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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美国已有 15577 人在涉枪事件中丧生

加州控枪法律竟被判“违宪”
枪支泛滥致涉枪暴力高发已是美国社会顽疾，地方控枪立法普遍不力被认为是“
病因”之一。然而，
即便在控枪力度最大的加利福尼亚州，立法努力也常遭掣肘。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11 日就裁定
加州此前出台的一项控枪法律“违宪”。

14.55 米！
世界最高木瓜树在巴西

裁定违宪
这项 2021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加
州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向除执法官员和武
装部队现役人员之外、任何 18 岁至 21 岁
的个人出售半自动中心发火步枪。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个由
三名法官组成的司法小组 11 日以 2：1 的
投票结果裁决上述法律违反宪法第二修
正案。 法官瑞安·纳尔逊在法律意见中写
道：“我们的宪法仍然保护……年轻成人
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
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的办公室随
后发表声明说，正在审查巡回上诉法院裁
决，“加州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
和减少枪支暴力。 我们仍然致力于捍卫在
加州已成为共识、挽救了生命并使我们社
区更安全的控枪法律”。
法案发起人、 加州参议员安东尼·波
坦蒂诺对裁决感到失望。 他说，自己仍将
努力避免致命武器落入不法分子手中。
“保证我们校园里学生的安全是我们应该
协力去做的事情，合理的枪支管制是一种
解决之道。 ”

立法控枪
2018 年 2 月 14 日，一名被开除的学
生持枪闯入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玛乔丽·
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学行凶， 致 17 人死
亡、17 人受伤。 这是自 2012 年康涅狄格
州纽敦市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后，美国境
内伤亡最惨重的校园枪击事件。
事发后，民主党主导的加州政府和州议
会加大立法力度，对购枪者年龄、资质、背景
乃至可购枪支的款式等方面收紧限制。

2021年10月8日，悼念枪支暴力遇难者的白色瓶花摆放在美国纽约炮台公园的草坪上。
在美国，各州有权通过立法出台州内
枪支管控措施，加州被普遍认为是全美控
枪法律最为严格的州。 据波士顿大学“州
立枪械法律”项目统计数据，加州现行枪械
管制相关法律共计 107 项，比任何其他州
都多。
吉福兹防止枪械暴力法律中心项目主
管阿里·弗莱利奇介绍，与其他州相比，加
州控枪法律覆盖范围最广，包括限制民众
持有仿军用枪支、半自动步枪等攻击性武
器和大容量弹匣；强制枪械弹药销售或转
让交易的客户接受背景审查；有仇恨犯罪
或其他暴力行为记录的人禁止持枪……
然而，加州控枪立法和执法努力，也多
次遭到阻挠。 比如，加州南区联邦地区法
院法官罗杰·贝尼特斯曾多次作出推翻控

枪法律的裁决。

分歧严重
美国人口近 3.3 亿人， 民间枪支保有
量却超过 4 亿支，平均每 100 人持有大约
120 支枪。 根据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
案”网站 5 月 12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
以来，美国国内已有 15577 人在涉枪事件
中丧生，另有 12714 人受伤。
20 多年来，美国国会未通过任何重大
的联邦控枪法律。 民主、共和两党在控枪
问题上分歧严重。 民主党主张严格管控枪
支，包括加强购枪者背景审查、限制攻击性
武器销售等，共和党则反对限制购枪持枪。
随着 11 月国会改选（中期选举）临近，涉
枪议题料将再次成为两党争论焦点。

飞行员病倒 乘客忙“救驾”
在空中交通管制员指挥下驾驶飞机平安降落，机上无人受伤
美国佛罗里达州上空日前
上演惊险一幕：一架私人小型飞
机的飞行员突然病倒，飞机由一
名毫无飞行经验的乘客接手驾
驶，最终在空中交通管制员指挥
下平安降落，机上无人受伤。

