俄罗斯继承了三支――北极舰

队、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则被俄罗斯及乌克兰瓜分。但是，「花岗岩」导弹只

在太平洋舰队及北极舰队运作，却不曾落入乌克兰之手，理论上也是如此。所有「花岗岩」导弹

只由俄罗斯继承。可是，要避过攻击五角大楼的指责，俄罗斯官员惟有归因于部分「花岗岩」导

弹属于黑海舰队。苏联倒下，其后俄罗斯及乌克兰瓜分财产（包括核武和黑海舰队），混乱期间

导弹落入了乌克兰。俄罗斯因此捏造一份当时的文件，「透露」黑海舰队其中一艘巡洋艇，计划

重新装置「花岗岩」导弹，于是苏联管治的最后几年，几枚「花岗岩」导弹已转移至黑海舰队，

一直留在那里，最终在苏联时期结束时，仍由乌克兰保留。「花岗岩」导弹从乌克兰那边被「偷

取」，并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上（最终更把其中一枚在 9/11 时发射到五角大楼）。这版本是很荒谬

的，因为你想象一下，若几枚「花岗岩」导弹如所说般，确实由乌克兰保管，旨在重新装置到此

重型巡洋艇，那么这些导弹便不会跟核弹头存放在一起。根据一般做法，在苏联时期，导弹放在

一个地方，核弹头则放在另一地方，并由不同军事部门负责监察。只有不清楚俄罗斯军队的外行

人，才会相信这版本――「粗心的乌克兰人」同时遗失导弹及弹头。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只能从一

个地方偷取――服役中的潜艇。但有些相关的保安官员相信（或假装相信）这与乌克兰有关的无

稽版本，似乎可证明俄罗斯无罪。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并没有罪，有罪的是从乌克兰（不是从俄罗斯）偷取导弹的「坏人」。

现在他们需要找出「坏人」。你认为谁适合呢？你猜中了，就是臭名远播的「死亡商人」或「战

争之王」。由于他为人早已被抹黑，大家很容易相信，就是他出售武器给最高价钱的买家，所出

售的更是核核核核，甚至是热核热核热核热核武器。这正是俄罗斯及美国共同协议的原因――设计陷害布特。如果分

析现实情况，又不是那么难理解的。双方都想结束五角大楼的案件，而又想不到有谁比布特更适

合，作为出售导弹给恐怖份子的代罪羔羊。全球根本没有别的人更符合这角色。 

 

说说布特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同党安德鲁说说布特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同党安德鲁说说布特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同党安德鲁说说布特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同党安德鲁(Andrew Smulian)(Andrew Smulian)(Andrew Smulian)(Andrew Smulian)，，，，他跟布特同时被捕他跟布特同时被捕他跟布特同时被捕他跟布特同时被捕，，，，后来怎后来怎后来怎后来怎

样样样样？？？？ 

所谓「同谋安德鲁」其实是布特以前的朋友及生意伙伴。在这事上，美国缉毒局(DEA)布局诬陷

布特，安德鲁是缉毒局的「同谋」，而非布特的「同谋」。另外，一个无辜的人是没有可能有「同

谋」，请恕我咬文嚼字，我只是想解释清楚及更正这专门用语。安德鲁莫斯科已跟布特见面数次，

亦有生意往来――答应为布特找好客户，购买他那仍停泊在阿联酋的飞机，以换取应急的金钱。

顺带一提，布特在曼谷被捕前已破了产，出售飞机对他来说是重大交易。 

 

最终安德鲁把他引到曼谷――跟有兴趣的买家洽谈。根据美国政府呈交有关事件的文件，洽商期

间，安德鲁介绍了几个人给布特，他们貌似拉丁美洲的人，说西班牙文。据说他们来自一个叫哥

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组织，该组织奉行马克思主义，以游击队形式，多年来对抗哥伦比亚的资

本主义政府。买卖飞机的交易在饭店的商务中心进行。在会议开始了数分钟后，泰国警方及来自

美国大使馆的美国缉毒局特工闯入，并拘捕了在场人士――布特、他来自莫斯科的朋友（被揭发

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陆军上校）及安德鲁。三人之中只有布特被拘禁。布特的朋友，那位陆军上

校朋友更马上获释，并乘搭首班航机，翌日早上已抵达莫斯科。 

 

有传安德鲁（从泰国牢房中）逃走及失踪了。紧记，他被困在守卫森严的饭店，由超过 150 名突

击部队成员看守。然后，没有人留意到他不见了，被扣上手扣的他登上了出租车。到达机场，没

有钱，没有护照，仍可买机票，直飞美国，假如他被逮捕，便即面对 30 年的监禁，全世界只有

美国这国家会这样做。美国是这样描述事件。安德鲁突然在美国「现身」，于纽约被捕，原因是

他为布特的「同谋」。可靠消息指，安德鲁后来转为原告的证人，作出对他前朋友不利的证供。

安德鲁不是在美国的牢狱之中――他在受「监护」。 

    

对于对于对于对于布特布特布特布特的两位律师的两位律师的两位律师的两位律师――――――――拉克拉克拉克拉克和和和和 ChamroenChamroenChamroenChamroen，，，，你有甚么看法你有甚么看法你有甚么看法你有甚么看法？？？？    

