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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

长期以来，美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
将自己标榜为“人权灯塔”。然而，事实真相
是，所谓的“人权灯塔”不仅疏于保护人权，甚
至是侵犯人权的惯犯。人口贩运是美国无法
粉饰的原罪，这一问题在美国至今依然令人触
目惊心。

1619 年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运到“新大
陆”，开启了美国数百年贩卖、虐待和歧视黑奴
的血泪历史。倡导“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
言》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一生中不仅有过600多名奴隶，甚至还创造了
一个关于奴隶投资价值的公式——他曾在给
华盛顿总统的一封信中计算他的种植园的利
润和损失，承认每年从黑人孩子的出生中获得
4%的利润。

如今，奴隶制虽然已被正式废除 150 多
年，但人口贩运的犯罪行为在美国依然猖獗。
美国国务院2018年承认，美国是强迫劳动、奴
役受害者的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合法
和非法行业都存在人口贩运情况，包括商业、
酒店业、旅游业、农业、家政服务、建筑、餐馆、
按摩院、乞讨、毒品走私等。受害者既有本
国公民，也有来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区的
外国公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等
弱势群体。

人口贩运在美国到底有多严重？过去 5
年，美国 50 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均报告
了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案，每年从境外贩运至
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 10 万人，其中
一半被贩运到“血汗工厂”或遭受家庭奴役。
美国全国人口贩卖举报热线的统计显示，2012
年至2017年接报案件数从3200多个增长到超
过8500个，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在美国的人口贩运案件中，女性和儿童占
据相当大比例，其中不少是“性贩运”受害者。
根据美国反人口贩卖组织“递送基金会”2020
年发布的报告，美国每年有 1.5 万至 5 万名妇
女和儿童被迫成为性奴。美国联邦调查局人
口贩运受害者问题专员劳拉·里索曾在案件调
查报告会上指出，“美国是全世界‘性贩运’的
第一目标国家。”里索回忆，她遇到的最年幼受
害者才10岁。

美国人口贩运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重要
原因在于美执法机构打击不力、司法系统频频

“缺位”。美国《大西洋月刊》援引北弗吉尼亚
人口贩运探员比尔·沃尔夫的话说，人口贩运
罪行泛滥是美国执法机构不断挣扎面对的问
题，“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恶性循环”。根据美国
城市研究所和美国东北大学2014年一份研究
报告，美国执法部门常常不帮助被强迫劳动的

受害者，有时甚至站在人贩子一边。由于受害
者往往没有能力起诉人贩子，大多数律师也不
愿花时间去帮助他们，导致他们经常得不到应
得的赔偿。

美国国务院监测和打击人口贩运活动办
公室前负责人刘易斯·德巴卡坦言，严重的人
口贩运问题背后，暴露了美国治理体制的系统
性弊端，“这不是某一个烂苹果需要处理的问
题，而是整筐苹果都有问题”。一个令人深思
的典型案例是，美国亿万富豪爱泼斯坦长期进
行性贩卖勾当，然而由于他与美国高层政商关
系颇为密切，交友遍及华盛顿、华尔街、好莱
坞，居然常年得到美国司法系统的宽大处理。

人口贩运问题不过是美国人权罪行的冰
山一角。事实表明，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的美
国根本没有资格拿“人权”说事，美国政府的当
务之急，不是打着“人权”幌子谋取政治私利、
维护美式霸权，而是踏踏实实回应民众诉求，
扎扎实实改善人权，提高保护人民生存权、发
展权的基本能力。奉劝一些美国政客，少说漂
亮话，少抹黑别人，要多把心思用在为民众做
实事上！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人权灯塔”实为“拐卖大国”的美国真相
新华社记者 柳 丝

美国国务院日前公布所谓年度“贩运人口
报告”，对其他国家横加指责、污蔑抹黑，对自
身严重问题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并且把自
己列为全球“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让世界再
次见证了这个“双标大国”贼喊捉贼的套路。

事实上，靠着长期血腥残暴贩奴勾当起家
的美国，至今依然未改其“黑暗传统”，多年来
继续放纵贩运人口这一“最肮脏的犯罪行为”。
大量案例、数据、控诉告诉世人，美国是强迫劳
动、奴役受害者的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
堪称罪恶昭彰的人口贩子和反人类罪犯。

