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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命”未果后，美国海军终于同意服
从夏威夷州政府指令，抽干它在珍珠港附
近一处地下油库，以期解决燃油泄漏问
题，避免继续污染周边居民区饮用水源。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个下
属委员会 11 日举行听证会，了解海军对
这一事件的处理进度。太平洋舰队副司
令、海军少将布莱克·康弗斯说，海军正
在做抽干油库的准备。他表示，这一行
动出自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帕帕罗
的指示。

“海军是肇事者，我们理应担责，我们
会解决问题。”康弗斯说。

夏威夷州日本裔州长位下丰发表声
明回应：“我很欣慰，海军在做正确的事。”
他希望海军方面立刻遵循州政府指令，解
除涉事油库对当地环境和军人家庭及普
通居民健康构成的威胁。

去年 11月，媒体曝光美国海军建在夏
威夷州瓦胡岛的“红山”地下油库发生燃
油泄漏，污染首府檀香山大约五分之一饮
用水源，油库周边地区上千户军人家庭抱
怨自来水有异味，有人饮水后出现恶心、
呕吐等不适症状。海军去年 12月初表示，
已暂时停用油库并启动调查。超过 3000
名军人及其家属暂时转移至酒店居住。

夏威夷州卫生部发布指令，要求海军
除立即停用涉事油库外，还需安装水处理
系统并提交安全抽干油库的方案。海军
方面不服，提出申诉，认为抽干油库没有
必要，他们相信 2021年 11月 20日漏油事
故发生在连接油库的输油管道上，油库本
身并无安全问题。

海军和州政府代表在同年 12月举行
的一场由州副检察长主持的听证会上发
生交锋。州政府官员指认，海军油库相当
于在瓦胡岛地下埋了一颗“正在滴答作响
的定时炸弹”。

据美联社报道，“红山”地下油库建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前设有 20个巨型
油罐，全部油罐装满后可储存大约 9.46亿
升燃油。目前有两个油罐处于空置状态。

海军调查后认定，连接油库的输油管
道发生航空燃油泄漏，导致海军的供水系
统受污染，眼下仅有海军设施的饮用水受
影响。檀香山市政供水系统并未检测到
燃油，但其水源与海军的水源属同一个地
下蓄水层。

夏威夷州卫生部表示，期待海军能够
服从指令，遵守法律。海军需要在 2月初
以前提交抽干油库的实施方案，经州卫生
部批准后，用 30 天时间完成抽干油库的
任务。 据新华社电

为防范奥密克戎毒株传入，日本
政府实施了严格的入境管控措施。
然而，数万驻日美军却因《日美地位
协定》可自由进入日本，不受日本防
疫政策限制。美军基地内发生群聚
感染，基地所在或邻近地区疫情急剧
恶化，美军基地被认为是造成这一情
况的主要原因。

这只是美军给日本制造的最新麻
烦，驻日美军可谓“罪行累累”。在驻
日美军最为集中的冲绳县，从 1972年
到 2016年，美军共犯罪约 6000次，其
中不乏抢劫、强奸、杀人等恶性事件。

但美军人员刑事裁判权归美方所有，
日方对美军犯罪者无权处置。

深受美军之苦的还有韩国。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驻韩美军无视韩国
防疫措施的行径屡见报端。在奥密
克戎毒株来袭之时，驻韩美军却在军
营内不戴口罩举行岁末年初各种庆
祝活动，导致大量感染，引发韩国舆
论批评。

此外，美军还在韩国秘密开展涉
及剧毒病原微生物的生化实验，并且
在相关计划 2015年因炭疽菌误送事
件曝光后，仍继续向韩国秘密输送生

化物质、增加实验基地数量。美军殴
打韩国民众的事件也时常发生，去年
10月就曾有两名驻韩美军军人在首
尔街头无故挑衅，对一名汽车司机大
打出手。

驻外美军长期以来凌驾于驻在
国法律之上，美军基地成为法外之
地，美军士兵成为法外之人。这让美
军习惯于高人一等，作风霸道跋扈。
驻在国民众对此既气愤又无奈。无
怪乎日本媒体人金平茂纪在谈到驻
日美军造成防疫漏洞时质疑：“日本
真的是独立国家吗？”

霸道 滥杀 暴虐
——美军海外恶行昭昭

“女儿如果没有在那场轰炸中身
亡，现在她都该大学毕业了。”阿卜杜
拉·马哈茂德·易卜拉欣时常陷入痛苦
的回忆。2005年 12月一个寒冷的冬
夜，易卜拉欣正与家人和朋友在伊拉
克萨拉赫丁省的家中欢聚，不料美军
发射的导弹击中了房屋，一个幸福的
家庭在爆炸中被毁。

在这场惨剧中，包括易卜拉欣年仅
12岁的女儿和妻子在内的 3名平民死
亡，12人受伤。经医院抢救15天后，易
卜拉欣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但他的第
六、八节脊椎骨断裂，导致终身瘫痪。

自“9·11”事件后，美国在海外大
打“反恐战争”，先后出兵阿富汗和伊
拉克，干涉叙利亚内战，美军无人机空
袭还在索马里、也门、巴基斯坦和利比
亚等多国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易卜拉欣看着自家房屋被炸毁的
照片说：“美国士兵把孩子们接到营
地，送给他们玩具，说了句‘对不起’。
我的妻子和女儿被炸死，我也落下残
疾，他们就只丢下句‘对不起’。”现年
51岁的易卜拉欣没有收到任何赔偿。
双腿无法行走的他，带着尿袋开电动
三轮车艰难出行，跟儿子一起靠卖活

