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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地时间4月20日， 美国国
务院发布 《2017年国别人权报
告》，继续扮演“人权卫士”，以道
德裁判官自居， 对他国国内事务
和人权状况横加指责，妄言谬评，
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的人
权状况是最完美的。 回顾2017
年，稍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会发现，
美国自身的人权纪录依旧劣迹斑
斑，并呈持续恶化的趋势。

� � � �美国暴力犯罪攀升， 枪支泛滥问题依
然难解，枪击案件持续高发，警察暴力执法
引发广泛抗议， 政府肆意侵犯个人网络隐
私权，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受到严重威胁。

暴力犯罪居高不下。美国联邦调查局
2017年9月发布的《2016年美国犯罪报
告》显示，2016年美国共发生暴力犯罪约
120万起，较2015年增加4.1%；平均每十
万居民中发生386.3起， 较2015年增长
3.4%。与2015年相比，严重暴力伤害案增
加5.1%， 谋杀案增加8.6%， 强奸案增加
4.9%。

枪支泛滥导致枪击事件持续高发。皮
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至少三分之二的被
调查者称他们的家庭有过枪支。美国联邦
调查局《2016年美国犯罪报告》 显示，
2016年73%的凶杀案涉枪。美国枪支暴力
档案室《2017年枪支暴力伤亡统计》显
示，截至12月25日，2017年美国共发生枪
击事件60091起， 共造成15182人死亡、
30619人受伤， 其中大规模枪击事件338
起。2017年10月1日晚，64岁的白人男子
史蒂芬·帕多克在拉斯维加斯从曼德勒海
湾宾馆32层的房间向楼下露天演唱会2
万多名观众开枪扫射。 枪击持续了10至
15分钟，造成近60人死亡、500余人受伤。
这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枪击案。事
后， 警察在其酒店房间与家中共搜出42
支枪、数千发子弹及爆炸物。11月5日，得
克萨斯州萨瑟兰泉镇发生恶性枪击案，至
少造成26人死亡、20人受伤，死伤者的年
龄从5岁到72岁不等。

警察滥用执法权力。美国联邦调查局
2017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执
法部门共实施10662252次逮捕（不包括
违反交通规则的逮捕）， 平均每十万居民
中有3298.5人被逮捕。据《华盛顿邮报》网
站统计，2017年美国有987人被警察枪击
致死。《华盛顿邮报》网站2017年7月26日
报道，两名警察在执行逮捕令的过程中走
错地址，枪杀了一名无辜者，而受害人并
无任何犯罪记录。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
月11日披露，在过去两年中有近500名非
洲裔美国人被警方枪杀。《赫芬顿邮报》网
站2017年11月7日报道，纽约两名警员在
搜查毒品的过程中，将一名藏有大麻的女
子扣留在警车里并实施了轮奸。

网络监控侵犯个人隐私。英国《每日
邮报》网站2017年4月6日报道，推特公司
2017年3月收到行政命令，要求其提供反
对美国总统强硬移民政策的账户使用者
的信息，政府并未给出任何理由。该公司
认为， 政府是在滥用法律。《纽约时报》网
站2017年9月13日报道，2016年10月至
2017年3月，美国边检强制搜查手机和电
脑近15000次，比2015年同期的8383次大
幅提升。英国《独立报》网站2017年9月27
日报道，美国政府宣布将继续收集移民的
社交媒体信息。丹佛大学法学副教授塞萨
尔·赫尔南德斯认为， 监控社交媒体账户
会对言论自由产生可怕的影响。美国司法
部对发生在总统就职日的抗议活动展开
调查，要求“梦的主人”公司交出负责协调
抗议活动网站130万访问者的IP地址。

� � � � 美国金钱政治持续发
酵，富人主导政治走向，弱势
群体行使投票权面临更严苛
的限制，政治人物丑闻频发。

金钱政治加剧不平等。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7
年7月15日指出，“美国的政
治体系已经被巨额资金所扭

