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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反对朝鲜违反安理会
决议进行导弹发射活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就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问题
表示，中方反对朝方违反安理会决议
进行有关发射活动，敦促朝方不要再
采取有违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
为重启对话谈判创造必要条件。

据报道，朝鲜于 4 日宣布当天成
功试射“火星-14”洲际弹道导弹。导
弹按照预定轨道飞行 39 分钟，准确
命中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公海上的预
设目标。

耿爽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正在收集情况并跟踪形势发展。“我们
已经多次重申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
场。安理会有关决议对朝鲜利用弹道
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明确规定。”

他表示，中方反对朝方违反安理
会决议进行有关发射活动，敦促朝方
不要再采取有违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
行为，为重启对话谈判创造必要条件。

“我要再次重申，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复
杂敏感，我们希望所有有关方面保持
冷静克制，尽快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
势，早日把半岛问题重新纳入和平对
话的正确轨道。”耿爽说。 （新华社）

王志东说，可能获得的赔偿、
补偿都只能来自向嫌疑人提起的
民事赔偿，而非来自学校、政府。
向嫌疑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也只
能以其个人财产为限。

此外，若章莹颖在赴美前购

买了相关保险，或可根据保险条
文获得相应赔付。其他类型补偿
恐怕只能来自民间爱心捐赠。

王志东说，他本人会继续提
供法律援助，以及非法律方面的
相关帮助。 （新华社）

美媒说每年近千人被警方射杀

美国媒体7月1日报道，今年上半
年，美国共有492人被警方射杀，其中近
四分之一是非洲裔，预计全年被警方射
杀人数将连续第三年接近1000人。

美国《华盛顿邮报》2015 年开始
统计全美被警察射杀人数。该报7月1
日发布上半年统计报告称，今年上半
年遭警方射杀的人数与前两年同期数
据基本持平，预计全年数据也将与前
两年持平。根据该报统计，2015 年和
2016年遭警方射杀人数分别为991人
和963人。

报告说，今年上半年共27名没有
携带武器的美国人遭警方射杀，其中
7名为非洲裔，占26%。而非洲裔人口
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约为6%。

统计数据显示，遭警方射杀的人
中，四分之一患有精神疾病。与往年相
比，死者中和警方发生口角的人数略
有增加。

南卡罗来纳大学犯罪学教授杰弗
里·阿尔珀特指出，这些数据显示，涉
及警察射杀的案例数量随着时间推移
基本保持稳定。“有些地方有所增加，
有些地方则会下降，但平均下来基本
持平，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21世纪社
会写照。”

《华盛顿邮报》指出，今年以来，亚
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警方共射杀 8
人，是射杀人数最多的警局。2015年1
月至今年6 月，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市警方共射杀47人，是同期射杀人数
最多的警局。

2014 年 8 月，美国密苏里州弗格
森市18岁非洲裔男子迈克尔·布朗在
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白人警察
枪杀，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据当地媒
体报道，被射杀前，布朗曾和警方发生
口角。此后，《华盛顿邮报》开始自行统
计每年警方射杀人数，数据来自新闻
报道、社交媒体报道和公共记录。

《华盛顿邮报》过去两年的统计数
据，是联邦调查局同期数据的两倍。该
报说，形成这一巨大差距的原因是，联
邦调查局的数据只包含警方射杀的重
罪罪犯人数，且相关数据由执法机构
自愿提供。 （新华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连日来再次杠
上被他称为“美国人民敌人”的主流媒体。2
日，他继续把矛头对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发布一段他“暴打”CNN的视频。

“击倒”CNN

这段28秒的视频中，摔角台旁、身穿西装
的特朗普突然入镜，将另一名西装革履的男
子扑倒，压在对方身上用肘连击头部。这名男
子的脸部整个被CNN红色台标覆盖。特朗普
快速将男子压制猛击的“精华”片段被剪辑连
播数次，视频结尾，仿照CNN风格，在底部打
出一行字：“FNN——诈骗电视新闻网。”

特朗普还为这条推文加注了“诈骗新闻
CNN”和“FNN”的标签。这条推文人气很高，
半天时间获得超过40万个赞，20多万次分享

和12万条评论。美国总统官方推特也转发了
这条推文。

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又在推特上写道：
“不诚实的媒体无法阻止我们代表伟大的美
国人民实现目标！”

