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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着陆还有!"分钟" #黑鹰
直升机的飞行员向舱内的!!名海
豹突击队队员喊话$

!小时#"分钟之前% 二队队长
马特&比索内特和他的队员们乘坐
的黑鹰直升机从贾拉拉巴德的一
处军事基地起飞% 目标是本&拉丹
在巴基斯坦的一处住所$

贾拉拉巴德位于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以东!$"公里$

!距离着陆还有!分钟"' 飞行

员喊话% 同时将舱门打
开$

按照预计时间于午夜时
分到达目标所在位置$ 飞机进
入盘旋阶段$ 这时% 飞机突然来
了一个%"度的转弯% 未能安全降
落在建筑物的空地上% 而是擦着
围墙向空地栽了下去% 所幸飞机
没有爆炸$ 另一架黑鹰直升机将
第二小队的!!人放到建筑物的大
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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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索内特和两名队员向建筑
突进%同时负责清除内院障碍$ 这
处建筑是拉丹亲信艾哈迈德&库瓦
提(&'()* +,-./0+121)与其家人的
住所$ 3分钟后%一名海豹突击队队
员进入客房% 任务是清除客房楼顶
的障碍$此时%正对面房间里伸出一
杆&.-45向比索内特和他的两名队
员射击$ 威尔立刻向对方还击$ 很
快%房门慢慢打开%库瓦提的妻子

玛利亚怀抱婴儿走出$ *你们击中
他了%你们杀了他$ '她说$

比索内特和队员向主建筑进
发%与其余小队会合$ 拉丹和他的
家人住在主建筑的第二和第三层%

且有单独的入口$

在黑鹰直升机坠毁!"分钟后%

已有队员进入主楼$ 肃清第二层楼
后% 队员们在走廊上简单集合%立
马向第三层楼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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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楼的走廊相对狭窄%两侧只有两个房间$走廊的尽头是
一扇通向阳台的门$就在这时%侦察兵发现距离自己十步开外的

走廊右侧房间探出一个男人的头%随即向其开枪$ 这个男
人消失在了门后$

突击队进入房间后%队员发现一个男人倒在
床脚边%两个女人围着这个男人$ 侦察兵抓

住两个女人把她们按到了墙角$

这时% 比索内特第二个进
入房间$ 队员们发现一

个身着无袖衬

衫+褐色短裤的男人躺在床脚边$侦察
兵击中了他的头部右侧$ 他的脑浆和
鲜血正从头骨中流出来$ 他还在垂死
挣扎%不停地抽搐$比索内特和另一名
队员对准他的胸部又补上了几枪%直
到他的身体停止挣扎为止$

随后%比索内特快速搜查房间%

发现靠近阳台的门边蜷缩着三个惊
恐的孩子$ 队员们搜查了卧室里剩
下的两个小房间,,,一间洗手间和
一个小的办公室$ 他们确认没有其
他人员$ 另一拨队员在搜查走廊对
面的另一个房间$

侦察兵将两名妇女和三个孩子
带到阳台上%尽力让他们平静下来$

!三楼安全$ '一名队员在步话机里
通报$

接着% 比索内特和一名队员回
到房间内确认尸体的身份$ 尸体躺
在血泊中%脸部被鲜血覆盖%前额右
侧的弹孔使得他的头骨塌陷$

由于整个行动对白宫现场直播%

队员不想有任何差错$通过拉丹的身
高和体态特征%他们进一步确认了被
击毙的男性就是拉丹本人$ 在门后%

比索内特发现了两把枪,,,一把
&.-45和一把马卡洛夫手枪$ 不过%

两把枪的弹夹都是空的$

此后% 比索内特和队员沃尔特
用随身携带的清水将尸体面容清理
干净$ 比索内特拿出随身携带的相
机拍下了尸体的全身照和头部及脸
部特写$

此时距离黑鹰直升机坠毁只过
了!6分钟$

剩下的时间% 队员们在各个楼层
中搜寻证物和情报数据%包括78+898

和电脑等物品$ 而拉丹在视频讲话中
穿着的丝袍就挂在媒体工作室的窗
帘后边$ 最后%队员们将搜寻到
的资料和拉丹的尸体一同带
到集合地点% 准备撤离$

直升机将他们送回阿
富汗的贾拉拉巴
德军事基地$

-艰难一日.之所以激怒美国国
防部%原因有二/比索内特的拉丹之
死版本与官方的统一口径有出入0

著作未能事先经过国防部审查%涉
嫌泄密$

关于两个版本的差别% 包括几
个方面/

一%在美国官方版本中%拉丹探
出头时并未被击中% 而是退回房间
后% 海豹突击队队员害怕他使用武
器而将其击毙$

二% 关于拉丹第五个妻子受伤
的说法%在官方版本中描述的是%海
豹突击队队员为防止其身上有自杀
式爆炸装置而击中她的小腿% 使其
无法行动0而-艰难一日.中则称%队
员们都不清楚她怎么会中枪% 可能
是被流弹擦伤$

三%对拉丹尸体的处置方面%美
国官方称拉丹尸体在海葬前受到了
有尊严的对待0但据书中细节则显示
拉丹尸体有被拖拽等行为%此外还有
队员坐在尸体胸部上$

美国国防部生气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作为前海豹突击队队员比索内
特*无法无天%乱了规矩#$

美国国防部6月$"日致信比索内特
的律师%指认比索内特违反退伍前与国
防部签署的保密协议$ 根据协议%比索
内特以第一人称写的书籍出版前必须
接受军方审查%但比索内特在没有接受
审查的情况下付印-艰难一日.$

此外%根据美国防部规定%退伍
军人+ 军方雇员以及后备役部队非
现役成员不得发布危及国家安全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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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日出版商宣布-艰难
一日.即将出版%到%月4日面世%

美国军方不断放出*狠话#%称该
书涉嫌泄密%威胁要起诉作者$

不过%退役的美军上校肯&阿
利德表示% 因泄密罪名成功起诉
一名海豹突击队前队员的几率%

在实际操作上几乎为零$

美国媒体分析称% 如果要证
明书中含有机密信息% 政府就要
公开书中哪些内容是机密信息$

因此% 五角大楼是否起诉比索内
特%将面临着两难抉择%很可能只
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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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奖章%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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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他%我们曾谈过
写关于海豹突击队的书籍%但不是很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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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出书者不会
变富$退伍士兵写书有很多目的%很多
人不是为了钱$我在阿富汗时%我儿子

出生了$ 我写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
孩子留下记忆%知道我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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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允许退役士兵写书%

但是应该在多年之后$ 但是%对于-艰
难一日.这本书来说%他写得太快了%

有泄露击毙拉丹军事机密的嫌疑%所
以这本书才制造了这么多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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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有一本书叫-杀死
本&拉丹.%前三角洲部队士兵几年前
写了这本书$ 出版的时候%人们非常
震惊%军方要起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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