拉克已当了我的律师很多年了，我自然很清楚他的为人。是我最先把他推荐给布特。2008 年 3

月 7 日，布特被带到警察局，我首次介绍拉克给他认识，那时是他上庭之前。当他被带上法庭时，

拉克也在场，第一份辩护文件――口头的和书面的――也是由拉克负责。拉克也有本事取回布特

的护照及个人物品――手机、个人计算机，虽然美国人要求把这些东西转交美方，拉克也有办法

扳平。拉克跟当地警方谈好条件，迅速取回那些无价的物品，令美国政府懊恼不已，难以置信。

其后，在布特的案件上，拉克也尽全力为他抗辩，包括引渡的个案，以及布特自己被非法拘留的



投诉。可是，多亏苏联秘密组织的暗中策划，拉克被免职，并由另一位律师代替――Chamroen。

Chamroen 是美国缉毒局派出的，经过一连串缉毒局的非正式特工安排，得以介绍予布特。Chamroen

作为美国的内应，由苏联秘密组织人员介绍，他们深知所为何事：介绍 Chamroen 给布特认识的

人，肯定知道他是美国的内应，尽管知道这点，他们仍向布特介绍他，并极力推荐他的服务。

Chamroen 拒绝及阻止所有为布特辩护的机会，他以错误手法处理布特引渡的事件。他使布特必

赢的官司上输了。此外，Chamroen 落力阻止你所说的「布特阵营」向泰国法庭提交文件，作为

有力辩护布特的证据，以证明美国无理的指控。 

 

你可想到，聘请 Chamroen 是所费不菲的。他使布特动用超过 10 万美元，此数目从泰国水平看来，

是很惊人的。律师的工作是重要的――原讼法庭听取证供及接收文件――Chamroen 控制了整个

案件。后来，我又使计把拉克再带回来：他不再是布特的代表律师，而是代表布特的妻子埃拉，

她连同主要的引渡案件，向法庭提交非法拘留其丈夫的投诉。 

 

有了这身份，拉克得以回归案件。可是，当时已太迟了――Chamroen 有意不传召合适的辩方证

人，又不当地盘问原告的证人，令案件败诉。拉克所做的与 Chamroen 相反，他不仅转为埃拉的

律师，他更在最后关头扭转局势：原本埃拉为非法拘留案的惟一证人，但拉克却令她当上引渡案

件中最重要的证人。 

 

全靠拉克，埃拉的证供有机会成为引渡案件中最有力的证据。美国于案件差不多结束前，尝试把

最新「证据」呈堂，拉克对此表示反对。Chamroen 默然同意美国呈交最新「证据」，但拉克则挺

身而出，极力反对（他是处理别的案件的律师――技术上无权这样做），最后此危险的部分不被

泰国法庭接纳。所以，你可判断拉克和 Chamroen 是甚么人了。结果，当布特输了官司，即将被

引渡回美国之际，Chamroen 失踪了，是拉克帮助布特避过实时被引渡回美国。 

 

请澄清一点请澄清一点请澄清一点请澄清一点，，，，飞机到达了曼谷飞机到达了曼谷飞机到达了曼谷飞机到达了曼谷，，，，还是在美国起飞不久后折返还是在美国起飞不久后折返还是在美国起飞不久后折返还是在美国起飞不久后折返？？？？    

飞机载着身怀武器的美国联邦法院的执行官，但多亏拉克，他们空手而回。 

 

你所说的很令人震惊你所说的很令人震惊你所说的很令人震惊你所说的很令人震惊。。。。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及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及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及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及布布布布特特特特的律师不忠的律师不忠的律师不忠的律师不忠，，，，而是牵涉此案的人是多愚昧而是牵涉此案的人是多愚昧而是牵涉此案的人是多愚昧而是牵涉此案的人是多愚昧。。。。

你究竟为甚么不说出来你究竟为甚么不说出来你究竟为甚么不说出来你究竟为甚么不说出来？？？？布特布特布特布特及其妻又怎不察觉别人对他们所作的事及其妻又怎不察觉别人对他们所作的事及其妻又怎不察觉别人对他们所作的事及其妻又怎不察觉别人对他们所作的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这听来确但这听来确但这听来确但这听来确

实令人难以置信的实令人难以置信的实令人难以置信的实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也觉得难以置信，我只能想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纯粹从心理因素方面看这问题，加上布特夫

妇并非惯犯，只是无辜市民，则可以解释事件的原因了。布特并不知道自己成了向恐怖份子出售

导弹的人，助他们攻击了五角大楼。直至现在，他在上诉庭败诉（我早已告诉他结果是这样），

他才慢慢地意识到谁在背后操纵整个陷害计划。但在此之前，布特仍很有信心会胜诉，对于俄罗

斯官员所作出没法兑现的诺言及不负责任的保证，布特信以为真，他的警觉性因而减弱。设身处

地想想，你被监禁了，而来自你国家的官员不断向你保证所有事件「没问题」，亦在「控制之中」。

同时，你的妻子亦向你转述俄罗斯官员的同一番话，俄罗斯官员在莫斯科跟埃拉会面时所作的承



诺（在莫斯科，埃拉经常获高层政府官员及秘密组织人员接见，他们屈尊地跟她对话，并保证案

件在「控制之内」，以求取得他们想要的结果）。假如你处于这情况，秘密组织及政府官员均表示

会尽一切可以协助你，他们代表国家总统许诺，并附有外交部公开声明，这样你会怀疑吗？你不

会因此而减低警觉吗？ 

 

布特及其妻没理由怀疑俄罗斯有任何不妥行为。在这情况下，除非是多疑的人，否则都不会质疑

俄罗斯官员，对于太仁慈和太天真的布特来说，这是太困难的。此外，在泰国庭上令布特失势的

专家，是来自秘密组织，他们熟悉自己要做的事。他们知道如何令谎言听似真实而具说服力。当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犯罪背景、没有试过被定罪、不曾接触法律、不认识秘密组织的工作，

确实难以跟这类专家相处。你只是平凡人，自然无法意识到现实中秘密组织的阴暗世界。因为布

特及其妻都不是律师，所以俄罗斯官员那无稽的辩护方法，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他们不察

觉背后的奸计。 

 