血腥贩奴历史
【述说】：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长距离强迫人口流动。1619年，第一批有
记录的非洲黑人被运抵北美詹姆斯敦，开启了
黑人在这片“新大陆”惨遭奴役的血泪史。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奴隶制在北美各殖民地普遍
存在。关于非洲奴隶上岸后的遭遇，美国《国
家地理》杂志网站文章这样描述：“男女被分
开，赤身裸体，紧紧地捆在一起……还有大量
儿童。”黑奴自幼便被迫劳动，成年后更是会在
严苛的环境下从事高强度劳动，甚至遭受奴隶
主的残暴虐待，毫无人权可言。

——美国1776年独立时蓄奴是合法的，乔
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等不少开国元勋都
是奴隶主。《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
享有这一所谓“平等权利”的人并不包括奴隶和
非洲裔美国人。美国最早的宪法也默许了黑奴
的存在。直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才
颁布宪法第13修正案，宣布废除奴隶制。但此
后近一个世纪，美国南部多州又颁布了一系列
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或其他歧视性政策的法
律，即“吉姆·克罗法”。这些法律直到20世纪五
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期间才相继被废除。

——在美国贩卖黑奴历史上，“克洛蒂尔
达”号帆船有着标志性意义，这艘船被认为是
有记载的美国最后一艘奴隶船。美国自 1808
年开始禁止从非洲运送奴隶，但蓬勃发展的棉
花产业对奴隶劳工需求巨大，因此美国一些种
植园主无视法律继续从非洲贩运奴隶。根据
美国《史密森学会杂志》网站报道，1860 年 7
月，“克洛蒂尔达”号载着100多名“被捕获的非
洲人”趁夜色潜入莫比尔湾，然后沿莫比尔河
逆流而上，把奴隶交给当地一些奴隶主。船长
威廉·福斯特随后下令将船驶到上游，将其烧
掉并沉入河中，以销毁犯罪证据。近年来对该
船只残骸的调查显示，黑人奴隶在长达 6周的
航行中几乎只能一直挤在无法正常站立的低
矮货舱里，受到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数说】：
1250万——据“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

库”统计，在奴隶贸易史上，1514年至1866年间
至少有 3.6 万个“贩奴远征队”，累计有超过
1250万非洲人被贩运到“新大陆”，这还不包括
旅途中死去的许多人。

395万——德国斯塔蒂斯塔调查公司数据
显示，1790 年，美国有近 70 万名黑人奴隶。
1860 年，美国有超过 395 万名黑人奴隶，而全
美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仅有不到 49万人。这
意味着，当时的非洲裔美国人近九成是奴隶。

600——美国历史学者亨利·温采克在
《山之主：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奴隶们》一书
中披露，《独立宣言》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
统杰斐逊一生拥有过600多名奴隶，在他位于
弗吉尼亚州的蒙蒂塞洛庄园，无论何时都至少
有约100名奴隶。

80%——根据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
迪逊故居官网“詹姆斯·麦迪逊的蒙彼利埃”数
据，奴隶制经济曾是驱动美国经济的主要引
擎。奴隶制经济并不只局限于南方，甚至那些
拥有较少奴隶人口的州也从奴隶劳动中获
利。从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到罗得岛的造船
业，都与奴隶制经济相关。1850 年，美国 80%
的出口产品都是由奴隶生产的。

【诉说】：
——2019 年是第一批有记录的非洲黑人

被运抵北美 400周年，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当
时曾评价说，1619年的这一事件是美国历史的
开端，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黑人劳动力被榨取
的基础上，“一代又一代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扮
演了重要但被忽视的角色”，而他们却过着极
其悲惨的生活。

——美国史密森学会秘书长朗尼·邦奇
说，“克洛蒂尔达”号的故事表明，奴隶贸易直
到美国内战初期仍是多么普遍的现象。

——美国史密森学会非洲裔美国人历史
与文化国家博物馆专家玛丽·艾略特说：“今天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1921年的塔尔萨大屠
杀，有些人说它从未发生过。现在，因为有了
考古学、档案研究以及族群的集体记忆，这些
历史事实再也无法被反驳。”

