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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一月

1日 美联社报道，2018 年 1月 1日，一枚美军无人
机导弹击中也门拜达省的一个农场，致2名平民死亡。

10日 盖洛普咨询公司网站报道，46%的女性受访者
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表示不满或非常不满，这一比例在
2008年的调查中为30%。

11 日 得克萨斯州政府十几年间为应该接受特殊教
育服务的学生数量设定“指标”，导致约15万名残疾儿童
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辅导和咨询的事件被曝光。

17日 《国会山报》网站报道，过去一年美国政治权
利保障持续下降，美国的选区划分存在不公。

18日 美国政府宣布叫停一笔原计划在 2018年向巴
勒斯坦提供的4500万美元食品援助专款。

19日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网站报道称，2017年，
美国共逮捕记者 34人次，其中 9人被控重罪；15名记者
的设备被没收，44名记者遭到人身攻击。

20日 《纽约时报》网站报道，数百万人参加“2018
女性游行”，对现任政府政策表示强烈抗议。

23日 英国《独立报》报道，自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
来，短短两年时间，美国反穆斯林团体的数量激增2倍。

二月

1 日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美国当局发布

行政命令，继续维持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的运行，
并授权国防部长将更多囚犯转移到该监狱。有 41名囚犯
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经过
审判。

5 日 《赫芬顿邮报》 网站报道，非洲裔美国人患癌
症、中风、心脏病等十大致死疾病的死亡率明显高于白
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由于个体和制度层面的歧视导
致了这种健康上的种族差异。

6 日 《纽约客》 网站报道，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
的爱德华·加里于1995年受谋杀罪指控含冤入狱。他经过
23年的不懈努力才最终洗脱罪名被改判无罪。

13日 《国会山报》网站报道，美国残障者维权人士
因抗议众议院法规委员会的一场准备立法的听证会而被
捕。

14 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一所高中发生枪
击事件。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携枪支和多个弹匣，进
入学校并拉响火灾警报，趁大量学生跑出教室时，用半
自动步枪扫射，造成17人死亡、至少14人受伤。

21日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根据在线调查，81%
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在一生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
51%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曾经遭到身体骚扰，27%的女性受
访者表示曾遭受性侵犯。66%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在公
共场所遭受过性骚扰，38%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在工作
场所遭受过性骚扰。

22 日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报道，美国非洲裔家庭财
富的中位值只有白人家庭财富中位值的十分之一。2017

年的调查显示，81%的非洲裔认为种族歧视仍是当今社会
的严重问题，比8年前增长37个百分点；92%的非洲裔认
为白人相对他们在社会上具有优势。

26 日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网站报道，非洲裔美国
人的贫困率是白人的 2.5倍，失业率长期维持在白人的 2
倍左右，入狱率是白人的6倍以上，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
2.3倍，人均预期寿命比白人低约3.5岁。

三月

10 日 《洛杉矶时报》 网站报道，2018 年 1 月以
来，驻阿富汗美军增加了攻击机和其他类型的飞机。美
国在发动阿富汗战争已超过 16年，仍在加强其在阿富汗
的驻军。

14 日 在致 17 死、14 伤的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发生
一个月之际，美国近 3000 所学校的数万名学生走上街
头抗议枪支暴力，要求政府对枪支管控进行更严格的
立法。

18日 22岁的非洲裔男子斯蒂芬·克拉克在祖父母家
被萨克拉门托的两名警察连开 20枪杀死。警察当时正在
附近搜寻一名打碎车窗的男子，看到克拉克时突然朝他
冲了过来。事后在其尸体旁发现的唯一物品是一部手
机。受害者的兄弟史蒂夫特·克拉克说：“他们就像枪杀
一条狗一样处决了他。”“连开 20枪，就像踩死一只蟑螂
一样，一脚又一脚。”克拉克是2015年以来萨克拉门托警
察开枪射杀的第6人，其中5人是非洲裔。

19日 《纽约时报》网站报道，共和党某富豪资助的
剑桥分析数据公司在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受雇于
竞选团队，非法获得 5000 多万脸谱用户的私人信息。
该公司通过识别美国选民的个性定向推送信息影响其投
票倾向。

19 日 《国家公共广播》 网站和 《纽约时报》 网站
报道，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人口普查局的研究人
员研究发现，在美国 99%的社区中，非洲裔男孩成年后
的收入低于来自相似社会经济 背 景 的 白 人 男 孩 。 对
于上述研究，美利坚大学反种族 主 义 研究和政策中
心主任伊布拉姆·肯迪表示：“后种族自由主义最流
行的观点之一是，阶层而非种族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研究显然推翻了这一观点。”“人们都不愿意正视种族
主义。”

