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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上午，被恐怖分子劫持的
两架客机先后撞向美国纽约曼哈顿世界贸易
中心两座大楼，引发剧烈爆炸。烈焰熊熊，浓
烟滚滚，世贸双塔轰然倒塌。

“9·11”事件后，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的“反
恐”战争未能消灭恐怖分子，反而让一连串国
家陷入动荡，数十万平民丧生、数千万百姓逃
亡、数万亿美元的财富灰飞烟灭。

全球反恐，路在何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在联合国

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人类
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
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
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

只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霸
权主义和双重标准，真正践行多边主义，加强
国际反恐合作，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才能标本
兼治，从根本上遏制恐怖主义威胁。

恐怖主义之痛：
残害生命 人类公敌

现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活动在20世纪六
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九十年代以来规模和数
量明显扩大和上升。2001年，“9·11”事件的发
生标志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空前猖獗的
阶段。

随着各国加强反恐力度，以“基地”组织
为代表的一些老牌恐怖组织受到打击，活跃
度降低。但在伊拉克、叙利亚等战乱地区，来
自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不断集结，形成新的
恐怖势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伊斯兰
国”。该极端组织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袭击。

习近平主席2017年7月在德国汉堡出席
二十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座谈会时发言强调，
近年来，国际社会加大反恐合作，恐怖组织蔓
延势头得到遏制，但恐怖主义毒瘤并未根除。

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
受害者。20世纪九十年代至2016年，境内外

“三股势力”在新疆策划并组织实施了数千起
暴恐案件或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今
年7月以来，巴基斯坦发生两起袭击事件，造
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多人伤亡。

“反恐”战争之困：
以暴易暴 越反越恐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恐怖主义的产
生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复杂深刻
的原因，而霸权主义国家对别国事务的干涉
和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霸权主义道路上越
走越远，经常肆意干涉别国事务，在客观上助
长了极端思想的传播和极端组织的壮大，自
身也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9·11”事件
后，美国及其盟友以“反恐”为名发动了多场
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恐怖活动实施了
打击，但由于过多挟带自身私利，同时也破坏
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稳定，让许多民众陷入
生存困境，反而为极端势力与恐怖主义的滋
生制造了更多空间。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20年来，这样的
恶性循环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不断上演。正
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为恐怖组织提供了作
恶的“理由”，使得极端思想不断传播，恐怖活
动难以禁绝。

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5月在亚洲相互
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发表主旨
讲话时所指出的，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
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
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
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历史证明：仅
靠战争无法消灭暴力，因为武力不是解决问
题的根本之道；行霸权主义之实的“反恐”也
无法消灭恐怖主义，因为恐怖主义本身就是
霸权主义的镜像——二者同样的自我中心，
同样的不择手段。

美式“反恐”之恶：
动机不纯 双重标准

20年来，美式反恐越反越恐的问题总得
不到解决，究其原因，除了错误选择以暴易暴
的路径外，还因为其动机不纯，企图借“反恐”
之名谋一己之私。

首先是用军事行动巩固美国霸权地位。
美国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
指出，“9·11”事件动摇了人们对美国的信心，
小布什政府急于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为
此，他们认为只有尽快取得军事胜利这一条
路可走”。

其次是输出“美式民主”，以彰显美国“优
越性”。美国哈得孙研究所专家帕特里克·克罗
宁认为，企图把阿富汗改造成“美国的样子”是
徒劳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援引美国国防部前副
部长米歇尔·弗劳诺伊的话说：“我们设立的标
准是基于我们的民主理想，而不是基于在阿富
汗环境中什么是可持续的或可行的。”

再次是为美国军火商输送利益。军火商
是美国军力的支柱，也是美国政客的金主。根

据美国布朗大学一个研究项目评估，“9·11”
事件后美国所有军事行动总共花费约6.4万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落入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等美国五大军火巨头的腰包。

很多时候，美国在反恐上表现出双重标
准，严重破坏国际反恐合作，一定程度上甚至
沦为助纣为虐。

习近平主席2016年1月在埃及开罗阿拉
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打击
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需要凝聚共识。恐怖主
义不分国界，也没有好坏之分，反恐不能搞双
重标准。