2.43 万亿美元!
沙特阿美市值超苹果

2750米高空呼救
美国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 Aware 记
录显示， 这架塞斯纳 208 单引擎飞机 10
日中午飞临佛罗里达州海岸上空。 美国机
场塔台信息档案网站 LiveACT.net 音频
记录显示， 机上一名乘客这时呼叫佛罗里
达州皮尔斯堡塔台， 他说：“我的飞行员语
无伦次，我不知道怎么驾驶飞机。 ”
美国 《纽约时报》11 日援引美国联邦
航空局声明报道， 这架飞机当天从巴哈马
马尔斯港国际机场起飞， 机上有一名飞行
员和两名乘客。起飞约 1 小时后，机上飞行
员表示身体不适，随后不省人事，倒向控制
台。飞机随后俯冲并急转弯。机上一名乘客
向塔台求救。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佛罗里达
州地方媒体报道，这架飞机此时飞行高度
约 2750 米。

惊险10分钟
当被问到飞机具体位置时， 这名乘客

两名巴西人为巴西南部一棵木瓜树申请
“
世界最高木瓜树”头衔，终于如愿以偿。
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 9 日报道， 这棵木
瓜树生长在巴拉那州新奥罗拉。 去年 5 月，巴
西人塔西西奥·福尔茨注意到自家农场里有一
棵木瓜树高得不同寻常，于是找到朋友、农场
前主人吉尔贝托·弗朗茨帮忙， 用无人机初步
测量树高。 三个多月后，二人在专业人士见证
下， 再次实地测量这棵树， 测得其高度为
14.55 米。
先前的世界最高木瓜树纪录为 14.08 米，
那棵树生长在印度。
依照福尔茨和弗朗茨说法，这棵树原本可
能更高，但由于去年巴西遭遇霜冻，树顶部枝
叶和果实受损，导致树高
“
缩水”近 2 米。 依照
吉尼斯世界纪录申请规则， 这棵树必须存活，
其纪录才有效。 为此，福尔茨和弗朗茨等了近
四个月，待树顶部长出新叶，才启动相关程序。

塞斯纳 208 单引擎飞机（资料图）
一无所知， 只知道“
前方是佛罗里达州海
岸”。 塔台空中管制员让他保持机翼水平，
沿着海岸线飞行并缓慢降低飞行高度。
通话录音显示， 这名乘客说：“我没法
打开导航系统屏幕……上面有所有信息，
你们有办法吗？”他还说：“我不知道怎么停
下这飞机……我什么也不会。 ”
双方通话近 10 分钟后， 佛罗里达州
棕榈滩国际机场空中管制员罗伯特·摩根
接手指挥。摩根长期从事飞行教学工作，担
任空中管制员逾 20 年，但他从未驾驶过这
种型号的飞机。 好在凭借该型号飞机驾驶
舱的一张图片， 摩根最终得以指挥机上乘

客操纵飞机。

平安着陆
飞机降落在棕榈滩国际机场跑道时，
那名乘客告诉摩根：“
我着陆了， 怎么关掉
这玩意儿？ ”这名乘客下飞机后，与等候在
跑道上的摩根拥抱，两人还拍了张合影。
机上飞行员被送往医院， 报道没有提
及飞行员身体状况以及机上三人姓名。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 要取得驾驶单引
擎飞机的私人飞行执照， 需要至少 40 个
小时飞行时间， 其中包括至少 10 个小时
独自飞行和多次起降操作。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市
值 11 日超过美国苹果公司， 成为全球市值
最高企业。
美国路孚特公司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
沙特阿美现在市值大约 2.43 万亿美元。 苹果
公司市值现为 2.37 万亿美元。
今年早些时候， 苹果公司一度成为全球
首家市值达到 3 万亿美元的企业。
苹果股价 11 日下跌 5.18%，报收于每股
146.50 美元。
鉴于担心美国经济环境恶化， 投资者在
美国股市卖出包括技术股在内的多个行业股
票， 而能源企业股价则不断上涨。 自今年 1
月 4 日达每股 182.94 美元高位后，苹果股价
迄今下跌将近 20%。 与之对比，沙特阿美股
价今年以来上涨 27%。
随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不断上涨， 沙特
阿美收入增加。 沙特阿美今年 3 月说，公司
2021 年净利润增加 124%，达 1100 亿美元。
这是沙特阿美在沙特国内股票交易所公开上
市以来，创下的最高年度净利润。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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