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卜杜勒．卡利姆．哈迪
（巴格達電器維修店店主）

「我們仍感到很害怕，帶孩子的話，不敢在外面待到
很晚。」

薩達姆倒台前，因有國際制裁，人們不能買新東西，只能到維
修，他的生意門庭若市，10年過後，伊拉克滿街都是新電器，店
裡生意寥寥，加上過往相對固定的租金，因新政府上台後修改法律
，由2003年的100美元一路攀升至400美元，生意做不下去，他被
迫將店舖轉手。曾是業餘樂隊成員的他，如今不再外出表演。

他說， 「所有的問題都是美國人帶來的。他們來了又走了，只
留下一個可惡的政府。生活糟透了，主要是政府和民眾！那些像強
盜一樣的人！」

漢娜．愛德娃
（伊拉克女權運動家）

「女性經常遭遇暴力。我聽到監獄裡有強暴行為，甚至
警察都有份參與」

愛德娃稱， 「夢想是建立一個在民主體系下的新生活。問題
在於，這個民主計劃像個嬰孩，十年之後，孩子長大了，卻發現
他是畸形。我當年返回巴格達時很樂觀，如今卻發現公共服務到
處失靈。每個機構都由自己的負責人掌控，更加分裂。這個位置
是什葉派的，那個位置是遜尼派的，連大學都如此。」

在2005年教派戰爭前，伊拉克有5位女性部長，如今只有一位
，針對婦女的暴力或者性騷擾不斷上升。她說， 「監獄審訊中經
常使用暴力。我們到了一個艱難的時刻，一個更危險的時刻。」

胡薩姆．埃爾丁．安薩里
（作曲家兼音樂家）

「受過教育的精英嚴重外流。很多人都移民外國了。」
安薩里是伊拉克國家交響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兼作曲家。從

2003年開始，由於街上暴力事件四起，很多音樂家要不就移居國
外，要不就不敢去演出。演出大廳沒電，他們只能到有燈的廚房
才能練習。安薩里說，混亂的局面擊碎了他本來的希望。他說，
大家都希望薩達姆下台， 「但花了這麼多錢，沒有看到有一點點
變化。擁有學歷的人或者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有更多的機會，所
以他們走了。在困難的時候，總是會人員不足的。但是，大家都
走了，我能怎麼辦？」

（《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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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伊戰共耗47萬億

一人一個小故事

1010年戰爭傷痛未愈年戰爭傷痛未愈 99成人盼離開成人盼離開

伊青年夢難圓伊青年夢難圓
【【本報訊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綜合法新社、、美聯社美聯社1717日消息日消息：：從從20032003年年33

月月2020日美軍出兵伊拉克開始日美軍出兵伊拉克開始，，不少人憧憬伊拉克自此會不少人憧憬伊拉克自此會
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但十年過去了但十年過去了，，整個國家依然千瘡百整個國家依然千瘡百
孔孔，，傷痛未愈傷痛未愈。。作為經歷戰爭和殘酷教派殺戮中成長起來的作為經歷戰爭和殘酷教派殺戮中成長起來的
伊拉克新一代伊拉克新一代，，大部分人仍對國家未來的方向感到不安大部分人仍對國家未來的方向感到不安：：暴暴
力襲擊事件仍頻繁發生力襲擊事件仍頻繁發生，，教派衝突加劇教派衝突加劇，，工作少得可憐工作少得可憐，，教教
育成為奢侈品育成為奢侈品，，他們的夢想難以實現他們的夢想難以實現，，從而希望離開從而希望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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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巴格達18日消息：在巴格達最黑暗的
日子裡，夜晚唯一的亮光就是子彈和炮彈的火光。但是現在，
伊拉克民眾還是可以在巴格達大街上的餐廳和酒吧，和家人朋
友相聚至深夜，但還是要遵守從凌晨1點到4點的宵禁規定。

投資人馬利基說： 「巴格達的夜晚十分漂亮。他總是這麼
漂亮，夜晚的時候，你可以享受私密空間。」說這話的時候，
他正在巴格達一家巴勒斯坦酒店頂層的酒吧。

這家酒吧的一罐啤酒要賣5美元，其他酒精類飲料最少也
要賣15美元，各式各樣的酒應有盡有。酒店中有樂手彈奏音樂
，並低聲吟唱。而在街道上，一排餐館錯落在河邊的阿布納瓦
斯街道上，售賣這伊拉克 「國菜」烤鯉魚。

