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国际观察国际观察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7年11月9日 星期四2017年11月9日 星期四

枪声又响了！

11 月 5 日，得克萨斯州萨瑟兰斯普林斯镇，枪声响
起。26岁白人青年戴文·凯利闯入一家教堂，向正在祈祷
的民众持续开枪，至少 27 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年龄
从18个月到77岁不等。

巧合的是，这一天是得州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发生8
周年纪念日。2009年 11月 5日，美国陆军少将哈桑在胡德
堡军事基地内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

旧伤尚未褪去，新的悲剧更加刺痛人心。得克萨斯州
州长随后称，8年之后发生的这一起，是得州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枪击事件。

事发当天，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从
11月5日至9日，美国所有公共场合降半旗，为枪击案遇
难者哀悼。特朗普称，这起枪击惨案为“恶魔的行径”。

更令美国震惊而无奈的是，在过去的一个月，这种
“恶魔的行径”不只发生在得州的教堂里。

10 月 1 日，在拉斯维加斯，退休会计师斯蒂芬·帕多克
从曼德勒海湾酒店的32层，乱枪扫射正在参加一场露天音
乐会的观众，造成至少59人死亡，500余人受伤。美国媒体
称，这是美国有史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枪击事件。

10 月 31 日，纽约曼哈顿下城发生卡车撞人袭击事
件，驾驶卡车的嫌犯向路边行人开枪射击，至少造成8人
死亡。美国警方称，这是纽约在“9·11”事件之后所遭受
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11月1日，科罗拉多州桑顿市一家沃尔玛超市发生枪
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

一次又一次枪声让美国难以平静。
如果将视线放得更为长远，枪击造成的惨剧更为触目

惊心。西班牙《国家报》引述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研究中

心的统计数据称，在美国，每年有33880人死于枪击，平
均每天 93 人。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截至11月5日，美国发生的与枪支有关的事故达
52361件。

仍是老问题？

枪支暴力。血淋淋的事实再次将美国社会的这一问题
摆上台面。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
利不受侵犯。持枪不仅被视为美国民众的一项合法权利，
甚至还衍生出深入美国社会肌理的枪支文化。然而，作为
硬币的另一面，枪支泛滥和控枪不力等问题成为美国枪支
暴力频发的温床。

“美国社会对于枪支的管理仍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
有的州控枪力度大，有的州控枪力度小。”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院研究员刘卿向本报记者指出，在这样的现状下，一
旦社会问题增多，枪击事件就容易发生。

据悉，1个月前发生严重枪击事件的拉斯维加斯，其
所在的内华达州正是美国对枪支购买管理最为松懈的一个
州。该州法律并不限制每人购买枪支的数量，也不禁止将
枪支带到公共场所。

早在2012年震惊美国甚至世界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
案发生后，英国《金融时报》就刊发社论称，美国不能再
回避枪支管制。文章直言：“持枪权的拥有者声称：‘杀人
的不是枪，是人’，同样的逻辑对核武器也适用，这种说
辞人们已经受够。”

然而，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问题专家孙
成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说：“持枪文化和传统在美
国社会长期存在，很难在短期内因为枪击事件被彻底颠
覆。”因此，控枪的呼声尽管一直都有，却始终未能推动

实质性的控枪举措在美国落地。
这一次，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值

得注意：为何近来枪击事件发生如
此频繁？

“根源还在美国国内社会矛盾更
加尖锐，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
正在分裂，民众情绪不稳定，由此
导致畸形杀人的现象越来越多。”中
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李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认为，近来接连发生的枪击案不仅
说明美国枪支泛滥导致的问题日益
严重，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美国社会
心理层面的焦虑情绪正在加剧。

美国 《华尔街日报》 和美国全
国广播公司日前联合发起的一项调
查显示，美国在文化、经济和社会
结构上的分裂愈发严重，不只局限
于白宫内部，而是深入扩散到整个
社会。枪击案便是这种多重矛盾的

一个复合体。
还有分析认为，美国近期频发的多起恶性事件存在间

接关联。目前国际恐怖活动态势猖獗，给美国国内的极端
分子带来示范和煽动性效应，缺乏有效的枪支管控则给这
类袭击提供了便利。

“特朗普上台之后，在移民、边境管理等方面力推很
多新政策。但目前看来，仅仅防控外部风险无法解决美国
国内制度造成的安全问题。可以说，枪支问题已经成为美
国国内安全最大的隐患。”孙成昊说。

