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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教堂枪击案后民权组织认定邦联旗代表种族主义

阿里巴巴助阵全美“降旗运动”

南卡州议会前飘扬的邦联旗帜

中国电商巨头
阿里巴巴集团 24
日宣布加入一些美
国同行商家的行
列，承诺将撤销带
有邦联旗图标商品
的链接。

美国上星期发
生查尔斯顿黑人教
堂枪击案后，因凶
手作案前曾展示南
北战争时期南方邦
联军队使用的邦联
旗，因此一些民权
组织认定邦联旗代
表种族主义，并引
发 一 场“降 旗 运
动”。

路透社援引阿里巴巴集团
发言人的邮件声明报道说，阿里
巴巴集团禁止通过其平台列出
含义冒犯种族性质的物品，因此

“我们将下架带有‘邦联旗’图标
的旗帜、服装以及其他物品”。

阿里巴巴旗下平台主要有
“淘宝”、“天猫”在线购物网站，
也有将中国产品销售海外的

“阿里巴巴”网站。

记者25日分别搜索阿里巴
巴旗下上述网站，发现海外销
售平台“阿里巴巴”网站已经找
不到显示邦联旗图标的商品，
在“淘宝”网上仍发现存在部分
带有邦联旗标志的皮带扣、徽
章、钥匙链甚至旗帜等商品，不
过受关注程度较低，几乎没有
什么成交量，“天猫”网站没有
找到相关商品。

州长变调 支持降旗

就这次邦联旗再次成为争
议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
社会文化室主任姬红说，其实人
们一开始没有非要“拔旗”，但在
枪击案后，州议会大厦顶部的国
旗和州旗都降半旗，而邦联旗没
有降，人们认为，邦联旗也应同
时降半旗志哀，这是触发“降旗
运动”关键之处。

对于降旗呼声，姬红说，身
为共和党人的女州长妮基·黑
利先是以州长没有这个权力为
由搪塞，称根据2000年州议会
的表决，再次挪动邦联旗还需
议会决定。

但面对愈演愈烈的“降旗运
动”，黑利22日突然改变立场，
主动呼吁议会撤出邦联旗，敦促
州议会最迟今夏讨论这项议案，

否则将召集特别会议，强行撤
旗。

黑利的立场与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相呼应。奥巴马22
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让邦联
旗到它该去的地方。意思是指
将邦联旗转移到博物馆保存。

23日，南卡州议会表决通
过一项举措，决定再次启动关
于邦联旗的辩论。当天在议会
众院的表决结果为 103 票赞
成、10票反对，在参议院经口头
表决通过。

当共和党、民主党领袖均表
达对启动辩论的支持后，众多议
员起立喝彩，报以数轮热烈掌
声。随后，议员们为在枪击案中
遇难的州参议员、事发教堂的牧
师克莱门塔·平克尼祈祷。

不仅在南卡州，“降旗运动”在亚
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
州和田纳西以及其他南方州也得到
响应，政客们纷纷和邦联旗以及南北
战争时期的南方“英雄”撇清关系。

阿拉巴马州州长罗伯特·本特
利下令把邦联旗及其他3面与邦联
有关的旗帜从首府蒙哥马利的州议
会大厦区域移走。

在唯一在州旗上保留邦联旗图
标的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罗
杰·威克说，州旗应该换成更有统一
色彩的旗帜。不过，该州共和党人
州长菲尔·布莱恩特仍无意改变。

在新奥尔良，一场呼吁拆除杰
弗逊·戴维斯纪念碑的运动正在进
行。戴维斯为一个奴隶主，南北战
争时期担任新奥尔良所属的路易斯
安州州长。该市市长、民主党人米
奇·兰德里欧呼吁把邦联军著名将
领罗伯特·李的18米雕像从一处大
型交通环岛移走。

记者发现，这次“降旗运动”与
往次有些不同，就是总体上支持声
音显著高于反对声音。

其他南方州纷纷响应有邦联旗图标的商品撤架

日本猫站长“阿玉”去世
电铁公司成立治丧委员会

日本和歌山电铁公司24日宣布，给许多人带来欢乐
的猫站长“阿玉”因病去世，享年16岁零两个月，大约相
当于人类80岁高龄。

这家铁路运营商说，“阿玉”是22日晚上走的，死因
应是急性心力衰竭。自今年5月以来，“阿玉”因患鼻炎，
一直在休养。去世前一天，和歌山电铁社长小岛光信前
来探望，祝它尽早康复，“阿玉”还站起来，有力地叫了一
声“喵”。

和歌山县知事仁坂吉伸在一份声明中说，“阿玉”是
“国内外享有极高人气的旅游超级明星，为促进我们县的
旅游业作出很大贡献，我深感悲痛，对它万分感谢”。

明星：上任一年就带来11亿日元收益

“阿玉”是只雌性三花
猫，是一只流浪猫的后代，生
于1999年，一名清洁工把它
带到和歌山电铁贵志川线贵
志站，由车站旁一家杂货店
的老板饲养。

贵志站位于日本西部和
歌山县纪之川市。

2006年 4月，贵志站被
改造为无人售票车站，以减
少运营成本。但由于乘客锐
减、经营困难，原运营商南海
电铁公司决定放弃运营贵志
川线，这条铁路面临被废弃
的危机。次年1月，新成立的
和歌山电铁接手贵志川线，
并且突发奇想，任命“阿玉”
为贵志站站长，主要职责是

