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一份最新统计报告
显示，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至少
11.2万名伊拉克平民丧生。

据英国一机构统计， 美国2003年3月20
日以伊拉克涉嫌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
对伊开战，10年间，112017至122438名伊拉
克平民丧生。 如果包括各派反政府武装人员
和没有记录的平民死亡， 这一数字可能高达
17.4万。从伊战爆发至美国2011年12月撤军，
参与伊战的多国部队死亡人数为4804人。

3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启程前往中
东，这是他连任后的首次出访。 同一天，也是
伊拉克战争爆发10周年整。 不知道当他飞抵
中东上空时， 是否能依稀听见10年前伊拉克
战场枪炮的余音？

硝烟虽已散去，但反思很有必要。当美国
时任总统布什2003年5月1日在航母 “亚伯拉
罕·林肯” 号上宣布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时，
伊拉克战争其实才刚刚开始。据美联社统计，
截止到美军2011年12月15日正式从伊拉克撤
军，战争共造成近4500名美军官兵死亡，超过
10万伊拉克人丧生。

除了沉重的生命代价， 金钱代价也十分
高昂。 据美联社报道，过去10年里，美国斥资
600亿美元用于伊拉克战后重建，平均每天花
费超过1500万美元。

那么， 如此巨大的代价究竟给伊拉克带
来了什么呢？今天的伊拉克，仍没有走出战争
的阴影：地方势力各自为政，教派冲突持续不
断，恐怖爆炸时有发生。连当时美国的铁杆盟
友、 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最近在反思这场战
争时也不得不承认，10年后再回顾伊拉克战
争，其结局的确不是当年他所希望的那样。

事实上，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评论，“10
年过去了，美国、英国和中东地区至今仍生活
在那个灾难性决定的阴影下。”英国《卫报》报
道说，多数英国高官普遍认为这场战争“极不
负责”，伊战师出无名，乃美国之耻辱。

让美国人尴尬的是， 当时他们千方百计
绕过联合国发动战争， 本是为了制止伊拉克
的萨达姆政权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结果
却发现， 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不存
在，美国人打了一场师出无名的战争。这不仅
让美国人劳民伤财， 也让美国在国际社会丧
失了信誉。

更糟糕的是， 这场战争的后遗症仍频繁
发作。美国人撤离伊拉克后，留下的是一个支
离破碎、创伤深重的国家。 虽说结束了战争，
但却没有带来和平；虽说结束了独裁，却没带
来真正的民主。 政治危机、机构腐败、教派冲
突等如影随形。

反思之余， 最伤心的当属那些战死疆场
官兵的家属，痛失亲人本已足够悲伤，但当他
们发现，为所谓“正义”事业捐躯的数千将士
实际上只是一个错误政治决定的牺牲品，该
是何等凄凉、何等哀伤！ 英国《金融时报》认
为，“攻打伊拉克大概是（美国）二战以后犯下
的最严重的外交错误。 ”

伊拉克战争 ，需要总结的太多 ，留下的
遗产太沉重。 奥巴马此次访问中东，伊拉克
并不在议程之中，但希望伊战的遗产能对奥
巴马此次访问有所助益。 毕竟，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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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聚焦 ２０13年3月19日 星期二10

20日是伊拉克战争爆发10周年。在许多
伊拉克年轻人眼中，这个国家的明天依然美
好。 美联社记者采访发现，大多数年轻人不
打算离开祖国，乐观看待未来，但同时为求
学、就业等难题头疼。

8成年轻人不愿离国
根据联合国统计数字， 伊拉克总人口

3000多万， 其中大约1800万人年龄小于25
岁。 美联社分析，年轻人是伊拉克的未来，他
们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婚姻状况以及
是否打算留在这个国家都将决定伊拉克能
否早日实现和平、富饶。

