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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城市圣何塞26

日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8死1伤。枪手

在案发现场自杀身亡。

这是美国今年一系列大规模枪击案中

的最新一起。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枪

击暴力案件激增，少数族裔是受害“重灾

区”。多重因素叠加令美国在枪支暴力猖獗

与拥枪人数上升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难以自拔。

在“熟悉的痛苦”中颤抖

3月16日，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发生

连环枪击案，8人死亡；3月22日，科罗拉多

州博尔德市一家超市发生枪击案，10人死

亡；4月15日，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

利斯市联邦快递中心发生枪击事件，8人死

亡；5月9日，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市发生枪击案，7人死亡……

今年还未过半，枪击案给美国人带来

的伤痛已格外沉重。美国东北大学等机构

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美国死亡4

人或以上（不含枪手）的恶性枪击事件已发

生至少15起。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枪支暴力问题不

断恶化。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显

示，美国死于非自杀性枪支暴力的人数从

2018年的14789人增至2020年的19400人，

增幅逾三成。今年以来，因枪支暴力造成的

非自杀性死亡人数已达7777人，其中包括

123名12岁以下儿童。仅在刚刚过去的这个

周末，美国就发生了至少6起枪击事件，累

计造成12人死亡、49人受伤。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多诺

霍表示，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在枪支暴力犯

罪数量和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上都“遥遥

领先”。民间枪支数量巨大和法律监管松懈

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给执法部门带来

巨大挑战。

美国总统拜登承认，美国枪支暴力猖

獗的状况已达到“瘟疫”的程度。

在26日圣何塞枪击事件发生后，加州

州长加文·纽瑟姆怒斥道：“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正视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武

器？政治利益、陈词滥调、互相指责，一次次

的绝望和惊恐只会导致更多的愤怒和沮

丧，没完没了。”

有媒体评论说，美国每天都在“熟悉的

痛苦”中颤抖，一些人或许躲过了新冠疫

情，却要死于枪击。

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

长久以来，枪支泛滥及由此引发的暴

力犯罪一直是美国社会之殇。而新冠疫情

危机与种族歧视加剧等因素叠加，更使枪

支暴力愈演愈烈。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在新冠疫情导

致大批美国人失业和青少年“宅家”的背景

下，美国2020年发生的导致至少4人伤亡

（不含枪手）的严重枪击事件比上一年度增

长近50%。而少数族裔更容易成为枪击事

件受害者：3月发生的亚特兰大连环枪击

案，8名受害人中有6名是亚裔女性。

5月25日是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

伊德遭白人警察“跪颈”执法死亡一周年的

日子。美国犯罪学家杰夫·阿舍指出，新冠

疫情和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全美抗议示威

浪潮等因素令枪支暴力犯罪持续增加。

面对恶化的安全环境，更多美国人只

能选择武装自己。美国武器贸易行业组织

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

美国完成购枪身份背景审查的人数超过

2100万人，为历史最高，其中约四成人为首

次购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洲裔与拉美

裔美国人的购枪欲望格外强烈，同比增幅

分别为58%和46%。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近日报道，种种迹象显示，更多亚裔美国人

也开始对枪支感兴趣。

美媒评论说，对警方和政府部门保护

民众的能力缺乏信心，是美国人加大枪支

购买力度的主因之一。

然而，拥有枪支并不等于拥有安全。多

诺霍指出，允许公民携带枪支会导致更高

的杀人率，也会造成枪支盗窃案件的大幅

增加，从而令犯罪活动激增。美国枪支暴力

预防组织新城行动联盟领导人波·默里说：

“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一个好人持

枪，就能保护我们。但我掌握的第一手资料

告诉我，安全不是靠枪支实现的。”

枪击案增多———民众买枪———暴力风

险继续增加———更多人买枪，美国社会正

在这一无解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而美

国国内的激烈党争意味着，任何控枪立法

在国会都注定寸步难行。 据新华社

在印度确诊病例数出现放缓态势时，其

他亚太国家的疫情发展却不容乐观。

以泰国为例，当地时间5月27日，据泰国

新冠疫情管理中心透露，该国单日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3323例，其中监狱系统聚集性

