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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 14 日新闻联播报道 13 日，美国
政府开始对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的大
规模集会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同时，美国多
地民众举行活动，抗议弗州暴力事件。

美国司法部 13 日开始对夏洛茨维尔的
集会冲突展开调查。在事发现场，有不少当
地居民举行活动悼念遇害者，并为伤者祈福。

而当天，白人民族主义者集会的组织者，
同时也是发言人的凯斯勒在夏洛茨维尔市政
厅外举行发布会，遭到了周边人群的强烈抵
制。现场白人民族主义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
吵也频繁发生。

此外，加利福尼亚州、田纳西州和佐治亚
州多个主要城市的民众都举行游行示威，反
对白人至上主义，谴责夏洛茨维尔市的暴力
冲突事件。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的市民还为
冲突中的死伤者举行烛光守夜活动。

美国多地民众举行活动

抗议弗州暴力事件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
尔市种族暴力事件中，驾车撞
向反种族主义示威者的嫌疑人
在中学时代崇拜纳粹及其头目
希特勒。

嫌疑人詹姆斯·亚历克斯·
菲尔茨的中学老师德里克·韦
默 13 日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
时说，菲尔茨是“普通生”，不过
对军事史特别感兴趣，包括纳
粹德国及希特勒的历史，对美
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军队
推崇备至。菲尔茨 9 年级时，
校方把他定为对种族和纳粹主
义有“深厚、激进”信念的学生。

“如果你与菲尔茨交谈，就
会发现他支持纳粹主义，把希
特勒奉为偶像，推崇白人至上
主义。”韦默说。

就读期间，菲尔茨一度辍
学。当他返校进入高年级后，
变得沉默寡言。那时，菲尔茨
想参军。曾在国民警卫队服役
的韦默支持他的想法并帮助他
完成申请程序。韦默说，他希
望菲尔茨能在军队中体验种族
多元化环境，进而消除白人至
上主义思想。

美国陆军一名发言人证
实，菲尔茨 2015 年 8 月报到，

开始接受基础军事训练，不过
因未能通过测试，同年12月退
伍。

韦默说，2016 年美国总统
竞选拉开序幕后，菲尔茨再度
活跃。他成为现任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铁杆粉丝”，认为
特朗普就种族话题发表的言论
符合自己的想法，尤其支持特
朗普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修建
隔离墙的计划。

12 日上午，夏洛茨维尔暴
力事件发生前，菲尔茨与多名

“美国前卫”团体的成员合照。
他们统一穿白 T 恤、土黄色裤

子，手持盾牌。合影背景是南军
著名将领罗伯特·李的雕像。夏
洛茨维尔市政府拆除这座雕像的
决定招致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游行
抗议，引发这次暴力事件，“美国
前卫”正是这次名为“夺回美国”
抗议活动的组织方之一。不过，

“美国前卫”否认菲尔茨是成员。
夏洛茨维尔市长迈克尔·赛

纳、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
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等人认
为，菲尔茨驾车撞向人群可称作
恐怖主义行为。

新华社专特稿

弗州种族暴力嫌疑人是希特勒拥趸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知名民权组织联合
体“民权领袖会议”13 日向特朗普政府发出
呼吁，要求总统明确谴责参与弗吉尼亚州暴
力抗议事件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并将“支持白
人至上主义者”的两位总统亲信史蒂夫·班农
和巴斯蒂安·戈尔卡清理出白宫。

“民权领袖会议”总裁万妮塔·格普塔在
与媒体记者的连线电视会议上传达该组织诉
求：白人至上主义的支持者“不应在白宫或任
何层级的政府机构中任职”。

“穆斯林提倡者组织”总裁兼执行总监法
尔哈纳·凯拉说，班农和戈尔卡在政府里就
职，“向极端主义者默默传递信号，让他们知
道可以继续自己的恐怖游行”。

班农是特朗普高级顾问，戈尔卡为白宫
外交政策高级官员、总统副助理。他们皆因
与鼓吹或纵容种族主义、排外思想的“另类右
翼”运动关系紧密而备受民权组织批评。这
个极端保守阵营的支持者被认为是特朗普
2016年赢得大选的“票仓”之一。

