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是地球上最暴力的地
方之一了。” ４５岁的非洲裔居民
埃丽卡·布里奇福德向记者感叹。

在巴尔的摩的西马尔伯里
区， 沿街房屋破败， 路灯、 人行
道年久失修， 赤裸上身的年轻男
子三三两两在阴影里抽烟聊天，
空气中弥漫着大麻味儿。

“这里还不是巴尔的摩最乱
的地方， 再过几个路口的街区，
我都不建议你们在街上走路 。”
埃丽卡说。

当地警方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年
巴尔的摩市共有３１８人在暴力事
件中遇害， 该市也因此成为全美
因暴力死亡人数最多的 城 市 。
今 年 ， 巴 尔 的 摩 治 安 继 续 恶
化 。 在前 ７个月全市就有超过
２００人被杀， 几乎每天都有人死
于凶杀案。

“第一次见到谋杀 ， 是我１２
岁时。 我一个兄弟被打死， 另一
个兄弟被打伤后送到医院后也死
了，” 埃丽卡说， “我平均每年
都要参加三四场葬礼， 最严重时
我曾一天参加过两场。”

埃丽卡对暴力深恶痛绝， 她
决定参与组织这场名为 “巴尔的
摩停火７２小时” 的活动， 呼吁全

城在本月４日到６日这三天停止暴
力活动。

“谁也不杀谁”， 是这次活动
的口号 ， 这句话 ， 被印在宣传
册、 海报和Ｔ恤上， 分发到各街
区。 埃丽卡和其他组织者希望，
今年一年， 至少在这三天之内，
巴尔的摩民众能不再生活在恐惧
之中。

这场活动在社交网站上已获
得３０００人支持， 不少支持者还表
示会参加这三天的集会、 游行 、
祷告等活动。

“有的市民已对暴力事件麻
木无感了， 我们的活动就是想改
变这一点。” 活动志愿者欧贡告
诉记者。

埃丽卡说， 当她发起 “巴尔
的摩停火７２小时” 活动时， 身边
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 但有人持
悲观态度， “他们认为我在做无
谓的努力 ， 倡议也不会达到目
标。 尽管如此， 这些人还是为我
加油”。

今年５月， 曾有一场活动呼
吁在母亲节周末 “停火”， 但在
那个周末却有两人遇害， 死者中
甚至有一名不到２０岁的女孩。

据统计， 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４年， 巴

尔的摩每年死于凶杀案的人数都
在２５０人以下 ， ２０１６年首度突破
３００人。 尽管凶杀案数量显著提
升， 当地警方抓捕嫌疑人的数量
却在不断下降。

枪支和毒品泛滥， 无疑也为
这 座 城 市 犯 罪 率 居 高 不 下 推
波助澜。

欧贡说， 他十几岁时， 要是
与其他人发生纠纷， 还会去找父
亲 或 叔 叔 出 面 用 言 语 、 对 话
解决， “现在， 甚至１３岁的小孩
都能随随便便搞到枪”。 欧贡担
心 的 是 ， 遇 到 纠 纷 ， 巴 尔 的
摩 的 青少年开始倾向用手里的
枪来解决。

“（暴力泛滥的） 更深层次原
因， 在于美国的文化以及美国社
会对底层民众的压迫，” 埃丽卡
说， “美国的流行文化含有大量
的暴力因素。”

“从社会角度来看， 美国上
层社会压迫下层社会， 下层民众
只能用暴力来为自己争取利益，”
她说， “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
尝试， 才能让事情改变。”

希望这一次， 埃丽卡和巴尔
的摩市民的小目标能够得以实
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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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联合国安理会５日
一致通过涉朝鲜的第 ２３７１号决
议， 严厉谴责朝鲜７月４日和７月
２８日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
划， 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
的制裁措施。

这份由美国４日向安理会提
交的决议草案获得安理会１５个成
员国一致通过。 根据决议， 新制
裁措施将使朝鲜每年减少至少１０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约占其外汇
收入的三分之一。 新的制裁针对
朝鲜的四个出口行业： 煤炭、 铁
和铁矿石、 铅和铅矿石以及海产

品。 此外， 决议还禁止各国接收
来自朝鲜新的劳工。

决议还要求朝鲜不要再进行
新核试验以及利用弹道技术进行
新的导弹发射， 全面、 可核查、
不可逆地放弃核武器以及目前的
核计划， 暂停所有与弹道导弹计
划有关的活动， 放弃所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计划。 决议重申支持
重启六方会谈及通过和平方式实
现半岛无核化。