禽的小生意糊口。
独立机构“空中战争跟踪组织”去

年9月发布一项调查研究报告指出：至
少有 22679名平民死于美国在“9·11”
事件后发动的空袭。该报告梳理美军
官方数据发现，美国在20年的“反恐战
争”中至少声称实施了91340次空袭。

根据国际联盟官方数据，自 2014
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拉克和叙
利亚的空袭造成1417名平民死亡。这
一数据远低于“空中战争跟踪组织”得
出的至少8300名伊拉克和叙利亚平民
死于空袭的估算。

新华社巴格达1月12日电

近一段时间来，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引发全球新一轮疫情高潮。正在各国加紧抗疫之际，驻一
些国家的美军却拒不执行当地防疫措施，造成防疫漏洞，让人们再次看到美国的霸道做派。

美军自诩其全球存在是为了维持“规则”“秩序”，却凌驾于驻在国法律之上，圈占一块又一块法外之
地。美军打着“反恐”“反暴政”旗号在全球各地动武，却在军事行动中滥杀无辜平民。美军号称维护“民
主”“人权”，却在监狱虐待囚犯，肆意践踏人权。美军在海外的所作所为，成为对美国道貌岸然标榜的价
值观的强烈讽刺。

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等军
事行动中不仅滥杀无辜，还不断被曝
出虐囚丑闻，其手段之残忍令人震惊。

2004年，美军士兵在伊拉克阿布
格里卜监狱虐囚的照片曝光，震惊世
界。阿拉·卡里姆·艾哈迈德在 2003
年无辜被美军抓捕监禁，在狱中受尽
迫害。他最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
悲愤交加：“美国非人道对待我们，至
今没有道歉，没有赔偿。美国在伊拉
克的罪行不会被历史遗忘，永远不
会。”

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设
立的监狱也因虐囚而臭名昭著。美国
2002 年设立该监狱用于关押恐怖嫌
疑人，但许多在押人员得不到审判并
被长期关押，部分在押人员遭到毒打、
强制脱光衣服、强行喂食等虐待。联
合国 2006年发布报告，认定关塔那摩
监狱存在虐囚行为，呼吁美国关闭该
监狱，公平审理或者释放在押人员。
一些西方国家也敦促美国关闭该监
狱，但美国政府一直拖延。

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监狱因虐囚

被称为“阿富汗的关塔那摩”。曾是这
里囚犯的阿卜杜勒·卡迪尔·希杰兰对
新华社记者控诉美军的暴行：“美军士
兵毒打、虐待、羞辱我们，让我们生不
如死。有人为了摆脱美军士兵的非人
折磨，选择吞刀片自杀。”

德国《青年世界报》曾刊文评论，
美国每年发布报告评判其他国家人权
状况，但自身民主和人权状况恶化，出
现“国家授意实施的虐囚行为”，“其
厚颜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73岁的丁·穆罕默德住在阿富汗
南部坎大哈省潘杰瓦伊地区拉卡尼
村。他告诉新华社记者，10年前美军
战机对这个村子发动空袭，杀死了包
括他家 17口人在内的 63名村民，还有
几十人受伤。“他们都是无辜平民，没
有犯任何罪。”

血洗拉卡尼村只是美军杀害阿富
汗平民罪行的冰山一角。美国以“反
恐”为名在阿富汗开展的军事行动持

续 20年，其间累计有 3万多平民被美
军杀死或因美军带来的战乱而死亡。

美军的滥杀不只发生在阿富汗。
仅以美军无人机空袭为例，据总部位
于英国伦敦的“新闻调查社”统计，从
2004年 2月到 2020年 2月，美军在阿
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的无人
机空袭造成 2000多名平民死亡，其中
包括近500名儿童。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军在

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空袭存在
多种问题，包括严重的情报错误、不精
确的打击目标等。美国国防部不仅蓄
意掩盖空袭导致的真实伤亡人数，还
拒绝对杀害平民的行为承担责任。

去年8月美军撤离阿富汗前一天对
喀布尔一处民居发动无人机袭击，杀死
包括7名儿童在内的10名平民，引发全
球舆论批评。但美国国防部在调查后
宣布，不会对相关人员进行惩罚。

伊拉克民众控诉美军罪行
“美军炸死我的家人却只丢下句对不起”

跋扈霸道

滥杀无辜

暴虐折磨

1月4日，在伊拉克萨拉赫丁省，易卜拉欣展示自家房屋被炸毁的照片。
新华社 发

新华社联合国1月12日电 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委派的人权问题独立专家组
日前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仍在使用备受谴
责的关塔那摩监狱，称其为“美国政府在
法治承诺上的污点”。

今年 1 月 11 日是关塔那摩监狱设立
20周年。联合国网站 10日发表文章援引
专家组当天发表的声明说，20年来，美国
在关塔那摩监狱进行的未经审判就任意
拘押并施加酷刑或虐待的做法，对于任何
政府，尤其是一个声称要保护人权的政府
来说，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文章说，尽管遭到“强烈、反复、明确
的”谴责，美国仍继续使用关塔那摩监狱，
其中很多人从未受到任何罪行指控。人
权专家敦促美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结束
该“肆意侵犯人权的丑陋篇章”，同时按照
国际法赔偿遭受酷刑和任意拘押的人，并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美军 2002年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国
海军基地设立监狱，用以关押“9·11”恐怖
袭击事件后美军在全球反恐行动中抓获
的嫌疑人。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嫌疑人是
美军在反恐行动中抓获的“非法战斗人
员”，因此不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
战俘权利。关塔那摩监狱因多次传出虐
囚丑闻而备受谴责。关塔那摩监狱一度
关押约 780人，目前关押着 39人。

美国海军服软
承诺解决“红山”
燃油泄漏问题

美国肆意侵犯人权

人权专家呼吁
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