曲。” 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数十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17年第一
季度共筹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个人捐
助者向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有关政治实
体捐助了2.364亿美元，与2013年第一季
度相比增加了约30%。 美国政治响应中
心网站12月27日的数据显示，美国2017
年的政治游说支出达到近五年来的最
高值。《纽约时报》 网站2017年9月20日
的评论称，“美国的民主正在被金钱淹
没。” 金钱政治使得美国过去40年的经
济政策“强烈反映了最富有者的偏好，而
与贫困人口和中等收入美国人的偏好
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民主政治走向衰退。一项对专家的
调查显示，89%的受访者认为过去10年
来美国民主质量一直在下降。美国《大西
洋》月刊网站2017年6月21日报道，一项
关于美国民主状况的调查显示，大多数
受访者认为，在给予公民平等的投票机
会、阻止官员利用公职谋取私利以及民
主决策等方面，美国政府是失败的。

低收入者的投票权受到更严苛的
限制。美国《新闻周刊》网站2017年11月
21日报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贫穷而
被剥夺了投票权。已有9个州通过立法，
剥夺任何未付律师费或法院罚款者的
投票权。仅在亚拉巴马州，就有超过10
万名欠费者被剔除出选民名单，约占该
州选民人口的3%。文章评论道，“我们国
家正处于有史以来富人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有政治权力的时代，不让欠律师

费或法庭罚款的人投票，更是封住了低
收入群体的口。”

新闻媒体受到压制。2017年， 多家
媒体在参加政府新闻发布和官方活动
报道时受到政府排斥，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和《纽约时报》等一些媒体甚至被禁
止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2017年的一项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的新闻自由度跌至
13年来最低点。 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4
月4日调查显示，73%的成年受访者认为
美国现任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的紧张
关系阻碍了他们获取国家的政治新闻
和信息。

腐败丑闻爆发。2017年的一项调查
显示，近六成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的腐
败水平上升了，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政府
在反腐败方面是失败的。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新闻网站2017年3月14日报道，有9
名军官因涉嫌卷入贿赂丑闻而受到起
诉，其中包括已经退休的布鲁斯·拉夫莱
斯上将。作为利益交换，他们接受了一名
承包商提供的贿赂，包括妓女服务、奢华
宴席和豪华旅游。该贿赂案目前已有超
过20名前任或现任海军军官面临指控。

议员和政府官员不断曝出性骚扰
丑闻。《今日美国报》网站2017年11月20
日报道，自2016年以来，美国20个州中
至少有40名议员被100多人公开指控有
某种形式的性行为不端或性骚扰。半岛
电视台网站2017年12月12日报道，民主
党议员阿尔·弗兰肯等人受到有关性骚
扰的指控。《华盛顿邮报》网站2017年12
月21日报道，参议员办公室用财政资金
来解决性骚扰或性歧视的指控，众议员
办公室自2008年以来也至少参与处理
了10起涉及性骚扰或性歧视的投诉。
《华盛顿邮报》网站2017年12月1日发表
评论文章称，多名政要被指控性骚扰却
受到所属政党包庇，展示了美国政界的
丑陋形象。

� � � �美国贫富分化加剧，无家可归者人数
增长， 毒品和违禁药物泛滥，“医疗荒漠”
地带蔓延，贫困人口生活悲惨。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极端贫困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
员菲利普·奥尔斯顿一针见血地指出：“美
国梦正在迅速蜕变成美国幻想。”

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堪忧。 英国《卫
报》网站2017年12月8日报道，有5230万
美国人生活在“经济贫困社区”，约占美
国总人口的17%。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
计数据显示，超过4000万美国人生活在
贫困中，其中约1850万人处于极度贫困
状态，其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一半。斯
坦福大学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研究中心
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南部农村
的整体贫困率为20%， 其中非洲裔美国
人的贫困率是33%， 非洲裔妇女的贫困
率高达37%。在美国西部农村，原住民的
贫困率高达32%。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极
端贫困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
奥尔斯顿在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实地

考察后指出，美国是世界
上最富有、最强大和最具
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之
一，但无论是财富、权力

还是技术都没有被用来解决
4000万人持续贫困的局面。
他的结论是：“极端贫困的持
续存在是当权者作出的政治
选择。”

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
美国贫富分化的程度在不断
加大。 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
库的数据显示， 美国的基尼
系数在西方国家中是最高
的。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37个成员国中， 美国的贫困
和不平等程度排第35位。德
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
托斯坦·斯洛克以收入水平
来计算美国家庭财富的报告
显示，美国0.1%最富有家庭
的财富相当于最底层90%家
庭所拥有财富的总和。《波士
顿评论》网站2017年9月1日
报道，在过去40年，80%中低