你比其他人知得更多你比其他人知得更多你比其他人知得更多你比其他人知得更多。。。。美国政府知你是危险人物美国政府知你是危险人物美国政府知你是危险人物美国政府知你是危险人物，，，，俄罗斯政府也是俄罗斯政府也是俄罗斯政府也是俄罗斯政府也是，，，，它们有尝试收买你或威胁它们有尝试收买你或威胁它们有尝试收买你或威胁它们有尝试收买你或威胁

你吗你吗你吗你吗？？？？    

有的。美国曾有好几次以其他指控，威胁要拘捕我，又试过提供金钱利益。起初，他们答应如果

我协助他们暗中影响布特的个案，使他们可把他带到美国，他们会给予我一笔不公开数目的款

项――就如 Chamroen 所做的。我拒绝了，他们就说，只要我甚么也不做，不插手事件，不探访

监禁中的布特，不出席法庭旁听，不给予布特夫妇任何建议，他们仍会给我钱。当然，我也拒绝

了。 

 

至于俄罗斯政府，他们不敢向我提出任何金钱利益或威胁我，因为这对他们的处境不利。不要忘

记美国是布特公开的敌人，俄罗斯是布特的「朋友」，因此美国可以提出任何金钱利益或威胁帮

助布特的人，这是平常的，但俄罗斯不可以这样做，否则他们会出卖自己的诚信。 

 

俄罗斯从不公开表示对我的不满。他们选择散播谣言，诋毁我的名声，指我「跟美国勾结」、「迪

米特不可信」等恶毒的流言。事实上，这做法最初在某程度上也有效。我察觉到有一段时间布特

夫妇并不相信我，而俄罗斯亦成功地使拉克免职，由另一律师代替。 

 

布特布特布特布特对美国有多重要对美国有多重要对美国有多重要对美国有多重要？？？？    

如果你认为布特对美国重要是因他「死亡商人」和「战争之王」的称号，你就大错特错了。大多

数相信宣传的西方人，都因荷里活电影情节、书籍、偏激刊物的描述，而相信美国通缉布特与非

法武器交易有关。这并非事实。你要知道布特不曾合法或非法地，在非洲、亚洲等地售卖武器。

在他人生之中，他连一支马卡洛夫枪或 AK47 也没有卖过，更遑论大批俄罗斯制的武器。有几次

他和兄弟塞尔吉奥(Serigo Bout)试过运载武器、军火、装甲战队，但那些不是他们的武器，是他他他他

们客户们客户们客户们客户的。而那些客户都是合法合法合法合法的。布特或塞尔吉奥的航运机队所运载的武器及武装军队，只是

属于政府的！没有一次是属于非法客户的。 

 



似乎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明显的事实。西方荒谬的媒体是不能把布特扭曲为「非法武器商人」，

只有法庭裁判才可这样做。这些年来，布特未曾因「非法武器商人」之名而被起诉，被传召上庭。

政府、检控官、联合国、其他组织甚至以个人名义也未曾因「死亡商人」之名而起诉布特。 

 

为甚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一项证据获法庭接纳。布特「死亡商人」的形象只在荷里活电影

中、道格拉斯·法拉赫(Douglas Farah)的书中、监察员约翰(Johan Peleman)监察员捏造的「联合国报

告」中被塑造出来。约翰的旧同事愿意出庭作证，指出布特的名字在非法武器交易报告的最后版

本时才出现，最初版本并没有他的名字。布特绝不能因约翰及电影《战争之王》，而被控非法出

售武器的罪名。这正是美国不以此名通缉布特的原因。如果要这样做，早就做了。就是没有证据。 

 

美国通缉布特必需另有其他理由。这「理由」并不能单凭布特在荷里活电影中被塑造的「死亡商

人」形象就成事，因美国法庭不接纳这样的证据。必须制造一些真实真实真实真实而可信可信可信可信的检控，才可真正逮

捕他。美国官员因此使用了美国缉毒局。美国缉毒局的工作团绕毒品和毒品贩子。他们的惯用技

俩是相同的――在受害人身上插赃，然后把他们拘捕。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用在布特的案件上：美

国缉毒局的卧底制造犯罪的圈套，从缉毒警察看来，或许是「平常」的，但对其他人来说，是荒

谬的。美国缉毒局帕特工接近布特。那特工即布特以前的朋友安德鲁，他给了布特一项交易。可

是，缉毒局插赃予布特的不是毒品，而是伪造的文件、「截取」得来的虚假电邮通讯、电话内容，

声称布特：1) 拥有手提式防空飞弹；2) 把这些飞弹在哥伦比亚出售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

造反者；3) 他计划及愿意参与杀害在哥伦比亚的美国公民/美国官员。 

 

美国缉毒局一般能把真正的海洛英插赃在目标身上，他们这次不能把真的手提式防空飞弹嫁祸予

布特。尽管如此，这荒谬的案件由缉毒局高层审理，证据「可靠」，可于庭上处理。只因美国缉

毒局这次行动，美国官员最后才敢拘捕布特，在庭上处理事件。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足以让他们能在法庭上审案。因此，有关布特在非洲或其他地方的「犯罪活动」并不能在庭上提

出控罪。现时的案件只跟他出售「手提式防空飞弹」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有关。 

 

这是官方「公开」的内容。但是，还有官方「秘密」内容。布特被美国通缉，并不是因为这荒唐

而不存在的手提式防空飞弹。在这场荒谬的诬陷阴谋中，美国政府及法庭并不会取得胜利。事实

上，追捕布特的原因，是不能公开的，亦不能在庭上公开审理。你可把事件跟蒂莫西·麦克维

(Timothy McVeigh)作比较，蒂莫西案其实是鲜为人知的核弹袭击者，但在公开审讯中，被控告向

美国人民使用重型破坏武器（用 Ryder 货车，载满平价的肥料作为炸药（译注：硝酸铵－Ammonium 

nitrate，此化学品可作肥料亦可作炸药，参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monium_nitrate 及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FO）），其个案被闭门审理。布特的案件也是如此。 