非法贩运牟利
【述说】：
——2014 年，危地马拉蛇头阿罗尔多·卡

斯蒂略告诉阿尔贝托一家，只需缴纳 1.5 万美
元，他们的孩子就可以到美国学习、工作，过上
好日子。当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没关系，到美国
有了钱再还也不迟。然而，这些怀揣“美国梦”
的危地马拉人，到美国后不久便被卖到农场
里，像奴隶一样被压榨。

——2017年 7月，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
尼奥市一辆厢式货车被发现塞进了近40人，其
中 9人被活活闷死，其他人则处于脱水和中暑
状态，多人情况危急。该市警察局长威廉·麦
克马纳斯坦言，这是一起“可怕的人口贩卖案
件”，而此类事件时有发生。

——在美国的人口贩运案件中，女性占据
相当大比例，其中许多是“性贩运”受害者，最终
沦为色情行业的牺牲品。据美国赫芬顿邮报
网站 2019 年 12 月报道，希尔顿等 12 家美国大
型连锁酒店被指控，对于女性沦为性奴的犯罪
活动视若无睹，甚至为此提供便利以从中牟利。

【数说】：
1.15万——2004 年美国国务院曾公开承

认，每年被贩卖至美国的人口在 1.45万至 1.75
万左右。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北极星计划”披
露，2015 年美国“全国人口贩运热线”共处理
5700多起人口贩卖案件，到2019年这一数字已
达到1.15万起，比2015年翻了一番。

98%——美国人口贩运研究所发布的
《2020 年联邦人口贩运报告》显示，2000 年至
2020 年美国有案可查的“性贩运”案件中，有
30%的受害者是在互联网上被诱骗。报告显示，
98%的人口贩运案件涉及女性受害者，其中91%
的人来自美国。

1.5 万至 5万——美国反人口贩卖组织
“递送基金会”202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每
年有1.5万至5万名妇女和儿童被迫成为性奴。

【诉说】：
——美国国务院监测和打击人口贩运活

动办公室前负责人刘易斯·德巴卡说：“这不是
某一个烂苹果需要处理的问题，而是整筐苹果
都有问题。多年来，美国酒店业明知道‘性贩
运’——特别是儿童‘性贩运’活动在其经营场
所发生，但却没有加以制止。”

——美国反人口贩运研究会共同创始人杰
夫·罗杰斯说：“美国是世界第一的性消费国，是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推升了需求……这些人贩子
就用供给来填补这一需求。但美国的需求如此
之大，以至于他们用我们自己的孩子来填补。”

虐待非法移民
【述说】：
——今年3月，来自洪都拉斯的埃尔默·马

尔多纳多带着1岁的儿子在穿越墨西哥与美国
南部得克萨斯州之间的边境时，被美国移民部
门拘留。这对父子起初只能瑟瑟发抖地睡在
户外，之后被转移至拥挤的拘留中心，在那里
等待命运的安排。这是成千上万非法移民在
美国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据美国媒体报道，
很多没有父母陪伴的非法移民儿童会被送到
联邦收容所，那里人满为患、条件恶劣。美国
Axios新闻网站曝光的一组来自美墨边境临时
拘留中心的照片显示，孩子们被用塑料板分隔
开，身上盖着铝箔制应急毯，拥挤地躺在地垫
上，景象触目惊心。

——在拘留过程中，女性也常遭受残酷对
待。2020年下半年，数十名来自拉美和加勒比
海国家的女性移民向美国佐治亚州法院提起
集体诉讼，指控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拘留中
心的医生在没有征得她们同意的情况下，为她
们进行了不必要的妇科手术，甚至强行摘除子
宫，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新冠疫情发生后，由于许多拘留中心
防疫条件通常较差，导致被拘留者很容易被感
染。2020年 7月，在被送入美国亚利桑那州一
处非法移民拘留中心三个月后，38岁的危地马
拉人埃拉尔多·马伦布雷斯感染了新冠病毒。

“高烧、全身疼痛、吃什么吐什么、没有味觉。
我感觉糟透了，就像是在慢性自杀。”马伦布雷
斯回忆道。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才逐渐康
复。而57岁的萨尔瓦多人卡洛斯·埃斯科瓦尔
则没有那么幸运，他在美国一处非法移民拘留
中心待了4个月，最终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