白宫尚未说明视频出处及特朗普想要传
达的意思。目前网上能找到的这段视频的最
早版本，是几天前红迪网络社区（Reddit）的一
个帖子，标题为《特朗普击倒假新闻》。

被责“肢体”暴力

作为回应，CNN 网站发了一篇稿，标题
为《特朗普在一篇幼稚的推文里猛击CNN》。
稿件开篇写道：“特朗普总统在与国内外的挑
战角力，但在推特上，他正和CNN角力。”

CNN还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鼓励针对记

者的暴力，这是令人难过的一天”，指责特朗普
“行为幼稚，远没有保持他的职务应有的尊严。”

争取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2日也发表声
明，“谴责总统威胁对记者使用肢体暴力”。

共和党内部也有批评之声。科罗拉多州共
和党籍议员迈克·科夫曼2日在推特上写道：“我
的意思很明确，不要再在推特上发脾气了。”

总统国土安全与反恐助理托马斯·博塞
特称，一些人拿这段视频小题大做，这只不过
是特朗普受到媒体攻击后作出的反击。“没人
应把这当成一种威胁，我希望他们别这样想。
某种意义上说，他（特朗普）在有线电视平台
上‘被吊打’，他有权作出回应。”博塞特说。
频向媒体发难

特朗普一直斥责美国主流媒体散播针对
他的假新闻。近几天，他频频向媒体发难。6月
26 日及 28 日，美国独立人士组成的“真相项

目”在网上发布采访CNN工作人员的视频，
曝光 CNN为了收视率在无确凿证据情况下
炮制“通俄门”等新闻热点。特朗普抓住时机，
连发多条推文指责CNN，称它总算因为虚假
新闻“被逮个正着”。他还说，他此前称 CNN
是“虚假电视新闻网”，今后将改称“诈骗电视
新闻网”。

他同时还发推文，给美国广播公司、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
主流媒体打上“假新闻”标签。

6月29日，他又在推特上言语攻击美国微
软-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早安，乔》的两名
主持人是“疯子”、“像石头一样蠢”。白宫发言
人莎拉·桑德斯回应说，这两名主持人、其他
电视评论员和一些名人明星，长期以来频繁
用尖刻言辞攻击特朗普及他的内阁成员。

（新华社、北京晚报）

3日下午4点，红星新闻记
者向曾在FBI服役20年的前资
深探员彼得·克里斯迈特发去
采访邮件，试图了解更多 FBI
关于章莹颖案的信息。克里斯
迈特在嫌疑人被捕前曾接受采
访时分析称，作案者很可能是
学生，是白人的可能性很大。

4 日凌晨 3 点 30 分左右，
他向红星新闻记者发来邮件回
复，分析美国执法部门可能采
取的进一步行动。他分析称，如
果嫌疑人愿意向执法部门交代
受害者（或尸体）藏在哪里，检
方可能会同意降低指控，比如
从一级谋杀降到二级谋杀。

章莹颖的下落？
被绑架的地区是大片农田

红星新闻：FBI认为章莹
颖已遇害，你同意这种推测吗？

克里斯迈特：我同意 FBI
的说法，章莹颖已失踪几周，嫌
疑人把她藏在一个地方同时她
可能还活着的几率仅有1%。

红星新闻：为何至今还没
找到章莹颖的下落？

克里斯迈特：伊利诺伊州
很大，章莹颖被绑架的地区是大
片农田，有很多章莹颖可能被藏
匿的地方，甚至可能是一片数千
英亩的玉米地。这个地方一定是
嫌疑人熟悉且距离学校不远。

嫌疑人的做法？
保持沉默是他的权利

红星新闻：会有采取哪些
方式来寻找章莹颖的下落？

克里斯迈特：学校和社区
的志愿者搜索队、执法部门、经
过专门训练的警犬都会参与搜
寻，还有安装有感应器的飞行
器，可以在夜间进行探测，但前
提是受害者失踪的时间不长。

一种可能是，嫌疑人可能
会在被关押期间告诉狱友受害
者被藏匿的位置，警方和 FBI
也可能对他在关押期间的对话
进行录音获取信息。另外一种
可能是，检方可能会同意降低
指控，比如从一级谋杀降到二
级谋杀，如果嫌疑人愿意交代
出受害者（或尸体）藏在哪里。