 

当然，美国官员，尤其是负责法律事务的官员，明显知道单凭上述美国缉毒局嫁祸，他们不可能

在这无稽的官司中胜诉，因为一支防空飞弹也没有被发现，美国缉毒局也没找到那些导弹。 

 

你为何有这想法你为何有这想法你为何有这想法你为何有这想法？？？？    



因为他们知道整个故事是虚构的，根本找不到任何导弹。因此，他们不从导弹方面着手。真正需

引渡布特的原因不是由于那些手提式防空飞弹，而是美国政府私下与俄罗斯政府勾结，指控一名

叫「威克特ㆍ布特」的人，指他向恐怖分子出售苏联制的「花岗岩」导弹，引致 9/11 事件中五

角大楼被攻击。这才是布特这案件中的真相。而美国法律专家计划以这秘密部分，在美国法庭闭

门审讯中胜诉。因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暗中伪造了一些「可信的」证据，暗指布特参与该案，

而容易受骗的美国官员亦相信俄罗斯官员，认为悬而未决的 9/11 五角大楼被袭事件，可因那些

「证据」而取得完满结局。另外，布特亦暗中被控以出售手提式核武――即「迷你核弹」或「手

提公文包形核弹」――予不同恐怖组织，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拉登的阿尔盖达组织。最近

一些小型核爆也暗中归咎布特。最重要的一项是在波哥大的 El Nogal 核爆，被指为「汽车爆炸」，

根据美国保安官员，在 1995 年俄克拉何马州爆炸中，所用的也是同样的迷你核弹。 

 

迪米特迪米特迪米特迪米特，，，，你是前苏联军第你是前苏联军第你是前苏联军第你是前苏联军第 12121212 主要机构的核情报官员主要机构的核情报官员主要机构的核情报官员主要机构的核情报官员。。。。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公开上诉书指出日公开上诉书指出日公开上诉书指出日公开上诉书指出，，，，布特密布特密布特密布特密

谋向谋向谋向谋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供应导向式弹道导弹供应导向式弹道导弹供应导向式弹道导弹供应导向式弹道导弹。。。。他们是否指明他们是否指明他们是否指明他们是否指明布布布布特特特特与核恐怖有关与核恐怖有关与核恐怖有关与核恐怖有关？？？？    

是的，只是漏了口风，无意中泄漏了意思。在呈上泰国法庭的官方文件，以及美国引渡要求的官

方（亦称「公开」）部分，只字不提「导向式弹道导弹」。他们提及「手提式防空飞弹」（细小得

可放在肩膀发射）。但是，私底下，美国尝试游说泰方同事，布特的「手提式防空飞弹」事件是

很粗疏和无稽的，引渡布特的真正原因比之前更加严重，但不幸地，不能向公众公开，或在庭上

公开审理。 

 

在缺乏证据及同时亦违反泰国法律的情况下，为游说泰方接纳引渡案件，美国官员不得不向部分

泰国官员揭露「丑陋的真相」。因此，泰国高级警务人员、保安官员、泰国某些检控员，清楚知

道布特被通缉不是因为「手提式防空飞弹」，而是出售装有 50 万吨热核弹头的巡航导弹，于 9/11

时攻击五角大楼，由于引爆器不能操作，才不至于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化为灰烬。 

 

但是由于泰国是个没有导弹和没有核武的地方，他们看不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差别，所以检

控官误以为袭击五角大楼的，是被装有热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而事实上是被装有热核弹头的巡航

导弹所袭。泰国官员这样出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真的分别不大。但当你比较只重几

公斤的手提式防空飞弹，跟十米长的弹道导弹时，就有很大分别。泰国检控官（是军事官员）混

淆前两者（译注：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是泰国人（译注：暗示泰国人

核武知识不高）。可是他混淆后两者（译注：手提式防空飞弹和弹道导弹），就不可原谅（因为他

是军事官员）。 

 

    



    

能背在肩膀的手提式防空飞弹能背在肩膀的手提式防空飞弹能背在肩膀的手提式防空飞弹能背在肩膀的手提式防空飞弹    

    

    

一般弹道导弹一般弹道导弹一般弹道导弹一般弹道导弹    

    

泰国国务安全委员会展开讨论，商讨布特被指责于 9/11 事件以导弹及热核弹头攻击五角大楼一

事。显然而见地，检控官采纳此消息，并泄漏了口风，这可从检控官的上诉书看到，他不小心提

到「导向式弹道导弹」，以非政治正确的「手提式防空飞弹」。 

 

回答你问题的第二部分――是的，布特被通缉明显与核恐怖有关。他暗地里地被指责：1) 出售

俄罗斯制的「花岗岩」导弹给恐怖分子，那些「花岗岩」导弹装有 50 万吨热核弹头，恐怖分子

以此于 9/11 事件攻击五角大楼；2) 在 9/11 发生前，出售最少三枚俄罗斯制的迷你核弹，名为



RA-115 及 RA-116 给恐怖分子（2001 年 9 月 16 日 El-Mundo 报章提及，以及 2008 年 3 月布特在

曼谷被捕后，约翰迪米特里内格罗蓬特(John D.Negroponte)〔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即发表官方公

报，见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tnt_03-08.pdf ）；3) 出售武器级的浓缩铀给恐怖分子，可

从对付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实际行动看到，尤其是对付在厄瓜多尔森林内的雷耶斯阵营，该

事件发生于布特被引诱至曼谷前五天。 

 

