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被枪杀的18岁黑人
青年迈克尔·布朗是白人，一
切又将怎样？

美国“ProPublica”网站
提供的数据：2010至2012年
间， 全美有至少1217名15岁
至19岁黑人男性被警察开枪
打死，平均每百万人中31.17
人；而在白人中，这一数字骤
降至1.47人。这意味着，在美
国， 黑人男青年被警察枪杀
的几率超过白人20倍。

如果布朗是白人， 他会
不会成为“1.47”与“31.17”之
间幸存的那一个？

来自联合国的消息：联
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28日公
布对美国落实《禁止酷刑和
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定期
报告的审议结论， 对美国警
察“经常性、反复发生针对手
无寸铁的黑人个体的枪击或
致命追击”的状况深表关注。

如果布朗是白人，不带任
何武器的他，会在短时间内遭
到警察连续射击身中6弹、与
家人生死两隔的厄运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
行的一项调查：在美国，54%
的少数族裔认为开枪警察达
伦·威尔逊应被控谋杀，但只
有23%的白人持这种看法；
与此同时，38%的白人认为
威尔逊无罪， 而少数族裔持
此种观点的仅有15%。

如果布朗是白人，由9名
白人和3名黑人组成的大陪
审团仍会作出对威尔逊免予
起诉的决定吗？

《洛杉矶时报》提供的一
组数据： 占美国总人口12%
的非裔美国人，在财富积累、
就业、教育领域远不及白人；
非裔的失业率达11.4%，大大
高于白人的5.3%； 非裔的贫
困率更是白人的三倍。

如果布朗是白人， 他会
不会有更好的教育、 更优越
的生活， 会不会还被怀疑在
商店偷窃雪茄，或者，他的命
运会不会还与枪杀他的白人
警察产生交集？

面对媒体， 开枪警察威
尔逊笃定地说， 如果布朗是
白人，他仍然会开枪。但布朗
的母亲说，对威尔逊的辩解，
她“一个字也不会信”。

■据新华社

10来运转， 幸运即将到来，
25万元大奖等你指尖转出。10字
在上方，转盘随侧旁，巧妙地将主

题字和刮开区相结合， 画面精美
且新颖。而魔棒、嘴唇等不仅仅点
缀了画面也给整张彩票带来了魔
幻的色彩。
玩法趣味性强

10来运转共有四个玩法。四
个玩法的组合突破原有的组合模
式，见“10”中奖，均紧扣主题“10”
来运转。玩法一采用了“数10的个

数”中指定奖金的玩法，除10以外
的数字均为简单图符，期待性强，
兑奖明了。 玩法二采用广大彩民
极为熟悉的卡通玩法， 指定数字
“10”即可中奖，经典玩法，直观明
了。玩法三采用了刮成语的玩法，
只要成语中带有“十”，即中该成
语右侧所对应的奖金。 玩法四采
用了数字相加的玩法， 两数相加

等于“10”即可中奖，趣味性强。
奖级设计合理

奖级设计上增加低奖奖级种类
及奖金比例， 既提高了中奖组合种
类又增多了整体的单本反奖奖金
额；同时在中高奖奖级设计上，针对
性的设置有中奖感受的奖级如50、
100、500、1000元，同时适当提高其
出奖数量，使其经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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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警察暴力A12

弗格森枪击案，再次触动了美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黑与白”。6年前，
当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时， 有人乐观地以为美国已进入“后种族时
代”。如今，这个时代非但没有来临，而且似乎正在远去。当年，美国黑人民权运
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如同举起一面旗帜，鼓舞着
人们追求一个“不以肤色而以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度”。如今梦想仍遥不可及。

核心提示

弗格森涉案警察辞职 抗议仍在持续 “马丁·路德·金之梦”遥不可及

警察暴力，美国到底有多严重
今年8月在美国弗格森枪杀18岁非洲

裔青年迈克尔·布朗的白人警察达伦·威
尔逊11月29日晚宣布辞职。

据当地《圣路易斯快邮报》报道，威尔
逊先前接受这家媒体采访时袒露了辞职
原因。他说，警局告诉他，有人扬言如果他
继续任职就会制造更多暴力事件，这促使
他自行作出辞职决定。 “我不希望再有任
何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威尔逊说。

威尔逊现年28岁，自8月9日枪击案发
生后一直处于行政休假状态， 鲜有露面。
在圣路易斯县大陪审团11月24日作出不
予起诉决定后，威尔逊打破沉默接受美国
广播公司专访，叙述枪击案经过。他说，自
己当时神志清醒，感觉生命遭威胁，不管
对方是白人还是黑人，都会作出同样的开
枪决定。

威尔逊宣布辞职当天，全国有色人种
协进会组织的“正义之旅”拉开帷幕。这场
7天示威以弗格森为起点， 目的地是州首
府杰弗逊城，全程达192公里。全国有色人
种协进会负责人科内尔·布鲁克斯说，他
们此行有三大诉求，即要求弗格森警方负
责人辞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警察系统改
革以及立法终结种族不平等的社会现状。

