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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问题向来是美国大选的议题
之一。发生在大选年的弗洛伊德事件
自然成为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博弈
的战场。

连日来，白宫方面极力将骚乱责
任推向民主党人和极左翼。总统特朗
普在推特上公开批评民主党籍州长、
市长对平息抗议活动处理不力。美国
媒体则报道说，一些骚乱现场疑有白
人至上主义者蓄意扩大事态。

民主党资深政治人物利娅·多特
里警告说，特朗普一系列推特言论是

“有意煽动他的支持者群体，而不是推
动团结或缓解紧张局势”。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表示，弗
洛伊德之死不是偶发事件，说明美国
社会存在“系统性非正义”。

英国《卫报》网站5月30日文章
指出，未来几个月，关于种族关系以及
民主党与共和党关系的政治辩论会将
更具分裂性。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31日电）

美国明尼苏
达州白人警察暴
力执法导致非洲
裔男子乔治·弗洛
伊德死亡，由此引
发的抗议示威活
动连日来在全美
持续蔓延，多地发
生骚乱和暴力冲
突。

分析人士指
出，种族问题、暴
力执法问题、贫富
差距及社会不公
问题、党派相争问
题……弗洛伊德
事件犹如导火索，
点燃了美国民众
压抑已久的不满
和愤怒，揭开了美
国社会多重顽疾。

“我不能呼吸”“没有正义就没有
和平”“黑人的命也是命”……弗洛伊
德之死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蔓延至
华盛顿、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亚特兰
大等全美数十个城市，已经有至少40
座城市实施宵禁，首都华盛顿和17个
州出动国民警卫队。

在美国，种族歧视一直深深植根
于历史与现实之中，少数族裔在各领
域遭受全方位的歧视。近年来，美国
的种族问题愈演愈烈，反种族歧视愤
怒一次次被引爆。

此间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61%的受访者认为种族歧视是弗洛伊
德之死所反映的突出问题。57%的受
访者认为美国种族状况总体较差，
45%认为过去10年来种族状况变得
更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
特发表媒体声明，谴责美国警察暴力执
法导致非洲裔男子死亡，呼吁美国当局
在调查这一事件时正视种族歧视问题。

弗洛伊德事件暴露出美国
执法系统过度和滥用暴力的严
重问题。据《华盛顿邮报》统计，
自 2015 年至今，已有超过 5000
名平民丧生警察枪下，仅去年就
有 1011 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被
打死。

美国媒体报道，随着此次全
美抗议浪潮不断升级，多个城市
的警方加大了使用暴力的程度，
美国民众拍下警察种种“暴力执
法现场”：动用警棍、橡皮子弹对
付示威者，甚至旁观者和记者也
未能幸免；推倒妇女和老人；警车
冲入人群……

《纽约时报》网站5月30日文
章披露，涉事警察所在警察局被控
暴力执法时日已久，但多年来只有
少数几名警察因此被停职或受
罚。尽管在美国警察执法致人死
亡事件屡屡引发众怒，但追究警察
责任十分困难。

美国各地愈演愈烈的骚乱除了反
种族歧视、抗议暴力执法外，也反映了
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长期
存在不平等的严重不满，这成为抗议
浪潮的叠加因素。

美国贫富差距问题异常严重。过
去30年间，美国最底层50%的家庭财
富净增长基本为零，2018年贫富差距
创50年来新高，最富有的10%家庭占
有美国全部家庭净资产的近75%。美
国有3970万贫困人口，每晚至少有50
万美国人无家可归；有6500万人因医
疗费用过高而放弃治疗。

据美国媒体报道，弗洛伊德被捕
前处于失业状态，警方当时逮捕他的
理由就是他被控用 20 美元伪钞消
费。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累计
已超过4100万。

美国赖斯大学教授道格拉斯·布
林克利说：“我们的市民生活可能会开
始分崩离析，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火
药桶里。”

美国明州检察长
接手黑人男子殒命案

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
尔兹5月31日说，州检察长基思·
埃利森将负责非洲裔男子乔治·弗
洛伊德身亡案。

沃尔兹说，他和弗洛伊德的家
人沟通后作出上述决定。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白
人警察执法致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
发美国多地抗议和骚乱。明尼阿波
利斯市多名市议员先前要求，由埃
利森接替亨内平县检察官迈克·弗
里曼主导案件。