红星新闻：据报道，嫌疑人
或曾出现在6月29日为章莹
颖举行的祈祷会上，这透露出
什么信息？

克里斯迈特：如果一个
人 对 他 所 做 的 事 情 感 到 懊
悔，这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
行为。我认为如果他表现出
懊悔，他会比较难控制这样
的情绪，更有可能交代出藏
匿受害者的地方。

红星新闻：为何嫌疑人被
捕后拒不交代章莹颖的下落，
一直保持沉默？

克里斯迈特：保持沉默是

美国宪法赋予美国公民的权
利，他可以选择保持沉默，他的
代理律师也会指示他不要说
话。

嫌疑人是高智商犯罪？
被监控摄像头拍到不算

红星新闻：嫌疑人是物理
学博士，是否意味着他是一个
高智商犯罪者？你认为嫌疑人
是如何使章莹颖上车的呢？

克里斯迈特：我不认为他
是一个高智商的犯罪者，否则
他在让章莹颖上车时不会让监
控摄像头拍到，他也不会在电
话里说绑架了章莹颖。在物理
或者数学方面具有聪明才智，
并不意味着就是一个高智商的
犯罪者。

有很多的可能性。其中一个
可能性是，他有警察证件或警
徽，说服莹颖他是一名警察。这
种事在美国频繁发生，且屡禁不
止。也有可能嫌疑人只是把车停
在路边，问莹颖是否需要捎她一
程，因为当时莹颖赶着去处理租
房合同，且错过了一辆公交车。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因为

“他看起来长得并不像一个杀人
凶手”。嫌疑人也有可能用其他
手段说服莹颖上车。

红星新闻：这是一种随机
性犯罪吗？

克里斯迈特：我认为在很
大程度上，莹颖应该是嫌疑人
实施犯罪随机选择的目标，仅
仅是因为她在错误的时间出现
在了错误的地点。不过，也不能
简单被定义为完全随机，因为
如果莹颖曾试图拒绝进入他的
车中，他应该会放弃这一目标
而选择其他人，直到得手为止。

嫌疑人仍处于拘留状态
意味着案件调查才刚开始

红星新闻：FBI 和警方
是否已掌握更多信息而尚
未公开？

克里斯迈特：我认为这是
确凿无疑的。因为，把调查中的
所有信息都公开也不是一件好
事。随着法律程序的不断推进，
我们肯定会得到更多消息，但
过程肯定相当缓慢。

红星新闻：目前嫌疑人仍
处于拘留状态，是否意味着调
查已接近尾声？

克里斯迈特：恰恰相反，这
意味着案件的调查才刚开始。
现在正是执法机关和检察官发
挥作用的时候，包括寻找充分
证据对其予以定罪，并对他施
以法律范围内可能的最高刑
期。我认为因为伊利诺伊州没
有保留死刑，所以判决可能是

“终身监禁并不予假释”。
红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实习生 翟佳琦

特朗普“暴打”CNN
推特上发视频向主流媒体发难 回应在有线电视平台上“被吊打”

章莹颖案代理律师
解读庭审进展六大疑问

章莹颖绑架案

现 年 26 岁 的
章莹颖今年 4 月前
往伊利诺伊大学厄
巴纳－尚佩恩分校
学习。

当地时间 6 月
9 日 14 时左右，她
在坐上一辆黑色土
星轿车后失踪。联
邦调查局将这一事
件定性为绑架案。

联邦调查局 6
月 30 日宣布，当晚
逮捕白人男子克里
斯滕森，指控他涉
嫌绑架中国访问学
者章莹颖。

联 邦 调 查 局
表示，根据讯问嫌
疑 人 的 记 录 以 及
收 集 到 的 相 关 线
索，相信章莹颖已
经遇害。

怎么判
人在哪
能赔吗

章莹颖案嫌疑人首次过堂仅9分钟

野心不改
安倍称修宪计划不变

尽管自民党2日在东京都议会选
举中遭遇历史性惨败，日本首相、自民
党党首安倍晋三 3 日仍表示，修宪计
划没有改变，自民党仍将在今年年底
前向国会提交修宪议案。

安倍3日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
强调“我已下定决心，要在我这一代为
自卫队是否违宪的争论划上休止符”，
重申将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把
有关自卫队的内容写入宪法。