为让我们的读者理解为让我们的读者理解为让我们的读者理解为让我们的读者理解，，，，你可解释一下装有热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你可解释一下装有热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你可解释一下装有热核弹头的弹道导弹你可解释一下装有热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及装有热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的及装有热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的及装有热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的及装有热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的

分别吗分别吗分别吗分别吗？？？？    

弹道导弹是垂直发射的，它会飞越地球的大气层，以第一宇宙飞行速度行走出弹道轨迹――意思

是它的引擎把弹道导弹带到我们所说的「太空」，然后其弹头从太空向着目标掉下，原理就如陨

石一样。你可把弹道导弹的路径跟守门员在龙门附近位置踢足球投入另一边球场作比较。巡航导

弹比弹道导弹慢得多――它的速度是次音速或稍为超音速的，导弹在空气中飞行直至到达目标

（连同装有的弹头）――就如一架典型喷射战斗机。「花岗岩」导弹是非常昂贵及先进，于巡航

高度的速度为 2.5 马赫，攻击的最后路径是这样，导弹会下降及与地面平行，速度降为 1.5 马赫

（如 9/11 袭击五角大楼时所展示的）。但当用的是热核弹头，则没有分别。50 万吨热核弹头制造

出刺眼的白光，其后数毫秒以热能辐射把你化为灰烬，你不可能感受到任何分别。50 万吨热核

弹头以弹道导弹发送，从太空坠下，还是水平飞行的巡航导弹，都没有分别。热核爆炸的后果及

它带来的破坏是难以区别的。 

 

布布布布特特特特的名字常跟出售的名字常跟出售的名字常跟出售的名字常跟出售 XXXX----55555555 导弹给伊朗和中国扯上关系导弹给伊朗和中国扯上关系导弹给伊朗和中国扯上关系导弹给伊朗和中国扯上关系。。。。你可告诉我们多一点吗你可告诉我们多一点吗你可告诉我们多一点吗你可告诉我们多一点吗？？？？    

这是「资料受控泄漏」的一种，以制造一些「根据」来说服那些不知道真相，而又可以知道一半

真相的官员。非法出售 X-55 只是虚构的掩饰故事，用以转移对真正元凶的注意力――「花岗岩」

导弹。谈论袭击五角大楼的「花岗岩」导弹绝对是禁忌禁忌禁忌禁忌。这是不允许的。只有少数的美国高层保

安官员（还有俄罗斯高层保安官员，及部分可信靠的美国盟友）有权知道「花岗岩」导弹的事。

至于其他，这字是禁忌。但很多人都知道是导弹（也有很多人知道是俄罗斯制的导弹）袭击五角

大楼。问题是，知道或怀疑这可怕真相的人，远超于有权知道所有内情的人。因此，要以「一半

真相」满足本身没有权知道整个真相的人，就虚构了 X-55 这故事。 

 



次音速巡航导弹次音速巡航导弹次音速巡航导弹次音速巡航导弹 XXXX----55555555（（（（北约分类中属北约分类中属北约分类中属北约分类中属 ASASASAS----15 Kent15 Kent15 Kent15 Kent））））    

    

其次，从技术角度看，有关 X-55 的故事并不可能是真确的――9/11 事件中，技术上导弹无有能

力穿透六面（是六面！）五角大楼的主墙。世上只有一种导弹――「花岗岩」――能做到这穿透

技术。这即是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合力掩饰五角大楼袭击的真相，同时，尝试逮捕及制裁负责这次

袭击的〔可疑］人物。因此，布特被检控。因此出现非法出售 X-55 导弹的荒谬故事（X-55 导弹

亦是能携带核弹头的，不要忘记这点：X-55 和核武有关系一事，经常与布特及其同伴从乌克兰

出售导弹到伊朗一事相题并论）。 

 

我知道美国缉毒局审问我知道美国缉毒局审问我知道美国缉毒局审问我知道美国缉毒局审问布布布布特特特特时时时时，，，，首先问他关于他出售给伊朗的巡航导弹的名称首先问他关于他出售给伊朗的巡航导弹的名称首先问他关于他出售给伊朗的巡航导弹的名称首先问他关于他出售给伊朗的巡航导弹的名称。。。。为甚么他们会为甚么他们会为甚么他们会为甚么他们会

这样问他这样问他这样问他这样问他？？？？    

对的。他们首先的问题，并不是关于卖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而且不是真实存在的手提式防空

导弹，而是关于布特被指卖给伊朗的巡航导弹。这是因为缉毒局探员位居中层，未够资格知道整

个荒谬的真相――「花岗岩」巡航导弹，他们的上司只把部分事实告知他们――即上述提及的

X-55 巡航导弹。 

    

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花了不少功夫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花了不少功夫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花了不少功夫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花了不少功夫，，，，把把把把布布布布特特特特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及铀扯上关系及铀扯上关系及铀扯上关系及铀扯上关系。。。。他们要怎他们要怎他们要怎他们要怎

样对付样对付样对付样对付布布布布特特特特呢呢呢呢？？？？    

美国保安官员实际上有双重任务。第一：他们要结束导弹袭击五角大楼的案件；第二：要结束另

外数宗与迷你核弹有关的所谓「自杀式」或「非自杀式」「汽车爆炸」。更重要的是，1998 年广

岛爆炸纪念日，驻肯尼亚及坦桑尼亚的美国大使馆发生核爆；1996 年胡拜尔大厦(Khobar Tower)

发生核爆；1995 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核爆；2002 年芭里核爆；1993 年纽约世贸中心第一次核爆；

最近在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尔及里亚、沙地阿拉伯等地发生的核爆，都被报道为「汽车爆炸」，