收入人口的收入仅增长了约25%，而
20%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却几乎翻了一
番。 联合国贫困和人权监测机构指责美
国领导人试图把这个国家变成“极端不
平等的世界冠军”。

无家可归者生活悲惨。英国《卫报》
网站2017年12月6日报道， 美国有多达
553742人至少有一夜无家可归，纽约无
家可归者增长率高达4.1%。在洛杉矶县
无家可归者的露营地，大约1800个露宿
“穷街”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晚上只能共用
9个没有门的卫生间。 马修·德斯蒙德在
《被驱逐者》一书中指出，美国每年都有
数百万人因交不起房租而被房东赶走，
他们是真正被遗忘的贫困人口。

毒品及成瘾性药物管控不力。《医学
报刊》新闻网站2017年6月13日报道，美
国有770万人滥用违禁药物。 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2017年12月14日报道，40%
的12年级学生、28%的10年级学生和
12.9%的8年级学生在过去一年里使用
过某种违禁药物。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
站2017年6月6日报道，2011年至2015
年， 仅在俄亥俄州就以处方的形式开出
了约40亿颗阿片类药物，过量用药成为
当今50岁以下美国人死亡的首要原因。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17年12
月发布的报告，2016年美国有超过
63600人因用药过量而死亡。 美国广播
公司网站2017年12月12日报道，阿片类
药物使用量剧增已迫使成千上万的儿童
离开他们的家庭，2012年至2016年因毒
品导致的寄养案件增加了32%。

医疗保障问题重重。 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极端贫困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
利普·奥尔斯顿在其报告中指出，美国与
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健康差距”继
续拉大，其国民预期寿命更短，更容易得
病身亡。英国《卫报》网站2017年12月15
日报道， 美国的医疗费用和医疗保险越
来越贵，尤其是慢性疾病的治疗费用，从
哮喘到癌症的药物价格不断创出历史新
高。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2月14日发布
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15年以来，对政
府保障医疗服务的正面评价下降了
20%。

� � � �美国女性面临着明显的就业和职场歧视，
儿童的贫困、 健康和人身安全问题引人担忧，
残疾人遭遇暴力侵害，广泛存在的性骚扰和性
侵犯引发轰轰烈烈的抗议浪潮。

女性遭受性骚扰、 性侵犯严重威胁。2017
年10月， 针对美国影视制作人哈维·温斯坦性
侵多名女明星的丑闻，美国各界在社交媒体上
发起名为“我也是（受害者）”的社会运动，鼓励
受害者用这种方式抗议美国广泛存在的性骚
扰和性侵犯，得到了百万余人响应。美国平等
就业机会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称，60%的女性在
工作中遭受过性骚扰。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7
年11月22日报道，前美国奥林匹克体操运动队
医生拉里·纳萨尔被指控性侵接受其治疗的女
运动员，受害者多达130多名，其中包括多名奥
运金牌得主。《赫芬顿邮报》网站2017年12月18
日报道， 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亚历克斯·科津斯
基受到多名前女性职员对其不正当性行为的
指控。 美国国防部2017年5月发布的年度性侵
犯报告显示，2016年军队中发生的性侵犯案件
达14900件。《赫芬顿邮报》网站2017年12月15
日报道，受害女性在提出指控后，其隐私得不
到保证，生活在被认出的恐惧之中，这对受害
人提出性侵犯指控产生了负面影响。

就业、职场性别歧视严重。美国劳工统计
局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2016年10月至2017
年10月，美国零售业岗位共减少54300个，但男
性和女性的遭遇却截然不同：女性失去了超过
16万个职位， 而男性却增加了10.6万个职位。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7%的女性表示国
家在保障男女平等权利方面做得不够，38%的
女性列举了自己在雇佣、薪酬和晋升方面遭遇
性别歧视的经历。

儿童人身权利面临严重威胁。美国联邦调
查局2017年7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
度美国发生的针对10岁及以下儿童的人身伤
害案件达68068起， 针对11岁至15岁儿童的人
身伤害案件达97588起， 针对16岁至20岁青少
年的人身伤害案件达159963起。其中涉及性侵
犯罪案件共发生83611起。 美国妇女政策研究
所网站2017年11月28日披露，在夏威夷，近五
分之一的高中女生遭受过校园欺凌，超过四分
之一的女生报告称曾遭受过非自愿的性接触。