还要等多久？

“实际上，美国每一次发生让人触目惊心的枪击案，
控枪的呼声都会高起，但很快就归于平淡，直到枪声再次
响起，暴力又成为头条新闻。”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
后，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直言，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过去
几十年来，尽管枪支立法问题涉及利益，也引人关注，但
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甚至有一种说法：在美国，禁枪比禁烟还难。
阻力来自多个层面。英国广播公司北美事务记者安东

尼·泽克尔列出美国控枪难以实现的五大障碍：美国步枪协
会等利益团体的游说；众议院政客争取支持拥枪选民的政
治算盘；来自参议院的政治掣肘；国会更加倾向放松现有枪
支管理的规定；国内不容忽视的反对立法禁枪的坚决民意。

“在美国，拥枪被认为是私人的权利，不能让政府垄
断暴力，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思想。”李巍指
出，目前美国社会还未就控枪达成共识，但如今越来越多
的讨论可能为以后的控枪准备舆论基础。

不少分析认为，在共和党执政的当下，美国控枪的步
子恐怕更难向前。反对枪支管制、提倡持枪自由一直是共
和党有别于民主党的政治主张。今年早些时候，由共和党
控制的国会还通过决议，废除前任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禁
止某些精神疾病患者购枪的规定。

特朗普在得克萨斯州枪击事件后称：“这不是枪支管控
的问题。”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内
尔也表示：“现在讨论立法解决枪支泛滥问题还为时过早。”

今年 6 月，一名手持步枪的男子将枪口瞄向了一群正
在举行年度慈善棒球赛的共和党议员，击伤众议院共和党
领袖之一史蒂夫·斯卡利塞和其他 4 人。西班牙《国家报》
称，有些人曾寄希望于此次枪击事件能成为转折点。不过，
其他共和党议员却表示，他们本可以持枪自卫。换言之，此
次事件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鼓励更多人携带枪支。

“拥枪权在美国社会里引起激烈的两极分化，在短期
内很难期待控枪法案有实质进展。”《金融时报》 称，“但
以它为滤镜，能观察到美国宪法、历史文化、政治竞选等
方方面面的独特性，由此或可逐渐求得长期的和解方法。”

破解“枪”这道难题，美国还要等待多久？

题图为11月6日，在美国得州萨瑟兰斯普林斯，一对母
女在发生枪击事件的教堂附近悼念遇难者。

新华社/美联

美国为何枪声不止美国为何枪声不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在下令为拉斯维加斯枪击案遇难者降半旗默哀后
一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一次下令，美国所有公共
场合降半旗。这一次哀悼的，是几天前在得克萨斯州
枪击事件中遇难的无辜民众。

从拉斯维加斯到得克萨斯州，过去一个月，枪击
事件在美国频繁发生。枪声不止，令人心惊。

★环球热点

图为美国控枪支持者上街反对美国步枪协会。 资料图片

欧盟外交官小镇落地云南
本报电（李德金） 11月3日，中林雅德秘侬欧

盟外交官小镇揭牌仪式在云南西双版纳举行，欧洲
议会议员沃恩、托奥姆，原比利时驻华大使奈斯，中
国林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朱成庆，西双版纳州副州
长吕永和，景洪市长白玲等出席揭牌仪式。

欧盟外交官小镇是由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
在今年年初发起，预计至2020年，在中国落址4处。

欧盟外交官小镇计划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项目，将促进中欧在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务实促进中欧关系。该项目选址在拥有良好自然
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底蕴的区域，汇集中国和欧洲
优秀的生态、环保、低碳、高科技类的产业资源，逐
步形成一个能够切实推动欧洲各国同中国在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领域交流合作的引擎和重要平台。

中美关系新走向研讨会举办
本报电 （林小艺） 11 月 7 日，由中国外文局

主办、外文局融媒体中心承办的“新时代，中美
关系新走向”研讨会在京举办，就“中美两国元
首会晤将对中美关系、亚太局势和世界格局产生
的影响”等议题展开交流。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 11月 8日至 10日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方正辉在研讨
会上表示，此次特朗普访华，标志着两国元首实
现了“一来一往”的互动，中美关系一个新的周
期将正式开启。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表示，大
国之间的合作，对于全球治理至关重要。中美之
间加强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另外还应该
不断寻求除贸易之外的更多合作点。

据法国媒体 11月 5日报道，土耳其当地时间 11月 4日，德国
外长加布里尔会晤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双方再次就加深两国
对话达成了一致。数月来一直紧张的德土关系出现缓和迹象。

关系回暖 谨慎乐观
据德国媒体消息称，11 月 4 日，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土耳其

安塔利亚会晤了土外长恰武什奥卢。在此期间，双方谈及棘手话
题和相互的期待，并再次就加深双边对话达成了一致。有分析指
出，加布里尔突访土耳其，被视为德土关系缓和的又一信号。

