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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是一本长达 8年的研究报告（平均每星期耗时 10 至 20 小时 ）价值约一个半亿

美元。 

本书是写给那些相信“9 / 11 事件”的官方解释的人；抵触其他解释并称那些解释为

“阴谋论”的人；以及那些曾进行过关于“911 事件”的独立调查的人，或者是相关

调查人员的随行人士。 

如果您是在第一组，我表示欢迎。这本书收纳了众多关于“911 事件”的独立调查的

研究报告。读完这本书，如果您还感兴趣的话就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twf.org。 

如果您是在第二组，那就表明您拒绝一切有关“911 事件”的解释。因为对于“9 / 

11 事件”的所有解释都是所谓的“阴谋论”，问题只是在于其是否具有事实作为支持，

而根据严谨的研究表明事实是不支持官方解释的。 

如果您是在第三组，我表示感谢。这本书的成功离不开您的努力与支持。希望您把此

书看作是对于那些想了解真相的人的“事实告白”。 

恩维 麦斯德 

2009 年 9 月 11 日 

 



  

攻击，响应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到袭击。 

08:47 预订从波士顿起飞，飞往洛杉矶的美国航空公司的 11 号航班撞向了纽约

世界贸易中心的北塔。 

09:03，预订从波士顿起飞，飞往洛杉矶的联合航空公司的 175 航班撞向了南楼。 

09:38，预订从华盛顿起飞，飞往洛杉矶的美国航空公司的 77 号航班，波音

757 撞向五角大楼的西墙。 

10:03，预订从纽华克起飞，飞往旧金山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 93 号航班于匹

兹堡附近坠毁。 

世界贸易中心 110 层的塔楼被冲掉，五角大楼遭受了巨大损失，飞机的残骸在

宾夕法尼亚州被发现。 

据统计：世界贸易中心的死亡人数为 2750 人，大多是来自于 90 个国家的平民。 

五角大楼的死亡人数为 125 人。四架飞机上的 265 名乘客和所有机组人员无一人幸免。 

七年后，9 / 11 事件的发生真相仍然蒙着一层名为“保密”的面纱。 

恐怖分子劫持飞机，两天后，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确定了奥萨马.本

拉登（Osama Bin Laden）为第一嫌疑犯。 

欧洲刑警组织的发言人，于尔根.斯多波克说：“本拉登可能被嫌疑犯通知了此

次袭击的发生， 本拉登也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次袭击，但是他却不一定是策划

了这次袭击的主要负责人”。 

9 月 16 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讨伐”本拉登，并称他为“世间最大的恶人”。 

在对美国的攻击当天，“华盛顿时报”引用了一段美国军学院（the Army 

School of Advanced Military Studies）的研究报告：“摩萨德（MOSSAD，以色列情

报组织）有能力攻击美军并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进攻。” 

9 / 11 之后，数十名以色列人被逮捕，但为什么巨大的以色列间谍情报网没有

向美国联邦当局通报此次袭击事件的间谍呢？ 贾斯汀.雷蒙（Justin Raimondo）写道：

“现在我们不得不考虑以色列和这次袭击关系了”。 

不久之后，根据美国缉毒机构以及其他美国执法官员的实地考察报告，以色列

间谍网已变成一个长达 60 页的文件 

DEA 的代理人说，这份 60 页的文件是一份 250 页的报告的初稿。但是这 250 页

的报告并没有完成。原因很简单：一旦报告完成了，就代表美方怀疑以色列窥视美国

的最高机密。 

也有人认为以色列的摩萨德早已知道了 9 / 11 的发生可能性。福克斯新闻

（FOX NEWS）的卡尔.卡梅伦（Carl Cameron）做了关于这种可能性的特别报道。 

看似是 9 / 11 袭击事件导致了美国进攻阿富汗。但实际上这次进攻是由于早在

9/11 之前，塔利班与美方的谈判失败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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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在与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谈判后，却出现了对阿根廷的

Bridas 公司的偏好。在谈判过程中， 美国代表告诉塔利班“要么你接受我们的黄金，

要么就接受我们的炸弹 。” 

巴基斯坦前外交大臣于尼亚兹奈克（Niaz Naik）在七月中旬被美方高级官员告

知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要与十月中旬提前进行。 

爱尔兰时报于 2002 年 2 月 11 日报道到：昨天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和阿富汗

临时领导人哈米德卡尔扎伊先生同意，他们的两个国家应友好关系，并合作活动，包

括建议建立从中亚经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可是这不就是后两方政府又发

誓要“埋葬他们的国家之间的有毒的关系史”（ “华盛顿邮报”，2002 年 4 月 3

日）。 

哈利勒扎德就修建跨阿富汗天然气管道一议制定了优尼科的风险分析。大使哈

利勒扎德在 2003 年成为美国驻阿富汗的大使，并在 2005 年 6 月 22 日宣誓就任驻伊拉

克大使。 

虽然劫机者的身份依旧处于不明中，美国的报表，19 名劫机者中有 15 人是沙

特阿拉伯的公民。但是事实上塔利班曾表示他们愿意放弃把本拉登推向国际法庭。

2001 年 10 月 7 日，在没有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发动了他们的

对阿富汗的战争。阿富汗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阿富汗的之一，已经遭受了长达 23 年的

内战和 1979 年俄罗斯的入侵。美国大使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在一封给十

五个国家安全局的信中写到：“有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所支持的基地组织是 9/11 事件的

核心角色。”信中加到：“处于调查初期的我们仍有许多没有入手的信息”但即使在

比不能完全确认真相的情况下美军还是发动了战争。阿富汗战争造成了近一百万的难

民，五千名平民因轰炸而死，另有两万人的死亡是间接造成的。可是布什总统却对在

科威特的美军说道他们是在“做上帝的工作。”并声称“是上帝告诉他入侵伊拉克和

攻击本拉登的阿富汗的堡垒的。” 

在经历了六个月的“反恐战争”之后，针对恐怖袭击的证据却任然稀少。联邦

调查局局长罗伯特 S ·穆勒三世（Robert S. Mueller III）表示：“直到现在的调

查为止，我们仍旧没有发现任何关于 9/11 事件的证据。”对阿富汗的战争完美的遵循

着“新美国世纪”的脚本。约翰.皮尔格（John Pliger）写道：“两年前布什以及他

的亲信们说道：美国需要的是新一轮的‘珍珠港事件’，而现在这句话却成真了 。”

9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后，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被围捕并在没有经过正式法律处理之下被