伊拉克政府一项调查显示，80%的年轻
人不愿离开国家。

21岁女生沙赫德·阿卜杜勒—阿米尔·
阿巴斯在首都巴格达一所学院求学。 她的父
亲2005年死于教派冲突。

她告诉美联社记者：“我希望国家越来
越好，民众可以过上稳定的日子，享受安宁。
只有国家解决了安全、 政治和经济问题，我
的个人理想才会实现。 ”

伊拉克青年和体育部2009年调查6492
户人家。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15087人年龄
在10岁至30岁，其中六成年轻人对国家未来
持乐观态度。

25岁的费卢杰市民阿卜杜勒—瓦杜德·法
齐因家境窘迫而不得不辍学打工。他没有对生
活失去希望：“我的梦想与所有伊拉克人一样：
过上平静而有尊严的日子，远离战乱。 ”

最烦辍学与无工作
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无法上学或中途

辍学以及找不到稳定工作是最大烦恼。
青年和体育部的调查显示，92%的年轻人

接受正式教育，但辍学率依然较高。 根据2009
年的统计数字，15岁至24岁人群中， 只有不到
一半的人在校读书，其中男性比例较大。

青年和体育部尽可能地通过开设体育
俱乐部、教授计算机课程、开办艺术中心等
方式帮助年轻人。 只是，这一部门无权创造
就业岗位。

伊拉克年轻人的失业率较高。 2009年，
只有46%的25岁至30岁伊拉克人在职。

对于年轻人而言，最理想工作是政府职
员。 在那里，中等级别员工月薪为600美元。

南部港口巴士拉25岁青年阿克拉姆·哈
希姆一边在照相馆打工，一边接受计算机课
程培训。 他说，自己渴望在政府供职，可惜没
有“门路”。

“一份稳定的政府工作可以帮助我的家
人，”哈希姆说，如今他和妻女与父母以及6名其
他亲戚同住，“现在想找到一份好工作非常难。 ”

年轻人更有包容心
伊战结束后，原先当政的逊尼派遭边缘

化。 美国2011年年底撤军后，伊拉克深陷政
治危机，教派矛盾凸显。

2009年的政府调查显示，将近四成年轻
人不愿和不同宗教或不同教派的人交谈。
52%的年轻人没有与不同宗教或不同教派的
人结交朋友。

联合国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特使马丁·
科布勒本月14日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

他发现部分伊拉克年轻人近期参与一系列实
地考察旅行， 地点是其他教派的清真寺或神
庙，展现出好奇心以及想要了解对方的意愿。

“他们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科布勒
说，“甚至有一次， 他们打断族长的讲话，称
不想听教派立场。 他们要求‘想听听有关就
业、未来的事情，而不是宗派主义’。 ”

科布勒认为：“有包容心的年轻人明天
会成为有包容心的成年人……民众团结一
心对国家而言至关重要。 ”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年轻人眼中的战后伊拉克
伊战10周年

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坦克。 （本报资料图片）

■新华时评

伊战给美国
留下怎样的遗产
新华社记者 江亚平

10年致死平民超11万
回顾当初，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英国前

首相布莱尔等对策划这场伊拉克战争起到关
键作用， 战争也给他们留下不少印记。

乔治·W·布什
试问谁应该为发动伊战承担最终责任，

非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莫属。
2002年9月12日， 小布什在联合国大

会上指认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称对美国和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2003年3
月18日， 他下达最后通牒， 要求伊拉克总
统萨达姆·侯赛因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 否
则将面临战争。 3月20日凌晨时分， 伊拉克
战争爆发。 2003年5月， 小布什宣布在伊
拉克的“主要作战任务完成”。

托尼·布莱尔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2003年不顾民意反

对， 决定派遣4.5万名英军士兵参与伊拉克
战争。 不少英国民众认为， 布莱尔把英国
拖入这场战争。

布莱尔2010年初就出兵伊拉克的诸
多疑团接受英国伊拉克战争独立调查委
员会问询。 上月接受采访时， 布莱尔承
认， 伊拉克如今局势“远非它应该成为
的样子”。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伊战两大“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