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枪击发生在埃尔帕索市的一家沃尔玛超市。

据警方介绍， 事发时超市内有 1000 人至 3000

人，很多人正在为即将返校的孩子购买文具。

目击者说，一名身着黑色 T 恤、头戴耳罩

的男子手持步枪，自超市门外一直杀到超市内，

向人群随机射击。

超市的闭路电视显示， 事发后停车场上有

数具尸体， 人群在枪声中恐慌地向超市门口逃

命。

埃尔帕索警局局长格雷格·艾伦在当天下

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警方当地时间上午 10 时

39 分接到报案，现场景象恐怖，目前确认有 20

人死亡、26人受伤。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其

中最小的只有 2岁。

事发后沃尔玛超市已经关闭， 警方清理现

场并疏散了人群。

州长阿博特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这起事件是

凶残的暴力行径， 州政府已部署大量军警支援

当地执法部门。

美国总统特朗普 3 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埃

尔帕索市的枪击事件是一个悲剧， 枪手的行径

是懦弱的，“我与所有美国人一道谴责这一仇

恨行径” 。 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能为伤害无辜

性命辩护。

据美国媒体报道， 警方在现场抓获并拘留

了一名嫌疑人，该名男子 21 岁，住在距离埃尔

帕索市 1000多公里以外的得克萨斯州艾伦市。

其作案动机被怀疑与反移民的种族主义有关。

埃尔帕索警局局长艾伦说，本案“与仇恨犯罪

有潜在关联” ，但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

媒体还报道说， 这名嫌疑人案发前在网络

上张贴了一份长达 4页的所谓“宣言书” ，其中

将移民称为“入侵者” ，指责移民进入美国的目

的是“种族替代” 和“种族混杂” ，并表示他希

望自己也死在这场枪击事件中。

埃尔帕索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距

离边界线不到 20公里，当地 80%的居民为拉丁

裔。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说，有 9名墨西哥人在这

场枪击案中死伤。

得克萨斯州 3日发生的枪击事件让美国的

枪支暴力再次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出现在公众面

前。 无论行凶者动机如何，是否为仇恨犯罪、是

否与种族主义有关，确凿无疑的一点是，枪械泛

滥导致涉枪案件易发是此次事件的重要原因之

一。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3日在社交媒体上

表示：“有太多家庭日复一日生活在对枪支暴

力的恐惧之中。 够了！ ”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室网站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8 年美国共发生涉枪案件 57103 件，导

致 14717 人死亡、28172 人受伤，其中未成年人

死伤 3502人。 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曾报道

说， 对美国 2000 年至 2016 年枪支致死官方数

据的分析发现， 枪支暴力导致美国人均预期寿

命减少近 2.5岁。

虽然每次重大枪击案后， 控枪及族群对立

等问题都会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讨论， 但最后

基本上是不了了之。

观察人士认为， 控枪问题凸显了美国社会

痼疾之深。枪支问题被党派纷争、集团利益等牢

牢绑架，民意在利益集团面前显得十分渺小。长

期以来，在两党政治框架下，控枪与反控枪问题

为一个政治化议题， 而这一问题正在慢慢撕裂

美国社会。 如何管控枪支似乎已成为美国社会

难解的死结，控枪之争不知还要走多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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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夏来，气温升高，贵阳市民喝老酒的热情，也

越发高涨。 说到老酒，不得不说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

酒收藏家孙建春先生，他就像夏日里的一股清流，爽爽

贵阳老酒市场。 他说收一瓶老酒，交一个朋友，收酒主

更是以酒会友，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贵阳饭店 28楼爱心老酒馆负责人孙建春介绍，今

年夏天，凡是来收藏馆成交的朋友，就送 100 元车费，

成交上万元的顾客，还送红包 500元。

公司高价收购新老茅台、习水大曲、平坝窖酒、安

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金沙窖酒等

贵州名酒。 特别是国酒茅台，更是青睐有加，其中包括

茅台生肖纪念酒、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地方国营

茅台、三大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另外，他们还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

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

楼酒、汾酒、郎酒等各类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免费

上门收购，外地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一名老酒收藏爱好者和孙建春打过交道后说，孙

先生为人厚道、直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自从和他交

朋友以来， 他传授了不少收藏酒的知识， 让他受益匪

浅，其他有喜欢老酒的朋友，不妨来一起交个朋友。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是传

承酒文化，更是结交好友。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们，可

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藏馆，他将与大家品老酒吃

美食，分享其十多年品酒鉴酒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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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池贵阳饭店 28楼：

卖瓶老酒 交个朋友

美国得州枪击案致20人死亡

21岁嫌犯拿步枪对人群射击，动机可能是种族“仇视”

美国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 3日发生

群体死伤枪击事件，20 人已经确认遇难，

26人受伤。 一名白人男青年被逮捕，枪击

动机可能是“仇视” 。

枪击事件 3 日上午发生在埃尔帕索

市一家沃尔玛超级市场。 当天是周末，警

方说， 超市内估计有 1000 至 3000 名顾

客。 超市旁边是一家大型购物中心。

一些目击者说， 大约 10 时 30 分，枪

声响起，枪手看似随意开枪，没有特定目

标。 “这原本是一个平常的休闲购物

日，” 阿伯特说，“却成了得州历史上最血

腥的日子之一。 ”

美国媒体发布民众在超市内外拍摄

的视频，显示当时的紧张、慌乱状态。 一

名女子在超市内跑着拍摄，画面摇晃，她

喘着气， 催促家人 “快跑！ 快跑！ 快回

家” 。

这名目击者描述，枪手“乱射一通，

没有特定目标，只是向任何看见的人（开

枪）” 。

一名顾客说， 他与母亲躲在两台自

动售货机之间，躲过一劫。 “那个人向我

开枪，但是没打中。 ”

■回顾现场

■案件调查

枪手如何制造惨案

A

枪手的动机是什么

枪支暴力为何难控

B

C

据新华社电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当地时间 3

日发生严重枪击事件数小时后，数百人聚集在白

宫门前， 抗议美国政府在枪支管理问题上不作

为，要求严格管控枪支，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控枪组织“母亲要求行动” 的数百名成员

当地时间 3日晚聚集在白宫门前抗议。 抗议者

手持标语牌，齐声高喊“背景审查”“不能再死

一个”“不再沉默，消除枪支暴力”等口号。

据了解， 该组织成员当天在华盛顿举行年

会，恰逢发生枪击，便游行到白宫门前进行抗议。

“必须要做出改变，但是政府中有些人在阻碍改

变。 ” 来自密歇根州的拉里·利普顿对记者说，

“在政府通过枪支安全法案前我们不会罢休。 ”

利普顿表示， 美国需要就对购枪者进行背

景审查，提升年龄限制，剥夺危险人物持枪权利

等进行立法。

美国允许私人持枪， 平均每年有超过 3.6

万人死于枪击。 据统计，自 1949 年至 2000 年，

美国发生 10起死亡人数超过 10 人的严重枪击

案件， 而 2000 年至今已经发生此类枪击事件

17 起， 其中 2017 年发生在拉斯维加斯一个音

乐会上的枪击事件导致 58人死亡。

美枪击事件数小时后———

数百人聚集白宫要求严控枪支

■事后观点

嫌疑人

8月 3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埃尔帕索市，执法人员在枪击案现场附近警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