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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李洁、车
玲)“让美国重返安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用这句口号吸引了大批选民追随，因为
“9·11”袭击 15 年后的今天，生活在此起彼伏
的枪击案以及恐怖袭击阴影下的美国民众，从
未拾回昔日的安全感。

15 年前，4 架被劫客机分别撞上五角大楼
和纽约世贸中心，美国本土遭遇历史上最严重
的恐怖袭击。随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

然而，美国以冷战思维指导反恐战争，以反
恐划分阵营，执行双重标准。可以说，美国反恐
战略从一开始就失当、失策了。

滥用反恐 局面让人忧

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倒塌，在美国民
众心中深植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为维护霸权，美
国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反恐为杠杆，打击
一切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

“孩子，等你长大了，我们这个国家可能还
在打仗。”34 岁的阿富汗人阿卜杜勒对自己 3
个孩子重复着这句父亲曾对他说过的话。

“9·11”事件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拒绝向
美国交出“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2001 年 10
月，美国开始对阿富汗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以恐袭为主要
形式的对抗不断发展，大量平民成为受害者。

“十多年来，很多年轻人还没学会独立生
活，就必须面对死亡。”喀布尔商人瓦希德·西迪
基说，“阿富汗在发展，但战争从未真正结束。”

2003 年 3 月，美国以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和萨达姆政权支持恐怖分子为借口，
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十多年来，数百万伊拉克民众或在战争中受

伤，或无家可归。人们从电视新闻里目睹了美军
阿布格里卜虐囚丑闻，美国“黑水”保安公司的保
安光天化日之下在街道上枪杀伊拉克平民。这些
惨剧令伊拉克人心中充满恐惧、羞辱和绝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题专家袁鹏

认为，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来说是场灾难，对美国来
说也失大于得，是美国的一次重大战略失误。

小布什政府滥用国际社会对反恐行动的支
持，将反恐清单越拉越长，把反恐战争当作清除
异己的工具。

美国“外交政策”集团首席执行官戴维·罗
特科普夫在《国家不安全》一书中说，伊拉克战
争的后果远超过推翻萨达姆和确认那些莫须有
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存在。

伊拉克战争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找
到，也没有证据显示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关
联，美国更没有因为这场战争变得更加安全。伊
拉克却从此陷入了无休止的教派冲突、恐怖袭
击和社会混乱的漩涡。

“9·11”事件 15 年后，“基地”组织没有被铲
除，阿富汗和伊拉克仍然处于动乱之中。中东局
势的动荡，不仅为“基地”组织提供了扩展势力
的空间，更催生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美国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哈佛大学国
际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指出，西方尤其
是美国，对“伊斯兰国”迅速壮大负有重大责任。
“伊斯兰国”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美国反恐政
策的失败。

搅乱中东 盟友遭殃及

从 2010 年 12 月开始，“阿拉伯之春”席卷
多个阿拉伯国家，从突尼斯到埃及，从也门、巴
林再到利比亚、叙利亚。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政
策完全服务于美国掌控中东的霸权地位和地
缘战略利益。扛着反恐大旗的美国，搅得中东
地区陷入无休止的冲突，民生凋敝，乱象丛生。

始于 2011 年的西亚北非动荡深刻影响和
改变了地区格局，旧体系已被打破，新秩序却难
建立。新旧交替之际，种族、教派斗争和社会矛
盾不断凸显，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博弈加剧，人
们期待的由乱及治之路充满坎坷。

近年来，“伊斯兰国”“基地”等极端组织不
仅在中东肆虐，还在欧美国家制造了多起恐袭。
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越来越威胁到欧洲国家的
安全，一方面加剧了欧洲内部的种族矛盾，致恐
袭风险增大；另一方面，也使得欧洲不断受到难
民问题的直接冲击。

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经地中海进入欧
洲的非法移民和难民总数超过百万，这不仅威
胁欧洲安全，也冲击着欧洲货物与人员流通自
由化的根基———《申根协定》。

