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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客忙爭權 多年控槍淪空談

國際
2022年5月26日
星期四

前總統奧巴馬：擁槍利益集團令美國癱瘓

責任編輯：王可嘉
美術編輯：莫家威

沉疴難起

【【 大 公 報 訊 】】 綜 合 《《 華 盛 頓 郵 報 》 、 《 紐 約 時
報報》、德國之聲報道：： 201年年
2，，美國康涅狄格州桑迪胡
克小學 名學生和 名老師被槍殺的慘案震驚全美，，時時
任 美 國 總 統 奧 巴 馬 和 副 總 統 拜 登 矢 言 控 槍 ；； 但 近 年
後後，，同樣的悲劇在得州一所小學重演。。已經卸任的奧巴
馬表示，，擁槍利益集團的說客和拒絕控槍的政客令美國
陷入癱瘓。。美媒指出，，美國近年槍擊案不斷，，兩黨政客
卻忙於藉槍支議題爭權，，控槍承諾最終淪為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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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發生槍擊案，警察護送驚魂
未定的學童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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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24日在推特發文指，美國槍
支暴力氾濫，父母每晚都在擔心第二天
孩子們會不會在學校遭遇意外。 「桑迪
胡克慘案已過去近10年，而水牛城槍擊
案才過去10天──我們的國家陷入了癱
瘓，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擁槍團體
的游說，以及一個不願意採取行動阻止
悲劇發生的政黨（指共和黨）。」
支持控槍的民主黨參議員墨菲直
言，美國的槍支管理法規過於寬鬆，槍
支像流水一樣湧入美國。他反駁 「槍手
是因為有心理疾病才行兇」 的論調，稱
美國人的心理健康問題不比其他國家嚴
重，真正的問題在於槍支獲取渠道。

兩黨互鬥 控槍法案無下文
據槍支暴力檔案（GVA）統計，今
年1月1日至5月24日，美國已有超過
1.7萬人死於槍下，單次死傷超過4人的
大規模槍擊案發生了212宗。尼爾．赫
斯林在桑迪胡克慘案中失去了年僅6歲
的兒子，他無奈地表示，24日的得州校
園槍擊案簡直就是十年前場景重現。其
他桑迪胡克案遇害兒童的家長說，他們
能猜到美國社會的反應：再次熱烈討論
控槍法案，然後不了了之。

過去十年間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都
曾提出控槍，但因黨爭和美國全國步槍
協會（NRA）等擁槍團體的阻撓而失
敗。桑迪胡克案之後，曾遭遇槍擊險些
喪命的前亞利桑那州眾議員吉福茲呼籲
國會採取行動，以副總統身份主持控槍
工作的拜登表示理解她的心情。很快，
民主黨參議員曼欽和共和黨參議員圖米
共同推出一份控槍法案。然而，大部分
共和黨參議員表示反對，以免激怒保守
派選民。最終法案未能通過。
2019年8月，美國連續發生兩宗大
規模槍擊案，共造成32人死亡，數十人
受傷。時任總統特朗普下令起草加強購
槍者背景審查的法案。曼欽認為，這是
美國距離控槍目標最近的時刻。然而，
一個月後特朗普捲入 「通烏門」 醜聞，
民主黨將注意力轉向彈劾特朗普，控槍
法案再次沒了下文。
2021年，拜登成為美國總統，並重
提控槍。但直到今天，他仍未能在民主
黨佔多數的國會通過任何一項重要控槍
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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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她以一位母親而非政客的身份看
待得州小學槍擊案，並對美國發生的悲
劇感到遺憾。美媒注意到，阿德恩在
2019年新西蘭清真寺槍擊案後立即宣布
收緊槍支法律，禁止出售槍手使用過的
半自動武器，並斥巨資從民間回收此類
武器。被問到為何 「新西蘭能控槍而美
國不行」 時，阿德恩回答說： 「新西蘭
人非常務實。我們發現了錯誤，就採取
行動。」
NRA此前聲稱，美國不是新西蘭，
「他們沒有不可剝奪的擁槍和自衛權，
但我們有。」 如今，美國是全球持槍率
最高的國家，全美共有超過4億支槍，
其中超過98%在民間，相當於每100個
美國平民就擁有120支槍。新冠疫情期
間，美國社會矛盾激化，槍支銷量和槍
支暴力事件增多，因槍傷就醫人數也增
加了34%。
有分析指，美國槍患頑疾 「不
治」 ，是因為利益集團 「太難治」 、政
客為了選票 「不想治」 ，所謂 「美式民
主」 根本經不起現實考驗。美國人權治
理表現如此不堪，部分政客卻執迷於在
國際社會上對別的國家指手畫腳。如此
行徑，對美國人民極其不負責任。