25日 《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据统计，1999年哥
伦拜恩枪击案发生以来，美国至少有193所中小学的超过
18.7万名学生在校园内遭遇枪击事件。2018年不到3个月
的时间内已经发生了11起枪击事件。

四月

1日 美国国家妇女与家庭伙伴关系网站报道，从事
全职工作的非洲裔美国女性收入仅相当于同等情况下非
拉美裔白人男性的63%。美国有超过400万家庭靠非洲裔
女性养活，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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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8）《华盛顿邮报》 网站 （https：//www.wash-

ingtonpost.com），2018年6月25日。
（注 19） 盖洛普咨询公司网站 （https：//news.gallup.

com），2018年12月10日。
（注 20） 美 国 广 播 公 司 网 站 （https：//abcnews.go.

com），2018年12月17日。
（注 21）《今日美国报》 网站 （https：//www.usato-

day.com），2018年10月1日。
（注 22） 加利福尼亚州审计局网站 （http：//www.

auditor.ca.gov）。
（注 23）《今日美国报》 网站 （https：//www.usato-

day.com），2018年8月14日。
（注 24）《纽约时报》 网站 （https：//www.nytimes.

com），2018年8月15日；《今日美国报》网站 （https：//
www.usatoday.com），2018年11月29日和12月18日。

（注25） 联合国文件A/73/18，A/73/312，A/73/305。
（注 26）《今日美国报》 网站 （https：//www.usato-

day.com），2018年12月4日。
（注 27）《今日美国报》 网站 （https：//www.usato-

day.com）， 2018 年 4 月 15 日 ； 美 国 广 播 公 司 网 站
（https：//abcnews.go.com），2018年4月19日。

（注 28） 英 国 《卫 报》 网 站 （https：//www.the-
guardian.com），2018年5月28日。

（注29） 美国死刑信息中心网站 （https：//deathpen-
altyinfo.org），2018年12月14日。

（注 3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https：//edition.cnn.
com）， 2018 年 10 月 27 日 ；《今 日 美 国 报》 网 站

（https：//www.usatoday.com），2018年10月29日。
（注 31）《洛杉矶时报》 网站 （https：//www.latimes.

com），2018年11月13日报道。
（注 32）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网站 （https：//www.

epi.org），2018年2月26日。
（注33） 消除无家可归问题联盟网站 （https：//end-

homelessness.org），2018年6月6日。

五、儿童安全令人担忧

美国校园枪击案高发，校园暴力广泛存在，政府对
侵犯、虐待儿童的行为监管不力，儿童人身安全、身心
健康和生存环境令人担忧。

校园枪击案频发。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2018年12月
12日报道，2018年是自1970年有记录以来美国校园枪击
事件发生数量最多的年份，也是造成伤亡最严重的一
年。根据美国国土防御和安全中心以及联邦紧急事务管
理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已发生94起校园枪击案，共有
163 人伤亡，超过了 1986 年创下的伤亡 97 人的最高纪
录。2018年2月14日，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携枪支和
多个弹匣，进入佛罗里达州的一所高中并拉响火灾警
报，趁大量学生跑出教室时，用半自动步枪扫射，造成
17人死亡、至少14人受伤。（注34）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4
月 18 日报道，57%的青少年受访者表示担心学校可能发
生枪击事件，63%的父母受访者表示担心孩子所在学校可
能发生枪击事件。

校园暴力问题凸显。2017－2018 学年，美国校园暴
力事件数量比上一学年增长了 113%。针对 27 个州超过
16 万名中学生的调查显示，近 40%的初中生和 27%的高
中生受访者表示曾经遭受校园欺凌。（注 35）《美国学校
与大学杂志》 网站 12 月 10 日报道，佛罗里达州超过 600
所学校未按法律要求向州政府报告校园内发生的违法犯
罪行为。

儿童受虐状况严重。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的统计，四分之一的美国儿童遭受过虐待。（注 36）《得
克萨斯州论坛报》 网站 2018年 12月 6日报道，过去十年
中，得克萨斯州多家托儿所的数百名儿童受到虐待，其
中88名儿童死亡。英国《卫报》网站12月18日报道，位
于马萨诸塞州坎顿市的一所教育中心经常使用高功率电
击惩罚学生，一些人承受的电流强度远超过电击枪释放
的电流。美洲人权委员会罕见地发出正式通知，要求该
机构立即停止实施电击“酷刑”。