从美国军事干预阿富汗和伊拉克到后来的
西亚北非政治动荡，欧洲一直作为美国的盟友
参与其中，联手推行“新干涉主义”，造成多国局
势持续剧烈震荡。

2015 年巴黎系列恐袭后，欧洲加强了对恐
怖主义的打击力度，但大量难民的到来，又激化
了欧盟的内部矛盾；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
“五星运动党”等民粹主义势力抬头；英国脱欧
事件又深刻影响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在过去两个月内，欧洲就发生了多起恐怖
袭击事件。这说明，恐怖主义在欧洲仍有生存土
壤。欧洲刑警组织英国负责人罗布·温赖特透
露，5000 多名“圣战者”可能在接受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培训后潜入欧洲。

社会治安挑战严峻、失业率上升、民粹主义
势头上升，昔日美国反恐盟友，如今尝到了自酿
的苦果。

双重标准 反恐难奏效

“15 年来，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美国
等西方国家仅从本国利益出发，反恐执行双
重标准便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伟这样说。

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在国际上以反恐
划分阵营，却只为谋一己私利；以反恐为名行
霸权之实，结果“打出”了更多恐怖活动。

奥巴马执政时期，在反恐问题上将欧洲盟
友推到一线，但背后仍以美国利益为主导，把反
恐作为工具。这样的美式反恐，无法根除恐怖主
义，反而使恐怖主义有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华盛顿看来，对美国
构成威胁的组织是恐怖组织，而只对其他国
家构成威胁的组织则不一定是；美国可以对
它所界定的恐怖组织甚至某些国家行使武
力，而其他国家则不行。埃及戈姆赫提亚阿娜
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穆萨拉姆说，实
行双重标准是美国众多政策的共性。

美国历史学家莱弗勒曾在《外交》杂志撰文
说，“9·11”事件后的美国政策在实质上并未改
变美国大战略的长期轨迹，美国对领导世界的
欲望、在认为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的做法等，这
些美国对外政策的传统核心内容从未改变过。

过多考虑自身利益、忽视他国利益的美
式反恐改变了美国的安全战略，也改变了美
国与世界的关系和美国的国际地位。

山无常势，水无常形。15 年来，恐怖主义
的组织形态和运作逻辑都发生深刻变化，呈现
出分散化、网络化、个体化的趋势，反恐也需要
有思维方式的创新和技术手段的与时俱进。

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在
地区乃至全球层面“联动”“共振”，给国际社会
敲响了警钟，各国必须加强合作，采取系统性措
施，从源头上铲除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土壤。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加强国际反恐
合作迫在眉睫，反恐重任需要世界各国同心
协力，防治并举，而美式反恐政策注定是条死
胡同。 (参与记者：刘万利、代贺、赵乙深)

“9·11”15 周年，美式反恐缘何“越反越恐”

美国反恐战略的失当与失策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0
日电(记者陆佳飞)美国北卡
罗来纳州 9 日起允许本州选
民通过邮寄选票方式提前投
票。美国总统选举普选阶段
提前投票程序由此开启。

选举临近，而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
诚信问题也越发引人关注。
她不仅因“邮件门”饱受诟
病，近期又有调查显示，她
任国务卿期间，涉嫌向克林
顿基金会捐款人提供“特殊
待遇”。这一系列丑闻的曝
光不仅给希拉里的选情增添
变数，也引发美国民众对政
客“以权谋私”的严重不
满。

资金运作很不透明

在巨大舆论压力之下，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日
前表示，如果妻子希拉里入
主白宫，克林顿基金会将不
再接受来自国外和企业的捐
款，他本人也将从基金会董
事会辞职。