驱逐出境，部分穆斯林被长期拘留。FBI 对著名的穆斯林领导人的住宅和办公室进行

了搜查。而且 FBI 还监控所有穆斯林活动，一些伊斯兰慈善机构甚至被关闭。 

接下来就是对伊拉克的战争了， 这个决定几乎是在 9/11 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机

小时之内就这定下来了的。据称总统回答说：“在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之前我们就已经

做足了公众舆论准备。于是 2003 年 3 月 19 日，在新保守主义者的蛊惑下，美国发动

对伊拉克的先发制人的战争。 

以色列记者阿里.夏威茨（Ari Shavit）写道：“伊拉克战争是由 25 个新保守

主义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策划的，他们正在推动布什总统改变了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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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麦克.斯密斯（Michael Smith）于 2005 年 6 月揭露了一

个重要的信息：2002 年 7 月 23 日，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决定一同修改针对在伊拉

克发生的事实以及有关情报。原因很简单，布什想通过军事行动去除萨达姆，但是恐

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才是合理的。但被固定各地的政策情报和事实。为

了让美国进一步进入备战状态，布什一行让民众认为伊斯兰极端引起了在美国发生的

维持数星期的炭疽袭击。白宫官员多次催促联邦调查局去证明这次袭击是一次基地组

织发动的第二波攻击。2001 年 10 月 15 日，布什总统说：“这次袭击可能存在与本拉

登的参与”副总统切尼也说本拉丹的心腹被培训过如何部署和使用这些物质。但之后

联邦调查局发现这只不过是美军生化武器的？。2001 年 10 月 18 日，参议员麦凯恩

（McCain），在大卫莱特曼秀（David Letterman Show）说道：炭疽可能有来自伊拉

克，这是美与伊拉克和在阿富汗战争的“第二阶段”。几天后，利伯曼在新闻见面会

上提出了“炭疽袭击与萨达姆的关联性以及伊拉克与伊斯兰宗教分子的关联性。” 

9 / 11 事件于美国军工业乃天赐良机。国会参众两院对于国防的预算一下增加

达到 48 亿美元，使美国的军费开支变成了 379 亿美元。这是自里根以来二十年内最大

的一次军资增长，并且于此次建立了一个“和平分红”系统。美国的能源公司也获得

了股息，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壳牌（Schell），BP 和道达尔（Total）在

2008 年 7 月被授予在伊拉克的工业合同。让这些公司拥有管理在伊拉克现有油田价值

的 75％的权利，只留下 25％的归伊拉克人民政府管理。 

可是近几年开始人们开始相信美国政府的行为是不正确以及非正义的。在 2006

年 9 月，“时代”杂志报道到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公民相信美国政府可能协助了 9 / 

11 恐怖袭击或者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决策。 还有 36％的美国人认为政府

是 9 / 11 事件的共犯。2006 年 10 月，安格斯.里德政治研究院表示：美国许多成年

人认为联邦政府尚未处理 9 / 11 恐怖袭击，根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民意调查， 有 53％的受访者认为布什政府是在隐藏着什么，而 28％的人相信它是在

撒谎。9 / 11 委员会主席托马斯 H ·基恩（Thomas H. Kean）和副主席李 H ·汉密

尔顿（Lee H. Hamilton）撰文指出，他们“被政治安装失败了”，参议员马克斯.克

雷兰德（Max Cleland）从 9 / 11 委员会辞职并称道“这是一个骗局，”参议员鲍勃

Kerrey 也同样扬言要辞职。 

而 9 / 11 调查元头领菲利普.泽里克尔（Philip Zelikow）似乎对找出真正 9 

/ 11 的真凶兴趣不大，这点可以从他的调查手段观察到。 泽里尔克把团队分为九个

小组，分别是：“基地”组织和它的历史，搜集情报，反恐政策，资助恐怖主义，边

境安全和移民政策，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国内法的执法机构，航空和运输安全，应急响

应，联邦政府的应急措施。除此之外，泽里尔克还有一个隐藏的议程：连接基地组织

和伊拉克。议程的理由是加速对伊拉克的战争，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快揭开，

“9 / 11 真相”运动。 

家庭督导委员会（The Family Steering Committee）是推动 9 / 11 调查的第

一线。其里程碑是在与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大卫雷格里芬教授的广播谈话。现在更多更

多的想要知道真相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加入了推动真相调查的行列，而且这项运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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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在纽约进行选票表决。新的调查是因为民众对于 9 / 11 委员会的漏洞百出的报告

的不满造成的。下面的章节将注意告诉你在 9/11 袭击事件中哪些事件发生了，哪些事

件并没有发生。但是首先⋯⋯ 



  

借口与掩饰 

简要的回顾一下布什政府，国会以及一些美国媒体的欺骗民众的手段可以让我们更清

楚地了解到美国官方是如何获得民众对进军阿富汗一议的默许的。 

苏伊士运河 

大不列颠以及法国在计划如何将于 1956 年 7 月 26 日回归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夺回。

“法国向以色列发出秘密请求”——ABC 世界新闻的前任编剧，詹姆士·班福德

（James Bamford）。 

这场阴谋的详细安排是：以色列发起一场对埃及的战争，一旦埃及开始反击，

英法两国将以“和平使者”的身份介入。此后，英法掌控苏伊士运河，而以色

列掌控埃及的西奈半岛。 

这场计划已经得到了以色列首相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国防主席

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军队首领摩西·达杨（Moshe Dayan），以及英国首

相安东尼·伊顿（Anthony Eden）的许可。 

USS 自由号事件 

美国政府协同“自由媒体”通过牺牲美国人民的方式来帮助“朋友” 并且归罪于“万

恶的敌人”。 

1967 年 6 月 8 号，美国的特务情报军舰“USS 自由号”在公共海域受到了以色列空、

海两军的袭击。【USS 自由号纪念网址：http://www.gtr5.com/】 

在收到攻击的九小时前，USS 自由号被以色列认定为是美国海军船只并持续了

跟踪。在公共海域航行了不到五节，并且没有显示出任何攻击前兆。 

三十四名美国人死亡，一百七十四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的四十年间 USS 自由号事件的幸存者被警告不允许说出事件的真相。目的

是保护以色列在美国民众心中的位置。 

1967 年 6 月 8 日清晨，USS 自由号有以色列阿里什出发。USS 自由号偷听到了以色列

要从叙利亚和埃及对阿拉伯空军基地发动攻击的消息。詹姆士写到： 

根据军队的历史学家报道：几英里外，以色列军人在在残杀阿拉伯平民。以色

列政府也表示了解此事，但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可是那时候，以色列正在对世界哭诉道他们正受到埃及的侵略。所以以色列政