神职人员实施性虐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站
2018年8月15日报道，宾夕法尼亚州300多名天主教牧师
在过去几十年间对大量儿童实施性虐待，受害者超过
1000 人。相关教会高层一直设法掩盖真相。伊利诺伊州
检察长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州天主教会有690名神职人员
涉嫌性侵儿童。（注37）《福特沃兹-星电讯报》12月9日

报道，分布在美国 40个州的原教旨浸会教教堂的百余位
神职人员，被指控对儿童实施性犯罪。

政府疏于对儿童权利的保护。《芝加哥论坛报》网站
2018 年 7 月 13 日报道，在一些州政府的强制收养系统
中，儿童领养过程缺乏透明度，多年来一直存在忽视被
收养儿童生存环境等问题，对很多虐待收养儿童的报告
视而不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缺乏有效监督，导致被收
养儿童受虐或被害事件时有发生。11月28日，《迈阿密先
驱报》 基于对法院卷宗的梳理发表关于大富豪爱泼斯坦
进行未成年少女性交易的长篇调查报道。2001年至 2005
年，爱泼斯坦涉嫌拐卖他国未成年少女为其权贵朋友提
供性服务，被害人超过 80人。联邦检察官与其达成认罪
交易，仅以一项罪名判其服刑 13个月，并不再调查涉案
权贵客户名单。报道指有政府高官帮助促成了这一极轻
量刑的交易。

儿童贫困现象严重。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约六分之一的美国儿童生活在食物缺乏稳定保障的家庭
中，经常忍饥挨饿，人数超过 1300万。美国人口普查局
的统计数据显示，有 20.2%的 5 岁以下儿童生活在贫困
中。（注38）

六、性别歧视触目惊心

美国女性遭受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严重威胁，人身安
全缺乏保障，面临明显的就业和职场歧视。

性骚扰和性侵犯频发。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2018 年 2
月 21 日报道，根据在线调查，81%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在
一生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51%的女性受访者表示
曾经遭到身体骚扰，27%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曾遭受性侵
犯。（注39）《得梅因纪事报》10月14日报道，艾奥瓦州
大约 24名议员或议会工作人员卷入到安德森性骚扰案件
中。受害人由于担心失业或报复，10余年来不得不保持
沉默。该州政府因此案赔偿了 175 万美元。《今日美国
报》9月26日报道，性骚扰、性侵犯在好莱坞已经成为系
统性问题。根据对全行业的调查，94%的受访女性表示在
职业生涯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或性侵犯。盖洛普
咨询公司网站11月12日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 18.3%的女性有过被强奸的经历。
担心自己遭受性侵害的美国女性比例已上升至 36%，创
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注40）

女性遭受暴力侵犯。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的研究显
示，超过五分之四的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女性在
一生中经历过暴力，其中超过一半的女性经历过性暴
力。《赫芬顿邮报》 网站 2018年 11月 14日报道，国家犯
罪信息中心仅2016年就收到5712例有关原住民妇女失踪
的案件报告。《洛杉矶时报》 网站 10 月 8 日报道，2006
年至2014年间，美国5000多名女性被现任或前亲密伴侣
枪杀。

男女薪酬差距显著。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美国平均性别工资差距约为19.5%，女性平均收入仅为男
性的 80.5%。（注 41） 男女收入实际差距比统计数据还要
大。长期来看，女性收入比男性的一半还要略低。在全
职工作者中，拥有准学士学位的女性薪酬低于仅拥有高
中文凭的男性，拥有硕士学位的女性薪酬低于拥有学士
学位的男性。基于性别的工资差距一直在危害女性及其
家庭。（注42）

职场歧视普遍存在。《旧金山纪事报》网站2018年12
月 21日报道，美国职场对孕妇和哺乳期女性的歧视普遍
存在。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作的女性中，有50%的受访者表
示在工作中经历过性别歧视。约70%的女性受访者表示，
在政界和商界担任高层领导职位的女性太少。（注43）

女性对社会地位的不满情绪高涨。盖洛普咨询公司
网站 2018 年 1 月 10 日报道，46%的女性受访者对自己的
社会地位表示不满或非常不满，这一比例在 2008年的调
查中为 30%。《纽约时报》 网站 2018 年 1 月 20 日报道，
数百万人参加“2018女性游行”，对现任政府政策表示强
烈抗议。