▲ 2013 年 ， 奧
巴馬宣布要控
槍，吉福茲（左
二）站在他身
邊。 資料圖片
◀美國槍支管理
法律極為寬鬆，
圖為沃爾瑪超市
內的售槍櫃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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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今年槍支暴力數據

在美華人厭倦政客
口號控槍

▲美國得州小學24日發生槍擊案，大批警員抵達案發現
場附近。
美聯社

【大公報訊】綜合《華盛頓
郵報》、中新社報道：美國中期選
舉前哨戰已經打響，得州小學槍擊
案令控槍議題再次成為兩黨辯論焦
點。但生活在美國的華人表示，兩
黨在國會吵個不停，美國的槍擊案
卻從未減少，他們對政客的 「口號
控槍」 感到厭倦和失望。
長期生活在尤瓦爾迪市的華
人姜明昌表示： 「來美國生活那麼
多年，對於美國的持槍政策始終有
很多意見，民主、共和兩黨始終沒

有辦法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進行控
槍。看電視中政客在國會吵個不
停，而美國的槍擊案件依舊頻頻發
生，既感到無奈，也很憤怒。」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25日
批評共和黨過去多年在控槍問題上
毫無作為，甚至阻礙控槍法案通
過，並表示民主黨會再次嘗試與共
和黨談判，爭取就收緊購槍者背景
調查等措施達成一致。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
僅對槍擊案表示震驚和心碎，並未

談及是否支持加強槍支管理。共和
黨人辯解說，控槍並不能解決大規
模槍擊頻繁的問題。
舒默表示，雖然兩黨達成共
識的機會渺茫，民主黨仍不得不
「再次嘗試」 與共和黨合作。在佐
治亞州眾議員民主黨黨內初選中獲
勝的麥克貝表示，她的兒子於
2012年死於槍擊，她因此踏入政
壇， 「我們不能成為唯一一個允許
政黨對兒童的恐懼視而不見的國
家。我們受夠了。」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自殺）：17088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涉槍受傷人數：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
14166
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意外槍擊事件：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570
一一
一一一
一宗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一宗一一一
大規模槍擊案（死傷4人以上）
：212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被槍擊兒童人數（0至11歲）：411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被槍擊青少年人數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12至17歲）：
一一
一一1803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截至5月24日
一一一一一
涉槍死亡人數（包括

來源：槍支暴力檔案（GVA）


周德武

美國在亞太尋找敵人是犯了戰略性錯誤

世界

美國總統拜登剛剛結束其上任以來
的第一次亞洲之旅，本以為在返回華盛
頓的專機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得克
薩斯州尤瓦爾迪市羅布小學發生校園槍
殺案，19名兒童和2名成人倒在血泊之
中，讓拜登不能無動於衷，不得不在專
機上思考如何回應此事件。畢竟這些鮮
活生命的消失是在美國本土發生的，不
像俄烏戰場上消失的士兵生命那樣遙
遠。拜登向全美人民發表講話，要求
「化悲痛為行動」 ，他把控槍作為打擊
共和黨的議題，為即將到來的美國中期
選舉贏得話語權。要知道，拜登的民意
支持率已經跌到了39%，與特朗普執政
時的低支持度不相上下。留給拜登的時
間已經不多，一旦民主黨失去參議院的
多數席位，拜登將提前成為 「跛腳

