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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反恐 ，路在何方 ？
———写在“9·11”事件二十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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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2015 年 11
月法国巴黎系列恐袭、2016 年 1 月利比
亚军营爆炸袭击和同年 3 月比利时布鲁
塞尔机场和地铁站爆炸袭击等。 各种蛊
惑人心的极端思想也不断通过互联网传
播，在世界多地又催生出一批极端分子，
引发一系列“独狼”式恐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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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反恐办副主任、 公安部反
恐怖局局长刘云峰今年 7 月表示， 国内
个别人员在境外恐怖势力的拉拢煽动下
实施破坏活动的风险不能完全排除。 受
部分国家和地区安全形势影响， 我海外
机构、人员面临的恐怖威胁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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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拉克， 美国发动的战争据估计
导致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亡，而“基地”
组织则借机在那里建立了分支 。 2011
年，叙利亚爆发内战，美国等国对叙反政
府武装的支持使战火越烧越烈。 “基地”
组织伊拉克分支与一些叙反政府武装联
手，组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随后不断
在叙伊两国攻城略地。 虽然在各方联手
打击下，“伊斯兰国” 最终失去绝大部分
控制区，但至今仍有不少残余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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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公民党刊物 《澳人警示服
务》今年早些时候刊发报告，详细披露美
国等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支持新
疆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行径。 曾
旅居中国 27 年的德国知名作家乌沃·贝
伦斯说：“美国政府居然把犯下累累罪行
的‘东伊运’从恐怖主义名单中去除，目
的就是借恐怖主义祸乱中国新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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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除恐怖主义根源方面， 新疆无
疑是一个成功典范。 近年来， 新疆坚持
“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预防”，最大限度消
除了滋生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的土
壤和条件， 目前已连续 4 年多未发生暴
恐案件， 实现了各族群众对平安稳定的
渴望与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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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赵卓昀 刘赞 宋盈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9 月 10 日，参加“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中方参演
部队抵达俄罗斯奥伦堡军用机场。 参加“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
事演习的中方参演部队，经过铁路、空中多梯队分批次投送，于 10 日全部抵达俄罗
斯奥伦堡州东古兹靶场。 新华社发（刘丹 摄）

上合联演中方参演部队抵俄演习地域

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取得十项减损共识成果

新华社济南 9 月 11 日电（记者 邵

琨）在 11 日举行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实
施情况和主要成果新闻发布会上， 农业
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介绍，这
次大会共有 70 位嘉宾进行了致辞发言
和演讲交流，取得了十项减损共识成果。

一是行动减损。 此次大会成功发布
《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 提出各
国加强粮食减损的重点领域和合作方
向，为各国开展粮食减损提供借鉴，得到
参会各方认可。山东率先发布《山东粮食
减损行动方案》，先行先试，值得肯定。

二是机制减损。 此次会议可被视为
国际粮食减损领域的里程碑活动。 响应
参会代表呼吁，推动节粮减损国际合作
机制化，择机召开第二届国际粮食减损
大会，开展经验分享 ，共同应对气候变
化， 推进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现。

三是平台减损。 宣布在山东潍坊设
立国际粮食减损研发交流平台， 与各国
共建共享，推动开展有关科技、政策、法
规及实践等方面的交流、创新和试验。

四是生产减损。 认识到生产减损依
然是大范围的、 需要任重而道远的行动
环节。 特别是要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
农田，推广精量播种，提升机械化、标准

化作业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促进生
产的良田、良种、良制、良机、良法“五良”
融合，做到生产过程减损。

五是收获减损。着力推进精细收获，
强化集成配套， 鼓励开展社会化机收服
务，尽可能做到“颗粒归仓”。

六是储运减损。 完善仓储设施建设
和装卸运输方式， 推广安全高效节能储
运新技术，支持引导农户科学储粮。

七是加工减损。倡导适度加工，建立
科学的加工标准体系， 优化加工技术装
备和工艺，挖掘加工副产物利用潜力，提
高成品粮率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

八是流通减损。 完善粮食运输物流
体系，开发专用技术和装置，建设粮食接
卸专用平台，开展物流标准化示范，特别
重要的还有更大范围开辟鲜活农产品
绿色通道。

九是消费减损。引导节约理性消费，
健全餐饮业服务规范、 行业标准， 提倡
“光盘行动”，避免“舌尖上的浪费”，推进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十是意识减损。 粮食减损是系统性
工程， 需要提升各参与方的节粮减损意
识。形成政府引导，农户、市场主体、消费
者和社会组织等全社会共同参与， 全环
节协同，全方位共抓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