“招揽客源”，“年薪”为猫粮。
和歌山电铁为“阿玉”特

制站长帽和站长证。它的工
作时间起初为周一至周六，
朝九晚五，节日也不休息。

每当杂货店老板提醒“上班
时间到了”，它就会走进车
站。2013年，鉴于“阿玉”年
事过高，公司给予它优待，上
班时间减少为每周二至五，
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其
余日子休息。

“阿玉”的日常工作是躺
在车站出入口迎接乘客，睡睡
觉，卖卖萌，偶尔“出差”，出席
各类活动。这名猫站长既新
奇又讨人喜欢，吸引了众多游
客，车站客流量大大增加，贵
志线很快扭亏为盈，成为热门
景点。

“阿玉”上任一年即为和
歌山县带来11亿日元（按现
行汇率约合 5522 万元人民
币）的经济收益，贵志川线客
流量则从 2005财务年度的
192万人次增加至2014财年
的227万人次。“阿玉”的照片
及其他周边产品同样热销。

连升：站长—社长代理—总站长

和歌山电铁 2013 年将
“阿玉”提升为社长代理，相
当于副总经理。次年，“阿
玉”升任贵志川线14座车站
的总站长。

公司还给它配备了一名
部下——同为三花猫的“二
玉”。后者平时在数站之隔的
伊太祈曾站任站长，阿玉周末
休息时，就到贵志站顶班。

今年1月，和歌山电铁在
贵志站为“阿玉”举行就职站
长8周年庆典，同时宣布将设
立一项1000万日元（50.2万
元人民币）的基金，以表彰人
与动物互助互救之举，“阿
玉”出任基金会总裁。

今年4月29日，“阿玉”
年满16岁。大约300名粉丝

为它庆生，送上一个猫用马
铃薯蛋糕。听到粉丝的欢呼
声后，阿玉“喵喵”作答。在
车站员工帮助下，“阿玉”种
下一株象征长寿的桃树苗作
为纪念，并与小岛社长一同
吹灭生日蜡烛。

“阿玉”的成功在日本掀
起了动物站长的热潮。2010
年，北条铁道公司“任命”一
公一母两只小猴子充任兵库
县北条町站站长，目的也是
吸引更多乘客、摆脱经营困
境。

和歌山电铁定于本月28
日中午在贵志站为“阿玉”举
行葬礼，小岛社长担任治丧
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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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案发生的南卡州，有关
邦联旗的争议长期存在。美国
南方5个州都对邦联旗实施法律
保护，包括南卡州。这些州通常
比较保守，为共和党的票仓。

南卡州是美国南方最后一
个把邦联旗从议会大厦顶部撤
下的州。

2000 年，黑人团体曾发起
“降旗运动”，但遇到很大阻
力。反对方认为，邦联旗只代

表对先辈的怀念，是美国南方
文化的一种体现，不是种族主
义、蓄奴制的象征。但黑人团
体认为邦联旗是对他们的冒
犯，同时呼吁不要到南卡州旅
游。这一做法对倚仗旅游经济
的南卡州影响很大。在协商
后，州议会最终表决，以三分之
二多数议员赞成的结果，把邦
联旗从议会大厦顶部取下，但
移到大厦前的纪念碑前。

本月 17 日，21 岁白人男子
戴伦·鲁夫闯入位于南卡罗来
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伊曼纽尔非
裔卫理圣公会教堂，开枪打死9
名黑人。

许多人指出，这名枪手信奉
白人至上主义。作案前，鲁夫在
其个人网站发布种族仇视言论，
还贴出他手持邦联旗的照片。

由此，在民间团体推动下，

美国形成一场“降旗运动”，试
图将他们认为带有种族主义色
彩的邦联旗移出公众视线。这
场运动甚至得到政界响应。

“降旗运动”范围随即扩大
到商界。美国谷歌公司、亚马
逊公司、亿贝公司等网络电商
以及沃尔玛、西尔斯等实体店
零售商均宣布，将把带有“邦联
旗”图标的商品作撤架处理。

黑人教堂枪击案引发“降旗运动”[背景]

黑人团体2000年曾发起“降旗运动”[回顾]

姬红说，为了把邦联旗从议会
大厦顶部挪走，南卡州以前有两个
州长都因此竞选连任失利。而这次

“降旗运动”呼声之大，如果黑利州
长硬顶着不松口，反倒会冒很大政
治风险，现在这么做，符合美国当今
政坛的“政治正确”。

众所周知，美国近年连续发生
多起白人警察枪击黑人致死事件，
引发全国范围关于警察暴力执法、
指责警方存在种族主义倾向的示威
活动。

姬红说，美国社会对种族主义
逐渐呈现“零容忍”趋势。她举例
说，去年全国篮球协会（NBA）洛杉
矶快船队老板唐纳德·斯特林因为
涉及种族歧视言论，被终身禁止涉
足NBA并被迫卖掉快船队。今年3
月，俄克拉荷马大学一伙学生因在
车内唱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歌曲，
两名为首学生被大学开除。

姬红说，尽管种族歧视还是存
在于美国各个角落，但从另一方面
看出，社会对于种族主义采取的是

“零容忍”态度，一旦在种族主义上
触雷，基本上都面临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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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美国社会
对种族主义“零容忍”

猫站长既新奇又讨人喜欢，吸引了众多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