府不希望美军窃听到的消息被传播出去。 

掩盖以色列的侵略，已成为了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主要贡献。 

古巴 

1961 年 4 月 17 日，美军入侵古巴的计划失败了。美方策划了一场“反恐战争”，并

想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随后再次入侵古巴。 

詹姆士·班福德写到： 

计划的名称叫：北木计划。计划如下：让无辜平民被枪杀，人工让难民船沉没，

在华盛顿首府，迈阿密等地发起数场恐怖袭击。并利用伪造的证据来陷害古巴

总统卡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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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美军也尝试着引诱英国加入攻击古巴的计划，但是以失败告终。 

越南 

1964 年 8 月 5 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宣布要对越南采取报复性攻击。原因是越南军队攻

击了两艘正在越南东京海湾巡逻的美军驱逐舰，分别是 USS Maddox 和 USS Turner 

Joy。 

其中的 USS Maddox 驱逐舰事实上是在搜集有关南越预备攻击北越的情报。 

2005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解禁了一份文件。文件报道到，Maddox 驱逐舰与 8月 2日发

射了几发警告弹，而在 8月 4日的时候，那里就应该没有任何北越海军了。【R.J 翰

约克】 

可是在 1965 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却说道：“我只知道我们士兵当时是在射击鲸鱼。” 

越南战争导致了 58217 民美国人民死亡以及 2000000 越南人民伤亡。 

迪戈加西亚岛（印度洋） 

乔·皮尔格（John Pilger）的纪录片《偷走一个国家》(Stealing a Nation)讲述了

19 世纪 60 年代，当英国解放所有他的殖民地的时候，美国与英国密谋着占领迪戈加

西亚岛并且持续殖民 50 年。 

1965 年到 1973 年之间，为了清理这块土地，所有的原著民都被转移到了塞舌

尔和毛里求斯，所有的人都显得非常迷惘以及恐惧。 

一开始，所有的原著民只是被引诱或者是刺激着开始着手搬家。但是后来，一

旦有原著民离开岛屿，他们就不被允许回到他们的故乡了。随后，美国人开始

来到岛上并开始修建基地，后来操控塞舌尔政府的殖民军官下令杀死所有的宠

物狗，目的是“卫生”。1000 多只宠物被杀死，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其实这场宠物屠杀只是美英上演的一场杀鸡儆猴的把戏罢了，随后，所有的住

民开始搬迁，并且只被允许带一件行李。 

不久前，大卫·文（David Vine）报道到： 

大部分的美国海空基地都是当做阿富汗战争的发射基地，大部分的岛屿都是用

来关押政治犯和恐怖组织分子的。 

伊拉克 

乔治·弗莱德门（George Friedman）曾在“America’s secret war（美国密战）”

写道：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支持了伊朗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在伊朗革命结束以后却

出现了对伊朗的控制欲望。 

弗莱德门又写道： 

卡特政府曾说服萨达姆去攻打伊朗，美国把科威特作为战利品让给萨达姆如果

他战胜了伊朗的话。 

1990 年 7 月 25 日，美国会见萨达姆，并告诉他“美国对阿拉伯内的所有事件表示中

立，表示对科威特与伊拉克之间的国界问题无能相助”但是同时有鼓励科威特窃取伊

拉克油田。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进攻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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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民众宣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时候曾有一次战争演说。一个科威特难民的证词在

让所有人惊讶不已：1990 年 10 月 15 日，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市医院里将 300 多名婴

儿从的孵化器里抱出来并倾倒在地板上让他们就这样死去。 

1992 年 1 月 6 号哈勃杂志【Harper’s Magazine】揭发了这个所谓的难民的真实身份：

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而她的证词则是全部来源于一部所谓的纪实电影。 

斯考特·皮特森（Scott Peterson）写道：小布什总统派军去波斯湾的其中的

一个主要原因是美方宣称伊拉克军队威胁入侵沙特阿拉伯。 

根据美方的秘密卫星跟踪发现，有 25 万伊拉克军人以及一千五百架坦克在边境

线上待命。此举动威胁着美国的重要石油来源。 

可是，当佛罗里达州的圣·皮特斯堡报纸引用两张苏联拍摄的同时同地的卫星

照片的时候，却没有发现任何坦克。【2002 年 12 月 6 日摘自：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前任联合国杀伤性武器废弃特别检察员斯考特·瑞特（Scott Ritter）指责前任联合

国武器检查会主席理查德·巴特勒（Richard Butler）道：“在 1998 年故意安排了一

场武器检查，并以此加剧了联合国与伊拉克的矛盾。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才有机会进

军威胁伊拉克。”【Ronni Berke，CNN，2001 年 7 月 19 日】 

欧亚大陆 

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土安全局负责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于 1997 年写到： 

欧亚大陆占有了世界三分之二的世界主要经济和技术发展区。从地图上看一眼就知道，

控制了欧亚就相当于控制了非洲。 

世界 75%的人口在欧亚大陆，60%的世界 GNP 在欧亚大陆，四分之三的世界资源也在欧

亚大陆。 

布热津斯基说道，控制欧亚的关键是控制中亚各共和国。 

美国，俄罗斯，中国以及伊朗同时竞争里海地区，为的是争夺那里的自然资源以及输

油路线。【Lutz Kleveman，The New Great Game，2004】 

美国总统布什曾多次表示，一旦巴格达领导人问起，美国将离开伊拉克。现在，伊拉

克总理马利基已要求美国撤军的具体时间，布什政府和美国军方领导层继续在伊拉克

施加压力，以让他们接受美国在伊拉克建设长期军事基地的要求。【Patrick 

Cockburn，Independent，June 6，2008】 

美国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为控制伊拉克的“人质钱”约 500 亿美元（250 亿

英镑）并且以此为压力是伊拉克签订美国无线其占领伊拉克的不公平协议。 

伊拉克官方称道，从去年开始，国民们想要使用其他的货币，原因是美元贬值。

但是遭到了美国财政部的否决，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摇动美元的威信力量。  

伊拉克议会人士告诉电视新闻，美国政府提供了三百万美元来贿赂签署“框架协议”

的签署人，从而是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得以保存到 2008 年。 

 



  