进入白宫前，班农是“另类右翼”主要宣
传平台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经营者，戈尔卡
为该网站“国家安全”内容编辑。后者上周接
受该网站采访时强调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
性，称白人至上主义“不是问题所在”。

多个民权组织——

要求特朗普开除班农等
白人至上主义支持者

（上接 A1 版）全市已成功创建 19
条江苏省市容管理示范路，10
个江苏省市容管理示范社区，36
条常州市市容管理示范路。

绿色，破解城管新难题

探寻绿色化城市管理路径，
需从一包垃圾的“行走”轨迹说
起。

走进光大环保垃圾焚烧发
电厂，厂区树木郁郁葱葱，干净
整洁，四周弥漫着淡淡的青草
香，几乎闻不到一点臭味⋯⋯
2008 年以来，以 BOT 形式建成
的两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在我市投运，实现了生活垃圾终
端处理由填埋为主向“焚烧为
主、填埋为辅”转变。近 5 年来，
市区年均处理生活垃圾 110 万
吨，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资源
化利用率达 85%，实现了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常州
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被
评为首批“江苏城建示范工程”，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稳定化组合
处理技术及其应用被教育部授

予“技术发明二等奖”。垃圾焚烧
发电厂自 2008 年建成投产至今，
没有收到一起关于环境和空气污
染的投诉。

近年来，食品安全越来越受
到百姓关注，如何处置餐厨废弃
物成为市民关心的焦点。我市结
合实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与市
场化运作相结合，探索了一套“政
府主导、源头控制、市场运作、严
格监管”的垃圾处理机制，让绿色
成为现代城市的新常态。2013 年
市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特许
经营企业，建设常州市餐厨废弃
物 收 集、运 输 及 综 合 处 置 项 目 ，
2015 年 11 月出台了《常州市餐厨
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一体化工
作实施方案》，去年市、区城管部
门积极配合中标企业与纳入收集
范围的 2302 家餐厨产生单位，签
订收运处置协议，签约收集率达
100%，收集范围覆盖率达 93%。
目前，收集量达 200 吨/天，从源头
上杜绝了餐厨废弃物回流餐桌。

按照《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
规划》要求，我市在更新改造垃圾

收集转运车、箱体式压缩垃圾中
转站的基础上，2012 年率先在天
宁区聚和家园小区推行垃圾分类
收集，同步推行垃圾不落地收集
方式，提高了转运工作效能。在
试点基础上，环卫部门加大宣传
力度，向居民发放生活垃圾分类
指导手册，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分
类 指 导 标 识 ，设 置 可 回 收、不 可
回 收、危 废 品 三 类 垃 圾 桶 ，以 点
带 面 ，先 易 后 难 ，逐 步 推 广 垃 圾
桶装化收运模式。目前，我市已
在 92 个 居 住 小 区 和 企 事 业 单 位
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实现
生活垃圾无害化向减量化、资源
化发展。

共享，长效管理向纵深推进

户外广告设置、建筑垃圾堆
放、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在很大
程度上与管理不到位有关，加大巡
查执法力度、落实长效监管机制，
是保障城市环境和市容整洁的关
键。按照“标准化、数字化、精细
化、法制化、民本化”要求，全市城
管系统开展了户外广告整治、建筑

垃圾整治、占道经营整治、机动车
违停整治、违章搭建整治等行动，
在原有成效的基础上，实现了质的
飞跃。

目前，我市已基本建立“两级
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和“重
心下移、以区为主、属地管理”的城
市长效综合管理新格局，按照“部
件以条为主，事件以块为主”的新
型管理模式，将涉及城市管理职能
的政府部门全部纳入城市长效综
合管理范围，建立长效点评机制和
末位表态发言制度。

