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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20年前的2001年9月
11日，美国遭到史上最严重的
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
航客机，两架撞向了纽约世贸中
心，一架撞上华盛顿五角大楼，
另一架于宾夕法尼亚州坠毁。
这次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造成
2996人死亡，无数人的生活就
此改变，其震荡世界秩序的余波
亦影响至今。20年来，美国发
动了包括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
争在内的数场战争，推翻了塔利
班、萨达姆政权，猎杀了基地组
织头目本·拉登，但也造成了超
80万人死亡、成百上千万人流
离失所。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
授刘中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研究员崔磊，回顾这20年的
“反恐”战争，美国得到了什么，
又失去了什么？

文/广 州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赵亦平、温俊华

（除署名外）

20 年前的“9·11”事件拉开
了美国所谓“全球反恐”的大
幕。20年来，人们却看到，恐怖
主义威胁并未消失，美国的“反
恐”军事行动还带来了一桩桩
侵犯人权的恶行，残害了一个
个普通民众的生命，造成了一
个又一个被打击国家的动荡。

美国以“反恐”为名滥杀无
辜，剥夺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
权。数据表明，2001 年以来这
类战争和军事行动夺去超过 80
万人的生命，其中平民约 33 万
人。大量儿童遭难更是让人痛
心。据“对武装暴力采取行动”
组 织 统 计 ，2016 年 至 2020 年
间，约 1600 名阿富汗儿童在美

主导的北约空袭中死伤。而美
方对犯下杀戮平民罪行的美国
军人常常从宽发落，或干脆不
了了之。2012 年，美军士兵罗
伯特·贝尔斯枪杀美军驻地附
近村庄的 16 名阿富汗平民，而
当他回到美国接受审判时，却
通过认罪协定被免除了死刑判
决。美国《华盛顿邮报》曾报
道，驻伊拉克美军滥杀平民事
件的多数涉案士兵并未受到应
有惩处，绝大多数滥杀事件甚
至根本就没有立案。

美国以“反恐”为名制造动
荡，剥夺受害国家民众的幸福
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
权，而在美军炮火下的国家战

乱经年，很多人食不果腹、颠沛
流离。长年战乱导致阿富汗经
济凋敝，约 72％民众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 38％。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 年 4
月的调查，大约三分之一的叙
利亚人没有足够食物，87％的人
没有储蓄。美国布朗大学去年
发布的一份题为《创造难民：美
国后“9·11”战争造成的流离失
所》的报告指出，美国“9·11”事
件后参与的所谓反恐战争造成
的难民人数至少有 3700 万，最
多可能达到5900万。

美国以“反恐”为名私刑滥
刑，侵犯他国人民应该享有的
人身权。为配合“反恐战争”，

美国中情局在波兰、立陶宛、罗
马尼亚、阿富汗等国设立“黑
狱”，关押恐怖嫌疑人。中情局
在海外监狱大搞刑讯逼供，水
刑、剥夺睡眠、狭小空间禁闭、
人身羞辱等“加强审讯方法”令
人触目惊心。2020年，国际刑事
法院首席检察官表示，有证据显
示，近百名阿富汗囚犯在审讯过
程中遭到折磨、虐待甚至强奸，
美军和中情局可能因在阿富汗
虐囚而犯下战争罪行。

事实证明，在美国以“反
恐”为借口进行军事干涉的国
家，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死亡、
贫困与动荡；事实证明，美国不
仅远非其自我标榜的“人权卫

士”，反倒是侵犯人权的“世界
冠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
次发表声明，对美在关塔那摩
监狱滥施刑罚、阻碍叙利亚重
建民用设施等多种侵犯人权行
为表示关切。叙利亚前副总理
兼外长穆阿利姆曾痛斥美国领
导的所谓“国际联盟”在叙境内