本·拉登 

“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本·拉登是 9/11 的罪魁祸首”——美国联邦调查局 

2001 年 9 月 17 日称道：本·拉登是 911 事件的“首要嫌疑人”，并且宣布了对他的

通缉令，并且加到“必须逮捕，无论死活”。 

本·拉登在 2001 年 9 月 28 日在一家巴基斯坦的报社接受报道并说道： 

我真的不是 911 事件的嫌疑人，作为一名穆斯林，我对于撒谎是非常谨慎的。

我不知道有关这场袭击任何信息，也不认为杀害无辜妇女儿童是一件高尚的事

情。伊斯兰教典明确的说道，即使是为了一场战争，杀害无辜的妇女儿童是不

被允许的。 

有关“专家”揭示了一盘关于“本·拉登犯罪告白”的录像带。【NPR，2001 年 9 月

13 日】这盘录像带来得太是时候了，这种情况就像是在世贸中心废墟里发现的护照一

样。 

2001 年 12 月 20 日，一家德国电视台“Das Erste”报道到：根据两名独立翻译家以

及一名语言专家发现白宫的翻译不仅不准确而且很有被控制的嫌疑。 

本·拉登的录像也被称之为“最假的一部犯罪告白”。 

2008 年 7 月，FBI 把本·拉登放在了犯罪通缉榜单的首位，但是却没有把本·拉登与

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联系起来。 

FBI 是这样写到的：“本·拉登在 1998 年 8 月 7 日袭击了许多美国使馆，引起了 200

民人员的死亡。加之，本·拉登是许多恐怖袭击案件的主要嫌疑人。” 

当 FBI 被问到为什么没有把本·拉登很 911 事件联系起来的时候，FBI 说道，目前还

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本·拉登与此次袭击的关联性。 

2001 年 9 月 20 日，塔利班组织想美方提出了一个交易：如果美军可以拿出确凿的证

据来证明本·拉登的嫌疑，塔利班就自动交出本·拉登。可是美军拒绝了这项交易。

【George Monbiot，Guardian，2003 年 11 月 11 日】 

2001 年 9 月 23 日，布什政府称他们可以证明被沙特私放的本·拉登有背后操控 911

事件发生的嫌疑。【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2001 年 9 月 24 日】 

美国国务卿科林·伯维尔（Colin Powell）说道：“我可以向所有人保证本拉

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是 911 事件的犯人。” 

可是直到现在，美方有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2006 年 3 月 19 日，美国副总统迪克·钱尼说道：“我们从来没有找到任何直接证据

来证明本·拉登的嫌疑。”【The Tony Snow Show，2006 年 3 月 29 日】 



  

劫机者们 

2001 年 9 月 12 日，ABC 新闻报道：“已经知道了所有劫机者的身份了。” 

在劫机者的名单中有一名沙特阿拉伯的国名叫“沙坦·苏特米（Satam Suqami）”，

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护照竟然在世贸大楼的废墟中被找到了。 

第二天，FBI 的负责人罗伯特·S·穆勒（Robert S Muller）称道：FBI 已经掌控了大

多数的嫌疑犯。【CBS，60 Minutes II，2003 年 9 月 10 日】 

美航 11 号航班的一名乘务员艾米·斯维尼（Amy Sweeney）在事发的时候给地

面中心打了一个电话，并告诉了所有嫌疑犯的座位号码。 

皮特·福林（Peter Finn）和查尔斯·兰（Charles Lane）写到一名 11 号航班的航空

人员给地面中心打了一个电话。【Washington Post，2001 年 8 月 5 日】可是六年后，

FBI 承认道：“当时遇难的四架飞机中只有航班 93 发出过两次手机讯号。”

【Griffin，Canadian，2007 年 8 月 8 日】 

2001 年 9 月 21 日，尼克·霍普金斯（Nike Hopkins）在 Guardian 杂志中报道到： 

在检查了四艘被劫持的飞机成员表之后表示两名嫌疑犯已经确认：撒冷·阿尔

海米（Salem Al-Hazmi）和阿卜杜拉兹·阿尔奥马里（Abdulaziz Al-Omari）。 

可是真正的撒冷实际上是在沙特阿拉伯被监视，而且这两名“嫌疑犯”都没有

在那四架飞机上。 

2001 年 9 月 23 日，BBC 新闻播报证实四位“劫机犯”并没有出现在那架飞机上，而且

他们都还活着。 

同日，大卫·哈瑞森（David Harrison）报道到：【Telegraph】 

这四名“劫机者”都表示非常吃惊当他们得知自己是犯人，因为他们都在沙特

阿拉伯，并且没有一人在美国。 

2001 年 9 月 17 日，美国官方媒体以及 CNN 新闻台发布了乘客的名单，让人吃惊的是：

没有任何阿拉伯姓名出现在那张名单上。 

美方报道到，这个名单是由失事者的家属亲人和朋友提供的。可是去怪的是，为什不

航空公司不直接提供名单呢？ 

吉拉德·洪姆格雷（Gerard Holmgren）和历史学家盖瑞·诺斯（Gary North）都说到：

“为什么航空公司不直接提供完整的名单呢？难道有什么隐情么？” 

2002 年 4 月 19 日，穆勒在旧金山发表演讲，他说道： 

我们现在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于 911 事件的线索。 

2006 年 7 月，美方公布了公布了四架被劫飞机的座位图并且标注了劫机者的座位。 

2004 年 7 月 22 日，911 事件研究报告揭示了不一致的乘客名单。 

杰瑞·马肯（Jerry Markon）和提莫斯·德外若（Timothy Dwyer）在华盛顿时报里写

到： 

一名 FBI 警员不下 70 次警告他的上扎卡里亚斯·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

才是真正的主谋，而且他即将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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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萨维的律师表示穆萨维是有罪的，而且他是唯一一个被美方指控的 911 事件嫌疑人。

【CNN，2006 年 2 月 2 日】 



  

一号、二号世界贸易中心 

二号世贸中心于早上 9：59 塌陷。一号世贸中心于 10：28 塌陷。 

根据美方官方报道，被劫的飞机并没有对世贸中心造成决定性的伤害。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NIST）报道： 

两座塔的建筑结构保证了其受冲撞程度，其表示即使受到了飞机的冲撞，也只

可能造成局部的损伤，并不能造成整体的塌陷。 

NIST 报道： 

双子塔的塌陷原因为：（1）飞机损坏了支撑柱，使防火隔热涂料地板脱落，以

及分散在多个楼层的喷气燃料燃烧了大楼;（2）不寻常的大型喷气燃料引起了

多楼火灾（温度高达 1000 摄氏度）显著地板下陷。这导致了两座塔的塌陷。 

NIST 的证据被多方专家针对讽刺，并且 NIST 表示承认所有的批评。 

托马斯·伊戈尔（Thomas Eager）是一名麻省理工大学的材料工程学的教授，他说道：

“飞机的冲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凯文·莱恩（Kevin Ryan），一名被 NIST 因污蔑罪指控的 NIST 前任部分负责人说道： 

