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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群体性枪击发生后，民主党籍
总统约瑟夫·拜登面对民间“采取行动”
的呼声，总会敦促立法收紧枪支管控，但
表示在自己行政权限内可做的不多，把
皮球踢给国会。

罗布小学惨剧是10年来美国遇害
人数最多的校园枪击事件之一。2012年
在康涅狄格州纽敦镇桑迪胡克小学，一
名20岁男子枪杀20名学生和6名教职
人员；2018年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玛
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学，一名19岁
男子持枪行凶，造成17人丧生。

桑迪胡克小学惨剧引起的“反思”潮

并没能让美国控枪法律进步多少。得州
作为共和党保守派的主要“阵地”之一，
近年虽然发生多起群体性枪击事件，共
和党主导的州议会和州政府却一再放宽
州内购枪持枪限制。

这些惨剧也没能阻挡全国步枪协会
发展壮大。1999年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
中学枪案致12名学生、1名教师丧生，协
会年会一周后在该州丹佛市举行，时任
会长告诉与会者：不能让这类“可怕行
径”变成限制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持枪
权的机会。

这一次，全国步枪协会也没打算取

消活动。
从26日开始，各地与会者陆续赶到

会场，领取参会证件，顺便购买纪念品，
比如印着“太阳出，枪即出”字样的T恤
衫。会议中心所在街道对面的公园里已
经竖起金属栅栏，阻挡即将聚集的抗议
人群。

休斯敦市长西尔韦斯特·特纳是民
主党人，表示因有合约，当地不得不承办
这场年会，但他敦促政界人士不要参
加。“你不能头一天又祈祷又哀悼，接着
第二天就跑去宣传枪支，那是不对的！”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在接连发生导致重大伤亡的枪
击事件后，美国各界要求收紧枪支
管控以及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呼声
高涨。然而，强大的舆论压力抵挡
不过维护党派利益的惯性，国会参
议院仍然未能通过一项旨在打击国
内恐怖主义的法案。

参议院26日讨论已获众议院
通过的《2022年国内恐怖主义预防
法案》。不出意料，所有与会共和党
人投下反对票。47票支持、47票反
对，法案就此搁浅。

路透社解读，民主党人认为，这
项法案是对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本
月14日在纽约州布法罗市滥杀黑
人事件的回应，希望以此为控枪法
案打开一扇门。

参议院共 100 个议席，民主
党、共和党目前各占50席。按照
议事规则，如果法案获得60名参
议员支持，可以避免反对者借“冗
长辩论”程序拖延或阻碍立法进
程，继而直接进入正式表决程
序。因而，对民主党人而言，需要
获得至少 10 名共和党参议员支
持，才能将立法进程推进到决定
性步骤。

《2022年国内恐怖主义预防法
案》由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一周前
在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以222票支
持、203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
法案必须再过参议院这一关，形成
统一版本后送交总统签字确认，才
能完成立法程序。

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成立联
合工作组，以分析、打击白人至
上主义在军队和联邦执法机构的
渗透，每年提交两次报告，评估
和量化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包括
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组织构成
的威胁。

共和党方面认为，不需要设立
新的法律和机构来防范国内恐怖主
义，因为现行法律打击面已经涵盖
带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他们还
表示担心新法律会为“不当监视”政
治团体打开方便之门，并对分属左、
右阵营的政治组织区别对待。

肯塔基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
兰德·保罗指责民主党这项法案以
打击国内恐怖主义为名，实际是“计
划把我们的警察和军人称作白人至
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这是多
大的侮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
中评论，法案在参议院受阻再次
凸显一种现实困境，即“在高度极
化的政治环境以及共和党普遍反
对严格控枪的背景下，当重大群
体性枪击发生后，立法者推动任
何重大的政策改变要面临多大的
挑战。”

本月14日，一名18岁白人男
子持枪在布法罗市一家超市行
凶，导致10人丧生、3人受伤，遇
害者多为黑人。美国司法部已将
此案作为“仇恨犯罪和种族主义
驱动的暴力极端主义行径”进行
调查。24 日，一名 18 岁男子在
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
枪杀19名儿童和两名教师。这是
美国近10年来遇害人数最多的校
园枪击事件，震惊全美乃至国际
社会。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美国国
内基于种族、性别、党派、宗教等的
身份认同日趋政治化、碎片化、极端
化，极端思想通过社交媒体和文化
产品等广泛传播，再加上枪支泛滥，

“助燃”美国枪支暴力。
蒋国鹏（新华社专特稿）

校
园
惨
剧
阴
影
未
散

校
园
惨
剧
阴
影
未
散

美
国
拥
枪
盛
会
如
期
开
张

美
国
拥
枪
盛
会
如
期
开
张

美国最大拥枪组织全国步枪协会年会27日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如期召开。小城尤瓦尔迪，即
24日造成19名儿童和两名教师丧生的罗布小学枪击案发生地，就位于得克萨斯州，距会场450公里。