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

美国政府污蔑和暴力对待移民，不人道的移民政策
强制儿童与父母分离，寻求庇护的妇女、儿童惨遭虐待
和性侵，儿童死亡事件令人震惊，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
会严厉谴责。

污蔑和暴力对待移民。《大西洋月刊》 网站 12 月 12

日报道，美国政府 2017 年开始将在美国长期生活的越
南、柬埔寨等国移民驱逐出境，声称这些移民是“暴力
罪犯”。《华盛顿邮报》11月26日报道，美国当局多次在
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使用催泪瓦斯，阻止来自中美洲的移
民，导致多人受伤。2018年11月2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人权与国际团结
问题独立专家、健康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住房权问题特
别报告员、“人权卫士”问题特别报告员、移民人权问题
特别报告员、当代形式种族歧视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
问题特别报告员、贩运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消除对妇
女歧视问题工作组主席发表联合声明，批评美国政府高
层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发表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言论并
采取相关行动，对移民和难民进行污名化，将其视为罪
犯和“传染病”，从而助长不容忍、种族仇恨和排外情
绪，营造对非白人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等。

移民政策致使儿童与父母骨肉分离。《纽约时报》网
站 2018 年 5 月 12 日报道，美国政府 2018 年 4 月开始实施

“零容忍”政策，边境执法人员在逮捕非法入境者时，强
制将其未成年子女另行安置，导致至少 2000名儿童被迫
与家人分离。英国 《卫报》 网站 6 月 16 日报道，美国国
土安全部的数据显示，4 月 19 日至 5 月 31 日期间，共有
1995 名儿童在美国南部边境被强制离开父母家人。该政
策在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遭致潮水般的严厉批评与抗
议。英国 《卫报》 网站 6 月 23 日报道，英国儿童事务专
员安妮·朗菲尔德指出，把孩子和父母分开对他们来说既
残忍又痛苦，会造成长期的情感伤害。英国一位犹太教
领袖劳拉·詹纳-克劳斯纳将美国这一不人道的政策与种
族灭绝相提并论。

寻求庇护的妇女、儿童惨遭虐待和性侵。英国 《独
立报》 网站 2018年 5月 23日报道，美国边境执法人员虐
待寻求庇护儿童的案件数量惊人增长。有 116 起虐待寻
求庇护儿童的事件被披露，涉事人员被指控对 5 至 17 岁
的儿童进行身体、性或心理上的虐待。《得克萨斯州论
坛报》 网站 6 月 20 日报道，休斯敦南部的施隆收容所被
指控强迫移民儿童服用精神控制药物，导致儿童头痛、
情绪低落、敏感紧张、恐惧等。美国移民委员会网站8月
30日报道，亚特兰大移民拘留中心卫生条件糟糕，被拘
留的移民经常受到“关禁闭”和“单独囚禁”等惩罚。

（注44）
（注 34）《今日美国报》 网站 （https：//www.usato-

day.com），2018年2月14日。
（注 35）《今日美国报》 网站 （https：//www.usato-

day.com），2018年8月14日和9月24日。
（注 36）《今日美国报》 网站 （https：//www.usato-

day.com），2018年7月26日。
（注37）《芝加哥论坛报》，2018年12月19日。
（注 38）《今日美国报》 网站 （https：//www.usato-

day.com），2018年10月1日和10月10日。
（注 39）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网站 （https：//www.npr.

org），2018年2月21日。
（注 40） 盖洛普咨询公司网站 （https：//news.gallup.

com），2018年11月12日。
（注41）《美国经济内幕》网站 （https：//www.busi-

nessinsider.com），2018年8月27日。
（注42）《赫芬顿邮报》网站 （https：//www.huffing-

tonpost.com），2018 年 11 月 28 日；美国国家妇女与家庭
伙 伴 关 系 网 站 （http：//www.nationalpartnership.org），
2018年4月和9月。

（注 43）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pewso-
cialtrends.org），2018年1月9日和9月20日。

（注 44） 美 国 移 民 委 员 会 网 站 （http：//immigra-
tionimpact.com），2018年8月30日。

《纽约时报》网站11月12日报道，得克萨斯州边境
巡逻队的执法人员埃斯特班·曼扎纳雷遇到 3名寻求庇护
的女性移民，其中有2名未成年人。他将3人驱赶到距边
境 16英里的一个树林，在那里性侵了一名女孩，毒打了
另外两人，之后把流血不止的她们扔在了灌木丛中。检
方提供的信息显示，得克萨斯州南部过去 4 年至少有 10
人被边境执法人员绑架、强奸或谋杀。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12月26日报道，7岁的危地马拉女孩杰奎琳·卡奥12
月 8 日在被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拘留后不到 48 小时死
亡。12月 24日平安夜，又一名 8岁的危地马拉男孩费利
佩·阿隆佐-戈麦斯在该机构监管下死亡。