当然，我们这些有实际参与 NIST 调查的人知道：防火设备是因为强力震动而失

效的。 相反，NIST 进行过一项测试来检验这项推测。 

可惜实验结果不仅没有支持 NIST 的预先确定的结论，反而证明防火不可能被损

坏，因为需要太多的力量。 

双子塔拥有 240 根强有力的主要承重柱，47 根称重轴。NIST 的损伤报道记载到北塔与

南塔都有 30 到 40 根的承重柱受损。 

NIST 使用电脑模拟来重现飞机撞向世贸大楼的情况，但是却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楼会倒

塌，也没有找到大火引起了超过 250 摄氏度的证据。所以直到现在，NIST 也不能提供

一个完整的双子塔塌陷原因。 

因为钢铁会在 650 摄氏度的时候失去一半的支撑力，会在 1500 度的时候完全融化，所

以飞机引起的 15 分钟的大火不足以引起大楼的塌陷。 

建筑师和工程师“9 / 11 真相”的创始人，理查德盖奇（Richard Gage），对有关

NIST 的报告做出以下几点质疑： 

破坏的发生是由于急速的近于自由落体速度的撞击造成的。 

一百十八名第一反应描述者都在瓦解发生的时候看到和感觉到爆炸，并看到指

示灯闪烁。 

混凝土地面几乎完全被粉碎成灰尘和沙砾。 

FDNY 和其他人看到熔融金属，9 / 11 之后，被描述为“像熔岩流动”，但是

NIST 否认其存在。 

盖奇说道：“这些塌陷并不是由飞机冲撞和燃料爆炸引起的，而是由其他的人工爆炸

引起的。” 

而这些爆炸都被目击证人给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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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BC 的记者：在 10:30 我试图离开大楼，但只要我到了外面，我看到了第二

次爆炸，一个又一个的隆隆声，以及更多的灰尘。我跑了楼内。然后防火人员

走了进来，说我们不得不离开，因为如果有第三次爆炸，这栋楼可能会倒塌。 

消防队员在 CBS 频道 2：我们从来没有靠近过双子塔。爆炸让每一个人都无法

接近。 

福克斯新闻网记者：联邦调查局的人在爆炸之前一直在这里照相和保护现场。  

NBC 的记者：这听起来像枪火，砰，砰，砰，砰。然后突然三个大爆炸。 

在所有的证人中，威廉姆·罗德瑞格斯（William Rodriguez）被白宫授予荣誉奖章来

奖励他的积极救员。 

因为飞机引起的大火不够强大、强力、长时来造成大楼的塌陷，所有一定会有一个其

他原因来引起这场悲剧。 

莱斯利·罗伯特森（Leslie Robertson），世贸中心大楼的结构建筑设计师于 2001 年

10 月 5 日称，一直到 21 天后，大火一直在燃烧，可是所有钢筋都没有熔化。 

在调查的过程中 911 事件调查委员会以及 NIST 同时故意漠视所有的“不利”证据。 

NIST（FAQ，2006 年 8 月 30 日）说道：世贸中心双塔的残骸的钢筋的状况与倒塌的调

查无关。 

可惜事实却是，钢筋的状况与大楼的塌陷却是紧密相连的，如果钢筋不熔化大楼也不

会倒塌。 

NIST 没有对爆炸物品进行评估，同时反对大众所津津乐道的“煎饼理论”（大楼倒塌

的理论之一）。可是 NIST 的首席负责人夏阿姆·桑德（Shyam Sunder）却自行反对了

其推论。 

桑德说道：“大楼的烟雾是由‘地板煎饼效应’造成的。”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于 2006 年 9 月，声称有一个答案。 

燃料的大量涌出造成了大量的液体山洪，冲塌了原本的大楼结构，同时也覆盖并摧毁

了原本的防火地板。 

这些研究人员模拟了倒塌的现场状况，他们表示到：根据 NIST 的数据，大楼只有可能

在 75 年后才能倒塌。 

尽管根据刑法规定：犯罪现场的证据以及法医分析必须得到保护。可是联邦紧急措施

署可能在事故检查之前，就将可能含有炸药的痕迹的钢筋销毁或运到印度和中国的建

筑废墟站进行回收分解。 

 



  

世界贸易中心 7 号楼 

2001 年 9 月 11 日，47 层建筑世界贸易中心（世贸中心 7号楼）在将近 7秒钟之内塌

陷了。  

7 号楼并没有被飞机击中，为什么会倒塌呢？911 事件委员会甚至没有在报告中提及这

幢大楼的存在。 

世界贸易中心包括 7幢建筑物：双塔和建筑物 3，4，5，还有 6。于约九个街区外还有

一个建筑物 7。 

911 事件发生的时候，包括 7号楼在内的所有的大楼都塌陷了。 

911 委员会的报告告诉我们市长的应急管理办公室位于世贸中心 7号楼的 23 楼，8:48

的时候是在工作的，但报告中并没有提到的世贸中心 7号楼的倒塌。 

对这一遗漏，各大新闻媒体很一致的保持了 7年左右的沉默。 

所有关于第七号楼的视频都在 911 发生之后迅速被删除了。 

杨百翰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史蒂文·琼斯（Steven Jones）写道：“世贸中心 7号楼火

灾的具体情况和倒塌的真正原因任然处于未知状态。”他曾想要在 MSNBC 新闻台上做

出一番推测，却被阻止了。 

CNN 的阿伦·布朗（Aaron Brown）和 BBC 的简·斯坦利（Jane Standley）说道：“7

号楼的崩塌时间为伦敦时间 21：54 同时也是美国东部时间的 16：54。”  

一个屡获殊荣的调查记者，黛安·索耶（Diane Sawyer）采访了 ABC 新闻现场的消防

队员，他说：“7号楼没有任何火灾的迹象，但是确实有一辆卡车在向上面浇水。” 

一些人声称“大楼里储备的柴油是引起火灾的原因。但是根据联邦紧急措施署的报告

来看（世界贸易中心大厦性能的研究，2002 年 5 月）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十分地低。 