全国步枪协会在美国拥有强大且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多年来屡屡阻挠联邦及地方出台更严格的控
枪法律，也是不少拥枪派共和党人的金主。其年会是美国枪械产业每年最盛大的营销活动，今年年会为
期三天，不少共和党代表人物受邀发言，包括得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然而，在美国近期接连发生群体性枪击事件尤其是本月两起10人以上死亡枪案的阴影下，这场
“盛会”注定要被更多抗议声浪包围。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克鲁
兹26日参加罗布小学遇害者追思会时，
被一名记者追问：“为何只有美国频频发
生群体性枪击事件？”他避而不答。

全国步枪协会允许个人持枪进入
会场，但根据特朗普的安保团队要
求，特朗普 27 日演讲期间，会场必须

“禁枪”。
得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原本计划

到休斯敦参加全国步枪协会年会并发
言，但在罗布小学枪击案发生后，他迫于
舆论压力，临时改变行程，将前往尤瓦尔
迪。不过，他将向全国步枪协会年会发
表视频致辞。

还有一些受邀演讲或表演的嘉宾打

退堂鼓，包括两名来自得州的共和党籍
国会议员，以及美国知名歌手唐·麦克利
恩。后者说，在罗布小学枪击惨案后还
到年会上演唱，“会显得不敬”。

乡村音乐歌手拉里·加特林也临时
决定辞演。他希望全国步枪协会“能够
重新思考它在一些议题上过时和草率的
立场”，比如反对加强购枪人背景审查的
立法。

处在风口浪尖的枪械制造商丹尼尔
防卫公司在年会开幕前一天宣布放弃参
会，理由是“在得州尤瓦尔迪发生的恐怖
惨剧中，我公司产品之一被错误地用于
犯罪”，因此，这场年会“不是推销我们产
品的合适时机”。

闯入罗布小学的枪手用来射杀无辜
师生的凶器正是一把该公司生产的AR-
15型半自动步枪。惨剧发生后，丹尼尔
防卫公司谴责这一“邪恶行径”，向遇害
者表示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
承诺配合警方调查。

然而，就在一周前，这家企业还在社
交媒体推特发布一张宣传照：一个男孩
坐在地上，腿上横放一支攻击步枪，一个
大人用手指着那支枪。配文写道：“一个
孩子该走什么道要从小训练，他长大后
就不会偏离方向。”

罗布小学枪击案发生后，这家公司
的推特账号设置浏览限制，只有经它批
准的“粉丝”能够阅读推文内容。

全国步枪协会在一份线上声明说，
与会者将“反思”罗布小学枪击案，“为受
害者祈祷”，“承诺加倍致力于保障我们
学校的安全”。

只是，协会高层所谓“反思”恐怕与
民主党人、“控枪派”民间人士呼吁的方
向不一样。

全国步枪协会董事会成员菲尔·朱
尼说，目前讨论焦点应该是如何改进精
神健康医疗机制并预防枪支暴力发生。
他声明，不支持任何禁止或限制合法获

取枪械的举措。
已有几家提倡控枪的团体准备在会

场外组织抗议。休斯敦民权团体FIEL
执行总监塞萨尔·埃斯皮诺萨说：“这场
年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对。我们要
的不该只是立法者的哀思与祈祷，而是
需要他们采取行动处理这场正在影响我
们社区的危机。”

在被媒体问及“全国步枪协会此
时召开年会是否合适”时，白宫发言人
卡里娜·让-皮埃尔回答：“和年会本

身没关系，真正不合适的是协会领导
层……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们在助长
枪支暴力问题，而不是尝试去解决
它。”她指责协会高层代表枪械制造商
的利益，而后者“正向年轻成年人兜售
战争武器”。

全国步枪协会官网上，协会首席执
行官韦恩·拉皮埃尔在年会宣传视频中
说：“来看看顶级制造商生产的成千上万
种枪。自由的敌人真实存在，我们需要
做好准备。”

躲避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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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极化作梗
美国预防国内
恐怖主义立法受阻

美国孩子头号杀手—— ！
美国19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共有4368人命丧枪口

比2019年增加29.5%
相当于每10万名儿童和青少年中有5.4人死于枪击

比10年前增加63%

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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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击致死孩童事件中

将近三分之二是他杀，近30%是自杀

黑人儿童死于枪击的可能性是

白人儿童的4倍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
尤瓦尔迪市，人们哀悼枪击
事件遇害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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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未通过
关于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

