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

2022年5月23日

主编/赵阳

编辑/吴琼

美编/李晓军

校对/张胜利

□ 王一同

　　

　　近日，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又称水牛城）发生的

枪击案震惊美国内外，犯罪嫌疑人金德伦留下的180页

“犯案宣言”揭开了一直以来掩盖在白人至上主义“暴

力化”之上的遮羞布：种族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对立严

重，尤其是白人至上主义盛行，导致近年来美国频繁发

生大规模枪击案及暴力案件，酿成了一起起惨剧。

　　分析人士认为，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沉渣泛起、日

益膨胀，乃至趋于暴力化，一些肆无忌惮地散播种族主

义言论的美国政客、媒体“功不可没”，同时也与极右翼

团体在互联网上散播、鼓吹极端思想不无关联。此外，

美国政府坐视白人至上主义的各类论调在美国民间大

行其道，同样难辞其咎。

白人至上暴力案件频发

　　美国媒体指出，布法罗枪击案是美国深陷种族暴

力和极端暴力的最新例证。当地时间5月14日，18岁白人

男子金德伦驱车来到布法罗市一个非裔聚居区的超

市，使用半自动步枪扫射，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其中

11名中枪者为非裔。更令人震惊的是，金德伦还对犯案

过程进行了视频直播。目前，他已被控以一级谋杀罪。

警方调查发现，金德伦犯案前曾多次访问支持白人至

上主义和种族阴谋论的网站，在制造袭击前发布的所

谓“犯案宣言”中承认自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当地时间5月17日，美国总统拜登抵达布法罗市，与

枪击案受害者家属会面。他在公开讲话中承认，该市日

前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是以白人至上主义为名义实施

的恐怖主义行为。

　　有美国民权团体统计，目前，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

组织正以每年约50%的速度激增，并且日趋极端化和暴

力化。

　　近年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白人至上主义

驱动的暴力犯罪频繁在美国上演：2015年，21岁的白人

男子戴伦·鲁夫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个非裔美

国人的教堂内枪杀了包括牧师在内的9人；2018年，46岁

的白人男子罗伯特·鲍尔斯闯入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

兹堡市的犹太人教堂，向正在教堂内礼拜的教徒进行

了20分钟的扫射，致11人死亡、6人受伤……

　　可以说，从布法罗市再到全美所有城市，一桩桩骇

人听闻的袭击和暴力事件背后，白人至上主义就像一

个阴魂飘散不去。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指

出，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和反政府民间武装已经对当今

的美国构成“最紧迫的恐怖主义威胁”。

极端思想成为“助燃剂”

　　布法罗枪击案引发美国社会对白人至上主义“暴

力化”迟来的关注和警惕。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中承认，一场“仇恨流

行病”正在美国蔓延，且“已被暴力和偏执行径所证实”。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认为，种族歧视、白人至

上主义观点长期对美国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惨案发生后，美国媒体、政界人士分析认为，近年