据报道，此前，土耳其释放了已关押 3 个月的一名德国人权人
士。而早在德国大选过后，土方就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10月初，
恰武什奥卢表示，德土问题的存在毫无理由，如果德国走近一步，他
们会走近两步。与此同时，德国绿党对加布里尔出访表示满意，认
为现在有理由对德土关系抱以谨慎乐观。

在此之前，德土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据德国《法兰克福汇
报》报道，土耳其警方于今年 2月 14日逮捕了德国《世界报》记者德
尼茨·于切尔。此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强烈要求释放被捕记者。

另据法新社报道称，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嘉格纳政府取
消了土耳其司法部长贝基尔·博兹达本该于 3 月 2 日晚进行的演
讲。受这一事件影响，默克尔4月访问土耳其的日程也最终取消。

突访背后 用意何在
有分析指出，德国与土耳其在政治问题上分歧较大，尤其是去

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土加强了对国内的管控，德国多次
以“人权和法治”为名“敲打”土耳其，并对土耳其内政进行干预。此
外，默克尔在大选时提出冻结土耳其入欧谈判，土耳其的不满情绪
愈发高涨。

“这一系列导火索催生了土耳其的‘报复’心理，土方很有可能
单方面改变，甚至撤销欧土难民协议，这会对德国造成很大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发表评论称，土耳其将难民危机作为和德
国及欧洲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筹码，在入盟受挫等多个节点，土耳
其都会祭出难民危机这张牌。

评论认为，欧土难民协议是德国乃至欧洲解决难民问题的关
键支柱。此次默克尔连任，也要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欧土难民协
议，该协议的实施使德国难民人数大大减少，这对于维护政府的
主导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目前，德国的新政府还没组成，德方
不希望在新旧政府的交替期，德土关系出现问题。

“德外长此次访土的真正目的在于安抚土耳其的负面情绪，就
大选到现在默克尔迫于政治压力对土说的‘狠话’做出解释，以
达到两国关系的缓和。”崔洪建说，如果事态不能缓和，土耳其方
面会更加不满，在难民问题上可能不再给德国提供必要的支持，
这对默克尔乃至整个德国是比较大的打击。

分歧犹存 寻求平衡
早前，土耳其之声报道称，德国外长申明：“尽管我们存有分歧，

但除与土耳其展开对话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土耳其外长恰武
什奥卢同样表示，德土关系应当努力争取缓和，向友好方向发展。

据《联合早报》分析，土德纠纷不休暴露出两国关系中的诸多深
层次矛盾，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不断有新的冲突与摩擦出现，
两国关系的持续紧张无法避免，这也不利于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

专家指出，两国的关系十分微妙，一直是在分歧中寻找平衡与
合作。“德国一方面要与土耳其一同巩固和落实难民协议，另一方面
又要满足德国国内自由派人士的诉求，对土耳其施加政治压力。”崔
洪建说。

崔洪建认为，德国与土耳其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之间
拥有传统友谊。就土耳其自身来看，处理好与德国的关系，有利
于其向加入欧盟的目标更近一步。同时，在面临共同危机时，如
果德土两国能有效处理矛盾，携手应对危机，对整个欧洲和世界
而言都利大于弊。

德土外长会晤 两国博弈继续
于川梓

图为小镇揭牌仪式现场。 资料图片图为小镇揭牌仪式现场。 资料图片

荷兰建成世界最长
自动升降防洪堤坝

一道300多米长、受水动力驱动即可自动升降的防洪堤坝近日在荷兰中部一座小渔村
测试验收。据悉，这是全世界最长的同类堤坝，也是低地之国荷兰正在实施的全国堤坝创
新加固计划的成果之一。堤坝垂直植入地下，当水位升高时，水动力会抬升超轻材料制成
的坝体并高出地面，最高可达80厘米。随着水位回落，堤坝也将自动缩回地下。图为人们
坐在防洪堤坝旁。 荷兰水务局供图 （新华社发）

数 字 天 下

100周年

2017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0
周年纪念日。十月革命的发生地——俄罗斯
在这一天组织了多场社会活动，纪念这一开
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重要日子。

1917 年 11 月 7 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
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圣
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
立了苏维埃政权。由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宣告诞生。

26名

尼日利亚政府 7 日证实，26 名尼日利亚
公民近日在经地中海偷渡欧洲的途中死亡，
目前遗体已被找到。

尼日利亚总统外交和移民事务助理阿比
克7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一起“非常不幸
的”事件。一些尼日利亚年轻人为了寻找更
好的工作和生活机会，选择踏上充满危险的
旅程，而最终他们面临的是绝望、折磨甚至
死亡，这“并不值得”。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