据新华社联合国5月26日电（记者尚绪谦）
联合国安理会26日就一项由美国提出、旨在对朝
鲜追加制裁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由于中国和俄
罗斯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表决后作解释性
发言指出，中方始终认为，安理会涉朝决议是一个
整体，应得到全面、完整、准确执行。有关国家不
应只是片面强调执行制裁，也应为推动政治解决、
适时缓解制裁作出努力。当前形势下，追加对朝
制裁，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相反只能引发更多负
面效应，导致对抗升级。追加制裁也将带来更大
人道主义影响，特别是在当前朝鲜国内出现新冠
疫情背景下，追加对朝制裁，既不正确，更不人道。

令人遗憾的是，中方的合理建议遭到拒绝。
在此情况下，中方别无选择，只能对决议草案投反
对票。

安理会决议草案必须获得至少9票赞成且5
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反对方可通过。

普京：

如西方解除限制
俄准备出口粮食和化肥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26日电（记者黄河）俄
罗斯总统普京26日说，俄罗斯准备通过出口粮食
和化肥为克服全球粮食危机作出贡献，但前提是
西方解除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限制。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应约同意
大利总理德拉吉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和全球
粮食安全问题。普京说，在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供
应问题上指责俄罗斯是“毫无根据的”，“当前困难
与产业链、供应链运转失序，以及西方国家在疫情
期间的金融政策均有关系”。

伊拉克国民议会立法
禁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据新华社巴格达5月26日电（记者凡帅帅
董亚雷）伊拉克国民议会26日通过一项法案，将

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行为定为犯罪。
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出席本次

会议的275名议员一致投票支持该法案。根据
当地媒体公布的法案条款，政府官员、政府机构
和媒体等都不被允许与以色列方面建立任何关
系。违法者将被处以严厉的刑罚，可被判处无期
徒刑或死刑。

在美国撮合下，自2020年以来，阿联酋、巴
林、苏丹、摩洛哥4个阿拉伯国家相继宣布同以色
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前，仅有埃及和约旦两个
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

日本福岛县甲状腺癌患者
集体诉讼东电案开审

据新华社东京5月27日电 日本东京地方裁
判所26日开庭，审理福岛县6名甲状腺癌患者起
诉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的案件。这是
首次以核辐射导致健康受损为由追究东电责任的
集体诉讼。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在2011年福岛
核事故发生时，6名原告的年龄为6岁到16岁，当
时住在福岛县。原告认为是核辐射导致自己罹患
甲状腺癌，终生需要激素治疗，要求东电赔偿共计
约6亿日元（1美元约合127日元）的经济损失。

法国检方5月26日说，卢浮宫博物馆前馆长
让-吕克·马蒂内在任期间牵涉文物走私案，目前
受到合谋欺诈和洗钱罪名指控。

这是2020年6月23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
卢浮宫博物馆前馆长让-吕克·马蒂内的资料
照片。 新华社/美联

卢浮宫前馆长被指控
涉文物走私案

白俄罗斯计划
成立南方作战司令部

据新华社明斯克5月26日电（记者鲁金博）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6日表示，白俄罗斯计划
成立南方作战司令部。

卢卡申科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奉
行令世界局势恶化的政策，它们与俄罗斯等国激
烈对抗并在白俄罗斯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当前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白俄罗斯部队随
时做好准备，对军事侵犯行为做出充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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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得克萨斯州小学枪击事件
令近期一项枪支相关数据再次引起
注意：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的最主要
死因是枪击，包括他杀和自杀。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
显示，在已有汇总数据的最近一个
年份，即2020年，美国19岁以下儿
童和青少年共有4368人命丧枪口，
比2019年增加29.5%，相当于每10
万名儿童和青少年中有5.4人死于
枪击，比10年前增加63%。

2020年，美国19岁以下青少年
和儿童死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人数
为4036人。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26日报
道，自疾控中心开始相关统计以来，
这是枪击首次取代交通事故，成为美
国19岁以下人群头号死因。密歇根
大学急诊医学副教授贾森·戈德斯蒂
克认为，这一事实“令人吃惊”。

在2020年之前的21年中，交
通事故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主要死

因中排第一，枪击排第二。疾控中
心说，两者致死人数的差距从2016
年开始缩小。

法新社报道，过去数十年，美国
道路安全措施逐步改善，涉枪凶杀
案却大幅增加。

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枪击致死
孩童事件中，将近三分之二是他杀，
近30%是自杀。黑人儿童死于枪击
的可能性是白人儿童的4倍。相比
枪击，机动车交通事故对白人儿童

的威胁更大。
美国《科学》周刊

主编霍尔登·索普26日
发表社论，呼吁就枪支持
有权如何影响公众健康开
展更多研究，以推动政策改
变。他写道，群体性枪击事件往往
被归咎于枪手患有严重精神疾病，
然而，在这种疾病流行程度与美国
相当的一些国家却不经常发生群体
性枪击。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