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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近3周的庭审
后，陪审团经过约10小时
审议达成一致，裁定肖万被
控的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和
二级过失杀人罪名全部成
立。主审法官当庭宣读并
确认陪审团裁决结果，将在
8周后宣布对肖万的量刑。

这张视频截图显示，4月
20日，美国前白人警察德雷克·
肖万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
斯市听法官宣判。 新华社发

美国弗洛伊德案宣判
前白人警察谋杀罪名成立 还有多少弗洛伊德等不到正义？

当地时间4月20日，美国明
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陪审
团裁定在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
伊德死亡案中，前白人警察德雷
克·肖万被控两项谋杀和一项过
失杀人罪名全部成立。

美国总统拜登当晚发表讲
话说，弗洛伊德之死让全世界看
到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国“灵魂
上的污点”。

然而，就在判决宣布前不到
半小时，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
发生警察枪杀一名非洲裔女孩
事件。显然，弗洛伊德案的宣判
还远远不足以消除美国这个根
深蒂固的“污点”。

定罪
将在8周后宣布
对肖万的量刑

2020年5月25日，在明尼阿
波利斯街头，身为警察的肖万在
弗洛伊德多次发出“我不能呼
吸”的恳求且众多目击者劝告阻
止的情况下，用膝盖跪压弗洛伊
德颈部长达9分29秒。弗洛伊
德昏迷后死亡，目击者将现场视
频上传网络，引发美国数十年来
规模最大的抗议和骚乱。

此案审理受到全美高度关
注。在经过近3周的庭审后，陪
审团经过约10小时审议达成一
致，裁定肖万被控的二级谋杀、
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罪名
全部成立。主审法官当庭宣读
并确认陪审团裁决结果，将在8
周后宣布对肖万的量刑。

在此前的庭审中，控辩双方
先后传唤45名证人作证，年龄
最小的证人是一名9岁女孩，她
曾在案发现场大声请求肖万“放
开他（弗洛伊德）”。至少3名目
击证人说，他们在现场分别拨打
了报警电话。肖万的律师则把
辩护焦点集中在弗洛伊德死因
上，试图证明其死亡系服用阿片
类药物、有潜在心脏病、受警车
尾气影响等多种因素造成。但
检方对此一一反驳，力证弗洛伊
德死于肖万“跪颈”造成的缺氧
窒息。

19日结案陈词时，法庭上
再度播放弗洛伊德死亡视频，检
方呼吁陪审员“使用常识……相
信自己的眼睛”。根据美国的陪
审团制度，所有陪审员须意见一
致，只要一人反对便无法定罪。
此案12名陪审员包括6名白人、
4名黑人，另外两人有多族裔血
统。这些人均非法律专家，他们
仅审议约10小时就对三项指控
分别达成一致，速度之快超过美
媒预期。

据美媒报道，肖万可能寻求
上诉。但此间分析人士认为，肖
万上诉获胜的可能性很小。

肖万在庭审期间处于保释
状态。20日获罪后，他被戴上
手铐带离法庭，转而被羁押在州
内一所监狱。

裁决结果一出，数百名民众
涌上明尼阿波利斯市街道，有的
手举条幅、兴奋地穿行在车流之
中，驾车者也纷纷鸣笛以示庆祝。

在弗洛伊德家人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弗洛伊德的弟弟菲洛尼
斯说：“今天，我们又能够呼吸了。”

松气？
警察射杀黑人少女

再引抗议

历年来，在美国警察针对非
洲裔暴力执法案件中，涉案警察
大都安然无事。弗洛伊德案宣
判前，美国朝野普遍担心，如果
对肖万判决较轻会引发抗议和
骚乱。多地气氛紧张，首都华盛
顿等城市调集国民警卫队加强
安保。明尼阿波利斯所在县和
相邻地区19日起进入紧急状
态，当地许多商户和机构用木板
封住门窗。

判决宣布后，聚集在法庭外
和弗洛伊德遇害地点的人群一片
欢呼。在美国各地，许多人如释

重负。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说，判
决结果没有消除美国长期存在
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所带来的痛
苦，但让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但哥伦布市当天响起的警
察枪杀非洲裔女孩的枪声和当
晚发生的抗议活动表明，美国人

“松口气”的时间是多么短暂，而
系统性种族主义带来的痛楚是
多么难以根除。

在哥伦布市生活17年的金
伯莉·谢泼德对当地媒体说，她
和邻居刚庆祝了对肖万的判决，
很快就得知这样的事情又发生
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我们对
判决结果感到高兴，但却没法享
受它。”

顽疾
美国“灵魂上的污点”难除

事实上，美国人究竟能否
“松口气”，都应该打上问号。在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美大规模
抗议浪潮后，美国各地仍不断发
生警察暴力致死少数族裔事件，
仅近期就出现多起：