感染病例1219例，累计确诊141217例；新增

死亡病例48例，累计死亡920例。48例死亡

病例，是泰国自疫情发生以来的最高单日死

亡人数。

马来西亚的形势更为严峻。在27日举行

的新冠疫情记者会上，马来西亚卫生部长阿

扎姆证实，马来西亚每日每100万人中的新

冠确诊病例超过了印度，接下来除了严格落

实防御行动管制令外，也会进一步扩大病毒

检测规模，追查所有的确诊感染病例。

他说，目前在马来西亚社区中已经有变

异病毒的存在，包括在南非、英国、印度、尼

日利亚等地发现的变异病毒，因此必须进行

大规模检测，追查出所有可能与聚集性感染

无关的确诊感染零星个案。

根据马来西亚卫生部5月26日发布的最

新新冠疫情数据，过去24小时内，马来西亚

新增747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

533367例；新增治愈4665例，累计治愈

464727例；新增死亡病例63例，累计死亡

2432例；目前有756人在重症监护室治疗，

其中377人须依赖呼吸机。

7478例创下单日新增确诊新高。虽然从

病例数量看，马来西亚新增确诊远低于印

度，马来西亚的人口约3200万，印度则有14

亿，但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牛津大学统计显

示，马来西亚连续7天每百万人单日新增确

诊已经达到205例，超过了印度的150例。

OurWorldinData汇编的数据显示，

自上周日开始，马来西亚每百万人每天发

生的新冠肺炎感染量（连续7天）已经超过

了印度。

在此情况下，5月24日，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CDC）在官网将马来西亚列入疫

情最严重的第4级警戒国家，并建议美国公

民避免到访该国。

另外，越南卫生部门宣布5月25日新增

447例新冠病例，这是自5月16日出现单日

新增190例病例以来的最大增幅。柬埔寨上

个月的病例激增非常严重，该国首相洪森表

示，柬埔寨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新增感

染病例虽然有所减少，但目前总病例数已远

远超过24000例，4月初的数字仅为1/10。老

挝4月初的病例总数不到50例，但官方数据

显示现在已经超过1700例。

严峻的疫情形势下，许多国家的疫苗接

种形势却不成比例。据越南通讯社报道，截

至本周二，该国累计接种新冠疫苗1034072

剂次，但完成两针疫苗接种的人却仅有

28503人。以越南9800万人口来计算，这意

味着该国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口不到1%。

除了中国，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

具备开发或生产疫苗的能力，导致他们必须

等待来自国际市场的疫苗发货。英国《金融

时报》评论称，尽管亚洲已经成为“世界工

厂”，也在全球经济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主

导地位，但这场疫苗竞赛表明，亚洲地区在

制药行业方面仍然落后。

在这一轮疫情蔓延的冲击下，东南亚多

国经济也备受打击，缅甸、新加坡、泰国等国

纷纷实施封城和宵禁，出现多人失业现象。

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1-3月，泰国失业率为1.96%，

75.8万人处在失业状态，这一数字高于去年

第四季度失业率1.86%。这是泰国自2009年

以来创下的失业率最高纪录。

作为全球制造业密集聚集地，东南亚的

疫情也对生产造成了影响。周二，越南总理

范明政签发了关于确保工业区新冠疫情防

控安全的公函，指出本轮疫情在工人密度高

的北江省和北宁省工业区传播，导致供应链

和生产链受到严重阻碍。其中，北江省在本

月18日暂时关闭区内4个工业园，当中3个工

业园内有为苹果公司代工的鸿海工厂。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26日，调查人员聚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枪击事件现场附近。 新华社/图

虽然最近的币圈不甚

太平，但是此前猛烈的涨幅

也让不少人看到了机会，甚

至不少巨头都投身到加密

货币的浪潮。而现在，曾多

次声称不发布加密货币的

苹果似乎也坐不住了，开始

出手招徕有关方面的人才。

有人把此看做是苹果入局

的一个信号， 但也有人认

为，光凭一个招聘信息就做

断言还为时尚早。

招聘的信号

苹果的一则招聘广告，引发了外界对这

家巨头涉足数字货币的猜想。据CNBC等媒体

26日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招揽一名支付业务

高管，其中一项要求则是具有加密数字货币

等行业的工作经验。

苹果公司官网前一天公布的一份招聘信

息显示，苹果钱包、支付和商务（WPC）团队正

在寻求一名有经验的业务开发经理（BDM），

领导“替代支付合作（APP）”项目。

和苹果的大多数招聘信息一样，这份广

告并没有提到该职位将从事的具体产品或

合作伙伴关系。不过，在对这个职位的关键

要求方面，苹果要求应聘者需要在数字钱

包、BNPL（先买后付）、快速支付、加密货币

等领域工作或合作过，并且至少有五年的相

关工作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一直以来并没有进

行跟加密货币有关的活动，此次招聘信息是

苹果第一次透露出与加密货币相关专业人士

合作的风声。

苹果的如此做法也令业界产生了无限的

遐想，继特斯拉先开放后关闭比特币支付之

后，难道苹果这个科技巨头也对加密货币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与特斯拉等公司不同，

苹果实际上并未宣布任何加密货币投资。

目前，苹果尚未就其加密领域的计划发

表公开声明。对于该报道，苹果也没有发表评

论。就此次关于加密货币的招聘情况，以及以

后此方面的打算，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苹果

公司，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隐约的前兆

虽然这是苹果第一次透露出有关加密货

币的风声，但此前不管是从公司本身还是苹

果支付，似乎都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早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ApplePay