贫困儿童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英国广播
公司网站2017年12月11日报道，美国贫困人口
中约有1330万儿童， 占儿童总人口的18%。美
国有将近900万儿童在长期贫困的家庭中成
长，占美国儿童总人口的11.8%。在哥伦比亚特
区的一项公房居住者健康状况调查中，33%的
成年受访者反映家中有一个孩子患有哮喘，
21%反映有一个孩子超重，14%反映有一个孩
子患有慢性病。

特定群体
遭受歧视和人身侵犯

� � � � 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造成他国大量平民
伤亡，关塔那摩监狱依然非法监禁他国公民并
实施酷刑。美国还制造网络战争工具，肆意侵
入他国网络实施监控。

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纽约时报》网站2017年6月19日报道，美国政
府“全面授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自主
决定如何使用和使用多少武力，却放松对平民
伤亡的监督、调查和问责，导致平民死亡人数
不断攀升。《琼斯夫人》杂志网站2017年8月6日
报道，美国领导的联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几个
月来在叙利亚各地轰炸了至少12所学校、15座
清真寺、15座桥梁以及多处民用设施、 医疗机
构、文物古迹和难民营。联军战机还对等待过
河以躲避战祸的家庭所乘坐的船只发动了一
系列空袭，21名平民被屠杀。哥伦比亚《穆斯林
时报》网站2017年6月24日报道，美国军方在上
半年至少四次袭击了叙利亚政府军，其中包括
4月对叙利亚机场的一次导弹袭击。 美国政治
分析家迈尔斯·赫尼希表示， 美国对叙利亚发
动的军事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关塔那摩监狱长期非法关押外国人并实
施酷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站2017年12月13
日报道，美国新一届政府并没有释放关塔那摩
监狱的囚犯，也没有公开任何获释人员或者无
罪人员的名单。 半岛电视台网站2017年9月22
日报道，在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前关
塔那摩被羁押者杰蒙·阿姆基恩表示， 他在关
塔那摩监狱被关押了11年，被长期单独监禁并
经受多种形式的酷刑，却从未收到过任何关于
其拘禁合法性的司法裁决。《今日美国报》网站
2017年12月13日报道，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
批评美国在关塔那摩创造了一个“合法黑洞”，
允许自己在那里无限期拘禁嫌疑人却不提起
诉讼，甚至将很多未经审判的被羁押者长期羁
押达十年以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酷刑问题特
别报告员尼尔斯·梅尔泽2017年12月13日敦促
美国停止对关塔那摩监狱内被拘禁者施行酷
刑。

制造网络战争武器。 维基解密网站称，美
国国家安全局已经侵入巴基斯坦的移动网络，
并一直在监视该国数百个IP地址。“零对冲”网
站2017年5月14日披露， 美国国家安全局创建
了一个被称为“绝命武器”的网络战争工具，它
可以使任何人从后门溜入任何计算机系统。这
一工具被黑客组织利用制作勒索病毒，发动了
一场全球性的恶意网络攻击，劫持了全球20万
个计算机系统。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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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美国既有的种族歧视问题未见缓解，
种族关系进一步恶化， 社会对立加剧，种
族冲突频发。

执法司法领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
视。《赫芬顿邮报》 网站2017年11月18日
报道， 美国量刑委员会2017年11月的报
告发现，针对同样罪行，非洲裔男性罪犯
的刑期比白人男性罪犯平均高19.1%。据
美国全国免罪记录中心2017年3月7日发
布的研究报告， 对1989年至2016年10月
被改判无罪案例的分析发现，非洲裔美国
人比白人更容易被误判犯有谋杀罪、性侵
犯、非法毒品活动等罪行。在1900名被宣
判有罪但后来改判无罪的被告人中，非洲
裔占47%，是其人口比例的3倍。斯坦福大
学“警务公开项目”2017年6月19日发布
研究报告， 对美国20个州6000万次警察
交通拦截数据的分析显示，警察在执法中
对非洲裔、拉美裔司机适用与白人不同的
标准，对他们进行搜查所需要的怀疑理由
要远少于白人。非洲裔、拉美裔司机被警
察拦截检查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一旦
被拦截，他们更容易被罚款、搜查乃至逮
捕。例如，当因超速行驶而被要求靠边停
车后，他们被开罚单的可能性比白人分别
高20%和30%。“警察暴力地图”网站2018
年1月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警察
2017年共杀死1129人， 其中非洲裔占
25%，远高于其13%的人口比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7年9月1日
报道， 佐治亚州一名已有20年警龄的白
人警官格雷格·阿伯特拦检一位白人女性
司机，当被拦截的司机表示因担心警察开
枪而不敢挪动双手时， 阿伯特脱口而出：
“你不是黑人。记住，我们只杀黑人。”美联
社2017年9月8日报道，费城警察局6名非
洲裔警察对上级警官提出涉及种族主义
的投诉，称这些白人警官将非洲裔公民称
为“人渣”，将杀害非洲裔公民称为“减少
牲畜存栏数”。