“什么都做过，就是没有打击恐
怖主义”。俄罗斯外交部今年 7
月发布《国别人权报告》指出，
美国持续严重侵犯本国及他国
人民的人权。

以“反恐”之名，行侵犯人
权之实，这就是“美式反恐”藏
不住的真相。

（新华社记者郑汉根）

美国以反恐之名，行反人权之实
——“9·11”二十周年系列评论

当地时间2021年9月8日，美国纽约，民众访问归零地“9·11”世贸遗址。随着美国“9·11”事件20周年纪念日临近，前来
寄托哀思的遇难者亲友逐渐增多，世贸遗址哀思凝聚。@CFP

“反恐”战争20年
美国留下烂摊子

20年的“反恐”战争，“失”
远大于“得”

记者：. 从“9·11”恐怖袭击至今，美
国的“反恐”战争到现在正好是 20 年。
在20周年的时间节点做一个回顾，美国
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刘中民：美国的20年“反恐”战争，失
远大于得。在“反恐”初期，美国在本土遭
受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的情况下，通过发
动阿富汗战争打击“基地”组织，同时加强
了本土的安全体系。在“9·11”这个巨大
灾难面前，美国政府通过“反恐”凝聚了民
心，提振了国家信心，此后美国本土没有
再遭受类似“9·11”的重大袭击，这可谓美
国“反恐”有限的“得”。

但20年“反恐”，给美国带来的更多
是“失”。首先，“反恐”战争导致美国国
力由盛转衰。在资源上，据统计，两场战
争消耗了美国 8 万亿美元，其中在阿富
汗就花了 2.3 万亿美元，2008 年金融危
机的爆发与这两场战争的影响也有着非
常大的关系。可以说，阿富汗和伊拉克
两场“反恐”战争是导致美国国力衰退的
重要原因。软实力上，“反恐”战争导致
美国的软实力大打折扣。美国费尽心思
在阿富汗、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政权改
造，其苦心打造的阿富汗政府却不堪一
击，伊拉克也陷入内乱，“美式民主自由”
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在世人面前被消解。

其次，“反恐”战争还导致美国国际
战略的迷失与偏离。20年来，美国深陷

“反恐”战争泥潭，虽然从奥巴马开始的
美国总统都试图战略转向，但都没能完
成。最后拜登“休克式”撤军，也出了很
多问题。

崔磊：美国的军事行动快速打击了
恐怖势力，使其无力对美国发动大规模
恐袭。后来更是猎杀了本·拉登，可以说
实现了其军事目的。

但是 20 年的“反恐”战争对美国的
威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美国如此强
大的国家竟然在阿富汗这个地方栽了
这么大的跟头，让美国颜面丧尽；同时，
美军在关塔纳摩监狱对恐怖分子嫌犯
采取的严刑逼供的手段，使其一直以来
标榜的法治形象大受损害。以上这些
问题都对美国自身“软实力”造成了很
大的伤害。

总体上看，美国 20 年来实现了对
“9·11”恐袭发动者的“复仇”，在敌人面

前秀了“肌肉”，但旷日持久的战争也损
害了其国际形象。

恐怖主义难以单靠军事打
击根除

记者：在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以及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之后，美国转而
扶植亲美政府，在当地继续“反恐”。但
长期的“反恐”并没有见效，扶植的政权
却被推翻了，这是为什么？美国“反恐”
战争的结果，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崔磊：美国扶持新政权，是期望通过
改造当地政治和社会的方式，彻底根除
反对势力，把伊拉克、阿富汗培养成亲美
的国家。美国期望复制二战后在日本、
德国等国扶植亲美政府的先例，但事实
证明日本是特例，不可能随便复制，这样
做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从美国的前车之鉴也可以看到，单
纯的军事打击很难有效消灭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最大的根源是文化上、社会心
理上的极端主义，是不可能用军事力量
去彻底消灭的。

刘中民：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是美
国“军事打击+民主改造”为主的“反恐”
手段。美国的“改造”背离当地文化传
统，更多投入于军事力量的打造。此外，
美国在“反恐”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傲
慢，在战争中造成的平民巨大伤亡，更加
深了美国与伊斯兰文明的对立。

