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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徐剑梅孙丁 刘阳
就在前几天的炸弹包裹事件惊

魂甫定之际，夺命的枪声又在美国
接踵响起。27日，美国匹兹堡一座
犹太教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11人
死亡，6人受伤。

选举前的 10 月往往会有突发
事件影响选举结果，这已成为美国
选举的一个特色，被称为“十月惊
奇”。但这次，已不再是“十月惊
奇”，而是“十月悲哀”。

仇恨生暴力
据美国媒体报道，27日枪击事

件的嫌疑人罗伯特·鲍尔斯是新纳
粹分子，曾在社交网络上多次发表
反犹仇恨言论，开枪时高喊“所有犹
太人必须死”。

此前一天，在佛罗里达州，向十
余名民主党政要和自由派人士邮寄
含有爆炸装置包裹的嫌疑人西泽·
萨约克落入法网。他驾驶的车辆贴
满充斥党派敌意的贴纸，包括把前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等人的图片圈上红色枪靶标记的海
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
弗·雷说，经鉴定这些包裹都不是假
炸弹。

两名嫌疑人都坚决反移民，但
政治立场不尽相同。鲍尔斯狂热反
犹，他既反对民主党，也反对亲以色
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萨约克则是
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仇视民主党
以及批评特朗普的人士。

两起案件定性也有不同。美国

司法部把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列
为针对特定种族或宗教人群的“仇
恨犯罪”，而把炸弹包裹案定性为

“本土恐怖主义”。
尽管如此，两案的共性一目了

然：驱动作案者的，是令他们内心世
界“黑化”的愤怒、仇恨、极端思想以
及暴力倾向。

分裂具毒性
从目前调查看，两案都是“独

狼”作案，没有直接关联，但类似案
件却并不鲜见。2016年总统选举以
来，美国仇恨犯罪和政治暴力事件
都有增加趋势。

去年 6 月，持激进左翼立场的
詹姆斯·霍奇金森在弗吉尼亚州一
处美国国会棒球训练场枪击正在打
球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造成共和党
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等至少 5 人
受伤。

去年 8 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
维尔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
人至上”极右集会并引发骚乱。一
名白人至上主义者驾车冲撞反对他
们的抗议人群，造成一死多伤。

民权组织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
今年 6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
国 2017年仇恨犯罪率上升，10座最
大城市的仇恨犯罪数量连续 4年增
加，达 10 年来最高水平，“反黑人，
反犹太人，反同性恋和反拉丁裔是
最常见的仇恨犯罪类型”。

美国媒体近日在分析美国政治
生态时，常不约而同地使用“有毒”

一词。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日趋极
化的两党政治使美国政治土壤感染
了“分裂和仇恨”的毒性，刺激了极
端暴力事件的接连发生。

选举蒙阴影
炸弹包裹和反犹枪声，显然影

响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的氛
围，也冲击了两党选战最后阶段的
议题设置。共和党精心营销的大法
官任命、非法移民压境、对中产阶层
再减税、降低药价等一系列吸票话
题被大大冲淡，控枪问题则有所升
温。新的争论焦点是，谁该为政治
暴力和仇恨犯罪背后的土壤负责。

显然，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民
粹主义思潮的泛滥、文化冲突和种
族矛盾、社交网络假新闻和阴谋论
等等都是重要因素，而白热化的选
战则使得分裂与对抗不断发酵。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主流媒体
与特朗普相互指责。美国主流媒体
称特朗普的选举策略是煽动愤怒和
恐惧，而特朗普则称愤怒主要是主
流媒体的“假新闻”所引起的。

27日犹太教堂枪击案发生后，
特朗普继续按原定日程参加了伊利
诺伊州的一个竞选集会。他呼吁美
国民众共同努力打击仇恨犯罪，接
着便把话题转向了选举和抨击民主
党。

分析人士指出，仇恨和暴力已
令美国中期选举蒙上阴影，并且中
期选举之后，这种阴影恐怕也不会
轻易消散。

新华社利雅得10月27日电（记者 涂一帆）麦纳麦
消息：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27日在巴林首都麦
纳麦说，沙特记者卡舒吉案真相必将公之于众，涉案人
员将被追究责任。

据巴林通讯社 27日报道，朱拜尔在“麦纳麦对话
会”安全高峰论坛上说，沙特已经承诺进行全面、透明的
调查，沙特国内正在展开调查，还有一支执法小组在土
耳其与土方联合调查案件真相。“我们需要做的是等待
所有调查结束，而非从一开始就如此肯定地指责沙特。”

卡舒吉遇害时为59岁，为《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
供稿。卡舒吉10月2日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
事馆办理结婚相关手续，其土耳其未婚妻说他进馆后“再
也没有出来”。土警方认为卡舒吉可能在领事馆遇害。

沙特政府一开始否认这一说法，坚称卡舒吉已离开
领事馆。沙特检察机关20日称卡舒吉因“发生争执和肢
体”而死于领事馆内，并逮捕了18名沙特涉案嫌疑人。
沙特总检察长萨乌德25日承认，卡舒吉死于“谋杀”。