3月29日，在芝加哥，一名
警察开枪射杀13岁拉美裔少年
亚当·托莱多。

4月初，在得克萨斯州，7名
警察因涉嫌致使一名非洲裔在
押人员死亡而被解职。

4月11日，在明尼苏达州布
鲁克林森特市，一名白人女警误
把手枪当电击枪，打死20岁非
洲裔青年当特·赖特……

显然，无论是弗洛伊德之死
引发的抗议，还是警察肖万被定
罪，都难以使美国警察暴力执法
问题出现哪怕是短暂的明显改
观。

拜登说，弗洛伊德之死让全
世界看到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
国“灵魂上的污点”，对肖万的判
决是“美国在走向正义道路上迈
出的一大步”。但这一步究竟有
多大？这条路究竟有多长？从
现实来看，难言乐观。

正如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
进会在弗洛伊德案宣判后发表
的声明所说，美国“争取问责警
察和尊重黑人生命的斗争远未
结束”。

外交部：
敦促日方正视

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
电 针对有报道称日本首相
菅义伟21日向靖国神社供
奉祭品，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日方应正视并深
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
主义划清界限。

汪文斌说，靖国神社
供奉着对日本对外侵略战
争负有直接责任的二战甲
级战犯。中方一贯坚决反
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法。

“中方敦促日方恪守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切实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
识，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
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
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
邻国和国际社会。”他说。

白 杰 品 股

基本面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

中震荡走高，收盘微跌，你
怎么看？

答：市场周三深强沪
弱，两市个股涨少跌多，创
业 板 指 表 现 最 好 ，收 涨
0.72%。盘面上，医美、医
药、酿酒表现较好，北上资
金继续小幅净卖出。截至
收盘，两市涨停39只，跌停
11只。技术上看，沪深股
指收出4连阳继续收于5日
均线之上，两市成交环比
萎缩超千亿元；60分钟图
显示，各股指均收复5小时
均线，60分钟MACD指标仍
保持金叉状态；从形态来
看，由于各股指均未收复
60日均线，因此目前市场
形态仍在修复中，短期仍
会按照技术信号惯性震荡
走高。期指市场，各期指
合约累计成交减少、持仓
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继续增加。综合来
看，高位题材股分化之时，
银行及抱团股重出江湖维
持市场热度，不过由于进
入4月下旬，操作中应注意
持股的基本面支撑。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
股。目前持有泽达易盛
（688555）8万股，华创阳安
（600155）30万股，今世缘
（603369）1.2万股，光正眼
科（002524）33万股，康泰
生物（300601）1.5万股，浙
江龙盛（600352）13.5万股，
浪潮信息（000977）5万股，
分 众 传 媒（002027）10 万
股。资金余额2891714.44
元 ，总 净 值 19632874.44
元，盈利9716.44%。

周四操作计划：泽达
易盛、光正眼科、康泰生
物、分众传媒、浪潮信息、
浙江龙盛、今世缘、华创阳
安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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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矛盾
深度撕裂美国社会

成为政治极化的“弹药”

检方律师布莱克威尔4月20日
说，宣判结果虽不能让弗洛伊德复
生，但传递了一个信息，“他的生命
很重要，所有人的生命都很重要”。

然而，对美国少数族裔来
说，为一次“迟来的正义”而发出
的欢呼似乎难掩悲凉，美国种族
主义痼疾依然难寻“解药”。

第一，弗洛伊德案是近年来
美国最受关注的人权重案，有其
特殊性。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及
其暴露的种族歧视现象广受诟
病，但对警察定罪的门槛很高，
而且这一趋势难以扭转。

据俄亥俄州立鲍灵格林大
学一项研究结果，2005年至2019
年，美国警察每年在执法过程中
开枪导致近1000人死亡，其中
104名警察因执勤时开枪被逮
捕并被控谋杀罪或过失杀人罪，
但仅有35人被判有罪。美国全
国有色人种促进会20日发表声
明警告说，虽然肖万获罪，但美
国“争取问责警察和尊重黑人生
命的斗争远未结束”。

第二，种族矛盾依然深度撕
裂美国社会，并成为政治极化的

“弹药”。
犹记得去年弗洛伊德之死

触发抗议和骚乱的风口浪尖，民
主党和共和党各执一词，互相攻
讦，进一步撕裂民意。

今年3月份公布的民调结果
显示，64%非洲裔受访者认为弗
洛伊德死于谋杀，但仅有28%白
人受访者持此观点。

除了非洲裔群体，全美亚裔
群体近期也频频召集反种族歧
视活动，抗议在疫情中抬头的

“仇亚”情绪和暴力袭击。
美国总统拜登20日晚在讲

话中说，弗洛伊德之死让全世界
看到，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国

“灵魂上的污点”，是压在美国黑
人正义诉求脖颈上的膝盖。

但他并未承认，极化政治其实也
是膝盖上的一份重量。 据新华社

4月20日，乔治·弗洛伊德的弟弟菲洛尼斯·弗洛伊德（前右三）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