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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暴力和恐怖事件为美国人增加新恐惧

旧伤未平 新伤又起
新华社华盛顿9月11日电（记者 邓仙来 许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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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尚克斯维尔回答记者提问时，拜登讲述了他与一位遇
难者家属的友情并表示，恐袭事件给遇难者家属带来的伤痛
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消减。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活动上，菲律宾裔美国人勒内·
奥尔内多回忆说，2001年9月11日，他弟弟鲁本·奥尔内多乘
飞机从华盛顿飞往位于洛杉矶的家。飞机从华盛顿起飞后
不久被机上恐怖分子劫持，最终飞机撞向五角大楼。新婚不
久的鲁本和机上其他183人遇难。“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很想
念他。”勒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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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美国民航4架客机，其中
两架撞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一
角，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坠毁，4架客机上无人生
还。这一系列袭击导致约3000人死亡，并造成数千亿美元经
济损失。

袭击发生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就发动了“反恐战
争”。20年来，美国在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在内的全球约80个
国家以反恐之名，或发动战争，或开展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至
少80万人丧生、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至少2000万人至今仍生
活在极端恶劣条件下。

据新华社开普敦9月11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非洲记者
报道：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日说，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突破800万例。当前非洲疫情整体呈好转趋势，疫苗分配
和接种工作也在不断推进。与此同时，非洲仍面临变异毒
株影响和疫苗接种比例低等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9日说，目前非洲第三
波疫情“正在减弱”。截至5日的一周内，非洲新增确诊病
例约16.5万例，较此前一周下降了23%，下降幅度为两个月
来最大。

非洲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南非7月宣布第三波疫情
高峰已过。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9月8日说，全国新增确
诊病例数呈持续下降趋势。虽然各省第三波疫情的状况存
在差异，但日增确诊病例数都出现下降。

尼日利亚10日新增确诊病例466例，较第三波疫情
高峰时的日增1000多例下降一半以上。肯尼亚10日新
增确诊病例661例，当前阳性检测率已从3月底的26.6%
降至8.1%。

目前，非洲收到的新冠疫苗数持续增加，疫苗接种工
作不断推进。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数据显示，非洲9
月第一周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收到约550万剂疫苗。

中国疫苗为津巴布韦等国实现疫苗接种目标提供了支
持。津巴布韦疫苗接种率在非洲位居前列，接种的疫苗绝
大多数是中国疫苗。津巴布韦目前约有183万人已完成疫
苗接种，约占总人口的12.5%。

南非自8月20日起为所有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南非
10日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全国超过715万人完成疫苗接
种，约占总人口的14%。

肯尼亚政府说，预计200万剂辉瑞疫苗将在9月运抵肯
尼亚。肯尼亚目前有3.02%的成年人完成接种疫苗，有望在
年底实现10%的成年人完成疫苗接种的目标。

虽然非洲整体疫情放缓，疫苗工作不断推进，但抗疫仍
面临多重挑战。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玛奇迪索·穆蒂9
日说，由于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毒株持续影响，与前两波疫
情相比，第三波疫情“下跌趋势慢得令人沮丧”。世卫组织
说，8月在南部非洲开展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在博茨瓦
纳、南非和马拉维，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比例都超过70%，在
津巴布韦这一比例高达90%以上。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附近亮起象征纽约世贸中心

“双子塔”大厦的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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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格雷普韦恩市举行的“9·11”恐怖袭击

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上，一名消防队员手捧两顶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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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纽约，人们参加“9·11”恐怖袭击事件二十周年纪

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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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如何改变世界

历史的走向在此拐弯，就在飞机撞向纽约世贸双子塔的
那一刻。2001年9月11日，美国4架民航飞机遭恐怖分子劫
持，其中两架撞击了纽约地标式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其双子
塔楼相继坍塌。之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打响阿富汗战争，将
其认定支持“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赶下台。

20年后，在“9·11”事件20周年前夕，美国从阿富汗仓促
撤军，结束其史上最漫长的战争，塔利班卷土重来，喀布尔时
刻猝然上演。在喀布尔机场，人们蜂拥冲上跑道攀爬飞机的
画面传遍世界。
“9·11”是迄今世界上策划最周密、造成损失最大的恐怖

袭击事件，当时已经成年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记得电视直播中
飞机撞击世贸双子塔的惊悚画面；20年后，借助于网络新媒
体快速传播，全球数十亿网民都被两名阿富汗人从起飞的军
机上坠落的悲惨画面所震惊。

从飞机始，又由飞机终——这20年的起始，冥冥之中或
许隐藏着某种历史的隐喻。

毫无疑问，“9·11”事件是改变美国与世界的历史性事件，是
新世纪影响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而“喀布尔时刻”是美国“9·11”
时代“仓皇的休止符”，是美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历史性转折。

