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州长质问

“美国究竟怎么了”

陈 丹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
26日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 8人
死亡。加州民主党籍州长加文·纽瑟
姆措辞激烈，质问“美国究竟怎么
了”。

美国《政治报》报道，事发后，
纽瑟姆与圣何塞市官员和工会高层
会面，怒斥美国枪击暴力事件频发。
他质问：“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
们究竟怎么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武器

……我们的政治、陈词滥调、相互指
责、束手无策、惊慌失措只会带来更
多愤怒和失望，更多类似场景一次
又一次重演。”他说。

纽瑟姆一直谴责枪支暴力，批
评共和党人和全国步枪协会反对控
枪。

总统约瑟夫·拜登发布声明，
向 8 名遇害者的家人表达慰问，
列举美国今年已经发生的多起严
重枪击事件。“我再次敦促国会立
即采取行动，听取民众呼声……协
助终结美国枪支暴力‘瘟疫’。”
美联社、《今日美国报》和美国

东北大学联合统计的数据显示，美
国今年以来已发生至少 11 起死亡
4 人或以上（不含枪手）的严重枪
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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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圣何塞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8死1伤
枪手在案发现场自杀身亡，警方尚不清楚其作案动机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警方 26 日说，美国西部
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城市圣何塞当天
早晨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 8
死 1 伤，枪手在案发现场自杀身
亡。
圣何塞所在的圣克拉拉县警方

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 6 时
30分许，地点位于圣何塞市圣克拉
拉谷交通管理局一处轻轨设施。枪
击事件造成 8 人死亡、1 人受伤，1
名男性枪手自杀身亡。
警方说，枪手和多名死者均为

圣克拉拉谷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员。
据该交通管理局人员介绍，枪击事
件发生在轻轨设施维护工作最繁忙
的时段。受枪击事件影响，轻轨服务
当天中午暂停。

当地媒体报道说，枪手为 57
岁的塞缪尔·卡西迪，他的住所当天
早晨发生火灾。警方尚不清楚枪手
的作案动机，并正在调查火灾与枪
击事件是否存在关联。
另据报道，警方在事发地点发

现至少一枚爆炸装置。警方与美国
联邦调查局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进一
步调查。
美国枪支泛滥，枪击事件频发。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0 年美国近两
万人死于枪支暴力，另有 2.4 万人
用枪自杀。今年以来，美国枪患更趋
恶化，佐治亚州、科罗拉多州和加利
福尼亚州等地近期接连发生重大枪
击事件。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城市

圣何塞 26 日发生枪击事件， 已造
成至少 8 死 1 伤。枪手在案发现场
自杀身亡。

这是美国今年一系列大规模

枪击案中的最新一起。自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 美国枪击暴力案件激
增，少数族裔是受害“重灾区”。 多
重因素叠加令美国在枪支暴力猖

獗与拥枪人数上升的恶性循环中

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3 月 16 日， 佐治亚州首府亚
特兰大发生连环枪击案 ，8 人死
亡；3 月 22 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
市一家超市发生枪击案 ，10 人死
亡；4 月 15 日，印第安纳州首府印
第安纳波利斯市联邦快递中心发

生枪击事件，8 人死亡；5 月 9 日，
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

发生枪击案，7 人死亡……
今年还未过半，枪击案给美国

人带来的伤痛已格外沉重。美国东
北大学等机构最新发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美国死亡 4 人或以上
（不含枪手） 的恶性枪击事件已发
生至少 15 起。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枪支暴力
问题不断恶化。 美国 “枪支暴力档
案”网站数据显示，美国死于非自杀
性枪支暴力的人数从 2018 年的
14789 人增至 2020 年的 19400 人，
增幅逾三成。今年以来，因枪支暴力
造成的非自杀性死亡人数已达

7777 人， 其中包括 123 名 12 岁以

下儿童。仅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美国就发生了至少 6 起枪击事件，
累计造成 12人死亡、49人受伤。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约

翰·多诺霍表示，在发达国家中，美
国在枪支暴力犯罪数量和大规模

枪击事件数量上都“遥遥领先”。民
间枪支数量巨大和法律监管松懈

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给执法部
门带来巨大挑战。

美国总统拜登承认，美国枪支
暴力猖獗的状况已达到 “瘟疫”的
程度。

在 26 日圣何塞枪击事件发生
后，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怒斥道：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正视这个问
题？ 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武器？ 政治
利益、陈词滥调、互相指责，一次次
的绝望和惊恐只会导致更多的愤

怒和沮丧，没完没了。 ”
有媒体评论说，美国每天都在

“熟悉的痛苦”中颤抖，一些人或许
躲过了新冠疫情，却要死于枪击。

长久以来，枪支泛滥及由此引
发的暴力犯罪一直是美国社会之

殇。而新冠疫情危机与种族歧视加
剧等因素叠加，更使枪支暴力愈演
愈烈。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在新冠
疫情导致大批美国人失业和青少