弗里曼5月29日以涉嫌3级谋
杀等罪名起诉用膝盖压住弗洛伊德
颈部的警察德雷克·肖万。

肖万定于1日下午首次出庭。
案发时另外3名现场警察已被开
除，但迄今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陈立希（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
伯特·奥布莱恩5月31日说，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暂不会采取非常手段，
掌控国民警卫队。

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
警察粗暴执法后死亡引发多地示威，
在严重地区出现打砸抢烧事件，多州
和首都华盛顿已经动员国民警卫队
协助维持治安。

奥布莱恩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
“我们此时还没有打算将国民警卫队
联邦化。但如果必要，我们还有更多
军事人员可以部署。我们会响应各
州州长或市长为控制城市之所需。”

美联社报道，5月29日夜间，因
数百名示威者聚集白宫行政大楼外，
有些人投掷石块和拖拉警戒线，特工
处一度将特朗普送入白宫地堡。

一名与白宫关系密切的共和党
人透露，特朗普在地堡中待了近一个
小时。这名要求匿名的共和党人说，
总统及其家人对人群规模和敌意感
到震惊。尚不清楚“第一夫人”梅拉
尼娅和两人的儿子巴伦是否一起躲
进地堡。

5月30日晚，美国前副总统、民
主党总统竞选人乔·拜登在家乡特
拉华州威尔明顿一处示威现场戴口

罩现身，有图片显示他与非洲裔美
国人交谈并视察一些遭示威者破坏
的建筑。

拜登在午夜后发出的一份声明
中说，“我们国家正遭遇痛苦，但我们
不能让这种痛苦将我们摧毁”。“抗议
残忍暴行正确且有必要，但烧毁社区
与无谓破坏则不是。”

国民警卫队5月31日说，大约
5000名队员已在15个州和华盛顿
开始行动，但“安全局势仍由州和地
方执法部门负责”。国民警卫队作为
美军预备役组成部分之一，平时由各
州政府指挥。

根据国民警卫队新闻办公室，自
20世纪中期以来，总统将国民警卫
队联邦化罕见，只发生过12次，主要
在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而
在近年来一些关联黑人死亡的示威
活动期间没有启用这种措施。

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指挥
官、陆军少将约恩·延森说，联邦调
查局发现针对国民警卫队的“致命
威胁”，他将这一威胁报告明州州长
蒂姆·沃尔兹，后者批准明州国民警
卫队武装，弹药仅装载弹匣，但尚未
装入枪支。

庄北宁（新华社专特稿）

示威者围住白宫 特朗普躲进地堡
5000名国民警卫队员已在15个州和华盛顿开始行动

美国白人警察执法致死非洲裔
男子事件引发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活
动5月31日在全美各地持续蔓延，
多个城市延长宵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统
计，截至5月31日，美国已有40个
城市、亚利桑那州全州及首都华盛顿
实施宵禁，以应对暴力抗议活动。

在首都华盛顿，大约1000名示
威者占领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部
分区域。示威活动连续第二晚发展
为暴力和破坏活动，多个地标建筑出
现损毁。市长缪里尔·鲍泽宣布宵

禁，同时调用国民警卫队协助警方控
制局势。宵禁从5月31日晚11时持
续至6月1日6时。

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市长埃里
克·约翰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推特”
发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警察局长雷
尼·霍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5月31日
晚7时至6月1日早6时，市中心周围
实行宵禁，“今后几天”将继续有效。

南卡罗来纳州5月31日仍在多
个城市实行宵禁。州长亨利·麦克马
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民警卫队
已进入戒备状态，如有必要将采取行

动，“我们欢迎对话，欢迎抗议”，“但
我们不能容忍暴力”。该州默特尔比
奇市市长当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骚乱。

加州旧金山市市长伦敦·布里
德和警察局长比尔·斯科特5月31
日宣布，该市晚8时的宵禁将无限
期延长。

在加州海滨城市圣莫尼卡，因有
示威者焚烧警车、打砸商店、与警察
发生冲突，政府5月31日宣布再次
实施宵禁，以防止暴力事件继续发
生。当天中午，在圣莫尼卡著名商业