来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甚嚣尘上的白人至上主义等

极端思想，已成为美国枪支暴力乃至本土恐怖主义行

为的“助燃剂”。

　　《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不约而同地指

出，布法罗枪击案犯罪嫌疑人金德伦在“犯案宣言”中

反复引用了白人至上主义“替代理论”。这一极右翼阴

谋论近年来在美国大行其道。相信它的人宣称：“美国

白人正在被非白人移民‘替代’，非白人人口的增加将

摧毁白人及西方文明”。更令舆论担忧的是，白人至上

主义“替代理论”得到了不少美国民众的支持。美联社

近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

人相信这一极右翼阴谋论。

　　美国媒体就此评论认为，这类明显具有白人至上主

义和种族歧视性质的阴谋论之所以在美国广为流传，反

映出美国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族群对立加剧的现实。

　　分析人士指出，白人至上主义的各类论调频繁出

现，离不开一些美国媒体和政客的推波助澜。一些美国

纸媒及保守派主播时常宣扬类似观点，一些政客则肆

无忌惮地公开鼓吹白人至上等极端论调，以吸引保守

派选民支持。

　　此外，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沉渣泛起、日益膨胀，

乃至趋于暴力化，与网络上特别是社交平台上别有用

心者的宣传不无关联。近些年，美国社交平台和网络论

坛成为恐怖组织、极端组织、极右翼组织和阴谋论团体

散播极端思潮和鼓动极端暴力行为的大本营。一些白

人至上主义者还通过暗网，互相联络、交流信息、募集

资金、策划袭击等。除了网络外，他们也会通过发放实

体传单、贴纸，悬挂横幅和海报等方式散播种族主义和

其他仇恨信息。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作为，坐视美国社会深陷极

端思想引发的暴力泥沼。而且，在“言论自由”的幌子

下，美国执法机构也难以针对美国公民的仇恨言论、恐

怖威胁及时采取措施。“持枪自由”带来的枪支泛滥，更

让美国执法部门难以应对白人至上主义“暴力化”所衍

生出的各类枪击案件和暴力案件。

遮羞布之下的丑陋嘴脸

　　震惊美国内外的布法罗枪击案，揭开了一直以来

掩盖在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暴力化”之上的遮羞布，令

美国朝野再也无法忽视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同时也

露出了其下部分美国政客、媒体、散播极端思潮团体的

丑陋嘴脸。

　　《纽约时报》近日就关注了布法罗枪击案所引发的

对美国政客、立法者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的反思。这家

媒体当地时间5月17日报道称，众议院共和党前主席莉

兹·切尼16日谴责共和党领导层“助长白人民族主义、白

人至上主义”。事实上，有关共和党包庇甚至助推白人

至上主义的指控，在美国政界早已有迹可循。

　　无独有偶，当地时间5月17日，美国《时代周刊》也发

文对一些所谓的专家和政客在类似案件中所扮演的角

色进行反思。

　　《时代周刊》讽刺地评论称，这些专家、政客一方面

在女性堕胎权等问题上拼命鼓吹“珍视生命”，另一方

面却对白人至上主义“暴力化”酿成的种种死伤惨剧视

而不见。

　　当地时间5月16日，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刊发题

为“白人主义、白色暴力”的文章称，美国正上演着一场

社会运动来为大规模枪击事件背书。这场运动中除了

凶手们之外，还包括立法者对此不予谴责、司法者对此

不予追究及社会整体层面对此不予制止。金德伦等犯

案者并非“独狼”，他们只能体现白人至上主义的一半，

而另一半就藏在美国政府机构、电视节目中。暴力事件

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目的，而是宣扬其意识形态的

手段。

　　可以预见的是，白人至上主义引发的极端暴力行

为将是美国社会持续面临的难题。而随着中期选举的

临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种族问题的争斗势必更

为激烈，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其他种族主义论调在这些政

客别有用心的操弄下必将甚嚣尘上，随之而来的各类枪

击案件和暴力案件也将成为美国社会的“跗骨毒瘤”。

□ 本报记者 苏宁

　　

