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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成美家庭花光储蓄

据新华社专特稿（卜晓明）美国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新冠疫情期间，近 20%的美国家庭花光全部储蓄。

调查由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罗伯特·伍德·约
翰逊基金会和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于 8 月 2
日至 9 月 2 日联合开展，调查样本为 3616 名成年人。

调查显示，30%年收入低于 5 万美元的美国家庭
在新冠疫情期间花光全部储蓄，9%年收入高于 5 万美
元的家庭在疫情期间花光全部储蓄。

调查还显示， 将近三分之二年收入低于 5 万美元
的美国家庭难以支付房租、看病和食品开销，尤以非洲
裔和拉美裔家庭受冲击较大。

在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副会长阿弗内尔·
约瑟夫看来，虽然对普通美国人而言，新冠疫情期间的
封锁措施往往意味无处可去、 无事可做， 但是一有急
事，就需要动用储蓄，“比如孩子病了，你就得用钱。 ”

400只考拉“集体”打疫苗
据新华社微特稿（郜婕）大约 400 只考拉将在澳大

利亚东部一座野生动物医院接种疫苗， 参与一项意在
预防衣原体感染、提升考拉长期存活率的试验。

路透社 10 月 16 日报道，这项试验 15 日在澳大利
亚动物园野生动物医院展开。每只考拉接种一剂疫苗。
研究人员将为接种疫苗的考拉植入微芯片， 然后放归
野外，跟踪评估疫苗效果。

衣原体感染是性传播疾病，也可母婴传播，可能导
致结膜炎、膀胱感染、不育、失明等。衣原体感染在澳大
利亚考拉中广泛存在， 部分地区的考拉种群中半数受
到侵袭。

近年来，由于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森林火灾、衣
原体感染等多重因素，澳大利亚考拉数量受到影响。

研究人员希望接种预防衣原体感染疫苗有助改善
考拉的存活和繁殖状况。

世界最高女性高 2.15米
据新华社微特稿（袁原）土耳其女子鲁梅伊莎·盖

尔吉日前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在世最高女
性，身高 2.15 米。

据路透社 10 月 14 日报道， 吉尼斯世界纪录本周
发布消息， 确认盖尔吉为世界在世最高女性。 该机构
2014 年认证盖尔吉为世界最高少女，当时她已年满 18
岁，当时身高 2.14 米。 吉尼斯世界纪录工作人员今年
再次测量盖尔吉身高，更新了世界在世最高女性纪录。

盖尔吉患有罕见的基因疾病韦弗综合征， 因此身
体加速生长。因为患有这种疾病，她大部分时间需要坐
轮椅行动，也可以扶着助步器短时间行走。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 世界在世最高男性是身高
2.51 米的土耳其人苏丹·科森。

———起底美国捏造事实打击对手十大案例

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
政府为争夺和维护霸权 ，
收买媒体人操纵舆论 、捏
造事实抹黑对手、 编造借
口发动战争……可谓各种
“阴招”“损招”用尽。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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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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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①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②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③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④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⑤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⑥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⑦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⑧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⑨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清洁网络”计划
抹黑对手维护霸权

2020 年 8 月 5 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启动“清洁网
络”计划，以中国企业对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构成重大
威胁”为借口，企图在 5G领域打压华为等中企。为兜售这一
计划，蓬佩奥和时任副国务卿克拉奇前往多个国家游说。

然而，据德国《每日镜报》报道，欧盟、英国和德国官
方机构经多年审查， 并未发现华为设备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反而在美国思科公司的设备中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
美国捏造事实、抹黑中企的真实原因在于，它担心未来中
国会主导全球技术领域，从而削弱美国的霸权。

事实上，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恰恰是美国。英
国作家、国际问题专家汤姆·福迪指出，谷歌、微软、亚马
逊、脸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企业。它们向美国政
府提供数据，使其能够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监控网络。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宋盈 刘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知更鸟计划”
收买媒体操纵舆论

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 通过操纵媒体影响
大众舆论，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
鸟计划”。

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
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
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
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 400名记者和 25个大型组织。

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
取信息、掌控舆论。 2014 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
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
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
是其中一员。

“北方森林”行动
自导自演“恐怖袭击”

为诱使国民支持对外发动战争， 不惜制定针对自身
的“恐怖袭击”计划———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美国不但
敢想，差点还真做了。

1959 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古巴的
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革命政府。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古
巴采取敌视政策，为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1997 年曝光的“北方森林”计划显示，美国国防部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试图要求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下属的其他情报部门对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发
动“恐怖袭击”，并以此来嫁祸古巴政府，为美国出兵古巴
制造借口。

计划中的嫁祸手段包括劫持、击落美国飞机，炸毁美
国船只以及在美国城市策划暴力恐怖活动等。 这个计划
最终被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否决。

“北部湾事件”
编造谎言升级战争

虽然针对古巴的荒唐剧本被撤销， 但美国却用类似
手法引发了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1964年 8月 4日， 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
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
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
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

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表示，并未与美方发生冲
突。 近年来，美方公布的资料也大多承认，该事件由美方
挑起并蓄意夸大。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
认，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
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
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 400 枚炮弹和 5 枚
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美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
代尔当晚正在空中执行任务， 他回忆说：“我们的驱逐舰
只是对着假想目标开火，那里根本没有鱼雷艇，除了漆黑
的水面和美国自己的火力外，什么都没有。 ”