年“宅家”的背景下，美国 2020 年
发生的导致至少 4 人伤亡（不含枪
手）的严重枪击事件比上一年度增
长近 50%。而少数族裔更容易成为
枪击事件受害者：3 月发生的亚特
兰大连环枪击案，8 名受害人中有

6 名是亚裔女性。
5 月 25 日是美国非洲裔男子

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颈”
执法死亡一周年的日子。美国犯罪
学家杰夫·阿舍指出， 新冠疫情和
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全美抗议示

威浪潮等因素令枪支暴力犯罪持

续增加。
面对恶化的安全环境，更多美

国人只能选择武装自己。美国武器
贸易行业组织全国射击运动基金

会的数据显示，2020 年，美国完成
购枪身份背景审查的人数超过

2100 万人，为历史最高，其中约四
成人为首次购枪。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非洲裔与拉美裔美国人的购枪
欲望格外强烈， 同比增幅分别为
58%和 46%。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近日报道，种种迹象显示，更多
亚裔美国人也开始对枪支感兴趣。

美媒评论说， 对警方和政府部
门保护民众的能力缺乏信心，是美国
人加大枪支购买力度的主因之一。

然而，拥有枪支并不等于拥有
安全。 多诺霍指出，允许公民携带
枪支会导致更高的杀人率，也会造
成枪支盗窃案件的大幅增加，从而
令犯罪活动激增。 美国枪支暴力预
防组织新城行动联盟领导人波·默
里说：“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
一个好人持枪，就能保护我们。 但
我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告诉我，安全
不是靠枪支实现的。 ”

枪 击 案 增 多———民 众 买

枪———暴力风险继续增加———更

多人买枪，美国社会正在这一无解
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而美国国
内的激烈党争意味着，任何控枪立
法在国会都注定寸步难行。

枪击：美国在“熟悉的痛苦”中沉沦

5月 26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警察在枪击事件现场附近警戒。 /新华社

印度加速进口疫苗

据新华社报道 印度政府
27日宣布，外国制药企业研发的
新冠疫苗在印度投入使用以前无
需开展本土临床试验。印度政府
正与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探讨
尽快进口疫苗的可能性。

印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
“已经进一步修改条款，免除外国制
药企业所生产疫苗的试验要求。”

印度新冠疫情 4 月急剧恶
化，印度政府承诺加速审批外国药
企生产的新冠疫苗，但坚持要求这
些疫苗投入使用前开展本土临床
试验。路透社报道，这项要求是印
度政府与辉瑞公司就进口疫苗事
宜磋商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
印度政府证实，正与辉瑞探

讨尽快进口疫苗的可能性，已经
多次与美国莫德纳公司和美国强
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沟通。

上述药企暂时没有向印度药
品管理总局提交疫苗使用授权申
请。印度政府说：“为了印度和全
球，我们再次请求全球疫苗供应
商进入（印度市场）、在印度生产
疫苗。”

印度人口大约 13.24 亿，迄
今仅大约3%人口完成疫苗接种。

澳维多利亚州“封城”
据新华社报道 为控制变异

新冠病毒在当地引发的新一轮疫
情，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大州维多
利亚州定于27日起“封城”一周，
全州近700万民众将“禁足”。
根据“封城”规定，自当地时

间27日23时59分至6月3日，维多
利亚州民众除必要工作、医疗保
健、购买日用必需品、锻炼或接种
新冠疫苗外，不得离家；“封城”
期间关闭学校、酒吧和餐馆，禁止
聚会，执行强制“口罩令”。
其他一些州和地区对来自维

多利亚的旅客实施更严格的规
定。澳人口第一大州新南威尔士
州敦促居民推迟前往维多利亚州
首府墨尔本的非紧急旅行。

维多利亚州代理州长詹姆
斯·梅利诺27日告诉媒体记者:
“更多证据表明，我们正在应对
一种高传染性的病毒毒株，这种
变种令人担忧，其传播速度比之
前的毒株要快。”
据法新社报道，维多利亚州

近期流行的毒株为B.1.617，最初
由印度报告。按梅利诺的说法，本
周早些时候，墨尔本最先出现新
一波新冠疫情，截至27日，共造
成维多利亚州26人感染，病毒暴
露地点超过150个。逾1万名密切
接触者和次密接者需要接受隔离
和检测，“这个数字将继续增长
和变化”。
澳大利亚卫生官员认为此次

病毒传播源是一名有海外旅行
史、感染了变异病毒的本国人。这
名维多利亚州男子先前在南澳大
利亚州完成隔离后新冠核酸检测
为阴性，于本月飞往墨尔本，但抵
达六天后核酸检测为阳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