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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种族歧视的最新例证

英国《独立报》25日报道，这段
由加州奥兰治县治安官办公室发布
的视频，包含警方行车记录仪拍摄
片段、路人手机拍摄片段以及附近
旅馆监控设备拍摄片段。视频显示，
去年9月23日13时左右，42岁的非洲
裔男子莱因霍尔德在圣克莱门特市
一街区遭奥兰治县警方负责处理无
家可归者事务的两名治安官助理拦
截。

一名治安官助理对同事说：“看
着，他要乱穿马路了。”其中一人随
后冲莱因霍尔德喊道：“你是要自己
停下来，还是要我们让你停下来？”
莱因霍尔德说：“我乱穿马路了吗？

（你们）太荒谬了。”随着这两名警员
与莱因霍尔德发生肢体接触，局面
迅速升级。莱因霍尔德喊道：“你们
要干什么？为什么碰我？”遭警员抱
摔在地的莱因霍尔德奋力反抗。

一名警员突然大喊：“他拿了我
的枪！”另一名警员随即朝莱因霍尔
德开了两枪。附近旅馆监控视频显
示，莱因霍尔德的手靠近其中一名
警员腰间的枪套。开枪后，警员为莱
因霍尔德实施心肺复苏。但不久后，
警方宣布莱因霍尔德死亡。

莱因霍尔德家的律师泰勒告诉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那两
名治安官助理“公然拦截”莱因霍尔
德、“带有种族动机”，“他们制造对
抗、升级对抗。他们首先动手并且最
终夺走他的生命，开枪将他打死”。
泰勒说，如果是一个白人试图乱穿
马路，“拦截和枪击绝不会发生”。

对公正处理不抱期待

莱因霍尔德遭警员枪杀后，当
地爆发示威，抗议警方暴力执法和
种族歧视。那两名治安官助理遭到
停职，可不久后两人又回到了工作
岗位并被重新委任。警方公布视频
后，当地检察部门对此事启动调查，
警方也展开内部调查。只是，舆论对
涉事人员受到公正处理并不抱有任
何期待。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23日宣
布，审理纽约州罗切斯特市非洲裔
男子普鲁德遭警察执法后窒息死亡
事件的大陪审团投票决定，不起诉
任何涉事警察。代表涉事警察的律
师坚称，几名警察当时严格按照职
业规范行事。

去年9月曝光的视频显示，去年
3月23日，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街
头，多名警察围住全身赤裸的普鲁
德，给他戴上头罩，以防飞沫传播新
冠病毒。普鲁德大喊挣扎、要求摘下
头罩，但警察用膝盖压背、用手按
头，令他俯卧在地。当警方发现普鲁
德不再动弹后，将他送往医院。几天
后，普鲁德死亡。

去年5月，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
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白
人警察“跪颈”执法死亡，在全美引
发大规模反种族歧视、反警察暴力
执法的示威。去年7月8日，时任美国
司法部长巴尔承认，执法人员“区别
对待”白人与黑人的做法“普遍存
在”。

还是在罗切斯特。日前，一名9
岁女孩被警察戴上手铐强行塞进车
里，还被喷辣椒水。人们不禁质问，
是出于多大仇恨，还是感到多大威
胁，警察竟对一名手无缚鸡之力的
小女孩使用如此暴力？

警察频频成为施暴者

普鲁德、弗洛伊德和这个小女
孩不是个例。根据《华盛顿邮报》的
数据，2020年美国就有约1000人遭
警察射杀，与前几年持平，平均每天
就有约3人丧生在警察的枪下。美国
民间研究组织“警察暴力地图”网站
搜集的第三方数据显示，2019年，美
国仅有27天没有发生“警察致死”事
件；从2013年至2019年，美国每年都
有约1100人因警察暴力致死，而其
中99%的案例涉事警察都没有受到
犯罪指控。

报告直指沙特王储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卡舒吉案调查
报告不久将公开，美沙领导人不久也将通
电话。按她的说法，拜登会在通话中提到

“侵犯人权”相关议题，同时重申对沙特的
安保承诺。普萨基先前表示，拜登政府将重
新调整美沙关系，“其中一环是回归对口接
触”。这意味着拜登通话对象将是现年85岁
的沙特国王萨勒曼，
而不是与前任特朗普
政府关系密切的沙特
王储穆罕默德。西方
媒体将这名35岁的穆
罕默德视为沙特实际
上的领导人。

公开卡舒吉案调
查报告也是拜登政府
重新调整美沙关系的
一部分。美国阿克西
奥斯新闻网报道，美
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
室定于当地时间25日
公开这份报告解密
版。数名知情官员向
路透社披露，报告由
美国中央情报局主要
参与编写，评估认定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批
准并且可能下令杀害
卡舒吉。

卡舒吉是《华盛
顿邮报》专栏作家，
2018年10月2日前往
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总领馆领取再婚
所需证明文件期间遭
杀害，遗体遭到肢解，
至今未寻获。沙特政
府否认王储牵涉其
中，坚称一些情报人
员试图把卡舒吉引渡
回国时“自作主张”杀
害卡舒吉。沙特2019
年12月判处5名涉案
人员死刑，他们后来
获得卡舒吉家属宽恕，减刑为20年监禁。

美国国会2019年12月就卡舒吉案立
法，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开调查报
告，但遭到特朗普政府无视。

拜登采取中间路线

按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的说法，特朗普
执政四年间，美国在人权和也门问题上给
沙特大开绿灯，目的是借助沙特遏制伊朗，
并向沙特出售更多军火。拜登执政以来，除
了明面上冷落沙特王储，还停止支持沙特
主导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试图
与伊朗恢复对话。