在2003年伊戰開始之前，巴格達的夜生活早已經遭受重創
，因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聯合國對伊拉克進行了制裁。
薩達姆更從原來的世俗政策轉向伊斯蘭模式，酒吧的生存壓力
越來越大。

現在，民眾在大街上逗留至深夜，要麼在阿布納瓦斯大街
找東西吃，要麼去附近的主要商業區卡拉達。

40歲的巴格達人賈比爾說到： 「過去的時候，我們不能和
家人一起出去玩樂，因為那是充滿恐怖的日子。我們尚且不能
保證自己的安全，又怎麼保護我們的孩子呢？」

儘管現在還是有限制條件，巴格達僅有一小部分地區提供
娛樂活動，而到達那裡交通擁擠，而且還要付各種各樣的交通
費和娛樂設施費用。

賈比爾承認，他很少能夠負擔得起遊玩公園。他說： 「如
果你帶四、五個孩子過來，很難為每個人都支持，所以我們不
常來。你知道的，孩子的要求總是很多。」

根據美國布朗
大學沃特森國際問
題研究所本月發表
的一項研究顯示，
美國在伊拉克戰上
合計花費超過2萬億
美元（約15.5萬億港

元），伊戰總體死亡人數約為19萬。算上利
息，在未來40年，美國因為這場戰爭而支付
的費用將達到6萬億美元（約46.8萬億港元）。

這份在伊戰十周年即將到來之際公布的
研究由30位學者和專家，在2011年的一份戰
爭研究報告基礎上更新數據後撰寫。2011年
，布朗大學在 「9．11」10周年之際，公開
了美國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伊拉克戰爭
中所耗費金錢和造成傷亡的研究，名為《戰

爭的代價》。

戰爭重建皆失敗
該報告說，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相關數據

計算，截至2013年2月，美國直接用於發動
伊拉克戰爭的費用是1.7萬億美元，為伊戰老
兵的福利和傷殘撫恤共支出4900億美元，合
計超過2萬億美元。由於伊拉克戰爭的費用
是依賴借款，算上已支付的利息和未來40年
仍將支付的利息，將一共高達4萬億美元。
這場長達10年的戰爭將會使美國的總花費達
到6萬億美元。

該報告還披露了伊拉克戰爭十年以來總
的人員傷亡情況，如果加上安全部隊、反對
派、記者以及人道主義工作人員在內，伊戰
的總死亡人數約在17.6萬至18.9萬左右，其

中伊拉克平民為13.4萬人，佔其中的7成。美
國在三國的戰爭消耗上升到4萬億美元，死
亡總人數從升至27.2萬至32.9萬。

報告中還估算了戰爭老兵以及他們的家
庭給美國帶來的沉重負擔，除了增加對老兵
的支出之外，還會有深刻的社會成本。2011
年的報告中，老兵的醫療以及殘疾索賠總計
達330億美元，兩年後，這個數字增長到
1347億美元。

報告認為，美國陷入伊拉克戰爭10年，
無論是戰爭本身還是戰後的伊拉克重建都是
失敗的。這場戰爭使得該地區激進的伊斯蘭
武裝分子再次復蘇，女性權利倒退，本就搖
搖欲墜的健康系統更加衰落。同時，2120億
美元的重建資金也沒有落到實處，大多數資
金都被用作安全用途或者濫用。 （路透社）

▲▲20032003年年55月月，，前美國總統布前美國總統布
什身穿軍裝什身穿軍裝，，迎接自波斯灣返迎接自波斯灣返
美的美國航母美的美國航母 「「林肯林肯」」 號上的號上的
士兵士兵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20032003 年年 33 月月
，，一名英國士一名英國士
兵在眺望伊拉兵在眺望伊拉
克南部一個起克南部一個起
火的油田火的油田

法新社法新社

埋葬伊拉克和阿富汗埋葬伊拉克和阿富汗
戰爭死亡美軍的美國戰爭死亡美軍的美國
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國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國
家公墓家公墓 法新社法新社