克林顿 2001 年卸任总
统后创办了克林顿基金会。
希拉里卸任国务卿后进入基
金会董事会，但在去年宣布
竞选总统后退出。基金会自
称关注推动全球卫生事业发
展、减缓气候变暖和应对经
济发展失衡等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基金会共筹集约 2 0 亿美
元。基金会公布的 2014 年
纳税单显示，基金会当年仅
向其他组织提供了约 500 万
美元捐款，而自身运营的花
费则高达约 9100 万美元。
此外，基金会因接受外国政
府和大企业大笔捐赠而遭受质疑，克林顿夫妇也被
抨击通过募捐“出售”政治恩惠。

在 2009 年希拉里担任国务卿之前，克林顿基
金会与白宫达成协议，承诺在她任职期间每年公布
克林顿基金会捐赠者名单，并在接受外国政府捐款
前申请国务院批准，防止可能出现的利益瓜葛。但
是，克林顿基金会下属主要分支“克林顿健康倡
议”组织去年承认，在希拉里任职国务卿期间并未
向国务院提交过任何外国捐款信息。

在克林顿基金会大量未公布的大额外国捐款
中，影响最大的当属 2010 年来自阿尔及利亚的 50
万美元捐款。克林顿基金会去年承认，没有就接受
这笔捐款向国务院报批。此外，基金会涉嫌“钻空
子”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每年公布的捐赠者名
单只是按捐款额范围罗列了个人和组织名称，却没
有提及捐赠日期及具体数额。

以权谋私饱受质疑

尽管希拉里一直强调她在国务院的工作与克林
顿基金会完全分开，但随着美国司法监督组织“司
法观察”今年 8 月公布长达 725 页关于她的高级助
手与克林顿基金会高层之间的邮件通信记录，克林
顿基金会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部分通信记录显示，希拉里在国务院的高级助
手阿贝丁与克林顿基金会高层密切联系，为基金会
的大额捐款者提供与希拉里会面的便利。克林顿基
金会一名高层人士还曾要求阿贝丁为一名没有透露
姓名的人在国务院提供一个职位，并获得了肯定答
复。

另一方面，美联社梳理了希拉里担任国务卿头
两年的工作日程后发现，她在此期间接见的非政要
人士中超过一半曾向克林顿基金会捐过钱。尽管目
前没有明显证据显示希拉里有任何以权谋私的违法
行为，但由于她领导下的国务院和克林顿基金会之
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导致外界对希拉里领导
下的国务院是否为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者提供特殊待
遇的质疑进一步加深。

国务院和克林顿基金会之间的瓜葛，也为共和
党提供了攻击希拉里的新“弹药”。共和党总统候
选人特朗普称克林顿基金会为“政治史上最腐败的
组织”，指责克林顿夫妇将这一基金会从慈善机构
变为“付费游戏”组织。他呼吁司法部调查国务院
是否曾向克林顿基金会提供特殊待遇。

作为回应，希拉里团队称，国务院的政策制
定和采取的所有行动没有受到克林顿基金会影
响。克林顿也向希拉里支持者发送邮件，强调基
金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艾滋病等疾病的治疗中发
挥的作用，并表示如果关闭基金会的话，“会有
人因此丧命”。

政治诚信遭遇重创

《今日美国报》 9 月初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54% 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克林顿夫妇在处理克林
顿基金会事务时没有采取避免利益冲突的正确措
施。仅有三成美国人认为对希拉里的指控毫无根
据。

自去年宣布参选以来，希拉里一直饱受“诚信
赤字”困扰，“邮件门”事件余波未平，克林顿基
金会的“劣迹”又再度加大了希拉里改善自身形象
的难度。《今日美国报》民调结果显示，截至 8 月
底，有 59% 的选民认为，希拉里不诚实、不值得
信任。

由美国选举预测网站“清晰政治”统计的多项
民调平均结果显示，尽管希拉里的支持率明显高于
特朗普，但其领先优势已经从 8 月初的近 8 个百分
点下降至如今的 3 个百分点。