丹·拉瑟（Dan Rather） 7 号楼倒塌的报告中说： 

这是我今天的第三次宣布，7号楼的照片然我更相信是有人蓄意破坏大楼，并蓄意安

置炸弹的。 

可是问题是：是谁进入了大楼买下了炸药并且瞒过了所有的安全措施的呢？ 

1991 年 2 月 23 日，费城的一个 38 层楼高燃烧 18 个小时，2004 年 10 月 17 日，加拉

加斯的一个 56 层楼高烧 17 小时; 2005 年 2 月 12 日，马德里的一个 32 层楼的大楼 24

小时烧; 2009 年 2 月 19 日，北京的最新的摩天大楼燃烧 6小时。 

这些大楼都没有像世界贸易中心大厦 1，2 和 7 一样倒塌。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

信 911 事件中的三座大楼是由于火灾而到他的呢？ 

可是所有的“自由媒体”似乎都对此现象“不感兴趣”。 

2008 年 8 月 21 日桑德说道：“7号大楼的的倒塌既不是由爆炸也不是由燃油燃烧造成

的。”  

NIST 声称，崩塌是由于“西南边界的一些结构性的损害”造成的。 

关于大火的摄影证据显示，大火的发生是在 911 当天的中午。NIST 也承认了这一点。  

NIST 没有建立起应当的灾难重现模型，可是讽刺的却是美方曾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宣传

过这一科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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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也质疑桑德有关“爆炸与倒塌无关”这一说法，因为爆炸确实在视频中显示了

出来。比如：有一视频显示了大楼的玻璃被炸毁了【请参考 twf.org/911.html上的视
频，最初的 33 秒钟。】 

NIST 一直没有公布有关于 7号楼倒塌的其他信息，照片或者是视频。 



  

阿喀琉斯的跟腱 

阿喀琉斯是塞萨利珀琉斯国王的儿子和仙女忒提斯的孩子，“伊利亚特”的中心人物。

只有跟腱是弱点的近似完美的希腊英雄。  

借用这个比喻，双子塔和的倒塌时间以及 7号楼的倒塌就是整场 911 阴谋的“阿喀琉

斯的跟腱”。 

官方的理论同时也受到前面提及的两个质疑的挑战。 

NIST 推测到：【NIST 媒体见面会，2007 年 10 月 5 日】 

从第一外部地板崩塌并击落地面的时间分别是：1号楼花了 11 秒，2号楼花了

9秒钟。证据分别如下:(1)录像带里记录的准确塌陷时间。(2)纽约帕丽萨德斯

市的地面记录中心的数据。 

NIST 还加到： 

这两座大楼的主轴（大约世贸中心 1号楼的 60 层和 2号楼的 40 层）在 15 至

25 秒内分别崩塌。可惜无论是地面中心记录和录像都不能让我们估计准确的塌

陷时间。 

911 事件委员会只是简单地写到（p322）：南塔在 10 秒之内塌陷了。 

大楼的倒塌时间与一个台球从大楼 1号和 2号的顶上落下时间一致。倒塌时间的计算

方式则是所有人都会在高中学到的： 

距离=0.5X 加速度 X时间平方 

使用这个公式，世贸中心的倒塌时间为 9.2 秒（假设加速度等于重力并且没有无风的

阻力）。塔倒塌接近自由落体的速度，倒塌纯粹受飞机的影响并导致火灾，这不符合

逻辑。 

可是 NIST 并没有对倒塌原因做出任何数据计算，没有解释为什么双塔会同时倒塌，也

没有解释为什么冲撞会导致最下面的地板塌陷。 

既然“建筑质量”保持不变，那又是什么引起了它下面的结构崩溃的呢？ 

我们都在电视里看到了的，大楼的地板不是塌陷，而是被炸毁成了碎片与灰尘。所有

钢筋也全部支出向外。 

肯尼斯·L 卡特勒（Kenneth L. Kuttler）教授解释道，即使在理想的状态下，大楼

的倒塌需要花上至少 25 秒的时间。 

可惜，直到现在，NIST 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大楼倒塌事件的确凿数据与分析。 



  
	  

93 号航班 

根据 2001 年 9 月 11 日稀有的电视画面，事实违背了大众普遍接受的关于 93 号航班的

解释。早上 10：03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93 号航班坠毁在了距离华盛顿 125 英里的宾夕

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四名乘客袭击了飞机上的劫机者。 

早上 8：42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 93 航班从新泽西起飞前往旧金山。 

与 9：28 左右，俄亥俄州的地面中心接收到了一份奇怪的信号。似乎有人在飞机上争

执和打斗。 

9：30 左右，又有信号传来，这次他们听到劫机者兹尔德·加哈（Ziad Jarrah）说道：

“飞机上有一枚炸弹，我们现在就要飞回地面，请所有人安静。”【CNN，2002 年 8

月 1 日】 

FBI 相信黎巴嫩国籍的加哈是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他的目标应当是白宫。 

10：01 有其他的飞机目击到 93 航班有剧烈的回旋，并认为是由于阶级者和乘客一同

造成的。 

可是，一段 911 的真实的电视片段却表示对此事进行质疑。 

NBC 新闻台：“现场已经被封锁了，你可以看到残骸散落遍布在了将近 3到 4

英里之内。可是奇怪的是所有参还都是非常的小，数百名检察人员却找不出一

个完整的电话薄。” 

FOX 新闻台：“那里除了一个大洞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残骸也找不到。” 

NBC 和 FOX 同时播报了这一事件，但是都没有发现任何实体证据。那么，他们是怎么

把乘客反击劫机者和飞机坠毁联系起来的呢？ 

冰岛的学者艾丽莎·达维德森（Elias Davidsson）质疑 93 号航班的黑匣子的真实性，

原因在于这个黑匣子里面竟然没有记录飞机坠毁一刻的爆炸声。 

同时，有许多人都出来证明他们接到了来自那架飞机的电话，并被告知了劫机者与乘

客的搏斗。可是根据 FBI 的证据来看，那架飞机只有在靠近地面的时候出现过两次电

话讯号。 

国防秘书在平安夜的军队发表会上说道：“袭击纽约的人在滨州把飞机打下来了。” 

可时后来，五角大楼表示国防秘书只是说错了口。 

911 委员会的副主席李·汉米尔顿（Lee Hamilton）说道：“有人指命攻击那家飞机，

我认为是总统指命的。” 

副总统钱尼承认发过射击被劫飞机的指令。在一次访谈中钱尼副总统承认道如果知道

一架被劫商务飞机正瞄准白宫，他会下令射击这架飞机。 



  

五角大楼 

对于 77 号美航航班撞击五角大楼的事件的证据近乎没有对公众公开过。所有的遇难乘

客都没在美国国防中心的记录中显示。 

最令人奇怪的是：飞机的残骸到哪里去了呢？ 

CNN 的主播站在五角大楼的下面进行报道： 

“根据我的观察，五角大楼并没有受到飞机的袭击，所有的残骸都太小了，你

甚至可以用手拿起来，并没有发现任何飞机的残骸。” 