据新华社电

喀布尔时刻后美国霸权开始衰落

“9·11”事件发生之前，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正如日
中天，处于冷战结束后综合实力、国际威望的最高点，身处
“历史终结”的“山巅”之上。曾经的对手苏联早已分崩离析，
继承者俄罗斯刚刚挣脱“休克疗法”的经济泥沼，对美国全球
霸权不再构成实质性威胁。美国不仅享受着作为全球化、互
联网科技引领者的红利，而且在军事上因轰炸南联盟而大出
风头，一时之间，可谓是“舍我其谁”，风骚独领。
“9·11”事件改变了一切。首先体现在美国对外战略的急

剧转变。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2001年1月入主白宫，其主要

施政纲领是单极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孤立主义。“9·11”事件
发生时，小布什目瞪口呆的神情定格为历史性画面。但很快，
小布什在新保守派的推动下，开启了以反恐为旗号的干预主
义的新时代。

实事求是地说，打响阿富汗战争之时，美国的反恐战略得
到包括中俄在内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支持，也得到国际社会
道义上的支持。问题是，美国后来滥用反恐旗号，甚至以此为
名推行导致多国政权更迭的霸权主义，美国一步步走向了国
际社会道义的对立面。

反恐旗号被美国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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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打着“推进自由”“铲除暴政”的旗号，哄骗的是本国
选民，蒙蔽的是外行人。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事实一再
证明，把外来模式生搬硬套到历史文化及国情截然不同的国
家注定水土不服，用强权及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只会制造更多
问题，枪顶着的民主不会持久。

20年来，美国的“反恐”战争给一些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
灾难，中东北非是主要受害者。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
目称，“后9·11时代”美国所发动战争造成的军民死亡总数高
达92.9万人，而实际数字可能高得多。

枪顶着的民主不会持久

中东起火，欧洲遭殃。中东北非极端分子渗透和回流
欧洲，是20年里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恐袭事件的诱因。中东
地区恐怖组织的溃败产生恐怖主义的“外溢效应”，一些恐怖
分子混杂在难民移民群体中回流欧洲，试图利用恐怖袭击
制造舆论关注，在宣扬极端思想的同时蛊惑“圣战者”加入破
坏活动，大多是“独狼式”恐袭，一人、一刀、一车即可完成袭
击，“就地取材”，防不胜防，令人心惊。几年来，从巴黎到柏
林，从尼斯到斯德哥尔摩，从不列颠群岛到伊比利亚半岛，恐
怖主义肆虐欧洲，无辜民众的伤口在滴血。

而欧洲一体化风光不再，也是受到美国拖累。回想新
世纪之初，欧盟正进行规模最大的扩员，欧盟制宪进程开
启，欧洲一体化前景光明。随着是否追随美国进行全球反
恐战争，欧洲内部分裂，紧接着是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
和难民危机多重打击，欧洲一体化前景黯淡，英国“脱欧”
更是开历史倒车。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对欧洲盟友也大搞“美国优先”，
偏执地奉行单边主义，摒弃了欧洲奉为圭臬的多边主义。
美国的种种做派让欧洲人忐忑不安。法国《世界报》曾感
叹，华盛顿给欧盟带来“生存挑战”。 据新华社电

极端分子回流欧洲

2001年大事不断，新华社播发的当年“十大国际新闻”
中，其中有这四条：“9·11”事件发生，打响阿富汗战争，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会晤在上海举行，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
织。回头把这四大事件相勾连并进一步挖掘，发现对中美
关系意涵深远。
“9·11”事件提供了建立更具协作性的中美关系的机遇

之窗，中美双方毫无疑问都抓住了。“9·11”事件发生后，中
方积极主动对美方表示慰问，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
中国支持美国打反恐战争，美国支持中国打击涉疆“三股
势力”。中美携手反恐让中美关系找了新的合作基础，双
边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进入新阶段。

中国经济崛起，2001年恰恰是一个重要的起跑线。加
入世贸组织让中国完全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全方位拥
抱全球化，其巨大作用当时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2001年
时，中国GDP仅仅压过意大利居全球第六位。此后八九年
间，中国一路追赶，先后超过法、英、德、日等经济强国，于
2010年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
之快，超出了全世界的想象，也超过了中国人自己的预期。

过去20年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崛起，让全球
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美国作为“世界老大”的心
态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在新
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日益凸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亚太再
平衡”战略的推出与美国开始在南海搞事，是这种焦虑的一
种释放。特朗普上台后，更是任性地挑起“贸易战”，以国家
安全为由搞“脱钩”、封堵中国企业。近年来，美国在涉台、
涉港、涉疆问题上屡屡挑事，抹黑“一带一路”。尤其是新冠
疫情暴发之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对抗和
孤立……在美国的外交战略里，中国已被定义为主要“战略
对手”和“竞争者”，华盛顿想尽办法遏制、围堵中国。

其实，美国误读了中国。
从“和平崛起”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崛起对世

界是机遇而非挑战，中国是一只温文尔雅的文明狮子。中国

从来不搞侵略扩张，从来不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如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最近所说，把“冷战剧本”生搬硬套到
今天的中美关系，把中国当作对手和假想敌，如同堂吉诃德挑
战风车一样荒诞和危险。

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

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
的世纪之问。中美决不应走向误解误判和冲突对抗，必须寻
求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相互尊
重、和平共处之道。在“9·11”二十周年前夕，中美元首通话。
中国领导人指出，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
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
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中国崛起令美国焦虑