“育婴箱事件”
炮制“惨案”煽动情绪

“我看到伊拉克士兵拿着枪冲进医院，闯入病房，育
婴箱内有 15 名婴儿。 他们把婴儿从育婴箱里取出来，任
由孩子们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死去。 ”1990 年 10 月 10 日，
15 岁少女娜伊拉在美国国会声泪俱下地说。 她自称是科
威特一家医院的志愿者， 目睹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这
“惨绝人寰”的一幕。

这段证词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点燃了美国民众的怒
火，“拯救婴儿”的说法强化了海湾战争的“人道主义”色彩。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至少 6次公开
引用这段证词，作为美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的理由。

但在这场战争结束后， 有媒体曝光娜伊拉的控诉
是造假，连她的名字都是化名。娜伊拉在国会作证一事
由美国伟达战略咨询公司参与策划， 而该公司华盛顿
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正是老布什的前办公厅主任克雷
格·富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军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的第一天轰炸，就造成当地电力供应中断，惊慌
失措的母亲们不得不将尚在医院保温箱中的孩子取出，带
到寒冷的地下室躲避，结果造成 40多名婴儿死亡。

“银河号”事件
“海盗行径”蛮横霸道

1993 年 7 月 23 日，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中
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因此将其
截停在印度洋国际水域。中方断然否认这一无端指控。此
后，有第三方参与的联合调查得出结论，该货轮上没有化
学武器原料。

面对事实，美方诡辩依旧层出不穷，先是称“中国政
府故意放出假情报导致此事件”，后又改口说“银河号”中
途可能已卸货或将货物倾倒入海，最后竟称这次行动“基
于对不同情报来源的信任，尽管这些情报都是假的”。

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报》评论说，美国政府一手制造“银河号”事件纯属“海
盗行径”。《印度教徒报》说，美国这个自封的“世界首席法
官”故意制造事端，结果自取其辱。

“战略影响办公室”
虚假宣传美化战争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负责海外
宣传的“战略影响办公室”。 该机构通过与五角大楼没有
明显关系的机构向外国媒体发布消息， 以及向外国记者
或领导人发送宣传美国观点和攻击敌对国家政府的电子
邮件等手段，美化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久之后就有美国
媒体指出， 五角大楼通过这些方式向海外发送了很多虚
假消息，发送对象既包括敌对国家，也包括美国在中东、
亚洲以及西欧的盟国。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2002 年 2 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关闭该办公室， 但同时又声称美国
军方不会放弃战时宣传工作。

军事分析家威廉·M·阿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
文章说，“战略影响办公室”关闭后，美国政府依旧在利用
控制公共信息为其战争目标服务。 2004 年 12 月，《纽约
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仍在讨论能否以及如何操纵信
息，以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唐宁街备忘录”
歪曲事实制造借口

2005年 5月 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了一份
关于英国政府内部会议的秘密备忘录， 其中记录了英国前
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 2002年访问美国后所作
的“成果介绍”。迪尔洛夫说，当时小布什政府已下决心采取
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理由是它涉嫌支持恐怖
主义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正在据此作出调
整”，但美方几乎没有讨论军事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纽约时报》2013 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 10 周年之际
曾刊发一篇反思文章指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
情报出错，而是蓄意歪曲，“唐宁街备忘录”就是最好的证
据。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9·
11”事件也无关联，而美国依旧坚持入侵这样一个没有对
其造成直接威胁的主权国家。

一管“洗衣粉”
在安理会指鹿为马

2003 年 2 月 5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
安理会会议上拿出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 信誓旦旦
地声称这是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
是美国公然在国际场合招摇撞骗的“名场面”。 俄罗斯总
统普京 2014 年谈及此事时说：“那瓶装有不明物体的试
管，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

美国以一管“洗衣粉”为证据，联合盟友入侵伊拉克，
令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 约 20 万至 25 万平民死于战
乱，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 1.6 万人。 时至今日，伊拉克
仍有约 2500 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有待清除。

“白头盔”组织
造假摆拍为虎作伥

2016 年 11 月，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出于舆论压力
发表道歉声明， 承认此前发布的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叙利
亚阿勒颇抢救伤员的视频为摆拍。 这不是“白头盔”第一
次以视频造假方式抹黑叙利亚政府， 显然也不是最后一
次。 2018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叙反
政府武装人员再次上演“遭化武袭击”的假戏。

据媒体披露，美国是“白头盔”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2018 年，随着叙政府军夺回越来越多领土，美国曾与盟
友商议帮助“白头盔”撤出叙利亚。 2019 年，时任美国总
统特朗普更是公开下令向该组织提供 450 万美元援助。

⑩

这是 10 月 14 日在英国布莱克浦拍摄的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新蜡像。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的一尊新蜡像当日在英国布莱克浦杜莎夫人蜡像馆

揭幕。 新华社发

英国女王新蜡像揭幕

10 月 13 日， 游客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
物馆参观。 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位于云南
省玉溪市，是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为一体的大型自
然博物馆，以化石为主题阐释生命起源、生命演化和生
物多样性等内容。 作为我国首个建在化石地遗址上的
自然博物馆， 该馆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古生物
化石和现生动物标本 6 万余件， 其中尤以 5.2 亿年前
的澄江生物群为代表， 揭示了寒武纪时期的生命演化
进程。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自然博物馆内化石奇

图①：202１年 4月 15 日， 人们聚集在位于伊拉克首
都巴格达的汽车炸弹袭击地点。 巴格达当天下午发生一
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 5 人死亡、21 人受伤。

图②：2020 年 1 月 6 日，民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为苏
莱曼尼送行。 美军用无人机定点清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严重侵犯国家主权。

图③：202１年 9 月 23 日， 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城
南的巴勒斯坦难民聚居区———耶尔穆克难民营， 行人从
建筑废墟旁走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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