【数说】：
85万——美国政府暴力对待非法移民，

对他们大规模实施骨肉分离政策，明显违反国
际人权法及人道主义精神。2019年，共有约85
万名非法移民在美国南部边境地区遭到逮
捕，他们大多遭受粗暴对待，人权遭到肆意践
踏。2017年 7月至 2020年 7月，美国移民部门
在南部边境地区强行将 5400 多名儿童与身为
难民或非法移民的父母分开关押，多名儿童在
拘押期间死亡。

2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20年9月
报道，2020 财年共有 21 人在美国非法移民拘
留所中死亡，是 2019 财年死亡人数的 2 倍多，
创下2005年以来的最高值。

100天——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 2020
年 10月报道，大量非法移民儿童长期被羁押。
数据显示，近几年曾被美国政府拘留的26.6万
名非法移民儿童中，有逾 2.5 万人被拘留超过
100天，近 1000人在收容所中度过了一年多时
间，有的甚至被拘留超过5年。

【诉说】：
——美国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亚历山德

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2019年通过社交媒
体披露：美国边防巡逻站把移民“当作动物对
待”，构成“系统性虐待”。她亲眼目睹，遭关押
的女性没有水喝，管理人员让她们“喝马桶里
的水”。她写道：“我挤进一间关押女性的监
室，开始与她们攀谈，其中一人把边防人员对
待她们的方式称作‘心理战’……不只是孩子，
人人如此。人们喝马桶里的水，而边防人员在
国会议员面前大笑。”

——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网站2019年7月
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
对美国拘留中心脏乱拥挤、缺医少食的恶劣条
件深感震惊，指出那里关押的儿童可能受到国
际法所禁止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

强迫劳动普遍
【述说】：
——美国沃克斯网站 2015 年一篇文章这

样举例：墨西哥或菲律宾的一个人，发现只要
支付数千美元，就可以得到在美国的一份护士
工作和绿卡。而当她“移民”到美国后，才发现
这些是谎言，自己得到的不是绿卡，而是限制
性的临时工作签证。她不能当护士，只能做家
庭佣人，她的护照等证件都被锁起来了，不能
出门，食宿开支从工资中扣除……文章说，这
类事件在美国十分普遍，但没人确切知道有多
少受害者。研究人员估计，仅在农业领域就有
成千上万人被强迫劳动，其他行业强迫劳动的
情况也很普遍，包括家政、建筑、餐饮和酒店行
业。受害者可能来自世界各地，有些人甚至拥
有硕士、博士学位。

——根据美国城市研究所和美国东北大
学2014年一份研究报告，美国执法部门常常不
帮助被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有时甚至站在人贩
子一边。例如，在一起案件中，一名农场主向
一名试图逃跑的被强迫劳动的农场工人开枪，
而当警察到来后，却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了
这名农场工人。通常，受害者没有能力起诉人
贩子，大多数律师也不愿花时间去帮助他们，
导致他们经常得不到报酬或虐待赔偿。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7年报道说，曾
在美国驻伊拉克新使馆建设工地工作过的美
国人罗里·梅伯里证实，承包商曾要求他带领
51名菲律宾工人经科威特转机前往巴格达，但
这些人的机票却显示，目的地是阿联酋迪拜。
梅伯里说，公司经理要求他不要告诉工人他们
的真正目的地是巴格达，公司还没收了工人的
护照。负责调查此事的美国民主党籍国会众
议员亨利·韦克斯曼说：“主要承包商涉嫌在使
馆建设项目中强制用工，违反了反人口贩卖

法，并向伊拉克和全世界传递了美国在尊重人
权方面的错误信息。”五角大楼当时也承认，在
伊拉克的美国项目承包商中存在比较普遍的
强迫劳动问题。

【数说】：
50万——美国的“合法奴隶制”结束于

1865年，但强迫劳动的问题一直延续至今。据
一些行业协会统计，美国至今仍有约50万名童
工从事农业劳作，很多孩子从8岁起开始工作，
每周工作长达72小时，童工死亡案件屡有发生。

10万——过去5年，每年被贩卖至美国从
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10万人，其中一半被贩
卖到“血汗工厂”或遭受家庭奴役。

71%——美国城市研究所和美国东北大
学 2014年一份报告显示，71%的强迫劳动受害
者在到达美国时拥有合法签证，其中超过三分
之一的受害者是当家庭佣人，这是最常见的一
种工作。这些外籍佣人通常与雇主居住在一
起，这意味着他们容易被雇主完全控制，甚至
与外部世界隔绝。