第２３７１号决议是朝鲜在２００６
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 联合
国安理会对其实施的第７轮制裁
措施。

安理会通过决议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中国共享单车
助力曼城创新出行

72小时无凶杀案
美国巴尔的摩的小目标

美又一主持人因性骚扰指控被停职

国际社会批评美退出《巴黎协定》
新华社电 美国特朗普政府４

日向联合国递交退出《巴黎协定》
的文书，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
多国政府官员、 学者和媒体批评
美国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际协定是错误决定。

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长
谢尔盖·东斯科伊５日在社交网站
上表示，从历史的角度看，特朗普
政府的举动与此前布什政府退出
《京都议定书》 的做法如出一辙。
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大国， 美国将
自己排除在《巴黎协定》之外是个
“可怕的错误”。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 ，
俄联邦委员会农业、 食品政策与
自然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谢季宁
５日表示，目前《巴黎协定》已经被
一些欧盟国家的议会批准， 俄罗
斯也即将批准该协定。世界上还有许
多国家也批准了《巴黎协定》，即使
没有美国的参与，《巴黎协定》也
能够执行。谢季宁认为，美国旨在
通过退出《巴黎协定》迫使有关方
面修改其中某些条款， 以便获得
有利的条件重新加入该协定。

英国广播公司 ５日报道说 ，

《巴黎协定》在应对全球变暖的过
程中非常关键。 在上个月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
美国在气候变化上的立场已经导
致会议出现分歧。该报道分析说，
根据《巴黎协定》中有关退出的规
定， 美国要完成退出协定的全部
流程， 要等到２０２０年美国总统选
举后。到那时，任何新当选的美国
总统都可以决定是否重新加入这
一协定。

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埃米莉·
舒克伯格说：“特朗普的决定直接
影响了我们这些英国民众、 我们
的子孙。 美国人或者其他人的活
动而排放的每一克二氧化碳都会
助推气候变化。” 舒克伯格表示，
美退出《巴黎协定》将对人们的健
康、财富以及安全造成显著威胁。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近２００个缔约方在巴
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 《巴黎协
定》。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巴黎协定》正
式生效。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
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
协议， 为２０２０年后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行动作出了安排。

新华社电 土耳其军方５日凌
晨向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运
送武器装备， 用于增强该区域的
军事力量。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
道， 这批武器装备包括榴弹炮等
重武器， 将部署在土东南部基利
斯省的土叙边境。

土耳其舆论认为， 这次行动
旨在针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民
主联盟党。 据悉， 土耳其军队近
期与该党下属武装组织多次交
火， 土军正不断加强土叙边境地
区的军事部署。

土耳其媒体此前报道， 美国
７月３０日向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
盟党运送了一批军事装备， 包括
上百辆卡车、 坦克和一些重型武
器。 不过， 美驻土大使馆随后予

以否认。
长期以来， 土耳其与美国就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合法性问题
存在分歧。 土耳其把叙利亚库尔
德民主联盟党及其下属武装组织
“人民保护部队”视为土反政府组
织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
支， 美国则将其视为打击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的有效地面力量。

２０１６年８月 ， 土耳其军队发
起代号为 “幼发拉底盾牌” 的行
动， 越境进入叙利亚北部， 打击
“伊斯兰国” 并防止叙北部库尔
德人势力坐大。 今年３月底， 土
方宣布停止这一军事行动。 今年
６月， 土总统埃尔多安警告， 如
果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攻击土耳
其， 土方将在叙北地区恢复军事
行动。

土耳其向叙利亚边境增强军事部署

新华社电 美国福克斯新闻
台著名主持人、 新闻评论员埃里
克·博林因涉嫌性骚扰５日被停职
接受调查。

福克斯新闻台发言人当天在
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了这一消
息。博林接受调查期间，他主持的
“新闻专家”和“生财有道”节目将
由该台其他主持人轮流值班。

８月 ４日 ， 美国 《赫芬顿邮
报》 在一篇报道中引述１４个消息

来源爆料说， 博林数年前曾向多
名女同事发送了含有不雅照片的
短信。

５４岁的博林是今年以来福克
斯第三位身陷性骚扰指控的主持
人。 ７月６日， 福克斯商业新闻网
主持人查尔斯·佩恩因一名女评
论员指控他性骚扰而被停职， 相
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 ４月下旬 ，
福克斯新闻台名嘴比尔·奥莱利
因性骚扰被解雇。