沙特丧失“保护伞”

美国媒体11日报道，美国近几周撤出了部署在沙特阿
拉伯的“爱国者”等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8月底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后，仍有大批美军驻扎
在沙特等海湾国家。不过，海湾地区国家担心，美国军事
力量正在从该地区收缩，而伊朗与美国就恢复履行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的维也纳谈判陷入停滞，海湾地区发生冲突
的风险增加。

美国赖斯大学詹姆斯·贝克第三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
员克里斯蒂安·乌尔里克森说，当前海湾地区国家的不少决
策层人士普遍存在一种认知，即“美国对海湾地区不再像过
去那样投入”。他说：“从沙特的角度来看，他们现在认为奥
巴马、特朗普和拜登这前后三任（美国）总统所作决定一定程
度上显现带有抛弃意味的征兆。” 据新华社电

国际疫情

新华社伊斯兰堡9月12日电 据巴基斯坦媒体12日报
道，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天因强降雨发生滑坡，
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两人受伤。

报道说，滑坡发生在该省曼塞赫拉地区，数栋房屋被
毁，事发时屋内共有16人。目前除14人死伤外还有两人失
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中。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受季风影响，每年6月至9月为巴基斯坦的雨季，降水
量明显增多，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洪涝灾害时有发生。

以色列警方11日说，又抓获两名本周早些时候越狱的
巴勒斯坦囚犯。至此，6名在逃囚犯中4人落网。

警方说，警察得到线索后在北部城市拿撒勒附近一座
村庄抓捕两名囚犯，其中一人曾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下属的阿克萨烈士旅指挥官。

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两人出逃
后似乎没有获得外部接应，也没有提前策划好逃跑路线。
两人被抓时藏在一个停车场，衣衫褴褛。

前一天，以色列警方在拿撒勒抓获另外两名越狱的巴
勒斯坦囚犯。

本月6日，6名巴勒斯坦囚犯从以色列北部一所监狱逃
走，以色列警方随后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

新华社微特稿

巴基斯坦西北部强降雨引发滑坡

已致14人死伤两人失踪

6名巴勒斯坦囚犯从以色列监狱逃走

4人被抓获 两人仍在逃

非洲疫情趋势好转

津巴布韦等国获中国疫苗助力

突尼斯当天开始全国第五次新冠疫苗集中接种，此次

接种主要面向40岁以上和15至17岁人群。

图为9月11日，突尼斯民众在首都突尼斯市一个疫苗

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翠兰的爱情》第
30—32集 马成父亲终
于接纳了翠兰，和翠兰父
亲一拍即合，定下9月初
六让二人完婚。马成和
翠兰去县里登记，顺道
马成去超市买喜糖，却
碰上了怀孕的桂芳。桂
芳看见马成买喜糖，一
脸惆怅。二人正往超市
外面走，却被桂芳的丈
夫误解为“奸夫淫妇”。
二人大打出手，桂芳被送
进了医院，马成被带到了
镇派出所……

天视2套18:25

■《梅花儿香》第32、
33集 吴毅随口问起刘爱
琪、周子航是否去参加血
友会的活动，刘爱琪却用
刀子割破了手，吴毅发现
自己几次提到周子航的名
字，刘爱琪的神色都很慌
张，同时联想到周的血型
与饭团的血型一致，不由
得产生了怀疑，他找到血
友会的医生了解情况，得
知周子航曾经有个女朋
友，吴毅决定把这件事弄
个水落石出……

天视4套21:00

■《最美文化人》上
世纪八十年代，天津还没
有属于自己的交响乐团，
是他在为这个城市文明的
符号奔走呼号。他是天津
交响乐团的创始人，天津
交响乐事业的开拓者，同
时也是天津交响乐团首任
和终身名誉指挥。为一座
城，开启一段关于音乐的
历史，他就是本期嘉宾，著
名指挥家—王钧时。

天视2套20:00

■《今日开庭》原告
是一位网络主播，在被告
公司平台上直播带货，然
而却并没有与被告公司签
订劳动合同，原告认为被
告公司是耍无赖，那么到
底孰是孰非？

天视6套18:00

■《非你莫属》岳振
东，蔬菜雕刻师，他从小
就受到家人的耳濡目染，
他的爷爷、父亲都从事木
雕创作。他最早学做大
厨，厨师入门的食品雕刻
激发了他极大的兴趣，从
此研究蔬菜雕刻，于是离
开老家跟随老师开启了自
己的雕刻之旅。目前，岳
振东专心传授雕刻技艺，
成为了一名食雕培训方
面的创业者，徒弟已有上
千名。因为热爱所以坚
持，他对于技艺的这份执
着非常令人感动。

天津卫视21:20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翠兰的爱
情（30—32）20:00最美文
化人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爸爸别
走（2—4）19:20剧场：铁
血 茶 城 (6—9)22:15 剧
场:爱国者(23、24)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梅花儿
香（32、33）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新说法19:20法
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顺
21:00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