区第三步行街，有目击者看到,示威
者砸抢一家服装店和一家鞋店，拿走
店内商品；一名妇女手持写有“结束
所有暴力”的标语，试图阻止一名男
子用锤子砸碎商店的玻璃门。

同一天，数百人在马萨诸塞州波
士顿市中心游行，他们举着标语，高
喊“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黑人的
命也是命”、“沉默就是暴力”。15岁
的马希拉·路易告诉媒体，她和母亲
一起参加了抗议活动，“每当我们说
黑人的命也是命时，他们总是让我们
保持沉默。”陆爱华（新华社专特稿）

抗议持续蔓延 多地延长宵禁

美国骚乱愈演愈烈美国骚乱愈演愈烈
四大社会顽疾凸显四大社会顽疾凸显

种族问题根深蒂固 暴力执法屡见不鲜 政治撕裂火上浇油社会不公日益严重

巴西新冠病例破50万
拐点尚难预测

据新华社圣保罗5月31日 （记者宫若涵）
巴西卫生部5月 31日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当日19时，巴西24小时内新增
确诊病例16409例，累计确诊514849例；新增
死亡病例480例，累计死亡29314例。根据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巴西目前
累计确诊病例数排在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死
亡人数排在全球第四，位于美国、英国和意大利
之后。

此外，巴西还是新冠疫情期间医护人员感染
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巴西联邦护理委员会5月
底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该国感染的医护人员已
达1.75万人，其中161人死亡。

巴西媒体分析称，由于一些地区存在漏报现
象，官方数据要低于实际感染数，且27个州和联
邦区的疫情处于不同阶段，增加了对疫情拐点的
预测难度。

日本开始大规模抗体检测
据新华社东京6月1日电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电视台统计，截至1日20时30分（北京
时间 19时 30分），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7
例，累计16949例；新增死亡病例2例，累计898
例。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天开始在东京都和宫城
县等地实施约1万人规模的抗体检测，以分析国
内的感染情况。

NHK电视台数据显示，东京都1日新增确诊
病例13例，累计确诊5249例。东京都1日起进
一步对各种社会活动松绑，允许课外补习班、电影
院、剧场等重新开放。

另据厚生劳动省1日统计，日本已有14502
名患者出院或者结束隔离，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检测人数累计达29.3万人。

英国部分地区学校开始逐步复课

6月1日，在英国沃特灵顿一所小学，学生们
在操场上玩耍。

英国首相约翰逊5月28日宣布，从6月1日开
始英国部分地区学校开始逐步复课。新华社/路透

6月1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观众进入梵高
博物馆前进行手部消毒。

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6月1日
重新开放。 新华社发

荷兰梵高博物馆重新开放

欧盟贸易委员有意
接任世贸组织总干事

欧洲联盟贸易委员菲尔·霍根的发言人5月
31日说，霍根有意参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

世贸组织现任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5月
14日宣布，决定提前一年结束任期，将于8月31
日正式离职。世贸组织随后宣布，新总干事遴选
定于6月8日开始，各成员可在截至7月8日的一
个月内各自提名新任总干事候选人。

路透社报道，新总干事将接手不少挑战，包括
应对成员间贸易争端和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
浪潮、促进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推动各成员就过
度捕鱼谈判，以及为电子商务制定新规则。

霍根来自爱尔兰，2014年起出任负责农业事
务的欧盟委员，去年底改任贸易委员。他的发言
人说，霍根“强烈支持”世贸组织改革。

霍根5月28日告诉欧洲议会议员，如果下任
世贸组织总干事由欧洲人出任，那“太好了”。欧
盟内部另外两名潜在人选是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兰
查·冈萨雷斯·拉亚和荷兰贸易与发展合作大臣西
格丽德·卡格。

路透社推测，欧盟定于6月9日就贸易问题
举行部长级会议，其间可能讨论并选定一名欧盟
人士参选世贸组织总干事，随后正式提名候选人。

现任总干事阿泽维多来自巴西，之前5名总
干事中3人来自欧洲，另外2人分别来自泰国和
新西兰。路透社报道，不少人期待下任总干事来
自非洲。不过，一些欧洲人士认为，按照世贸组织
内部不成文的惯例，总干事应由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人士交替出任。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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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明尼苏达州的示威
者被警察逮捕。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