全球反恐之路：
加强合作 标本兼治

本月3日，新西兰奥克兰发生一起“独狼”
式恐袭，造成6人受伤。这一事件再次证明，如
果不斩断恐怖主义的根源，即使在阿富汗、伊
拉克等地将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打压下去，
它们也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再度出现。

全球反恐，究竟路在何方？
从本质上看，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多种

矛盾交织和激化的扭曲产物。因此，单个国家
或单一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消灭这个毒瘤。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只有凝心
聚力，推动国际合作不断深化，才能赢得反恐
的真正胜利。在这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已经走
出一条富有成效的安全合作之路。从成立上
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到举行

“和平使命”等系列联合反恐军演，再到开展
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非法移民、边防等
领域合作，上合组织成员国协作能力逐步提
高，安全合作范围不断扩大，有效维护了地区
和平稳定。

习近平主席2017年7月在接受俄罗斯媒
体采访时指出，开展反恐国际合作，一是要摒
弃“双重标准”，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反恐
斗争中的主导作用，矢志一心，形成合力；二
是要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帮助叙利亚等
中东国家尽快恢复稳定，遏制住恐怖主义蔓
延猖獗之势；三是要着眼长远，综合施策，标
本兼治，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措并举，从源头
肃清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
则无不成也。只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摒弃霸权主义和双重标准，真正践行多边主
义，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国际社会才能驱散极端思想的阴霾，消除恐
怖主义的威胁，创造更加安全美好的未来。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第一年的“9·
11”纪念日那一天，记者在华盛顿市中心司
法广场采访，邂逅牧师理查德·格雷厄姆。他
告诉记者，“9·11”事件发生后，“在某些方
面，我们（美国）对形势作出了过度反应，我
们变得太容易惊恐”。这位文质彬彬的牧师
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确保自身安全，但现在
我们对此这般沉迷，让彼此、让邻居，都感到
不舒服。”

在格雷厄姆看来，“9·11”事件是对美国
的一个警示，那就是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并
不像美国人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美国需要
更加了解世界各国民众怎么看待美国。”

“9·11”事件二十周年之际，这样的声音
反复出现。罗兹就表示，美国面临的不仅是
结束“9·11”事件后发动的战争，而且需要改
变看待世界的整体方式，重新思考政府和社
会的方向。

而对世界而言，可能最重要的问题是，
美国会吸取什么教训，会否改变外交方式。
在这个越来越不安定的世界，如果国际社会
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吸取教训、自以为能
掌控一切的美国，21世纪将会怎么样？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
特认为，“9·11”对后世的意义，不取决于那
天实际发生什么抑或过去20年的应对，而更
多地取决于美国等国从今天开始采取的行
动。虽则20年后的今天，对世界一些地方来
说，它可能已成为一个历史脚注，但未来几
十年发生的事情，或将决定百年后人们如何
纪念“9·11”。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11日，美国华盛顿、纽约等地举行活动
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以缅怀事
件遇难者。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造访纽约世贸中心
双子塔遗址、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美联
航93号航班纪念园和五角大楼等“9·11”恐
怖袭击事发地，但未发表演讲。

“9·11”事件发生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
也到访尚克斯维尔并发表讲话。他说：“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国家面临的危险不仅
来自境外，也来自本土暴力事件……我们的
政治正赤裸裸地诉诸愤怒、恐惧和怨恨，让
我们对国家和彼此的未来感到担忧。”

正如小布什所言，震惊世界的国会山骚
乱事件、仇恨亚裔暴力事件、遍布全美的大
规模枪击事件……20年后，“9·11”事件给美
国人带来的旧伤还未抚平，一桩桩本土暴力
和恐怖事件又为他们增加了新的恐惧。

20年过去，当年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
消防员、建筑工人、志愿者，以及附近居民
中，多达十余万人至今仍因吸入有毒粉尘等
原因承受病痛。

美国政府后来设立“世界贸易中心健康
计划”，为当时那些吸入双子塔粉尘的人提
供免费医疗服务。截至目前，该项目覆盖了
超过11万人，去年一年就增加了6800人。他
们平均年龄60岁。超过4000人患有阻塞性
肺病。

数据显示，目前共有2.4万名曾经暴露
在双子塔废墟烟尘中的人患上癌症，患癌率
大致与普通民众相当。但医学专家担心，随
着年事渐长，曾吸入双子塔粉尘的人群患上
恶疾的比例可能会上升。