鴨」 ，以後想做點 「青史留名」 的事就
更難了。
美國惡性槍擊事件一起接一起，讓
人們既震驚又麻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
第一時間發文稱， 「美國陷入了癱瘓，
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一個槍支游說
團體和一個政黨沒有表現出採取任何可
能有助於阻止這些悲劇行動的意願。」
「心碎了」 「夠了」 是美國政客們在一
次又一次惡性槍擊案發生後使用最多
的高頻詞。白宮通常能做的就是降半
旗。但更多的人提出疑問，除了這些
無關痛癢的動作之外，美國難道只能眼
睜睜地聽任這些悲劇在不同的地方輪番
上演？
奧巴馬口中的 「一個政黨」 究竟是
誰，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他把責任歸咎
於共和黨，因為民主黨提出的《加強擁
槍者背景審查的法案》都被共和黨攔
下。拜登稱共和黨發生了質變，成了
「特朗普黨」 ，這個黨已經失去靈魂，

是非不分。但共和黨卻不以為然，認為
民主黨早已被極左勢力綁架，把美國社
會帶入激進的深淵。特朗普早就說過，
美國不能再打仗了，但拜登你聽嗎？美
國最近大鬧 「奶粉荒」 ，百姓抱怨，擁
槍比購買奶粉還容易。美國現在每天染
疫的人數仍在10萬人以上，而200多億美
元的疫苗接種專項資金遲遲到不了位，
但那些 「華盛頓沼澤」 裏的人大筆一
揮，居然以最快的速度通過了400億美元
的對烏克蘭援助法案，還派專人把文件
的副本送到韓國，讓拜登在那裏即時簽
署，以確保對烏的軍援不能斷檔，這讓
日趨孤立與保守的美國人情何以堪？
歐洲被戰爭徹底搞亂，全球的能源
和糧食供應鏈跟着受到牽連。俄羅斯經
過烏克蘭一仗，估計一時半會兒爬不起
來。但美國很清楚，21世紀的最大競爭
對手是中國，不能因為烏東戰事，破壞
了美國的整體戰略部署，於是經過精心
策劃的亞洲大棋盤終於露出了真容。韓

國剛換了總統尹錫悅，拜登還記不住尹
的名字；日本首相換了一段時間了，早
就盼着拜登來訪共商遏華大計，以擺脫
戰後和平憲法對日本的國防限制。美
韓、美日首腦在會晤後均發表了冗長的
聯合聲明，不僅對中國說三道四，而且
還要付諸實際行動，這種引狼入室的舉
動讓東亞之外的世界看笑話。
「印太經濟框架」 總算被美國支起
來了，接下來要往裏頭填些美國想裝的
東西，其他12國想反悔也來不及了，上
了美國的賊船就要替美國 「幹髒活」 。
毫不誇張地說，拜登上任以來為亞洲的
未來 「操碎了心」 ，為了一個 「自由而
開放的印太」 大玩地緣政治的把戲。美
國想搞定亞太不容易，搞定其國內問題
更是不容易。今年以來，美國死於槍殺
的人已經超過1.7萬，成為美國社會之
恥。一些專家認為，這不是槍的問題，
而是人的問題，特別要對精神病患者作
出身份標識，禁止他們獲得槍支的權

利。但美國社會分裂越來越嚴重，精神
病患者只會越來越多。新冠疫情導致100
多萬人死亡，意味着100多萬個家庭無法
撫平心靈的創傷，20多萬兒童淪為新冠
孤兒，這一切都為精神病患的滋生提供
了土壤。
美國是一個被利益集團綁架的國
家。國會山106事件拉開了美國社會衝突
的大幕，而此起彼伏的槍聲構成了美國
社會衝突的背景音效。美國社會的不安
全感越來越強烈，要求擁槍自衛的人越
來越多，讓控槍的社會基礎變得越來越
薄弱，美國陷入了惡性循環，這是民主
黨必須要深刻反思的問題。拜登與其花
大把的時間跑到亞太搞小圈子、製造亞
洲版軍事或經濟 「小北約」 ，還不如俯
下身來解決國內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美
國的敵人是自身，而不在亞太，把中國
視為敵手除了能轉移美國社會矛盾的焦
點之外，對解決自身問題並無助益，該
是拜登醒醒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