欺骗容易受骗的平民。还有 2003 年在波哥大发生的马拉加俱乐部发生的核爆，早于 1999 年 11

月波哥大已发生过类似的核爆事件，同样归咎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由于核武器方面的专家

不多，难以展开聆讯，让外行人看来，似乎可用铀制造低杀伤力的核弹（实际是所有迷你核弹全

部以钸制造，和铀原素一点也没有关系）。 

 

那有没有可能自行制造到低那有没有可能自行制造到低那有没有可能自行制造到低那有没有可能自行制造到低杀伤力杀伤力杀伤力杀伤力的核弹的核弹的核弹的核弹？？？？    

由于很多人（包括保安官员及资深政客）对于核武器都是一无所知的，上述错误的想法得以广泛

流传：其实许多保安官员及资深政客都相信，可在黑市购得 50 公斤（一份临界质量）高浓缩铀

235，用来制造迷你核弹。其实，即使是工业程序，也无法用铀 235 制造出迷你核弹，更不用说

是家庭工业，但很多容易受骗的群众，相信了相反的歪理。 



 
一个受欺骗的例子一个受欺骗的例子一个受欺骗的例子一个受欺骗的例子。。。。众议员众议员众议员众议员韦尔登韦尔登韦尔登韦尔登((((Kurt Weldon)Kurt Weldon)Kurt Weldon)Kurt Weldon)向美国国会展示向美国国会展示向美国国会展示向美国国会展示「「「「恐怖份子恐怖份子恐怖份子恐怖份子」」」」的迷你核弹的迷你核弹的迷你核弹的迷你核弹，，，，以图以图以图以图

吓怕其他国会议员吓怕其他国会议员吓怕其他国会议员吓怕其他国会议员。。。。但从技术角度看但从技术角度看但从技术角度看但从技术角度看，，，，那仿真设计的装置实际上是不可行那仿真设计的装置实际上是不可行那仿真设计的装置实际上是不可行那仿真设计的装置实际上是不可行。。。。    

 

结果，有些无耻之徒，以「汽车及货车爆炸」为名，在幕后操纵这些核爆，无良地利用民众对核

武的无知。雷耶斯领导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他们把约 50 公斤武器级

的铀 235 收藏在历厄瓜多尔森林的军营，嫁祸予雷耶斯。然后，他们把雷耶斯杀掉，又把伪造的

计算机文件放入他的计算机内，声称他及同党与 2003 年波哥大核爆事件有关，他们亦正搜罗更

多武器级的铀。容易受骗的保安官员对于真正核武器科技所知的并不多，他们不会错过这线

索――他们在雷耶斯的营地附近发现 50 公斤真正真正真正真正武器级的铀，同时又确定 1999 年和 2003 年波

哥大爆炸事件是迷你核弹爆炸。可是，这场景误导不了其他处事严谨的人：波哥大的两次爆炸事

件，1995 年俄克拉荷马州爆炸，其余大大小小「汽车爆炸」是由钸并非由铀制的迷你核弹所致。

嫁祸予雷耶斯的 50 公斤铀 235 不足以欺骗处事严谨的人。 

 

至于布特，当你仔细翻阅公开资料时，你会发现：1) 布特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关系于同

一「证据」名单中可见，该名单声称于雷耶斯的计算机找到，当中声称有证据显示他试图购买

50 公斤（其临界质量足以制造一枚广岛原子弹）武器级的铀 235，以及他与马拉加俱乐部的「汽

车爆炸」（保安官员认为是核爆）有关；2) 有传布特用「国际航道」运载「手提式防空飞弹」――

俄罗斯、亚美尼亚、丹麦、新西兰大小安第列斯群岛、哥伦比亚，与雷耶斯运送武器级铀的路径

一致，此数据于雷耶斯被美国人杀后的 2008 年 3 月 1 日，即布特在曼谷被捕前的五天，在雷耶

斯的营地附近发现。大家可自行为此判断。 

 

关于 9/11 世贸拆卸，美国官员实际上利用了两层的「真相」。试想象，很多中层的保安官员及政

客有足够的智慧，知道煤油不能「熔钢」，把钢化为绒毛状的微尘，而 9/11 之前「原爆点」(“ground 



zero”) 一词只解「爆核的地方」。 

 

「原爆点」(“ground zero”) ――地面或水之下、之上、或其中为原子弹或氢炸弹爆发的地方。 

韦氏百科英语字典韦氏百科英语字典韦氏百科英语字典韦氏百科英语字典（（（（1981981981989999 年版年版年版年版，，，，1994199419941994 年印刷年印刷年印刷年印刷，，，，ISBN0ISBN0ISBN0ISBN0----15151515----11888118881188811888----2222）。）。）。）。9/119/119/119/11 事件前事件前事件前事件前，，，，载有载有载有载有「「「「原爆点原爆点原爆点原爆点」」」」

定义的最大型字典定义的最大型字典定义的最大型字典定义的最大型字典。。。。    

    

因此这类人不能忍受「飞机令双子塔倒下」为 9/11 的真相，这个骗人的说法。要满足他们，就

需要一些「更高超」及可信的版本。所以，按照中等程度的 9/11「真相」（旨在满足美国及海外

中级保安官员及政客），世贸双子塔及世贸 7 号大楼是遭拉登同党所拥有的三枚迷你核弹拆卸的。

你可从 Mi Hermano 一文确定我所说的是否属实，此文载于 2001 年 9 月 16 日的西班牙日报 El 

Mundo： 

 

http://web.archive.org/web/20011115015332/http://www.elmundo.es/2001/09/16/cronica/1047765.html 

  

http://www.bibliotecapleyades.net/archivos_pdf/elmundo_binladen.pdf 

 