　　据日本媒体报道，5月16日，日本政府原子力灾害

对策本部、福岛县及葛尾村三方达成一致，决定于6月

12日解除福岛县葛尾村野行地区“特定复兴再生据点

区域”（以下简称“复兴据点”）的避难指示。2011年福

岛核事故后，日本将受核污染严重区域设为“返还困

难区域”严禁人员进入，为逐步恢复重建还在上述禁

区内设立了复兴据点，先行开展除染、灾后重建等工

作。然而，由于复兴重建缓慢、安全忧虑等问题，截至

目前，仍有3万灾区民众在外避难无法返乡。

当地民众难掩担忧

　　据《福岛民友》报道，面对将要解除的避难指示，

福岛县葛尾村复兴据点的民众心情复杂。他们在接受

采访时说，在解除避难指示说明会的现场，既有“终于

解禁了”的激动，也有“解禁为时过早”的担忧。

　　准备返回复兴据点开启新生活的半泽富二雄表

示，回想辗转各地的避难生活，非常盼望解禁，但这颠

沛流离的11年真的太久了，现在稍稍干一点农活就会

感到疲劳。当地民众大多年事已高，11年的避难生活

已经使这些灾民疲惫不堪，面对重新开始的生活，心

情之沉重可以想见。“住民老龄化问题是核污染地区

的共同课题”，葛尾村村长篠木弘表示。

　　除避难时间过久、人口老龄化问题外，当地住民

（特指居住在一定区域内的人）对核辐射安全的担忧

依然挥之不去。

　　葛尾村复兴据点自2018年以来已经开展了除染、

基础设施建设、住民公共区域修建及农业恢复等工

作，经葛尾村除染检证委员会认定，环境核辐射数值

“已符合居住要求”。但是，当前愿意返乡的住民并不

多。据《福岛民报》报道，葛尾村复兴据点内登记的共

30户82人中，表现出返乡意向的仅有4户8人。

　　不仅葛尾村，福岛县其他町村的复兴据点也存在

住民返乡意愿不强的情况。据同样设置了复兴据点的

福岛县双叶町实施的问卷调查显示，住民中表示未来

有返乡意愿的占48%，表示不确定的占30%，表示决定

不返乡的占22%。

　　另据日本NIPPON网站报道，日本政府为推进灾

区重建共在6个町村设置了复兴据点，按照计划，所有

复兴据点将在今明两年内陆续解除避难指示。但是，

实际情况是，真正愿意返乡的住民数量非常有限。

　　住民心情复杂返乡意愿不高的现实并不难理解。

复兴据点解除避难指示固然是好事，但是东京电力公

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处理完结遥不可期、核污染水

排海计划引发争议、地方风评恶化、复兴重建困难重

重等都是政府和住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

复兴重建进度缓慢

　　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以核电站为圆心

设置禁区，后经多次调整，当前仍在事故地点下风向受核

污染严重的狭长地带设置“返还困难区域”，地域涉及福岛

县下辖7个市町村，总面积达337平方公里。“返还困难区

域”内设置的复兴据点是灾后重建的优先区域，但地域

面积并不大，如葛尾村复兴据点占地面积为0.95平方公

里，仅占葛尾村“返还困难区域”全部16平方公里的6%。

　　按照日本政府公布的计划，今明两年解除全部6处

复兴据点的避难指示后，将在2030年之前完成复兴据点

外的“有住民返还意愿区域”的解除避难指示工作，为

此，日本政府将在征求避难住民意见后着手展开除染作

业。但是住民对政府公布的计划缺乏信心。据《福岛民

友》报道，尽管复兴据点区域复兴重建取得进展，但据点

之外的更广大区域依然处于受灾后最初的状态。很多破

旧的民房等待拆除、除染，但由于在制度层面政府尚未

出台相关办法，目前无法着手开展相关作业。

　　对此，住民不满情绪较大，有的批评政府效率低

下，照此进度根本无法在2030年之前完成；有的提出

不应只对“有住民返还意愿的区域”开展除染工作，而

应扩大到全部“返还困难区域”。

　　目前仍有超过3万灾区民众在外避难无法返乡，

长期的避难生活给灾民带来巨大的不便与压力。尽管

2011年以来政府持续调整缩小核禁区范围，但很多地

区解禁之后仍然无法恢复正常的农业生产生活。

　　作为福岛县支柱产业的水产业尚在艰难的复兴

途中。据日本复兴厅数据，经过数年的恢复，福岛、宫

城、岩手三县的渔业产量在2019年时仍停留在受灾前

的三分之二水平，特别是受核污染影响严重的沿岸渔

业、拖网渔业在2021年3月刚刚结束试验作业，产量和

销量的恢复尚需数年时间。

除染工作困难重重

　　灾后重建伴随着核电站报废处理、不断产生

的核污染水、灾民巨额赔偿等诸多难题，其中最

棘手的是除染作业。日本政府计划从2 0 2 4 年开

始，启动对复兴据点之外有住民返乡意愿地区的

除染工作，但除染工作能否真正使环境中放射线

数值低于国家标准、确保安全，一直是住民心中

的隐忧。

　　据日本环保团体现场调查，在完成除染工作数年

后的地区，仍能持续检测出超出政府放射性污染去除

标准（每小时0.23微西弗）的核辐射量。如2020年11月，

在浪江町某小学周边检测发现，在858个点位中有93%

的数值超标。

　　森林地区的除染工作难度更大，根据日本环

境省网站公布的信息，对森林的除染工作只能从

林地边缘深入20米，更深处无法开展除染作业。

“据推测事故后降落在森林地带的核污染物还有

近8成残存在森林中，今后因台风、大雨、山火等

可能释放出来的污染物会再次污染已除染地区，

森林已经成为放射性物质储藏库”，日本环保团

体专家不无担忧地表示。

　　与森林除染同样困难的是对河底、海底堆积

放射性物质的祛除工作。2 0 2 1年2月，日本在福岛

县海域捕获的黑鲉体内检测出高出标准5 倍的

铯，随即停止了该海产品的销售。此外，近年来，

在福岛县出产的一些山菜、蘑菇等农产品中，也

曾检出过高出正常数值的放射性物质，有关福岛

县农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受到日本国内外的普遍

关注。

　　尽管首次解除复兴据点的避难指示为灾区

重建迎来了一线曙光，但福岛县依然在核污染阴

云的笼罩之下，灾区住民的返乡之路依然漫长。

今后，如何尽快完成核电站报废处理、如何处理

不断产生的核污染水、如何对所有区域开展除染

工作、如何祛除住民心中的阴霾，都是摆在日本

政府面前的难题。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近日，芬兰与瑞典两国以“提升国防安全”