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在加强城
市科学化、精细化、精益化管理的
同时，让市民把城市当成自己的
家，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
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实现城市共
治共管、共建共享和公众参与、全
民城管。由市城管局牵头组织开
展的“我爱我家城市管理百人‘找
差团’”活动自 2010 年 1 月 25 日启
动以来，已从最初的市民找差向城
管专业找差升级，再到“公众参与、
全民城管”的民本化管理，每年找
出各类问题约 2000 余个，所有问

题均通过智慧城管系统进行派遣，
问题整改率保持在 99%以上。找
差活动，被评价为“常州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最坚实的基层力量”。

创新技术手段，让互联网+等
新技术手段与城管无缝融合。在
环卫车辆、渣土车中首创设计应用
了智能传感系统，对作业车辆安装
了具有定位、跟踪、监控、数据传输
等功能的“智能一体机”，实时数据
无线传输至监管平台，并全面推广
应用物联网、云计算、GIS 三维模
型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形成全
面感知、广泛互联、高度智能的立
体化城市管理体系。

数字化城管系统从 2008 年 4
月 30 日运行至今，市、区两级平台
年均接听市民咨询、投诉及报修电
话超 10 万个，立案派遣 9 万件，问
题解决率 95%以上，市民对数字化
城 市 长 效 综 合 管 理 的 满 意 率 由
2008 年的 92.4%提高到 2016 年的
98%以上。市级“12319”平台先后
荣获省级“优秀青年文明号”和

“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秋冰 城管

城市管理：机制到位了，市容天天俏模样

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记者闫子敏）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 14 日就达赖“因病取消 8 月中旬访问博茨瓦纳
的计划”一事答记者问时说，已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
决反对达赖以任何身份和名义到任何国家从事反华分裂
活动。

“这一立场是坚定的。”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博茨瓦纳的友好合作关系，希
望两国关系继续积极、健康发展。

就达赖取消访问博茨瓦纳

我外交部作出回应

8月14日，在韩国首尔，人们乘坐载有“慰安妇”少女
像的公交车。

8 月 14 日是全球“慰安妇”纪念日，韩国首尔市的 5
辆装有“慰安妇”少女像的 151 路公交车正式投入运营，
这些公交车将运行至 9 月 30 日，运行路线经过位于首尔
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设计者称，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提
醒民众勿忘历史。

新华社／法新

当地时间 11 日晚至 12 日，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
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与反对
者发生暴力冲突，造成30余人伤
亡。分析人士解读，这起暴力事
件是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新
伤旧痛”的一次集中爆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
国问题专家孙成昊认为，美国社会
的种族问题从奥巴马执政以来就
没有得到改善。美国社会贫富差
距进一步扩大，尤其是白人在工作

岗位遭到其他族裔挤压后，产生一
种“被剥夺感”，导致对奥巴马国内
政策的不满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集
中爆发，不少白人甚至把特朗普的

“美国优先”政策解读为“白人优
先”。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刁
大明说：“此次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如此明目张胆地游行，意味着其
极端思想的公开化，同时也预示
着美国族裔矛盾加剧。”金融危机
以来，美国白人就业水平并不理

想，因而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刁
大明认为，白人在经济层面的焦虑
感同族裔矛盾交融杂糅，导致族裔
问题的“旧伤”复发，而且程度更剧
烈。“此次夏洛茨维尔市的集会冲突
是偶然情况，但其中含有必然趋
势。在经济较好的情况下，繁荣表
象遮掩了种族矛盾；在经济不太理
想的情况下，民怨情绪往往会夹杂
着族裔矛盾爆发。”刁大明说。