可是，他们指出世贸倒下与三枚俄罗斯制的迷你核弹有关，那些核武由拉登从乌克兰买来。然后，

作为尽责的保安官员，你应该调查一下那些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从俄罗斯核武器库偷取核武器，

并卖给恐怖份子。不是这样吗？所以，美国亦作另外一个安排：连累布特，指他出售迷你核弹及

武器级核原料，更出售曾在五角大楼上空飞行，袭击五角大楼，装有 50 万吨热核弹头的导弹。



所有跟核武有关的事，布特都成了代罪羔羊。自此，布特就与 9/11 拉上关系，而美国就展开对

布特史无前例的检控。见约翰迪米特所写与核有关的公报（见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tnt_03-08.pdf），发布于 2008 年 3 月，即布特在曼谷被捕之后，内

容直接跟他被捕有关。上述提及的 El Mundo 指出三枚拉登从乌克兰买来的迷你核弹，用于在 9/11

时破坏世贸大楼。把 El Mundo 跟约翰迪米特的公报相比，你一定会找到重点。有两件事可以引

证布特传闻中的「核」关系，即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及所谓的「汽车爆炸」或「货车爆炸」

（爆炸地点奇怪地叫作「原爆点」，一个和核有特别渊源的名称）有关。第一件事发生于布特被

捕不久之后。 

 

在布特被捕后约两星期，有一段由「今日俄罗斯」于 YouTube 发表的短片，题目为「死亡商人

在曼谷被拒保释」。你也知道，登记为 YouTube 的用户就可留言。猜猜布特的朋友第一个留言是

什么？就是「有 180 枚小型俄罗斯核武遗失了，核爆启示很快便来到美国」。 

 

你觉得这留言怎样？还是你觉得只是巧合？在情报界有一句至理名言：只有好的行动及坏的行

动，没有巧合。在这留言发出后，2008 年 3 月 26 日眞的发生了一场核爆，地点在杜拜――布特

跌倒及他的航空生意失败的地方。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在杜拜日在杜拜日在杜拜日在杜拜艾库兹艾库兹艾库兹艾库兹((((AlAlAlAl----Quoz)Quoz)Quoz)Quoz)发生了一场小型核爆发生了一场小型核爆发生了一场小型核爆发生了一场小型核爆，，，，被一名被一名被一名被一名 CNNCNNCNNCNN 摄影师无意拍到摄影师无意拍到摄影师无意拍到摄影师无意拍到（（（（你你你你

可想象到可想象到可想象到可想象到，，，，这首次的爆炸向易受骗的群众报道为这首次的爆炸向易受骗的群众报道为这首次的爆炸向易受骗的群众报道为这首次的爆炸向易受骗的群众报道为「「「「非法烟火仓发生多次爆炸非法烟火仓发生多次爆炸非法烟火仓发生多次爆炸非法烟火仓发生多次爆炸」，」，」，」，需要紧急国防服需要紧急国防服需要紧急国防服需要紧急国防服

务务务务，，，，学校亦需停课学校亦需停课学校亦需停课学校亦需停课）。）。）。）。    

 

你可在 YouTube 观看更多关于那次爆炸的消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Rws9eHvVgw或阅读

http://www.arabianbusiness.com/514699-explosion-in-al-quoz-in-dubai?ln=en  



 

――特别留意文中「磨菇云」及「国防」等字眼。 

 

当我看到 YouTube 上的诬蔑行为，以及几天后在杜拜的小型核爆，我马上向驻曼谷的俄罗斯大

使馆官员投诉。你猜之后怎样？翌日 YouTube 上有关「180 枚被偷的小型核武」及「核爆启示」

的留言被删除了。 

 

幸好，我给 YouTube 网页作了屏幕截图，至今仍可看到有关图片及留言。 

 

下图下图下图下图：：：：YouTubeYouTubeYouTubeYouTube 的相片的相片的相片的相片，，，，显示了第一个煽动性的留言显示了第一个煽动性的留言显示了第一个煽动性的留言显示了第一个煽动性的留言，，，，提及提及提及提及「「「「被偷的被偷的被偷的被偷的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迷你核弹迷你核弹迷你核弹迷你核弹」，」，」，」，以及以及以及以及「「「「核核核核

爆启示爆启示爆启示爆启示」。」。」。」。    



 



噢！我差点忘记，在曼谷被捕后第二天，即由 2008 年 3 月 7 日起，我便忙于他的法律辩护，引

起美方留意。当地缉毒局的官员德里克(Derek Odney)，负责在 2008 年 3 月 6 日在曼谷拘捕布特。

大约 4 月中，他邀请我喝咖啡，并「讨论一些事情」。由于我好奇他们会问我甚么关于布特的事，

以及我可能有机会请他们解释一下这离奇的案件，我应约了。 

 

德里克跟另一人一起出现，那人应该是隶属其他部门，也许是美国军情局或中央情报局。会面一

开始，他们在绕圈子，只字不提布特。他们叫我协助缉毒局拘捕在曼谷的毒贩。这看似合理，因

为这是缉毒局的工作范围，但在实际情况之下，这是不寻常的。我帮布特及其案件，与毒品没有

关系。接着，话题慢慢由毒品和毒贩转移到另一事上：德里克的搭档问我知不知道黑市售卖核材

料的情况，尤其是武器级的浓缩铀在黑市买卖的价钱。出于礼貌，我略略表达了少许意见，并表

明这只是个人简单的评论，实际完全不知价钱如何，因为我没有牵涉在任何核材料的非法买卖当

中。 

 

然后，我问他们，这是否跟在厄瓜多尔森林雷耶斯的军营附近，搜出浓缩铀有关。他们告诉我是，

又表明想知道当中的答案，就因为这原因，亦因为美国政府非常关注该事。最可笑的是，整个会

谈当中并没有提及「手提式防空导弹」，只有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铀（雷耶斯的计算机内亦