另据报道，土耳其政府 26日说，因为致命事件发
生在土耳其，土方准备了文件，寻求引渡并在土审理卡
舒吉案的18名嫌疑人。

每年一次的“麦纳麦对话会”安全高峰论坛由总部
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主要讨论中东
地区热点问题。本届“麦纳麦对话会”于 26日至 28日
在巴林举行。

新华社北京10月 28日电（记
者 安晓萌）联合国大会裁军和国际
安全委员会 26日通过表决，决定不
审议俄罗斯提交的一份维持和巩固

《中导条约》的决议草案。
俄罗斯方面先前希望得到联大

支持，对美国构成国际压力以至约
束，以维持《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
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
约》。

弃权者众
联大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26

日召开会议，表决是否将俄罗斯所
提维持和巩固《中导条约》的决议草
案列入议程，结果是 55 票反对、31
票赞成、54票弃权。

俄方决议草案敦促《中导条约》
签署方努力巩固条约，维持这一双
边军备控制文件的效力。

草案呼吁美国和俄罗斯继续磋
商各自对《中导条约》的义务、在开
放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就战略问题作
建设性对话、“严格和全面遵守”条
约，同时提出一些旨在加强互信的
补充措施。

草案说，对话将帮助俄美削减
核武器，强化国际安全和稳定。

俄方提交草案日期晚于 18日、
即向本届联大提交草案的期限，招
致美方抗议；俄方解释，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 20 日才宣布退约打

算。
特朗普 20日宣布打算退出《中

导条约》，缘由是俄方SSC-8型陆基
巡航导弹“违约”。他的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约翰·博尔顿本周访问俄罗
斯首都莫斯科，向俄方传达美方“退
约”打算。

俄方“不解”
就俄方决议草案没能列入议

程，俄罗斯外交部下属防扩散和军
备控制办事处副主任安德烈·别洛
乌索夫表示“不理解”。

别洛乌索夫说，俄方试图向美
方发出一个严肃信号，提醒美方所
作退约选择构成危险；俄方原本以
为，这一倡议会得到“明智”国家的
支持。

他在联大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
会会议上告诫听众：“美国如果一年
内退出《中导条约》，开始不受控制
地积累武器、核武器，我们将迎来一
个完全不同的局面。”

他质问美方为什么想加强核打
击能力、是否准备开战。

如果美方坚持退约，别洛乌索
夫说，俄方可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提交决议草案。

与联大决议相比，安理会决议
更具有约束力。只是，俄美都是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

《中导条约》1987年由时任美国

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领导人米
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规定双方
不再保留、生产或试验射程 500 公
里至 5500公里、作为核武器运载工
具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方“解释”
多名在表决中弃权的代表向法

新社记者解释，《中导条约》议题更
像是属于安理会的范畴。

美联社以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
联合国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欧洲
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在
当天表决中反对把俄方提案列入议
程，同时要求其他国家弃权，以防止
紧张局势升级。

美国裁军大使罗伯特·伍德在
当天会议上说，美国耗费大约 5 年
时间，试图说服俄罗斯守约，但俄罗
斯否认研发或测试 SSC-8型、即俄
方所称9M729型“创新者”陆基巡航
导弹。

他说，直到最近，俄罗斯才承认
研发那一型号的导弹，但坚称没有
违反《中导条约》对导弹射程的限
制。

伍德声称，美方“非常耐心”，希
望俄方“做正确的事”，销毁 SSC-8
导弹。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
格 24 日指认俄方研发 SSC-8 导弹
违反《中导条约》。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7日电（记者 刘阳 孙丁）美
国检方27日说，当天袭击匹兹堡市一座犹太教堂致11
人死亡的枪手嫌凶被控29项罪名。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
声明中说，嫌疑人罗伯特·鲍尔斯涉嫌暴力犯罪过程中
使用枪械杀人罪、妨碍宗教信仰活动致人死亡罪、妨碍
宗教信仰活动致公共安全人员受伤罪等。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司法部
将以仇恨犯罪及其他刑事罪名起诉鲍尔斯，包括最终
可以使鲍尔斯被判死刑的罪名。

匹兹堡市一座犹太教堂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11人死亡、6人受伤。伤者中有4名警察，其中两
名警察伤势严重。

46岁的嫌疑人、匹兹堡居民鲍尔斯在现场被抓获。
当地警方说，鲍尔斯此前没有犯罪记录，其枪支通过合法
途径购买，但他在社交网络上曾多次发表反犹太人言论。

联大否决审议俄方维持《中导条约》提案

美国中期选举的“十月悲哀”

沙特外交大臣

卡舒吉案真相“必将公之于众”

美国犹太教堂枪击案

嫌犯被控29项罪名

土耳其、俄罗斯、法国和德国领导人27日在土耳
其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有关叙利亚局势的四方峰会。
峰会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四国领导人呼吁在叙
利亚全面停火以减少流血冲突。

新华社 阿纳多卢 通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