观察人士认为，克林顿基金会引发的争议不仅
给希拉里竞选之路增添了变数，也进一步暴露了美
国政治制度存在的弊端，令更多美国民众和国际舆
论看清了美式民主外衣下掩藏的种种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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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前的今天，纽
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轰
然倒塌，震惊了美国和全
世界。“9·11”事件，已成
为国际反恐斗争的转折
性事件，在全球形成了统
一认识，坚定了国际社会
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

15 年后，新的世贸
中心大厦虽已在废墟上
重建，但人们的伤痛仍未
痊愈，全球反恐仍道路漫
长。恐怖主义非但没有减
弱的趋势，反而愈演愈
烈，成为全球的主要威
胁。纵览全世界，非洲正
日益变成恐怖主义重灾
区，南亚恐怖势力强势复
苏，中亚反恐形势日益严
峻，恐怖活动在东南亚死
灰复燃，英国、德国、法国、
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近年
来已成为恐怖袭击的主
要对象。

恐怖主义如癌细胞
般在世界的肌体内滋
生、蔓延，面对恐怖主义
“全球化”“本土化”“碎片
化”“网络化”的新趋势，
国际反恐斗争进入新阶
段。极端思想蔓延、族群
矛盾、移民融入难题、恐
怖分子回流、“独狼式”恐
袭等，已成为国际反恐
的痛点和难点。

在“9·11”事件发生
15 年后的今天，人们不
禁再次反思和发问：国际
社会应该如何应对日益

严峻的反恐形势，如何走出“越反越恐”的怪圈？
有识之士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多

年来站在反恐舞台高擎反恐大旗的国家，并
未将反恐作为单纯目标，反而抱着“以反恐谋
私利”的心理，高举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大
旗，在战略上“合作乏力”，在阵营上“泾渭分
明”，在实际操作上“各自为战”，将“联盟合
作”搞成了“多头反恐”，甚至以一个国家政权
的去留“挟持”反恐联盟的命运。

事实证明，这些国家目前采取的反恐措
施并未对恐怖主义毒瘤“对症下药”。如不改弦
更张，只能给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创造更
多的机会和空间。面对日益严峻的反恐新形
势，国际社会需要拿出“标本兼治”的新药方。

全球反恐斗争若要实现破局，首先，要摒
弃冷战思维和“双重标准”，坚持政治、外交、
经济、安全、金融、情报以及思想等领域的综
合手段，铲除恐怖主义生长的土壤；其次，应
加强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通力合作，完善
合作机制，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反恐中的
主导作用，建立国际反恐统一战线；第三，反
恐是一场持久战和攻心战，要做好长期艰苦
斗争的思想准备。

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当前面临的
最严峻和急迫的安全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
能独善其身。面对恐怖主义毒瘤，唯有抛弃“私
心杂念”，少一些阵营意识，加强各国合作和团
结，找准病根，对症下药，才有可能将其根除。
(记者王雅晨、辛俭强)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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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 10 日说，
德国境内潜在的极端主义人员呈增多趋势，数
量创历年新高。这些“危险分子”可能随时参与
谋划恐怖袭击或发动“独狼式”袭击。

德迈齐埃当天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透
露上述消息。他说：“这些潜在的极端分子非常
危险，他们可能犯下严重罪行。他们的人数已经
超过 520 人，创下历史最高值。”

根据德迈齐埃的说法，其中约 360 人据信
准备谋划或发动恐怖袭击。德国安全部门把这
些“危险分子”主要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与极端组
织有关联，另一类则可能成为“独狼式”袭击者。

“不幸的是，这两类危险现在都真实存在。”

他说。在德迈齐埃看来，与极端组织谋划的恐怖
袭击相比，“独狼式”袭击更加难以防范。

今年 7月，德国接连发生多起暴力袭击，其密
集程度和暴力程度在德国社会引起广泛不安。

7 月 18 日晚，一名 17 岁阿富汗籍男性难
民在巴伐利亚州维尔茨堡市附近的一城际列车
上用斧子和刀具袭击乘客，造成 5 人受伤，袭击
者在逃跑中被警方击毙。一天后，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宣布“认领”这起袭击。