【诉说】：
——美国丹佛大学学者克丽西·巴克利

说，美国强迫劳动现象之所以难以禁绝，一方
面是因为利润丰厚，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立法
不力和执法效率低下，作恶者被起诉的风险很
小。强迫劳动问题最普遍的领域是家政、农
业、工业、色情业等，其对廉价劳动力有很高需
求，并且美国法律很少要求或者不要求对这些
领域的工作条件进行监管。

——“反奴役国际”组织将农场工人描述
为“美国经济中收入最低、受剥削最严重的工
人”。这些人缺乏其他美国工人享有的权利，
他们经常在没有医疗保险、病假、养老金或工
作保障的情况下工作，而这正是“导致美国田
地里强迫劳动的肥沃土壤”。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
授劳蕾尔·弗莱彻表示：“公众普遍认为美国早
就解决了现代奴隶制这一问题，但实际上，现
代奴隶制依然存在，而且很普遍。它只不过是
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

肆意抓捕关押
【述说】：
——2013年4月14日，美国纽约肯尼迪国

际机场，时任法国阿尔斯通公司高管弗雷德里
克·皮耶鲁齐刚下飞机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探
员逮捕。随后，美国司法部指控皮耶鲁齐涉嫌
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参与了2003年印度
尼西亚一起与阿尔斯通有关的腐败案。高达
125 年监禁的威胁、天价律师费、高额保释金、
与死刑犯和重刑犯关押在一起……美国司法
部门利用各种极限施压手段，以逼迫其认罪。
皮耶鲁齐说，美方的目的是“以此向阿尔斯通
首席执行官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如果你继续不
配合，你将是下一个进监狱的人”。最终，皮耶
鲁齐在美国被监禁超过 25 个月，其中 14 个月
被关在高度警戒的监狱里。阿尔斯通公司在
美国压力下将其解雇，并被美国处以7.72亿美
元罚款，其电力业务等也被竞争对手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收购。

——半岛电视台网站今年 5 月报道，白宫
决定释放3名在古巴关塔那摩美军监狱关押了

近20年的囚徒。他们在2001年至2003年间被
捕并被转移到关塔那摩监狱，但却没有受到任
何指控。这其中包括现年 73岁的巴基斯坦人
赛义夫拉·帕拉查，他是被拘押者中年龄最大
的一位。美国南方司令部今年4月初在一份声
明中说，关塔那摩监狱保密程度最高的“7号监
仓”中的囚犯已被“安全转移到了5号监仓”，但
军方没有透露转移发生的时间，以及有多少囚
徒被转移。美联社报道说，“7 号监仓”于 2006
年12月启用，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于秘密拘
押和刑讯审问。2017 年，“7 号监仓”一名囚徒
披露，被关押在那里的人每天都遭到心理折磨。

【数说】：
140亿——美国肆意抓捕像皮耶鲁齐这样

的外国公司高管显然是出于经济目的。皮耶
鲁齐2019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司
法部经常利用《反海外腐败法》打击欧洲公司，
根据此法缴纳罚款超过 1 亿美元的 29 家企业
中，有 15 家是欧洲企业，而美国企业只有 6
家。自2010年以来，仅法国公司因违反美国域
外法就向美国政府支付了近140亿美元罚款。

800人——关塔那摩监狱于2002年启用，
起初是用来关押“基地”组织成员和“9·11”事件
肇事者的同谋，但此后许多被美国秘密抓捕或
从别处转移来的囚徒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被
长期关押在这里，并遭受虐待。美国民权联盟
的数据显示，累计已有将近800人被拘留在此，
如今仍被拘押的还有约 40人。该监狱至今都
是华盛顿在人权问题上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

【诉说】：
——皮耶鲁齐在 2019 年出版的《美国陷

阱》一书中说，所谓阿尔斯通腐败案“是一场彻
头彻尾的敲诈”。该事件向人们昭示，美国如
何滥用国内法律，将其作为经济武器，对其他
国家发起“隐秘的经济战争”。根据美国在
1998年修订的《反海外腐败法》，美国政府几乎

“可以随意逮捕任何一名外国企业员工，甚至
将其投入监狱，判处重刑”。

——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今年 2月表示，
关塔那摩美军监狱许多被拘押者现在年事已
高，由于遭受“无休止地剥夺自由和相关的身心
折磨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现在至关重
要的是，那些遭受任意拘留、酷刑和被剥夺国际
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包括获得公平审判的权
利——的人必须得到充分的补救和赔偿。”