联合国机构严厉谴责美国移民政策。2018 年 6 月 2
日，联合国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独立专家依照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第 35/3号决议提交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奉行民
粹主义，使用带有种族主义和仇外色彩的措辞污蔑和诋

毁移民，并将儿童与其寻求庇护的父母强行分开，上述
行径严重危及移民的生命权、尊严和自由权等多项人
权。（注 45） 英国 《卫报》 网站 6月 5日报道，联合国人
权官员拉维娜·沙姆达尼称：“将拘留和强制拆散家庭作
为威慑非正常入境人员的手段，违反了人权标准和原
则。美国应立即停止拆散家庭的做法。”她呼吁美国作为
全世界唯一未批准 《儿童权利公约》 的国家应充分尊重
儿童权利。

2018 年 6 月 22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移民人权问题
特别报告员、土著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残疾人权利
问题特别报告员、贩卖和性剥削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健康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任意拘
留问题工作组副主席、消除对妇女歧视问题工作组主
席、当代形式种族歧视问题特别报告员、贩运人口问题
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消除
对妇女歧视问题工作组主席、打击针对妇女暴力问题特
别报告员、当代种族歧视问题特别报告员发表联合声
明，称美国政府强制将数千名移民儿童与父母分离并羁
押，违反国际人权标准。针对儿童的惩罚性措施严重影
响其发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构成酷刑。利用儿童来阻
止非正常移民是不可接受的。

八、单边主义不得人心

美国推卸国际责任，肆无忌惮地推行“美国优先”
的单边主义政策，不断上演“退群”戏码，恃强凌弱，
海外军事行动导致人权灾难，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的

“麻烦制造者”。
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继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
后，2018 年 6 月 19 日，美国悍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此前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刚刚
抨击了美国在边境地区将移民儿童与父母强制分离的做
法。《大西洋月刊》网站2018年6月20日报道，人权专家
称美国此举最阴险的意图是为了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权
的指控。

减少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政府 8 月 31 日宣布将停止
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机构提供援助，并威胁要取
消美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向巴勒斯坦方面提供的
超过2亿美元援助项目。此举将加剧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
局势。（注46）

拒不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美国不顾多年来国际社会
的强烈谴责和呼吁，违背承诺继续运行臭名昭著的关塔
那摩监狱。大部分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人都未经审
判。（注 47）《洛杉矶时报》 网站 2018 年 7 月 26 日报道，
一名被误认为是极端主义分子的巴基斯坦人，未经审判
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长达 14 年之久，屡遭酷刑折磨，
身体和精神遭受严重损害。

海外军事行动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018 年 4 月 14 日报道，美国联合盟友在没有确凿证据
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打击叙利亚政
府化学武器设施之名对叙利亚发动空袭。英国 《卫
报》 网站 11 月 28 日报道，美国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发
动空袭，造成至少 30 名平民死亡，死者中有妇女和 16
名儿童。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2018年前9个月美国在阿
富汗的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已经超过 2009年以来的
任何一年。（注48）

美联社2018年11月14日报道，美国在也门发动的无
人机战争已有16年，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仅在2018年的
一次无人机袭击中，至少有 30 名死者是平民。统计显
示，2017 年和 2018 年美国已经进行了 176 次无人机袭
击，死亡人数则高达 205 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2 月
16日报道，战乱中的也门爆发大规模饥荒和霍乱，超过
22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约 8.5万名 5岁以下幼童因
饥饿和疾病等原因死亡。美参议员克里斯·墨菲评论说，

“美国支持发动的战争使也门成为人间地狱”，“每个平民
的死亡都有美国的印记”。

（注45） 联合国文件 （A/73/206）。
（注 46）《华盛顿邮报》 网站 （https：//www.wash-

ingtonpost.com），2018年8月31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https：//edition.cnn.com），2018年8月31日。

（注47）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 （https：//www.al-
jazeera.com），2018年2月1日。

（注 48） 英国 《卫报》 网站 （https：//www.the-
guardian.com），2018 年 11 月 28 日；《洛杉矶时报》 网站

（https：//www.latimes.com），2018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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