1965年8月，两名非洲
裔青年遭警察盘问， 引发
洛杉矶沃茨社区骚乱，导
致1000多人死伤。 半个多
世纪以来， 美国至少发生
了8次大的种族大骚乱，其
中1967年7月爆发于汽车

城底特律的种族骚乱波及范
围最广：全美范围内的128个
城市共有83人死亡。一年后，
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
遭暗杀， 又掀起了一波种族
骚乱潮，美国125个城市发生
暴力， 导致至少46人死亡、

2600人受伤。
此后， 算上此次弗格森

骚乱事件，有4次大骚乱均源
于白人警察杀害黑人， 其中
有两次的情节几乎雷同：4名
白人警察殴打黑人司机致死
却被判无罪。

英国也有数万名获授权持枪巡警，亦
曾发生过警察射杀嫌疑人引发争议的案
例。 英国记者史蒂夫·博根近日获许进入
伦敦警察厅的特警队，采访那些曾开枪击
毙凶犯的警察，试图了解他们是在何种情
形下扣动扳机。

警员X，44岁，两个孩子的父亲，是伦
敦警察厅少数几个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亲
手击毙凶犯的警察之一。 X说， 他不会为
打死一名凶犯感到抱歉，“如果要说对此
有何感受，我觉得是愤怒。他把我逼到非
开枪不可的份儿上， 我为此深感愤怒。我
在脑海里把当时的场景回放过一千遍，每
一遍我都得出同样结论，我别无选择。”

警官X的一名特警同事说，“我们只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开枪，但我们总
归有可能用到枪，而这就意味着可能有人
会死。”

在跟随警察采访的三个星期内，记者
博根还获许与特警们一同出勤执行任务。
根据他的统计，这段时间内，警方协助逮
捕一名外号“爆头高手”的越狱劫匪；查获
两枚手榴弹、6把枪、 数把刀具和一些弹
药；挫败一起6人团伙策划的抢劫图谋；逮
捕一名刺杀巡警的精神病患者；在另外54
起逮捕行动中提供武力支持。

所有这些行动中， 警方无一次开枪。
“每年我们要执行数千次任务， 我们尽可
能避免开枪，” 警方官员乔恩·坦普尔顿
说，“你不会希望自己遇到这种事。一枪不
开安全退休，是每个持枪警察的梦想。”

警察暴力这一问题在
美国到底有多严重， 无从
知晓， 原因是没有可信的
全国性数据。

美国《政治报》27日报
道， 数据缺乏则是因为警
方对相关信息秘而不宣。

执法有理？

一些犯罪学家和其他
专家说， 美国警察执法过
程中在使用武力方面被赋
予广泛自由， 再加上难以
界定“过度使用武力”，因
而很少有警察因使用暴力
遭指控， 被判有罪的更是
少之又少。

美国鲍灵格林大学教
授菲利普·斯廷森说，自
2005年至2011年，美国记
录在案的执勤警察因涉嫌
犯有持枪加重攻击行为而
遭逮捕的仅59人， 其中仅
13人被判有罪。斯廷森说，
没有官方数据， 他主要通
过谷歌新闻的搜索引擎收
集到这些数字。 为何如此

少？“警察工作本质上就是暴
力的， 警察执勤时的暴力很
少被视作犯罪， 即使是真的
犯了罪。”他解释道。

“事实是，警察从未承担
过责任，”纽约市前探员弗兰
克·塞尔皮科说，“因此，在弗
格森爆发的情况不仅仅是与
弗格森有关。 这是长久以来
形成的问题。”

另外， 因不少警察滥用
法律和司法的情况主要发生
在某些社区， 似乎针对非洲
裔和其他少数裔群体， 而不
是发生在以白人为主的社
区，因而很少引起人们关注，
除非是像造成弗格森骚乱这
样的事件。

隐瞒不报

对于警察暴力， 美国当
局当真一无所知， 情况似乎
并非如此。

1994年， 美国出台联邦
法律“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
法案”，要求司法部每年就警
察“过度使用武力” 发布报

告。然而，这项立法却从未被
严格执行过。 司法部甚至叫
停一项初步研究， 称理由充
分： 全国大约1.8万警局中，
仅不到600个提交报告。

不过， 不少犯罪学家认
为， 这一调查没有回答任何
人们想要的数据问题： 警察
的过度暴力造成多少人死
亡，有多少警察受指控，有多
少被判罪？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犯
罪学家洛丽·弗里德尔说得
更直白：“不能用对民众进行
调查来衡量警察使用致命暴
力，因为他们（真正遭受暴力
的人）已经死了。”

另外，《政治报》报道，美
国联邦调查局曾向全国大约
1.8万个执法机构收集有关
犯罪和执法情况的数据，警
方同样不予积极配合。

美国大学犯罪学家爱德
华·麦圭尔说，即便警方配合
参与某些调查，也会在“滥用
暴力” 等敏感问题上谎报数
据，“那是因为， 他们被建议
不要回答那些问题”。

10来运转，
25万大奖等你来转

对比

开枪时，英国警察在想什么？
“梦想一枪不开安全退休”

背后

11月28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警察局前，警察逮捕示威者。 新华社 图

“过度武力”数据缺乏，暴力警察少被指控

背景 美国半个世纪8次种族骚乱

思考

如果布朗是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