贩运人口、强迫劳动、奴役虐待是反人类
的现代奴隶制，是当代世界的一场瘟疫。而在
这其中，美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究其本
身，这些恶行原本就是美国的原罪。而美国的
原罪远远不止这些。那些在白人至上主义的重
压下不能自由呼吸的“弗洛伊德们”，那些生活在
种族仇恨犯罪阴影下的少数族裔，那些遭受残
暴对待、处境悲惨的难民移民，那些被美军打
着反恐旗号非法杀戮、残忍虐待的外国平民，
无时无刻不在控诉着美国的种种反人类罪行。

在人类正义和良知面前，在事实和真相面
前，甩锅推责、转移视线没有出路，只会撞得头
破血流。对美方而言，反躬自省、悬崖勒马，
切实正视并解决好自身问题，才是人间正道。
新华社记者 柳 丝 于 荣（参与记者：刘健、宋盈）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罄竹难书！美国人口贩运罪行史话

新华社北京 8月 19日电 （记者成欣、伍
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在谈到孟晚舟
事件时表示，中方要求加拿大政府认真倾听
正义的呼声，拿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勇气，
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尽快
平安回到祖国。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当地时间
8 月 18 日，加拿大法院结束对孟晚舟引渡案
初审，但未作裁决。孟的辩护律师强调，本案
没有欺骗行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甚至没有
一个合理的风险因果论述。此外，《环球时
报》18日晚发布了一封致加拿大驻华大使的
公开信，并发起网络联署，要求加方立即无条
件释放孟晚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中方非常关注
加拿大法院的这次审理。”华春莹说。

华春莹说，事实上，庭审期间，负责审理
该案的加拿大法官多次就美国对孟晚舟女
士的“欺诈”指控提出质疑，称这些指控“不
清楚”“不寻常”。加拿大检方说辞自相矛
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中方从一开始就强调，孟晚舟事件是
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美国政府炮制
这一事件绝不是出于什么法律原因，真正目
的是要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阻挠中国科技
发展。”华春莹说，“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也充分认识

到这一点。”
她指出，加方在孟晚舟女士事件上扮演

了美方的帮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孟晚
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却被加方
无理拘押至今，很快就要达1000天之久。

“孟晚舟女士也有自己年迈的父亲，也
有自己年幼的儿女。加方充当美方的帮凶，
无视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方法律这
一事实，无理任意拘押孟晚舟女士，这种为
虎作伥的做法是教科书般的胁迫和侵犯人
权。”华春莹说，“我不知道加方的那些人在

讲要捍卫‘人权’‘民主’的时候，有没有考虑
过孟晚舟女士的人权？有没有考虑到孟晚舟
年幼孩子的人权？有没有考虑到孟晚舟家人
的人权？”

“对于这样的行径，广大中国人民当然
非常愤慨。”华春莹说，注意到《环球时报》发
布致加拿大驻华大使的公开信并发起网络
联署。不到 24小时时间，已经有超过 650多
万人联署。“这就是中国的民意，希望加方能
够听到。”

华春莹表示，中方也注意到，加拿大国
内有不少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加政府依据加
引渡法授权终止对孟的引渡进程。“我们要
求加政府认真倾听这些正义的呼声，拿出独
立自主的精神和勇气，立即纠正错误，释放
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尽快平安回到祖国。”

外交部：

加拿大政府应倾听正义呼声，立即释放孟晚舟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舍曼
18日说，眼下身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富汗总统阿
什拉夫·加尼在阿富汗不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

当天早些时候，加尼借助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讲
话，支持阿富汗塔利班与阿富汗政界人士谈判，说他
将在近期回国。

加尼曾经得到美国支持，15日在塔利班控制首
都喀布尔之际飞离阿富汗，没有表明是否辞职。阿
联酋外交部 18日声明，阿方出于人道原因收留加尼
及其家人。

加尼稍后在个人脸书网页上传一段视频讲话。
这是他离开阿富汗后首次露面。他说：“晚些时候我
会告诉大家喀布尔沦陷当天的详细情况……我被迫
离开阿富汗，缘由是不想因为自己在喀布尔引发流血。”

阿总统加尼疑遭美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