在美生活多年的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出庭律师张军解读，自上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白人至上团
体势力越来越弱，直到去年美国总统
选举期间才有所反弹。“此次暴力事
件可能在美国国内引发严肃的大讨
论，”他说，“今后种族主义的趋势是
否会在美国再次抬头，值得关注。”

另外有评论认为——
在美国，传统白人、老移民群

体，与黑人、拉美裔和新移民之间的
斗争导致的种族间撕裂正呈现出扩
大的趋势。

当然，并不是特朗普当选或执

政才催生了白人至上主义。一方
面，全球化、科技进步以及金融危机
的三重作用下，以“老人－白人－男
性”居多的美国制造业衰退，中产阶
级相对收入下降，种族和移民矛盾
成为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发泄出口；
另一方面，白人人口加速下降趋势
且老龄化问题严重，到2050年少数
族裔将全面赶超白人人口数量，非
西裔白人身份危机感上升。这些都
催生了白人至上主义的迅猛抬头。

综合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白人至上团体势力越来越弱——

为什么现在有反弹？

8月13日，在美国芝加哥，一名男子手持标语参加纪念活动。数百名芝加哥市民13日聚集在市中心的联邦广场，为夏洛茨维尔市暴力
事件受害者举行纪念活动。 新华社发

新华社德黑兰 8 月 13 日电 伊朗议会 13 日通过一
项议案，决定向伊朗导弹系统研发项目和伊斯兰革命卫
队境外行动增加 5 亿多美元预算，以应对美国的最新制
裁。

共有 244 名议员参加了当日的投票，240 人赞成，议
案将被提交给宪法监护委员会签字生效。

根据该议案，政府将增拨 2.6 亿美元用于导弹系统
研发，另外增拨 2.6 亿美元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
的“圣城旅”。“圣城旅”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远征军，主要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

法案还将美国军方和安全部门及其负责官员列入黑
名单，不准他们入境伊朗，理由是他们向恐怖组织提供资
金、情报、军事、后勤和训练支持。此外，与流亡海外的伊
朗反对派组织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有来往的多名美国
官员也被拉入黑名单。

伊朗议会议长阿里·拉里贾尼在当天议程结束后说，
美国应该清楚，这项议案只是伊朗反击美国在本地区冒
险主义行为的第一步。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初上台后，美国以伊朗坚持
试射导弹为由对伊朗不断施压，相继出台了延长制裁期
限、限制伊朗公民进入美国等措施。特朗普还要求行政
部门每隔90天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伊朗是否履行伊核
协议承诺。8 月初，特朗普签署一份针对俄罗斯、朝鲜和
伊朗的制裁法案，以伊朗和朝鲜发展弹道导弹项目等为
由，对它们实施新制裁。

伊朗将拨款5亿美元
用于反击美国制裁

8 月 13 日，在印度北方邦戈勒克布尔的巴巴·拉加
夫·达斯医院，一名儿童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 13 日表
示，近日这所公立医院儿童死亡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目
前已确认30名儿童的死因是急性脑炎，而不是此前媒体
报道的医院液态氧供应中断。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南
极洲西部的冰层下发现了 91 座火山。加上先前发现的
47座，南极火山带或成为迄今地球上最大火山带。

据英国《卫报》报道，过去一个世纪里，科学家们在南
极发现了47座火山，尖端均位于冰层上。此次科学家们
在冰层下发现的 91 座火山，高度从 100至 3850 米不等，
多数位于冰层下约2公里处。它们集中在西南极洲裂陷
系，后者绵延 3500 公里，从罗斯冰架延伸到南极半岛。
相关报告发表在英国地质学会特刊上。

研究人员说，南极洲西部可能成为未来几年火山活
动活跃地区。报告作者之一、冰川专家罗伯特·宾哈姆
说：“如果其中一座火山爆发，将进一步造成南极冰层不
稳定。任何导致冰层融化的情况⋯⋯都可能加快冰块流
入海洋的速度。”

科学家在南极发现
地球最大火山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