7 月 22 日，巴伐利亚州主要城市慕尼黑奥
林匹亚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一名德国和伊朗
双重国籍的 18 岁男子枪杀 9 人，导致 30 余人
受伤，随后饮弹自尽。

7 月 24 日，西南部城市罗伊特林根发生
一起持刀砍人事件，一名来自叙利亚的 21 岁
难民在公交站砍死一人、砍伤两人后被逮捕。

这些暴力袭击发生后，德迈齐埃上月撰写
了一份题为《民防概念》的报告，提出让民众
“自囤干粮”的想法。报告写道：“我们应该要求
民众自备能维持 10天的食物。”

根据报告中的说法，德国“无法绝对排除
未来发生恐袭的可能性”，而这或将威胁民众
的生存。因此，德国政府呼吁民众做好准备措
施，囤积充足的饮用水和食物，以应对可能发
生的恐怖袭击。

(张旌 新华社专特稿)

德国“潜在危险分子”数量创新高

■新华国际时评

99 月月 1100 日日，，在在美美国国纽纽约约，，鲜鲜花花摆摆
放放在在““99··1111””事事件件后后新新建建的的世世界界贸贸易易
中中心心一一号号楼楼前前。。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噪美式反恐，无法根除恐怖主义，

反而使恐怖主义有了更广阔的

活动空间

噪恐怖主义的组织形态和运作

逻辑都发生深刻变化，反恐也

需要有思维方式的创新和技

术手段的与时俱进

噪各国必须加强合作，采取系统

性措施，从源头上铲除宗教极

端势力滋生的土壤

“

法国媒体 11 日刊登对前总统尼古拉·萨科
齐的专访。谈及法国面临的严峻安全形势，萨科
齐表示，如果他在明年总统选举中再度胜出，将
严打涉恐人员，包括建立专门的反恐法庭和拘
留中心。

萨科齐接受法国《星期日报》采访时，为法
国反恐支出“狠招”。根据他的说法，安全部门应
采取“先发制人”策略，只要法国公民显示出有
极端主义思想的迹象或被怀疑与恐怖组织有关
联，都应被送入专门的反恐拘留中心。

他说：“每一名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
法国人，不论是经常访问极端主义相关网站，还
是显示出存在极端主义思想的迹象，或是与恐

怖组织成员有密切往来，都应被送入拘留中心，
这是一种预防措施。”

自 2015 年 1 月以来，法国已发生一系列恐
怖袭击，导致数百人死伤。随着法国总统选举临
近，安全问题成为竞选人谈论的热门话题。

萨科齐的反恐策略与总统奥朗德大相径
庭。针对对手“先发制人”的说法，奥朗德表示反
对。奥朗德担忧，这种强硬做法意味着法国现有
社会模式将被彻底颠覆。

在萨科齐提议建立反恐拘留中心的同时，司
法部长让-雅克·于尔沃阿“唱起反调”。一家法国
报纸 10 日刊文称，于尔沃阿准备下周提出“监狱
裁员计划”，以应对法国监狱人满为患的现状。

于尔沃阿说：“我不同意建立专门关押恐
怖分子的拘留中心。相反，我还准备释放中短
刑期的犯人。这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

萨科齐今年 8 月宣布参选总统后，针对
法国安全形势和经济政策频频发声。他对宗
教极端分子和移民问题态度强硬，支持率有
所提高。

法国舆论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
果显示，针对明年的总统选举，法国民众心目
中的“信任度排行榜”目前排名第一位的是前
总理阿兰·朱佩，排名第二的是萨科齐，第三
位是现任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而奥朗德仅
排名第八。 (张旌 新华社专特稿)

先发制人，萨科齐为反恐出“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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