全球反恐，路在何方？
——写在“9·11”事件二十周年之际

●在“9·11”事件后发动长达20年的
“反恐战争”共造成近

89.7万-92.9万人
死亡

●在伊拉克造成了近30万人死亡，阿富
汗战争的死亡人数超过17.6万人

●在巴基斯坦因“反恐战争”而死亡的
人数近6.7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中，死亡的平民人数高达近40万

●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美国在他国
实施的空袭可能已经造成近5万名平民
死亡，相当于20年来，平均每天都有超
过6名无辜平民被美军空袭炸死。

“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外反恐战争主要目的地是
中东北非地区。华盛顿野心勃勃地推出“大中东民主改造
计划”，煽动“阿拉伯之春”，介入叙利亚内部纷争，导致“伊
斯兰国”兴起。其结果，中东地区旧伤未了又添新伤，旧的
矛盾未消除又硬塞了新的矛盾。这些地区的国家矛盾、宗
教冲突、民族问题，更加盘根错节。到了特朗普时代，美国
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20年间，巴以问题不再是中东的主
线，中东格局是乱上加乱，重新大洗牌。土耳其与沙特两
个地区大国借机发力，俨然成为地区事务的“操盘手”。

除了战争，美国对外干预主义还表现为推行价值观
外交，对外强力推销“美式民主”，大搞“颜色革命”。过去
20年，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从中东到中亚，美国暗地里
支持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不择手段推翻不喜欢的政
权。其结果是，乌克兰如今陷入分裂，一些国家政局不
稳，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自“9·11”后，美国政府以反恐
为名，针对普通民众的监控进一步“正当化”，其“棱镜计
划”监听全球，包括默克尔等盟国领导人。

美国发动的战争让大量平民被
迫逃离家乡甚至沦为难民，同时也给
世界多地带来难民危机。

据布朗大学报告统计，近年来全
球由于战争和大规模冲突而被迫流
离失所甚至沦为难民的人数剧增，从
2010年到2019年，这一数字几乎翻了
一番——从原先的4100万骤增至
7950万，而美国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最
主要元凶。

20年来，在受美军打击最严重的8
个国家中，共有约3700万人被迫逃离
家园。报告强调，3700万只是非常保守
的估计，最终这一数字可能高达4800
万—5900万。长达20年的战争造成流
离失所者的数量，超过20世纪以来除
二战外任何一场战争或自然灾害。

美国以暴力强迫手段干涉他国内政，让
恐怖势力趁乱坐大，恐怖活动也频繁发生。据
统计，仅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就从20年
前的个位数增加到如今的20多个。

据不完全统计：“9·11”事件发生后的
2001至2004年间，全球恐怖袭击的年均发案
数量为1416起，年均死亡5041人。“9·11”事
件发生十年后的2012至2015年间，全球恐怖
袭击的年均发案数量大幅上升至13034起，
年均死亡达29268人。

近几年全球恐怖袭击数量依然居高不
下。仅2018年和2019年两年间，全球就发生
恐袭事件14474起，造成3万余人死亡。2020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显示，2010年至
2019年，全球死于恐怖主义的人数是2000年
至2009年的两倍以上。非洲成为了“伊斯兰
国”和“基地”组织新的“大本营”。

难 民 危 机 恐 袭 加 剧搅 乱 世 界

“反恐战争”20年造成的伤亡

●超过7000名美军人员以及超过
8000名美军雇员命丧阿富汗、伊拉克
等异国他乡
●全部战争支出高达8万亿美元。

美国多地举行
“9·11”事件纪念活动

“9·11”毒粉尘后遗症
仍困扰十余万人

“9·11”对后世的意义
更多取决于美国等国
从今天开始采取的行动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反
恐部门12日发表声明说，库区首府
埃尔比勒的国际机场11日晚遭两架
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目
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
了此次袭击。

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
事基地驻有美军和美国主导的国
际联盟部队，今年以来针对该机场
的类似袭击已发生多次。

根据7月26日发表的美伊联合
声明，到今年12月31日，伊拉克境
内将不存在承担作战任务的美军。

伊拉克库区埃尔比勒机场
遭无人机袭击

当地时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旧址纪念广场举行纪念活动 图据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