种族仇恨犯罪创近年新高。美国联邦
调查局2017年11月13日公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2016年美国共发生6121起仇恨犯
罪，达到了近年来未曾有过的高点。2016
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后，种族主义口号和
信息明显增长，特别是在学校中。南方贫
困法律中心在选举日后的10天里发现了
867起仇恨骚扰或恐吓事件。 半岛电视台
网站2017年6月10日报道，52岁的白人男
子亚当·普林顿在堪萨斯州一个酒吧内高
喊“滚出我的国家”，并对两名印度裔男子
开枪射击，致一死一伤。《纽约邮报》网站
2017年10月31日报道，3名男子涉嫌于
2016年夏天在纽约皇后区公墓毁损40余
块墓碑，并在带有亚裔姓名的墓碑上喷涂
不堪入目的种族攻击性话语。

种族歧视事件频繁发生。英国广播公
司网站2017年5月31日报道，美国篮球职
业联赛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在洛杉矶的住
所被人喷涂了表示“黑鬼”的字母。他指

出，种族主义永远是美国的一部分，在美
国现实中，对非洲裔美国人的仇恨天天存
在。《纽约邮报》 网站2017年9月15日报
道，俄亥俄州一名志愿消防队员在社交平
台上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声称“在发生火
灾的房子里，我宁愿选择先救狗而不是黑
鬼”，“那是因为一只狗比一百万个（黑鬼）
更重要”。《纽约每日新闻》网站2017年11
月3日报道， 新泽西州爱迪生市两名亚裔
学校委员会候选人遭遇种族主义攻击，市
民们收到印着这两位亚裔候选人照片的
明信片， 脸上被打上了种族主义口号。皮
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少数族裔群体更
加频繁地遭遇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网络
骚扰。四分之一的非洲裔和十分之一的拉
美裔美国人表示因为种族或族裔的原因
而在网络上受到骚扰。

少数族裔群体在就业、薪酬等方面处
于全方位的劣势。《洛杉矶时报》网站2017
年9月15日报道，从美国劳
工部20世纪70年代开始
记录失业率以来， 非洲裔
的失业率一直接近于白人
的两倍。 旧金山联邦储备
银行2017年9月5日发布
的研究报告显示，1979年
非洲裔的时薪是白人的80%，
到2016年已经下降到70%。
《今日美国报》网站2017年12
月16日报道，在全国范围内，
典型的非洲裔家庭的收入仅
为普通白人家庭收入的61%。
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白
人失业率为4%， 非洲裔却高达
24.6%，非洲裔收入的中位值仅
为白人的43.2%。

穆斯林遭受歧视与攻击。
2017年1月27日， 美国政府发
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伊朗、伊
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
利亚和也门等7个国家的公民
进入美国。 由于禁令所涉国家
均以穆斯林人口为主， 因此该
行政令也被普遍解读为“穆斯
林禁令”。这一禁令在美国国内
和世界各地都引发了广泛抗
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初的
一项调查显示，75%的美国成
年穆斯林表示美国社会存在大
量对穆斯林的歧视，69%的普
通公众也持相同观点。50%的
穆斯林表示， 近年来在美国做
一名穆斯林变得更加困难。皮
尤研究中心对美国联邦调查局
仇恨犯罪统计数据的分析显
示，2015年至2016年， 在美国
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事件
数量显著增长， 超过了
2001年“9·11”事件后的
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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