为由申请加入北约。当地时间5月18日，芬兰驻

北约大使克劳斯·科尔霍宁与瑞典驻北约大使

阿克塞尔·温霍夫已经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递交了两国加入北约的申请信。在俄乌冲

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加快扩员步伐，将加剧欧

洲大陆业已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还将危及全

球安全稳定。

　　与此同时，芬兰、瑞典双双打破永久中立的

历史传统申请加入北约，将是影响欧洲安全平

衡的一项重大转变。

　　国际社会注意到，美国和北约近乎展现出

“张开双臂”的姿态，欢迎芬兰和瑞典，甚至简化

了接纳新成员的正常流程，以期实现北约史上

最快一轮扩张。

　　北约这个冷战时期的产物，早该退出历

史舞台，却在美国的主导和操弄下不断东扩。

毫无疑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数次东扩及其

毫不掩饰地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霸道与执

念，为如今的俄乌冲突埋下了深深的祸根。乌

克兰危机发展到目前的境况，根源在于北约

固守冷战思维、沉迷零和博弈、热衷阵营对

抗，妄图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追求自身绝

对安全。

　　有报道指出，在俄乌冲突业已持续三个月

之际，北约意欲进一步扩张，将加剧损害地区安

全。此举除了给俄乌冲突火上浇油之外，或将令

北欧成为北约与俄对峙的“新前线”。

　　对于北约在俄乌冲突之际爆出的最新动

向，俄罗斯方面表达了担忧和警告，但反应相对

克制。

　　5月16日，俄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将密切

关注美国主导的北约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的

计划。俄将作出何种回应，取决于“对威胁的

评估”。当日，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

芬兰和瑞典寻求加入北约是错误的选择，俄

罗斯方面将采取措施。如果北约把导弹部署

在紧邻俄罗斯的边境地带，会给俄罗斯国家

安全造成一定威胁，所以俄罗斯对此不会

袖手旁观。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日则

表示，莫斯科方面认为芬兰和瑞典申请加

入北约的决定是遏制俄罗斯的地缘政治

举措。

　　作为对北约加快扩员的回应，除计划增

强军事部署外，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

沃洛金5月16日宣布，俄决定退出波罗的海

议会大会。波罗的海议会大会成立于20世纪

90年代初，成员包括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

德国、芬兰、瑞典等国。

　　分析人士担忧，随着俄与美国、欧洲及

波罗的海国家沟通渠道的逐步切断，未来不

仅俄乌边境，俄芬边境“擦枪走火”的风险也

将增加。

　　实际上，急于扩张的北约内部也存在矛

盾。尽管斯托尔滕贝格已经多次表示“随时

欢迎”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但根据北约规

定，需要所有30个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

以作出最终决定。

　　目前，北约成员国内部对是否接纳芬

兰与瑞典的意见并不统一。土耳其明确表

示，将对芬兰、瑞典入约投下反对票。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来在多个场合重申，

不会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埃尔多安

16日还直言不讳地表示，芬兰和瑞典代

表团不用“白费功夫”前往土耳其意图

说服。

　　事实一再证明，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

全共同体，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安全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能

构建起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

安全架构。

　　然而，美国主导的北约却将均衡、有效、

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置之不顾。

　　国际舆论注意到，普京近日曾谈及俄方

2021年12月曾提议缔结一项关于安全保障

的协定，呼吁西方进行诚实的对话，在考虑

彼此利益的前提下寻找合理的妥协方案，但

“最终一切都是徒劳的”。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早在1994年，美国

就已经制定了北约东扩的战略。普京曾就此表示，

北约扩张完全是由于美国利益而人为制造出来的

问题。北约已成为一国的外交政策工具，造成国际

安全形势恶化。

　　分析人士就此指出，号称“防御性组织”的北约

近年来持续向全世界输出着动荡和不安。可以说，

它的持续扩张是危险的根源，只会给地区安全、国

际秩序带来不利影响。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芬兰和瑞典最终成功入

约、北约完成第六轮东扩，无疑将使地缘政治风险

进一步加剧。北约以维护自身“绝对安全”为由不断

东扩，以牺牲小国利益实现大国博弈目标，是对世

界和平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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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5月

19日，美国华盛顿

特区，当地举行新

闻发布会，谴责布

法罗枪击案，反对

白人至上主义。

CFP供图  

　　5月17日，瑞典首相安德松（右）和芬兰总统尼尼

斯托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表示两国将于18日一起

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    人民视觉 供图

　 　 图 为

日 本 福 岛

县 富 冈 核

污 染 禁 区

内 被 弃 用

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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