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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洛杉矶 3 月 20 日电（记者高山）烛
光点点寄哀思，声声疾呼斥歧视。20 日傍晚，
数百名戴着口罩的民众聚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洛杉矶县圣加布里埃尔市米申剧院前的广
场，声讨近期在美国多地发生的针对亚裔的暴
力行为，悼念亚特兰大枪击案中的受害者。
　　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地区 16 日发生 3
起枪击案，造成包括 6 名亚裔女性在内的 8 人
死亡。美国多地民众连日来纷纷举行各种活
动，抗议针对亚裔的暴力和仇恨犯罪。
　　参加圣加布里埃尔市集会的民众中既有老
人也有儿童，他们手捧点燃的蜡烛，在风中挥舞

着标语牌，表达“停止种族歧视”“携手反对仇
恨”等诉求。
　　一位姓李的华裔老人表示，新冠病毒可
怕，但种族歧视的“病毒”更可怕。在近期多
起针对亚裔的暴力袭击中，老人都是无辜受
害者。他说，自己坚持和儿孙一道前来，就是
要大声对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说“不”。
　　虽然参加当天集会的以华裔和其他亚
裔人士为主，但也有许多其他族裔的民众
声援。
　　白人老奶奶谢丽·卡伯特说：“我有许多
邻居和朋友都是亚裔，他们都是我生活的一

部分，我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或者生活在恐
惧中。疫情暴发一年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
至不太敢出门。”
　　当地居民雷·史密斯也表示，针对亚裔的
暴力和歧视是不可接受的，不论是哪个族裔，
现在这个时刻都要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与种
族主义进行斗争。
　　圣加布里埃尔市副市长丁言愉在集会现
场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亚裔在抗击疫情的斗
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决不能容忍针对亚裔
的种族歧视现象。“我们亚裔不能成为‘哑
裔’，必须站出来为华裔社区、亚裔社区发出

我们该有的声音。”
　　据悉，圣加布里埃尔市警察局将举办培
训，向当地民众讲授如何预防和应对种族仇
恨犯罪。
　　圣加布里埃尔市位于洛杉矶县东部的圣
加布里埃尔谷地中，圣加布里埃尔谷地是美
国亚裔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据统计，
圣加布里埃尔谷地中多个城市的亚裔人口都
超过居民总数的一半，而华裔又是圣加布里
埃尔谷地亚裔人口中最多的。
　　洛杉矶地区近日将举行一系列活动，抗
议针对亚裔的暴力和歧视。圣加布里埃尔
市的这场烛光纪念集会只是当晚的多场活
动之一。洛杉矶市长加切蒂 19 日谴责针对
亚裔的种族仇恨和歧视，呼吁民众行动起
来，向执法机构举报这类犯罪行为。
　　反歧视团体“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
织”日前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去年 3 月中旬至
今年 2 月底的近一年时间里，该组织在全美
收到了近 3800 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
视事件报告，包括言语攻击和人身伤害等各
种形式。其中，加州是发生针对亚裔种族歧
视事件最多的地区，而华裔更是被攻击最多
的族裔。“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19 日
介绍说，从去年 3 月至今，发生在洛杉矶的此
类事件达 360 起。
　　根据洛杉矶市警察局的数据，2020 年
发生在洛杉矶市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比
2019 年增长了 114% 。当地媒体援引有关
专家的话指出，其重要原因是对新冠疫情的
错误表述和谎言。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0 日电（记者徐剑
梅、邓仙来）数百名民众 20 日在美国南部佐
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新
冠疫情下显著增加的针对亚裔暴力、种族歧
视和仇外情绪，要求为亚特兰大枪击案受害
者伸张正义。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当天，来自美国各
地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的抗议者在亚特兰大
的佐治亚州议会大厦前举行集会。他们戴
着口罩，举着写有“我们不是病毒”和“停止
仇恨亚裔”等字样的标语，还为日前亚特兰
大地区针对亚裔的枪击案的遇难者默哀。
今年 1 月当选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拉斐尔·
沃诺克和乔恩·奥索夫也参加集会。
　　亚特兰大地区 16 日发生 3 起枪击案，
造成包括 6 名亚裔女性在内的 8 人死亡。
尽管警方尚未确定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但
近来在新冠疫情下美国针对亚裔的暴力事
件不断增加，美国朝野许多人士认为亚特
兰大地区发生的枪击案是针对亚裔的攻
击，嫌疑人作案动机至少部分缘于对亚裔
的偏见。
　　连日来，在亚特兰大地区发生枪击案的
场所外，许多人为遇害者献上花束、点燃蜡
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明尼苏达州、
俄亥俄州等地，近日也举行了抗议针对亚裔
暴力和仇恨犯罪的活动。美国总统拜登和
副总统哈里斯 19 日在亚特兰大会见亚裔美
国人社区领袖，谴责新冠疫情下美国针对亚
裔的仇恨犯罪。
　　据报道，佐治亚州议会 2020 年通过一
项反仇恨犯罪法，对存在种族、肤色、宗教、
祖籍国、性别、性取向或残疾等歧视动机的
特定犯罪行为施加额外惩处。