副总裁珍妮弗·贝利称，该公司正在“关注加

密货币”。他还补充说，苹果认为加密货币具

有“有趣的长期潜力”。

此外，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的分析

师在今年2月份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苹果

在加密货币领域拥有“明确的机会”，让个人

购买和出售数字资产变得更容易、更安全。

但是，苹果CEO库克此前曾明确否决过

苹果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的想法。他对媒体

公开表示，货币应该由各个国家掌握，私营公

司不应该指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权力。

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也对北京商报记者

分析道，从招聘启事的原文来看，提到加密货

币只是核心技能里，某一项资质的，某几种从

业经历之一，因此也许称不上是一种信号。

不过也有人指出，不做加密货币并不等

于不支持加密货币支付。有分析人士认为，苹

果公司招聘仅仅要求具有加密货币方面的经

验，而比特币或以太坊的名字也绝对没有被

提及。事实上，这一角色似乎更倾向于服务苹

果钱包应用程序，包括ApplePayCash和其

他支付选项。

目前，苹果已经在iPhone上内置有一个

名为Wallet的数字钱包应用程序，允许用户

关联银行卡、交通卡、数字会员卡、登机牌等。

对于苹果是否会允许通过其钱包应用使用加

密货币进行支付，一直存在一些捕风捉影的

猜测。

而另一个让苹果做出此决定的，或许就

是日趋严格的反垄断监管。长期以来，苹果一

直对支付保持着绝对的控制，尤其是在其应

用程序商店（AppStore），该商店从未接受客

户的加密货币，并迫使用户使用其应用内购

买机制，这也正是苹果被《堡垒之夜》开发商

EpicGames起诉的原因。

EpicGames声称，苹果的规则违反了反

垄断法，扼杀了支付创新。Epic在诉讼中称，

如果没有苹果的限制，应用开发者可以接受

“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

同时似乎某些公司正在为苹果公司的参

与做好准备。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

Coinbase目前在AppleStore里的介绍显

示，该公司现在支持AppleWallet，但尚未透

露如何整合的细节。Coinbase在其网站上表

示，“目前不支持ApplePay，但我们希望尽快

为iOS用户带来一种更快、更安全的支付加密

货币的方式”。

来了也迟到？

不管是仅仅做加密货币，还是自己推出

加密货币，苹果在这条路上似乎来得有点晚。

与苹果的谨慎保守相比，另一个科技巨头

Facebook在加密货币领域的动作就激进得

多。早在2019年6月就曾着手推出自己的加密

数字货币。不过Facebook走得也并不顺利，

该项目目前还处于寻求全球监管批准的阶

段，也已经更名为“Diem”。

而在电子钱包方面，苹果的竞争对手三

星也早已先下手为强。自2019年与Galaxy

S10一起发布以来，三星区块链钱包支持比特

币、以太币、ERC-20代币、tron（TRX）和

tron的ERC-20模拟。

最近，三星钱包又宣布了与美国加密交

易所Gemini整合。此外，韩国三星电子上周还

表示，在过去七个月里，公司Galaxy区块链生

态系统的月活跃用户增加了一倍。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杨水清看来，苹果对加密货币方面一直尤

为谨慎，但随着用户与市场的需求，这应该也

是大势所趋。而与其他公司相比，苹果的优势

无疑就是公司的实力为之背书。

但杨水清进一步指出，目前加密货币市

场并不稳定，而美国此方面的监管也日趋收

紧，不管是公司本身还是整体大环境，前路的

未知性与风险都不小。

的确，最近的币圈遭遇了大动荡。资金疯

狂出逃，交易平台一度直接停止买卖和赎回

交易。而加密货币市场集体崩跌，比特币一度

跌落30%，狗狗币的损失最多达到了56%，主

流市场上的一些虚拟货币在短短一日之间几

乎全线腰斩。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苹果关于加密货币的表态 茛

2019年6月 筅Apple�Pay�副总裁珍妮弗·贝利称，该公司正在“关注
加密货币”

2019年10月 筅苹果CEO库克表示，不考虑推出苹果加密货币，认为
企业不应该试着以成立竞争货币来取得权势

2021年5月 筅苹果一则招聘启事显示， 寻找有加密货币相关经验
的应聘者

筅

Facebook数字货币动作

筅 2019年6月 着手推出自己的加
密数字货币Libra

筅 2020年12月 该 项 目 更 名 为
Diem

三星数字货币领域动作

筅 三星区块链钱包支持比特币、以
太币、ERC-20�代币、tron（RX）和
tron的ERC-20模拟

筅 2020年5月， 三星区块链钱包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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