没有提到「手提式防空导弹」和布特有关系，但只有武器级的铀的交易和负责「汽车核爆」的哥

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是我跟德里克的首次会谈。 

 

迪米特迪米特迪米特迪米特，，，，说说现在的情况吧说说现在的情况吧说说现在的情况吧说说现在的情况吧。。。。布特现身处哪里布特现身处哪里布特现身处哪里布特现身处哪里？？？？他还有什么抗辩的理由他还有什么抗辩的理由他还有什么抗辩的理由他还有什么抗辩的理由？？？？    

布特正身处曼谷，准确点说，他在暖武里府（曼谷市郊），在守卫森严的牢房之中，因与一出卖

座的电影名一样，而被称为「曼谷希尔顿」。8 月 20 日，引渡案件有裁决，他由曼谷候审牢房转

到那里。 

 

要回答你第二部分的问题并不容易。有几点可以作为辩护理由，但我不会公开说明，因为美国人

会很想看到这篇访问，并进行相应行动。但从法律方面看，有些事情还未有定案。他的律师拉克

仍为替布特辩护而努力。上诉庭作出裁决后，引渡案件似乎到「尾声」，但事实上尚未「完结」。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情况许可。 

 

* * * 访问结束 * * * 

可是，我错了。做访问时，布特仍在曼谷牢房，在泰国法庭尚有两宗悬而未决的案件，其中一宗

在重审中，仍未完结，另一宗案件正在上欣中。因此，技术上来说，泰国政府无权引渡他――只

有布特的案件在当地法庭终结时，才可执行引渡。可是，泰国政府为讨好美国，违反法律程序，

将布特从狱中押解出来：事前没有通知法院、俄罗斯大使馆、布特的律师，以及布特的亲属。泰

国政府突然发出内阁的决议，把他引渡回美国。当电台广播这决定时，布特的律师赶至刑事法院，

递交投诉，以阻止政府的不法行为。但布特已登上特别的专机上，飞往纽约。 

 

 



 

 
布特布特布特布特抵达纽约时抵达纽约时抵达纽约时抵达纽约时，，，，被缉毒局专员包围被缉毒局专员包围被缉毒局专员包围被缉毒局专员包围。。。。德里克德里克德里克德里克（（（（秃头者秃头者秃头者秃头者））））在左方在左方在左方在左方。。。。    

 

布特不得携带任何个人物品到美国，即使是一本电话簿（内里有律师、朋友及亲属的电话号码）、

一枝笔、一枝牙刷、内衣裤、金钱，也通通不能带。他被困进死囚行刑前的牢房、被脱光衣服、

被下令穿上肮脏的黑色衣服（大概是「曼谷希尔顿」的死囚行刑时穿过的，从未洗过），没有鞋

子。就以这样的装束，被送往美国――全球最「民主」的国家，以公义自夸。多亏他的美国籍义

务律师（纽约法院指派）给了他一百元，他才得以在纽约狱中买到牙刷及其他日用品。 

 

现在我只能衷心希望，缉毒局或联邦调查局不会对布特不利。我希望他们不会迫得太紧，否则会

把他迫死。缉毒局人员（住在五星级饭店，坐头等机位的人）在整个逮捕「死亡商人」的过程中，

花费了美国纳税人超过 5 千万美元。但愿美国纳税人不会放过这群藉 9/11 惨剧而大肆花费的寄

生虫。 

 

无论如何，我呼吁看过这篇报道的人，可以的话，帮助这无辜的人。这只是一名被所谓「新世界

秩序」陷害的受害者，他的罪名只不过是做一个进取的俄国人，有国际性的生意，与西方人竞争。

（事实上布特是在俄国居住的德国人，在俄罗斯，我们叫这类人为「德国人」，所以官方文件也

显示为「德国人」，但新世界秩序之流不理会这些――他们只想他做「坏的俄国人」，因为他们需

要「坏的俄国人」――捏造与「坏阿拉伯人」合谋的故事，由于飞机泄漏的燃油，令钢筋做的摩

天大厦倒塌的故事…）。 

 

布特现处于美国牢房：「布特布特布特布特，，，，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91641916419164191641----054054054054，，，，纽约纽约纽约纽约 10007100071000710007，，，，公园道公园道公园道公园道 150150150150 号号号号，，，，纽约大都会拘留所纽约大都会拘留所纽约大都会拘留所纽约大都会拘留所」。 

 

或联络我，迪米特，有需要我会把你跟布特或他妻子直接联络。 



    

关于迪米特及他的研究关于迪米特及他的研究关于迪米特及他的研究关于迪米特及他的研究：：：：    

更多更多更多更多：：：：http://www.veteranstoday.com/2010/10/16/gordon-duff-when-will-the-crimes-of-911-end/    

重要数据及下载链接重要数据及下载链接重要数据及下载链接重要数据及下载链接：：：：http://www.dimitri-khalezov-video.com    

下载短片及其他重下载短片及其他重下载短片及其他重下载短片及其他重要档案要档案要档案要档案（（（（直接直接直接直接）：）：）：）：http://911-truth.net    

多项与布特案件有关的资料多项与布特案件有关的资料多项与布特案件有关的资料多项与布特案件有关的资料：：：：http://911-truth.net/Victor_Bout/    

YouTubeYouTubeYouTubeYouTube 频道频道频道频道：：：：http://www.youtube.com/user/DimitriKhalezov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讨论区等讨论区等讨论区等讨论区等：：：：http://www.911thology.com  

联络方法联络方法联络方法联络方法：：：：http://www.dkhalezov.com/ 

 

本文的来源：http://911-truth.net/Victor_Bout/Most_shocking_interview_English.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