▲▲在伊拉克巴格達在伊拉克巴格達
大街上巡邏的美國大街上巡邏的美國
士兵士兵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032003年年，，伊拉克民眾拖家伊拉克民眾拖家
帶口離開巴格達帶口離開巴格達 法新社法新社

◀伊拉克民
眾在巴格達
的一家巴勒
斯坦酒吧內
喝酒聊天

法新社

伊戰10周年
的巴格達

英國《衛報》攝影師
彼特．博蒙特 ▲▲1616歲的薩馬歲的薩馬

爾哈桑站在位爾哈桑站在位
於巴格達北部於巴格達北部
的家中的庭院的家中的庭院
，，她在伊拉克她在伊拉克
戰爭中失去了戰爭中失去了
哥哥和三個姐哥哥和三個姐
妹妹 路透社路透社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伊拉克3000萬人口中
，有1800萬是不到25歲的年輕人，他們的選擇
，包括求學、工作、結婚和是否願意留下，在
很大程度上決定伊拉克重拾和平與繁榮的速度
。不過，除了暴力襲擊等問題之外，尚有多少
其他問題困擾在戰爭和暴力襲擊的陰影中度
過少年時期的年輕一代。

25歲的亞絲明希望未來沒有暴力和恐懼，
但如同大多數伊拉克人一樣，十年的流血使她
懷疑她能否在祖國伊拉克找到這樣的未來。現
在，她想離開伊拉克。

青年男子只有46%有工作
她在位於巴格達市中心的家中，憶述美軍

入侵時親身經歷的種種 「恐懼和恐怖」。亞絲
明說： 「我當時與父親、母親和姐妹們在一起
。我們坐在一個房間裡，祈禱和誦讀《古蘭經
》。我們感到非常害怕──那是一些艱難的日
子，不停的轟炸，度日如年。我當時感到，我

隨時會死去。我依然記得轟炸聲，那是可怕的
聲音。」

對於擔任青年與體育部公務員的她說，對
青年人來說，最艱苦的日子是薩達姆倒台後，
「沒有法紀，什麼也沒有，只有佔領。安全消

失了，幾乎沒有生活。」
她說： 「入侵之前，我的志願是留在伊拉

克，為自己打造美好的未來，同時參與伊拉克
的發展。但是現在，我的志願是離開，這樣才
能感到安全和穩定，在一個遠離這個可悲局面
的地方為自己打造美好的未來。」

雖然擁有龐大的石油財富，但2009年伊拉
克一項官方研究顯示，25歲至30歲男子中，只
有46%有工作。2011年，人權中心發表了對30歲
以下伊拉克男子的調查，顯示89%的受訪者更
願意離開伊拉克。

在巴格達東部的巴勒斯坦街一家青年夜
總會，29歲的阿德勒正與另五名年齡相仿的
樂隊成員練習舞步，音響裡正在播放他最喜
歡的美國白人說唱歌手Eminem的歌─《來
自巴格達的風笛》。

年輕人希望成為公務員
他說： 「我夢想踏上舞台，表現我的藝術

，但社會看不起我們，沒人支持我們。我的志
願是到外國歷練，然後回來報效祖國─我想
離開伊拉克，但不是永遠。」

23歲的賈巴爾已婚，育有一子，他在巴格
達市中心經營一家小咖啡館。因為多年來的暴
力，已粉碎了他當醫生或工程師的夢想。他說
： 「我是優異學生，但（聯軍）入侵之後，我
感到心裡有什麼東西破碎了。我以前總是夢
想成為醫生或工程師，但環境使我不能繼續
學業，我淪落至此……要養活自己一家人和
父母。」

部分好工作都跟政府有關，如果能進入政
府，中層位置的月薪約為600美元（約4700港元
），但是卻很難找到。在以豐富的油田吸引眾
多外國投資者巴士拉地區，曾學過計算機阿卡
安姆，卻苦於缺乏政治上的 「關係」，25歲的
他只能在沖印店裡打工。

阿卡安姆說， 「一份穩定的政府工作足以
養家。」他想要成為公務員的願望，反映了伊
拉克年輕人心中對穩定的工作的極端渴望。當
被問及怎麼看祖國的未來時，他落寞地說道，
「有可能變得更壞。」

▼▼20032003年年33月月2121日日，，巴格達南巴格達南
部的總統府邸在猛烈空襲之後部的總統府邸在猛烈空襲之後
變成火海變成火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