大雨刚过， 英国曼彻斯特市
中心圣彼得广场一侧， 一排摆放
整齐、 橙银相间的摩拜单车尤为
靓丽显眼。 刚从图书馆借完书的
大学生威尔·罗杰斯娴熟地用手
机扫码打开了一辆摩拜单车， 准
备返回学校。

“随时搜索附近的单车骑走，
不用还车到固定地点， 这真是一
个好棒的创意！ 我们的城市终于
有了单车文化。” 罗杰斯说。

这些新型智能单车一个多月
前进入曼城后， 很快俘获当地民
众 “芳心”。 圣彼得广场上的摩
拜单车不时吸引市民驻足观看。
他们表现出浓厚兴趣， 不吝惜对
新科技的赞叹。 记者采访期间，
一名年轻小哥骑着摩拜匆匆而
过， 不忘回头对记者喊： “这车
太棒了！ 爱它们！”

曼城是亚洲以外率先引入中
国智能共享单车的城市。 首期投
入１０００辆， 就已带来一阵共享骑
行新风 。 人们只需存入２９英镑
（１英镑约合８.７７人民币 ） 押金 ，
就可以每半小时０.５英镑的价格
在市内自由骑行。

引入摩拜之前， 曼城没有共
享单车系统， 市民出行一般依赖
传统公交 。 英国之前在伦敦 建
设 了 有 桩 单 车 系 统 ， 但 除 取
用和归还不便外， 还需大量维护
资金。 英国 《卫报》 近日报道，
伦敦的有桩单车自２０１０年启用以

来， 已花费纳税人超过６千万英
镑， 每年还需政府补贴３６０万英
镑。 而摩拜模式无需花费公共资
金一分钱。

大曼彻斯特地区交通部创新
主管拉斐尔·奎斯塔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 曼城引入摩拜
的决定非常及时， 过程也异常高
效。 今年初开始与摩拜接洽， ５
月底向决策部门提交报告， ６月
３０日， 摩拜已正式登陆曼城。 这
在英国其他城市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曼城交通管理者希望中国的
共享单车能为城市交通革新带来
机会。

“很多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
寻找进一步改善出行的解决方
法 ， 投入大量资金在公共交通
……然而新型出行方式一直是个
空缺，” 奎斯塔说， “我们一直
想引进单车系统， 但传统的有桩
单车需要城市耗费大量资金， 这
是我们很难承担的。 当摩拜这种
新型商业和运营模式出现在我们
眼前，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答案。”

除了提供一种出行方式， 中
国共享单车系统的另一大亮点是
数据搜集。 每辆单车都配有ＧＰＳ
定位系统， 不仅方便用户迅速找
到附近车辆， 还能收集单车存放
取用、 骑行路径和次数等数据，
这些都将为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
提供宝贵参考。

“数 据 对 我 们 来 说 至 关 重

要，” 奎斯塔说， “我们的目标
是使市民能够选择最适合他们的
方式出行。 单车与火车、 汽车等
共同构成了一个出行网络， 而这
个网络的管理需要大量数据。 有
了数据分析， 我们就能更加灵活
地掌握城市交通系统。”

在曼城获得认可后， 摩拜日
前宣布将于９月进军英国首都伦
敦。 自以摩拜为代表的共享单车
２０１６年在上海启用以来， 中国共
享单车已进入日本福冈、 意大利
米兰等全球上百个城市和地区，
与网购、 支付宝、 高铁一同被称
作中国 “新四大发明”。

“我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做
得出色， 在于他们能够及时回应
用户所需， 把客户需求放在创新
的中心位置。 正因如此， 他们才
能带来欧洲企业没能创造出来的
新思路。” 奎斯塔说。

不过， 中国共享单车能否更
广泛地被相对保守的欧洲社会所
接受， 还要拭目以待。 “很多人
都在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因此
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未知 。”
摩拜英国总经理史蒂夫·派尔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派尔
说， 共享单车改变了市民生活的
路径、 改善了他们的健康， 也改
善了城市的交通状况， “将来会
有更多城市和市民意识到这一
点”。

据新华社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 距华盛顿仅６０公里。 外人无法想象，
这座紧靠美国政治中枢的城市， 却是凶杀案频发的 “战场”。 这里
的民众为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 本月４日到６日这７２小时内， 希望他
们的城市不发生凶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