不久，美国国防中心有一次遭到了质疑。袭击的第二天，有记者问道：“飞机的残骸

在各个地方都被发现了，甚至在高速公路上都散有残骸。你觉得这个原因是由于飞机

的提前爆炸造成的么？”国防中心的答复竟然是：“无可奉告。” 当再一次被问之乘

客的踪迹的时候，国防部的答案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做任何伤亡统计。”可是，这

些乘客哪里去了呢？来自五角大楼内部人员的目击证词表示：“所有大楼内的伤员都

被抢救了出去，可是奇怪的是飞机里似乎没有乘客。” 

2001 年 9 月 15 日，国防中心做出回应：“五角大楼是先被炸再被飞机撞上的。”那

也就证明了在飞机撞上之前有爆炸发生。 

专家同时表示五角大楼上的被袭击的部位比波音 757 的体积小很多，也就说明飞机不

可能撞击在了大楼上，或者是只有部分撞在了大楼上。而且如果真的是撞上了的话，

飞机的机翼应该会在事发现场被发现，可是在现场什么都没有。 

就像是撞击了世贸中心的飞机一样，飞机的发动机应该会被保留下来。在关于五角大

楼袭击案的照片里的确有一个类似于引擎的碎片，根据专家说明，引擎的标号可以帮

助我们证明飞机的真实身份。可是国防中心却拒绝了这一提案。 

前交通部秘书诺曼·Y·迈勒塔（Norman Y. Mineta）提供证词指控副总统钱尼下令不

要射击飞向五角大楼的命令。也就说明这次的行动美方政府也一如既往的参与了。 

五角大楼发布的五部关于袭击的录像没有一部有关于飞机的图像。 

2001 年 9 月 12 日，美方为了证明飞机的存在出示了两次由飞机里发出的通话记录。

可是实际却证明其是伪证。 

9 / 11 委员会报告的动画模拟（2004 年 7 月）显示一架飞机飞行与海军附件的南部，

五角大楼安全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显示一个水平方向飞向五角大楼。 NTSB 的数据动画

（2002 年 1 月）显示从海军附向北飞的飞机的高度不足以击中了五角大楼。 

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复杂机动所称的 77 号航班飞行员执行，并指称劫机者的身份。 

CBS 新闻报道说：“雷达显示 77 号航班螺旋式下降，转弯几乎一个完整的圆，并在两

半分钟下降近 7,000 英尺。这复杂的动作表明劫机者已经掌握了近似完美的驾驶水

平。”  

“纽约时报”（2002 年 5 月 4）报告，首要嫌疑犯名字没有出现在表单上，这就表示

他不可能出现在那架飞机上。所以他不可能有机会接近那架飞机，也不可能操控那架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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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可靠的飞行员”表示，美国包括空军在内的任何顶尖飞行员也无法这样控

制飞机撞击五角大楼。“波音公司的工程师也表示，飞机不可能飞那么快、那么低，

做那些转弯动作，”达夫说。  

  此前曾有 9·11 事件当天在现场的美国媒体工作者透露，五角大楼被击中后的特

写照片里看不到飞机残骸，通常这样的撞击飞机残骸会分布在一英里的范围内。  

 

不仅如此，美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不符合自然科学的。 

基于飞行数据记录器（FDR），77 号在接近五角大楼的时候会烧到一个非常大的阻力，

这个阻力足以让它在草坪上就坠毁，可是为什么它会与近似水平的位置撞向大楼呢？ 

五角大楼袭击可能是在现代历史上唯一商业航空公司飞机的坠毁，其中大多数现有的

证据已经向公众隐瞒。在现场的记者都被“戴上手铐，并拖走。”（2001 年 9 月 12

日，国防部新闻发布会） 

 

几点补充： 

首先，火灾区钢材温度如果达到 700~800C 的话，并不能熔化钢铁(熔点超过 1600C) ，

但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坚度，而使其承重力只是原来的 1/20 左右。如果钢材软化的面积

达到楼层面积的 2/3 以上，则该楼层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塌陷。 

 

    这就是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局坚持火灾区钢材温度达到 800C 的原因，尽管没有可信

的证据来支持其观点。相反，有很多证据表明火灾区温度只有 200~300C 左右(大量浓

烟，钢材良好热传导性，国标局对钢材的化验结果等等) 。 

 

    在发生上部楼层塌陷的基础上，根据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陆新征，江见鲸的电脑

仿真模型，如果大楼钢材的断裂塑性变形能力只有 0.5%情况下，则完全倒塌是可以发

生的。如果断裂塑性变形能力有 1%情况下，将不会发生完全倒塌。 

 

    我已去信要求陆先生解释一般建筑用钢材的断裂塑性变形能力参数，但至今未有

答复。如果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朋友，请帮忙澄清一下。但我相信其断裂塑性变形能 

力应大于 3%。因为文中已提及担保人实验公司为国标局鉴定世贸中心钢材特性(注意，

这只是提取同类型钢材进行性能试验。 

官方从来没有对世贸中心钢材进行认真的刑事科学鉴定)时就表明其结构能承受类似世

贸中心火灾温度两个多小时而不致塌陷。这在国标局的报告里也 有记录。但国标局的

最终报告里的倒塌模型却坚持钢材温度达到 800C，且产生完全倒塌。虽然各专家要求

公开其倒塌模型的参数和演示结果，但至今不得要领。 

 

    其实，就算国标局的完全倒塌模型成立，也不能解释以下的奇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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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只有大楼上部楼层整体地向下冲击，才有足够的冲量使下部坚固楼层产生连续

的完全塌陷。而大量的照片和录像表明双塔的上部楼层都在半空中消失，此后，又是

哪里来的冲击能量使下部楼层倒塌呢？ 

 

    2。现场在倒塌前和倒塌后都发现大量的橙黄色的熔化金属(钢铁) 。 

 

    3。大楼整体以自由落体速度倒塌(表明应当更为坚固且未受火灾影响的下部完全

失去了承重力)。 

 

    4。大楼所有混凝土结构在倒塌过程中完全化为粉末。根据清理现场的工人说，除

了大量整齐划一的钢材外，现场基本上连大於粉笔盒大小的办公室设备碎片都找不到，

遇难者的尸体更只是片片碎肉。照片和录像中也可见整栋大楼由上至下依次化成细小

碎片的现象。 

 