　　新华社耶路撒冷 3 月 21 日电（记者尚昊）
以色列将于 23 日举行两年内的第四次议会选
举，以期结束该国持续近两年的政治僵局。同此
前三次选举相比，以色列内部各方力量组合出
现较大调整变化。根据选前民调，总理内塔尼亚
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虽有望在选举中
保持领先地位，但仍将面临组阁难题，靠此次选
举稳定政局恐怕不易。

全新竞争

　　以色列议会实行一院制，共有 120 名议员。
法律规定，获得议会半数以上议席的政党可单独
组阁。由于中小党派林立，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出
现单一政党组阁的情况。这也是该国政局容易
发生波动的一个原因。2019 年 4 月以来，以色
列已经举行了三次议会选举，前两次均组阁失
败。利库德集团和中间派大党蓝白党去年 5 月
组成联合政府打破了组阁僵局，但双方因分歧严
重合作破裂，议会于去年 12 月宣告解散。
　　以色列舆论认为，本次第 24 届议会选举
是一场全新竞争，原因是曾经的议会三大政党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各方力量组合调整
较大。

　　分析人士指出，新变化主要包括：内塔尼
亚胡的党内对手吉德翁·萨尔组建新政党“新
希望”党并将角逐总理一职，该党主张同利库
德集团相似，将分流利库德集团选票，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内塔尼亚胡的组阁难度；曾“领
跑”议会选举的蓝白党内部出现分裂导致选
情堪忧，而从该政治联盟“出走”、由前财政部
长亚伊尔·拉皮徳领导的中左翼政党“拥有未
来”党或将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而且该党
已明确表示拒绝同内塔尼亚胡合作；议会第
三大党阿拉伯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党也出现
分裂，成员之一的联合阿拉伯党“另立门户”，
恐将进一步分化中左翼力量，并影响该国约
200 万阿拉伯民众的投票选择。
　　舆论认为，此次选举中，多个右翼党派都
成为了内塔尼亚胡的对手，内塔尼亚胡的传
统竞选策略遭遇困难，右翼阵营内部分化对
以色列政治的影响或将是长期而深远的。

整体右转

　　近年来，由于巴以和平前景黯淡加之右
翼政党大力宣传，以色列社会整体逐渐向右
转。舆论认为，此次选举后，右翼政党势力在
新一届议会势必增强，中左翼政党的生存空
间将遭到进一步挤压。以色列第 13 频道电
视台 19 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右翼政党将在
此次议会选举中获得 120 个议席中的近 80

个席位。
　　海法大学政治学与管理学教授埃兰·加
多特说，只要巴以冲突继续存在，公众认为以
色列仍面临威胁，那么安全仍将是以色列社
会的主要议题，左翼议程难以打消公众的忧
虑和担忧，以色列恐将继续“右转”。以色列

《国土报》援引一项新的民调结果说，巴以两
国方案的许多支持者已从中左翼政党转向

“新希望”党等右翼政党。
　　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一方面选民对右
翼政党的支持明显增加，另一方面蓝白党、

“联合名单”党等自身出现分裂，加之一些中
左翼小政党难以够到选举门槛，目前中左翼
阵营呈现出“近乎无助”的局面。
　　以色列政治评论员约西·韦尔特认为，此
次选举后，以色列成立的新政府将在巴勒斯
坦问题、移民、难民等问题上采取更为保守的
政策。

组阁难题

　　此次议会选举中，涉嫌贪腐的内塔尼亚
胡能否继续连任是焦点议题之一。最新民调
显示，其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仍有望保持领先
地位，但无论是内塔尼亚胡阵营还是反内塔
尼亚胡阵营，都可能无法获得组阁所需的半
数以上议席，加之党派分歧严重，利益诉求难
以调和，以色列持续近两年的政治僵局恐难

在短时间内破解。
　　根据民调，利库德集团与三个犹太人政
党组成的内塔尼亚胡阵营有望获得 50 个席
位，由“拥有未来”党、“新希望”党及若干中左
翼政党组成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或将获得
56 个席位。而有望分别获得 10 席和 4 席的
统一右翼联盟和联合阿拉伯党尚未表态支持
哪一阵营，它们可能成为组阁的关键因素。
　　分析人士认为，反内塔尼亚胡阵营的政
府组建路径是，拉拢联合阿拉伯党和统一右
翼联盟加入，但统一右翼联盟已经明确表态
不与“联合名单”党合作，这一路径存在困
难。而即使该阵营成功组建联合政府，其意
识形态及社会政策取向上的具体差异都可
能使之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组合，甚至导致提
前大选。
　　另有分析指出，尽管内塔尼亚胡阵营缺
乏组建政府的明确路径，但鉴于反内塔尼亚
胡阵营在意识形态及应由谁出任总理等问题
上存在分歧，不排除联合阿拉伯党和统一右
翼联盟加入内塔尼亚胡阵营的可能性。
　　以色列政治评论员乔纳森·利斯说，目
前最重要的变数是选民投票率。由于新冠疫
情、航班管制、部分民众对选举厌倦等原因，
投票率可能会被拉低。低投票率客观上将不
利于阿拉伯政党或者左翼政党。此外，一些
中左翼小党能否进入议会也将对选举结果
产生重要影响。