在“9·11”后的一段时间以来，“反
恐”战略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但从奥巴
马政府开始，“反恐”的重要性已经在美
国的整个安全战略中被下调，美国也不
再使用“反恐战争”的术语。继从阿富汗
撤军后，今年10月美国也将从伊拉克撤
军。未来，美国将以维护本土安全为底
线，“反恐”手段也将从战争调整至灵活
有限的打击方式，如导弹和无人机精准
打击等。

如今，美国抽身离去，给国际社会和
周边国家留下烂摊子，阿富汗、伊拉克的
国内政治经济重建、难民的人道主义援
助问题等，都十分棘手。但美国造成的
上述战争责任，国际社会却难以清算。
当下，国际社会应围绕联合国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如阿富汗难民问题如何处理，
应如何界定其治理主体。此外，面对今
后将长期存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国际社
会应合力研究意识形态如何“去极端化”
这个大课题。

精明主妇主妇

广州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发布时间：2021-9-10

（平均零售价格 单位：元/公斤）

本地菜心 9.91

青豆角 11.5

生菜 7.93

白萝卜 4.11

南瓜 5.58

精瘦肉 45.88

有皮上肉 37.19

开刀草鱼 29.5

鲜牛肉 109.93

红壳鸡蛋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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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天气天气

今
天

明
天

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
27℃~36℃
吹轻微的偏北风

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
27℃~36℃
吹轻微的东北风

广州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叶
卡斯、李天研 通讯员晴雨）台风登
陆广东可能性不断降低，可大雨和
高温一样不少。昨天下午下过一
场雨，今天暑热很快就反弹。

周五白天，广东大部晴到多
云，午后出现了分散雷阵雨，局地
录得大雨，雷雨时局地出现 6-7 级
短时大风。清远连州和梅州的梅
县录得全省最高气温 37.8℃。河
源连平录得全省最低气温23.2℃。

广州市区周五白天晴间多云，
午后出现雷阵雨，8 时至 17 时，五
山录得降水 6.9毫米。周五早晨最
低气温 28.8℃，上升了了 1.6℃；白
天最高气温35.8℃，下降了0.2℃。

气象台预计，9月11日-13日，
广东天气炎热，有大范围 35℃～
37℃高温，部分市县有雷阵雨，局
部大雨或暴雨。

广州未来三天大致多云到晴，
9月13日云量转多。

雨后继续热

后
天

多云转雷阵雨
26℃~34℃
吹东北风

“南粤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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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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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2

11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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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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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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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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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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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15

1155440
0

266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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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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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纸身边纸身边纸身边纸

算算账

方案2（统分结合优惠）：乘客在一个自然月内，乘坐公交
累计实际支出票款满40元，享受公交票价9折优惠。乘坐地
铁公交累计实际支出票款满 100元、不满 200元，享受 8折优
惠；满200元、不满400元，享受6折优惠；400元及以上部分不
打折。公交票价同时满足公交单独累额优惠和公交地铁联
合累额优惠的，按照公交地铁联合累额优惠打折。

方案 1（统一标准优惠）：乘客
在一个自然月内，乘坐地铁公交累
计实际支出票款满100元、不满200
元，享受 8 折优惠；满 200 元、不满
400 元，享受 5 折优惠；400 元及以
上部分不打折。

两个方案
你喜欢哪个

“15次6折”变成“满额打折”
地铁公交新优惠方案征求意见 两个候选方案到底哪一个更有着数？

广州日报讯（全媒体
记者李天研、卢梦谦 通讯
员穗铁宣、公交宣）《广州
市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调整
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方案”）昨日起公开
征求市民意见，方案将普
通乘客优惠方式从目前的

“15 次 6 折”调整为“满额
打折”。

此次，广州地铁集团、
广州公交集团提出了 2 个
方案征求社会意见。

方案 1（统一标准优
惠）：乘客在一个自然月
内，乘坐地铁公交累计实
际支出票款满 100 元、不
满 200 元，享受 8 折优惠；
满 200 元、不满 400 元，享
受5折优惠；400元及以上
部分不打折。