    其次，美国政府至今未能拿出明确证据证明那 19 名劫机者确实执行了这次行动。

联邦调查局长最近在一个公开演讲中形容劫机者的“专业性”时说“劫机者没有留下

任何文件轨迹” 。 

 

发动了两场战争，却连罪犯的真实身份都没有搞清楚。死不见尸，生不见人，真是千

古奇冤啊。而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声称事前一无所知的美国当局却能大规模搜查 嫌疑

犯的住所和学校，而且公开其名字和相片。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名单是不是早就拟好了？

这十九名阿拉伯人是不是子虚乌有的幽灵？ 

纪录片编导在罗列了 911 事件之前种种可疑迹象后，分几个部分对 911 事件的真实性

提出全面质疑。首先是美航 77 号航班撞击五角大楼。疑点包括： 

   

    一、被劫持的美航 77 号航班，在撞击五角大楼之前，在空中做了一个高难度

的大角度转弯加俯冲的飞行动作，并且超低空飞行很长距离，连续撞到了 5 根电线杆，

却没有在地面造成任何痕迹。行家认为，简单受训的阿拉伯裔恐怖分子不可能完成这

个飞行动作。接触过该劫机犯的飞行驾校负责人说，这名劫机犯的飞行能力，属于中

等偏低； 

   

    二、被撞倒的电线杆不是断裂，而是连根拔起，而且也没有看到飞机机翼断

裂、掉落的痕迹； 

   

    三、757 飞机的两个发动机由耐高温的钛合金製造，各有 6吨重，直径约 3

米，不可能被高温熔化，不可能找不到残骸，不可能在五角大楼墙上不留下撞击痕迹。

而五角大楼墙上，只有一个直径约 5米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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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美国官方公佈的一张照片里有一个直径约 1米的涡轮，专家解释说这是

757 尾部的装置。但是，“好事者”指出，这是空军 A3 飞机的部件。这个细节类似于

中国网民用自己的眼睛痛打“周老虎”。 

   

    五、五角大楼週边如公路、酒店都有摄像头，能够拍下飞机撞击五角大楼的

经过。但是，录影带被 FBI 收走，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公佈。人们认为，要回答公

众的质疑，只需要公佈其中一个录影，让大家看到飞机。但是，美国政府公佈的几张

照片里，看不到任何飞机。 

 

 

 



  

自食其果 

2003 年 3 月，911 事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勉强完成了拥有“一章的标题，副标题，分

副标题”911 委员会报告。  

委员会设定了的特殊的政治目标，排除了不利或者是冲突的证据，这份报告便成为了

拥有致命缺陷的废品： 

本·拉登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针对 911 事件的通缉犯。 

遇难飞机的客运公布名单上有没有一个阿拉伯名字，据报道，某些劫机者还奇迹般的

活着。911 委员竟然忽视这些问题。 

飞机的冲撞并不能导致火灾更不能解释双子塔的倒塌。 

7 号楼的倒塌也没有得到调查。 

近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93 号航班在滨州坠毁了。 

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是一架飞机撞击了五角大楼。 

911 恐怖袭击的真凶尚未公布。 

不禁然人发现真实是被掩藏了起来，但是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谁是负责掩盖的人？谁

住到了这些攻击？谁受到了惠？ 

但是，美国政府害怕关于 911 事件的检查太严密所以就忽视了所有的私人独立调查。 

布什政府的信誉和美国的声誉在这一时刻锐减。美元暴跌，美国经济处于衰退状态，

不得不启用约一万亿美元的法案来救助濒临破产的银行和纳税人。当年的“和平红利”

已经被挥霍一空。 

对伊斯兰教的战争已经自食其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哈佛大学经

济学家琳达·比尔米斯（Linda Bilmes）估算了对伊拉克战争的成本约为 3美元至 5

万亿美元。而在保健，教育，基础设施上只花了每人 1万到 1万 6美金。 

据悉，4000 多名美国士兵已经死亡，32 万有脑损伤，30 万美国退伍军人有心理问题

（Pauline Jelinek，Associated Press，2008 年 4 月 17 日）。 

联合国赔偿委员会规定美国要对 1990 年入侵科威特的战争赔款 53 亿美元。 

在 10 年之前，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五十万儿童和老人死亡。超过一百一十万人死于

入侵： 

[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2006 年 7 月，六十五万五千名伊拉克

人被杀死 。更早先的研究表示，估计有十万伊拉克人死于战争的第一年。目前

死亡人数在超过 110 万。【Lancet，04 年 10 月 29 日】 

在美国，朝鲜和伊朗被视为最危险的国家。然而根据金融时报的调查，现在的美国青

年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认为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 

美国乐施会，由康拉德希尔顿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美国人类发展报告发现，

美国从 1990 年的第 2名的大跌到第 12 名。 

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需要新的“敌人”以维持臃肿的军工业，并控制其他国家

的资源以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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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战略家建立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论”。【Leon T. Hadar, Cato 

Institute,1992 年 8 月 27 日】并把中东国家描绘成了“无赖国家和无核不法分子”，

“邪恶轴心”，“反恐战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 

但其实美国想要的不过是石油罢了。 

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杀戮任然在继续。 

美国人和穆斯林都死于战争，而这些战争的幕后使者却是军事阴谋，工业阴谋，跨国

公司，国会争斗，以色列教徒和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尽管他们告诉我们，阿富

汗战争是“不好的。” 

前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呼吁不要发动侵略战争，他说
道：“国际犯罪与其他形式的犯罪不同的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邪恶组成体。” 

对国际大公司来说，战争的目的就是利益。对以色列来说，战争就是对土地，水资源，

和区域的主导地位的争夺。对于基督教来说，目的就是打倒伊斯兰教。对于美国来说，

战争就是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特别是中东和中亚的能源资源。 

1948 年 2 月 24 日，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说道：  

我们拥有 50％左右的财富，但只有 6.3％的世界人口。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的

真正任务是制订一个关系模式，这将使我们能够保持这种悬殊的地位。  

据历史学家 R. T.奈勒（R. T. Naylor）： 

基地组织本身并不存在，美国政府只是用它来警示那些居安不思危的美国人罢了。 

在《谁为穆斯林发言》一书中，作者约翰 L ·埃斯波西托（John L. Esposito）和达

莉亚·摩根海德（Dalia Mogahed）说道，其实穆斯林和美国人想的都是一样的：他们

憎恨恐怖组织，他们钦佩西方的文明技术。他们唯一不欣赏西方的则是道德的沦丧和

传统价值观的瓦解。他们批评或颂扬他们的国家政治，但并不基于他们的文化或宗教。 

“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是金钱与权力的争夺的一个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