只是，法新社分析，如果拜登政府要在
人权问题上制裁沙特，举措显然会相当有
限。美国无法疏远沙特这个在伊斯兰世界
的战略盟友。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正
在扩大在沙特的存在，打算在沙特西部建
造港口和航空基地，以备一旦与伊朗发生
军事冲突。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拜登就
职后，沙特王储以国防部长身份与美国防
长奥斯汀通过电话。

一些观察人士说，拜登虽然在竞选期
间承诺要让沙特付出代价，但上任后将采
取中间路线，一面审视沙特人权状况，一面
维持安全合作。沙特分析师谢哈比认为，

“迄今的一切迹象显示，拜登政府将对沙特
采取温和政策”，包括在人权问题上采取一
些象征性举措来安抚民主党内批评沙特的
阵营，同时维持美沙关系的安全和经济等
支柱。

沙特则在美国雇用公关公司，向美国
民众、政府官员和媒体宣传维系和促进美
沙关系的重要性。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
研究所分析师迪万说，看到拜登政府打算
与伊朗重新接触，在价值观方面检视美沙
关系，沙特急于显示他们是美国化解中东
冲突的可靠伙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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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4日说，他看
过美国情报机构即将解密的沙特籍记者卡
舒吉遇害案调查报告，并将与沙特国王萨
勒曼首次通电话。报告内容预期对沙特王
储穆罕默德不利。分析人士说，拜登政府试
图重新调整美沙关系，但在中东安全问题
上又离不开沙特合作。另一方面，沙特近期
对美方频频示好，努力稳住“友谊的小船”。

原本应防止暴力发生的警察却
频频成为施暴者。研究政策和政府
合法性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汤
姆·泰勒说，过去几十年中，美国警
察以威胁性方式执行任务，他们树
立的形象是使用武力对抗危险人群
的“战士”，而不是社区守卫者。

《纽约时报》网站文章指出，美
国警察的暴力维护了他们在社会等
级中的地位，警察执法正在剥夺许
多公民的权利。然而，不断有犯错的
警察逍遥法外，这使得暴力行为已
经变得制度化。

美国暴力的文化根源

警察暴力，只是美国整个社会
系统性暴力问题的冰山一角。美国
的暴力有其文化根源。无论是早期
殖民者的“拓荒”，还是对印第安人
等原住民的血腥屠杀，又或是将拥
枪写入宪法第二修正案，武力至上
的暴力元素早已深植于美国社会和
政治之中。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文章指
出，美国人深信暴力是解决问题的
最有效途径。在美国，暴力被誉为一
种民族理想，用来宣扬暴力的观念
从“有枪的好人”让我们更安全，一
直发展到“有核武器的好人”让世界
更安全。

美国的系统性暴力问题首先体
现在拥枪上。美国有超过3亿支枪，
平均人手一支，是人均拥有枪支最
多的国家。美国盖洛普公司去年的
调查显示，32%的美国成年人表示
自己拥有枪支，而44%的人生活在
有枪的家庭。尽管公众对枪击事件
频发强烈不满，但对拥枪权利的神
圣化导致控枪努力长期难有进展，
拥枪还是控枪成为美国社会和政治
的关键分歧之一。

暴力还充斥在美国的流行文化
中。美国心理学家诺加莱斯指出，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化暴力的社
会。”电视、社交媒体、游戏中满是暴
力，儿童和青少年长期接触这些内
容可能对暴力变得麻木，甚至模仿
并认同，把暴力当成解决问题的一
种合法手段。《纽约客》网站文章说，
世界上大部分暴力娱乐产品出自美
国，“美国在现实的屠杀和电影的屠
杀中引领世界”。

崇尚暴力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环
境让美国暴力犯罪高发。据福克斯
新闻网报道，美国谋杀、涉枪袭击和
严重袭击案件的发生率逐年上升，
特别是2020年，这三种案件分别上
升30%、8%和6%。

向世界输出暴力资源

美国不仅自身暴力事件高发，
还不断向世界输出数量庞大的“暴
力资源”和大大小小的暴力冲突。

在过去一年新冠疫情严重、国
内经济疲弱的状况下，美国的对外
军火销售仍然一路高歌猛进。数据
显示，美国2020年军事装备出口总
额超过 1 7 5 0 亿美元，同比增加
2 . 8%。美国过去5年武器出口数量
占全球出口数量三分之一以上，稳
坐全球武器卖家头把交椅。

为实现本国利益，美国频繁干
涉他国内政，或是公开支持反动政
权，或是打着“民主”旗号搞所谓颜
色革命，导致别国政局不稳，暴力冲
突不断。为维护霸权地位，美国在世
界不同地区树立若干敌人，并鼓吹
各种威胁论以拉拢地区其他国家成
为其盟友，导致地区矛盾冲突长期
持续甚至激化。

战争是暴力的最高形式，而美
国是发动战争的“惯犯”。特别是二
战以来，美国频繁在海外发动战争，
包括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
战争等，造成极为严重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导致了惊人的人道主
义灾难，给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平
发展带来极大挑战。

美国《布朗政治评论》杂志评
价，运用军事力量，随后施加暴力，
以建立外交和政治主导地位，“美国
在历史上和当代都是最臭名昭著的
罪魁祸首”。 综合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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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乱穿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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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暴力执
法、种族歧
视根深蒂固
的 又 一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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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业的黑
人都生活在
警察暴力的
阴影之下。”

《纽约时报》
网站文章曾
这样评论。
暴力阴影笼
罩下的美国
社会，人权
黑洞越来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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