地铁方面表示，这一
方案按照地铁乘客每人次
应 付 平 均 票 价 4.4 元

（2020年数据）、每月50次
出行（22 个工作日加上 3
个非工作日、每日往返 1
趟），合计费用约 220 元，
选 取 100 元 作 为 优 惠 起
点，乘客出行约 11 天后可
享受 8 折优惠。而对于每
月公共交通支出负担较
多，超过平均水平的乘客，
选取 200 元作为起点，给
予 5 折优惠，体现“多付费
多优惠”原则。

方案 2（统分结合优

惠）：乘客在一个自然月
内，乘坐公交累计实际支
出票款满 40 元，享受公交
票价 9 折优惠。乘坐地铁
公交累计实际支出票款满
100 元、不满 200 元，享受
8 折优惠；满 200 元、不满
400 元 ，享 受 6 折 优 惠 ；
400 元 及 以 上 部 分 不 打
折。公交票价同时满足公
交单独累额优惠和公交地
铁联合累额优惠的，按照
公交地铁联合累额优惠打
折。

上 述 方 案 所 提 到 的
“公交”均包含公交线路和
水巴线路。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
优惠方案调整新增低收入
居民票价优惠保障。广州
市拟率先推出针对低收入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低收入困难家庭、特困供
养人员）的公共交通票价
优惠政策，具体方案由民
政部门另行规定。

相关部门表示，新的票
价优惠方案对长距离出行
公共交通费用较高的乘客、
低收入居民的支出将会减
少，现有不能够享受优惠的
约 600 万二维码用户将成
为潜在的优惠群体。现有
的刷卡用户中，约有65%的
乘客支出完全不受影响或
者影响很小（月优惠减少额
不到10元）。

记者仔细研究后发现，和
现行优惠方案相比，采用方案
1，以地铁出行为主、单程9元或
以上的群体支出可以减少。

按照每月 22 个工作日、每
周末出门1天计算，每月搭地铁
26天，共 52次。记者根据方案
1画出票价曲线图，发现单程平
均票价在8元或以下的乘客，出
行支出将会增加；单程平均9元
或以上的乘客，则可以降低出行
费用。

和现行方案相比，具体变
化幅度如何？对于单程票价在
2元到 5元之间的街坊，按照方
案 1，其每月支出增幅约为 30
元到 40 元。其中，单程 4 元的
乘客支出增幅最高，每月要比
现在多花 40 元左右。如果单

程票价在6元到8元之间，增幅
则从 25 元左右逐渐收窄至个
位数。单程票价从 9 元开始，
街坊的支出将比现在降低，降
幅逐级扩大，若单程票价为 12
元，每月可节省超过 35 元。单
程票价超过 12 元后，如果每月
搭 52 次地铁，将超过 400 元的
封顶线。

方案 2 把公交优惠纳入其
中，相应地削减了200元到400
元区间的折扣，从 5 折变为 6
折。对于主要依靠地铁出行的
乘 客 来 说 ，优 惠 力 度 有 所 下
降。从票价曲线图可见，与现
行方案相比，不论单程地铁票
价多少，按照方案 2，每月开支
都要增加。

具体而言，单程地铁票价

在2元到6元之间的街坊，每月
约要多花30元到40元，其中增
幅最大的依然是单程 4 元的群
体，每个月要多花 40 元左右。
单程票价在7元到10元之间的
街坊，每月支出增幅在 30 元以
下，且增幅逐级收窄，增加最少
的是单程 10 元的群体，每月多
花 12 元左右。如果单程在 10
元以上，每月搭52次地铁，将超
过400元的封顶线。

方案 1和方案 2相比，对于
单程票价在 5 元或以下的街坊
来说，几乎没有差别；但对于单
程6元以上的乘客，每月支出差
距将逐渐拉大。单程票价12元
的乘客，按方案2每月支出的费
用，会比按方案1每月支出的费
用多约60元。

出行以地铁为主 方案1更划算

乘坐地铁出行，哪一种方案有着数，可以好好算一算。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骆昌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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