安倍同时表示，会保留第九条中有
关“放弃战争”和“不持有武力”的表述。

自民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仅获
得23个议席，为历史最差战绩。对这场
惨败，安倍没有主动“揽责”，仅口头表示

“反省”，而对该反省什么，他没有提及。
日本媒体分析指出，此次惨败与

安倍及其亲信频陷丑闻密切相关，使
安倍在自民党内威信降低，不少党员
认为在修宪问题上应慎重行事，避免
民心进一步流失。

然而，安倍及其身边人士对修宪
极为固执。安倍的一名亲信说，“改变
修宪方针等于否定安倍政权，撤回修
宪时间表可能从根本上动摇首相的主
导地位”。另一名政府高官直言，修宪
是自民党的党纲，现阶段国会参众两
院赞成修宪的势力占据超过三分之二
议席，“不去做才真的有病”。

《朝日新闻》1日至2日进行的最
新民调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继续下
降，跌至38%，不支持率时隔1年半再
次反超支持率，为42%。 （新华社）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3日就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案
进行首次法庭聆讯，宣布嫌疑人布伦特·克里斯滕森暂不得保释，在下
次庭审前得继续收押。第二次聆讯定于当地时间5日下午进行。

首次过堂仅9分钟，哪些细节值得关注？第二次聆讯主要做什么？
嫌疑人面临什么罪名和量刑？章莹颖为何迟迟下落不明？她的家属可
否获得赔偿？为章莹颖家属提供法律援助的代理华人律师王志东向新
华社记者一一解读。

王志东介绍，首次聆讯结果
基本正常。其间，法官问控辩双方
需要多少时间准备参加庭审，检
方称已准备好，辩方表示还需要

更多时间准备，于是法官给了几
个不同日期和时间选择，在辩方
律师认可的情况下，选定 5 日下
午3时再次开庭。

嫌疑人认罪吗？ 没有涉及认罪环节

王志东说，首次聆讯中，检方
表明立场，要求继续羁押嫌疑人。

严格意义上，首次聆讯宣布嫌
疑人暂不得保释，相当于“还押候
审”。辩方律师说还需要时间考虑
保释申请，下次聆讯才能确定有关

保释的问题。
王志东说，下次聆讯也是继续

走法律程序，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嫌疑人是否会对社区里其他
人造成伤害？第二，嫌疑人是否会
逃跑？

据新华社记者了解，目前检方是
以绑架罪向联邦法院起诉克里斯滕
森。当地的联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
言人莎伦·保罗在首次聆讯结束后向
媒体表示，如果克里斯滕森最终被判

绑架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终身监禁。
王志东分析说，如果今后检方掌

握更多重要证据证明嫌疑人杀害了章
莹颖，可能会改以谋杀罪来起诉他；若
谋杀罪名成立，最高量刑可至死刑。

按照联邦调查局和当地警方的
说法，对章莹颖的下落仍是“正在搜
寻中”。联邦调查局此前在声明中说
相信章莹颖已遇害。只是，按照程序
以及从严谨性考虑，联邦调查局不
会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宣布或
假定一个人已遇害。

据记者从多方渠道了解，警方极
有可能已掌握章莹颖遇害的事实，甚至
了解和掌握更多关键性线索，但目前无
法系统性把证据串联起来形成“证据
链”，以解释和证明整个犯罪过程，因此
还需要时间进行证据和证物分析，以最
大程度证明和判定嫌疑人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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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聆讯关于什么？ 也是继续走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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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会否涉及赔偿？ 可能获得的赔偿、补偿

？
红星新闻专访前FBI资深探员：

嫌疑人或以交待
章莹颖下落换取轻判

在FBI服役20年期间获多项荣誉，擅长对连环杀
手、性犯罪者、跟踪者以及绑架者进行心理侧写。著名
美剧《犯罪心理》就是以他所在行为分析小组（BAU）为
原型，其著作《FBI日记：恶魔侧写》曾获美国国家读书
奖非虚构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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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FBI资深探员彼得·克里斯迈特

章莹颖失踪地附近
关于她的寻人海报

嫌疑人所乘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