反歧视 反仇恨
　　新华社东京 3 月
21 日电（记者王子江）
日本政府、东京奥组委
和东京都政府 20 日与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
委会发表联合声明，宣
布海外观众将无法在今
年夏天入境日本。对于
近 100 万海外奥运会
和残奥会门票持有者来
说，这是一个坏消息，但
对于奥运会来说，无疑
是多了一层安全保障。
　　去年 11 月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访问日
本时，与日本方面达成
共识，承诺让“合理数
量”的观众在现场观看
奥运会，对海外观众入
境也持乐观态度。当
时日本疫情形势稳定，
但之后日本推出的经
济刺激措施导致全日
本旅游消费报复性反
弹，伴随着人员的大量
聚集，疫情急转直下，
菅义伟政府 2 月被迫
宣布包括东京都在内
的多地进入紧急状态，
一度放松的入境限制
也全部取消。这一深
刻教训，可以说是禁止
海外观众入境的直接
诱因。
　　日本的疫情形势依
然非常严峻，东京都 17
日的确诊病例超过 400
例，几个解除紧急状态
的地区疫情也有反弹苗
头。因此，日本政府计
划在 21 日全面解除紧
急状态后，继续实施“全
面暂停外国人的新入境
许可”管控措施，每天允
许入境者人数的上限为
2000 人。《日经新闻》
报道，日本政府还将要
求全部入境者下载可以
定位的 APP，由国家设
置的“入国者健康确认
中心”与入境者每天进
行 1 次视频通话，确认
健康状况。
　　奥运相关人士和运
动员的入境问题，肯定
是作为例外加以特别考
虑的，因为 4 月初，奥
运会测试赛将要重新启
动。日本方面为所有参
会人员制定了详细的防
疫手册，除了入境检测
外，原则上规定所有人
在近乎“真空”中行动，
避免接触当地社区。参
加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
动员大约为 15400 人，
来自 2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另外还有来自世
界各地的记者、裁判、官
员、赞助商等等，全部加

起来有数万人。东道主光是为这几万人制定防
疫手册就用了 3 个多月的时间，根本没有能力
应对可能入境的近百万海外观众。
　　过去一年，日本民众对于奥运会的态度始
终比较消极。民意调查显示，今年初，第三波疫
情最严重时，超过 80% 的日本民众希望东京奥
运会和残奥会取消或者再次推迟举行。《读卖新
闻》3 月初的民意调查显示，这个比例仍然接近
六成。民众态度消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
海外游客大量涌入增加疫情恶化风险。今年下
半年，日本要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换
届选举，为了应对选情，期待连任的菅义伟政府
也只能被迫继续“闭关锁国”。
　　东京奥运会原本对海外游客极其看重。按
照日本各界的共识，东京奥运会将向世界展示
日本的重建和复兴，标志着日本从 2011 年大
地震的灾难中恢复。日本企业也期望通过多领
域的技术升级让世界看到日本的革新。同时，
日本市场也期待东京在奥运会期间迎来 200
万游客，刺激 2019 年因上调消费税率而遭受
打击的日本经济。这些宏大的目标已经不可能
实现。
　　禁止海外观众入境日本，并不代表东京奥
运会将闭门举行。日本方面和国际奥委会将在
4 月底决定本土观众的数量。如同海外观众的
问题一样，决定权还在日本政府手里。相信 3
月 25 日开始的火炬接力将成为日本方面的一
个重要参考，如果火炬传递没有造成大的群体
感染，本土观众的前景将更加乐观。
　　为了筹办奥运会，日本已经花费了大约
120 亿美元，缺少海外观众造成的损失与可
能带来的风险相比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巴赫
和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都曾表示，奥运
会即使闭门举行，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只
要有电视转播，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方面就能
把损失减少到最低，这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底
线。当然，对于原本就是通过电视画面了解奥
运会比赛的全世界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心理反
倒更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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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迎提前大选，以色列政治僵局难破

美 国 洛 杉 矶 亚 特 兰 大 民 众 抗 议

针 对 亚 裔 的 暴 力 和 仇 恨 犯 罪

  3 月 20 日，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圣加布里埃尔参加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暴力和仇恨犯罪。
  美国亚特兰大地区 16 日发生 3 起枪击案，造成包括 6 名亚裔女性在内的 8 人死亡。近日美国多地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美国新冠疫情下显
著增加的针对亚裔暴力、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                        新华社发（曾慧摄）

  3 月 20 日，人们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举行抗议针对亚裔
暴力的集会。             新华社发（王晓衡摄）

  3 月 20 日，一名带着孩子的女子手持“停止仇恨亚裔”的标语在美
国亚特兰大市参加抗议针对亚裔暴力的集会。新华社发（王晓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