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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连续发生多起严重枪击案，
引发美国及国际舆论广泛关注。2019 年
8 月3日，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克鲁修斯的
犯罪嫌疑人端着AK－47步枪进入得克萨
斯州埃尔帕索的一家沃尔玛商店，向购物
民众疯狂射击，造成22人死亡、20余人受
伤。8月4日凌晨，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密布
酒吧、餐馆和剧院的俄勒冈区，24 岁的白
人青年康纳·贝茨手持装有100发子弹的
AR－15步枪，向街道上的行人射击，造成
9人死亡、27人受伤。这两起枪击案再次
凸显了美国枪支泛滥的严重后果，折射出
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危机，反映了

“美式人权”的根本缺陷。

一、美国枪支泛滥、枪支暴力严重

美国是全世界私人拥有枪支最多的国
家，民间枪支数量庞大，且呈现出不断增加
的趋势。2000 年美国私人拥枪数量为
2.59亿支，目前美国私人拥枪数量已超过
美国人口数。根据盖洛普民调机构 2011
年的调查，47％的美国成年人自报拥有枪
支。美国南部成人拥枪率高达 54％。一
方面，对暴力威胁的担忧导致许多人为求
自保纷纷购枪，另一方面，枪支泛滥又是造
成暴力犯罪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大量枪
支散布在民间，使得美国成为枪击案件频
发、枪击伤亡数量惊人的国家。美国疾病
防治中心2014年报告称，由于普遍存在校
园霸凌现象，美国约有 20 万到 25 万名中
学生携带武器上学。据统计，8.6％受欺凌
的学生带过武器上学，4.6％即使没受欺凌
的学生也带过武器上学。

枪支泛滥必然带来枪支暴力。美国是
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2018 年
美 国 共 发 生 涉 枪 案 件 57103 件 ，导 致
14717人死亡、28172人受伤，其中未成年
人死伤 3502 人。《赫芬顿邮报》网站 2018
年12月6日报道，对美国2000年至2016
年枪支致死官方数据的分析发现，枪支暴
力导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减少近 2.5 岁，
其中非洲裔减少 4.14 岁。美国的枪击案
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恶性枪杀案件更是
形成对公众安全的重大威胁。枪支暴力严
重践踏人权，特别是直接侵犯了美国民众
的生命权。

美国枪支暴力痼疾难除。据统计，在
美国非正常死亡人群中，枪杀是仅次于交
通事故的第二大死因，平均每年有 1.5 万
人左右遭到枪杀。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2016年秋季发布的年度《统一犯罪报告》
的统计，发生在美国的谋杀案件中有
71.5％使用了枪支，抢劫案件中有 40.8％
使用了枪支，严重暴力袭击案件中有
24.2％使用了枪支。自1972年以来，美国
平均每天有80多人因枪杀案毙命，其中约
12 人为儿童。在枪支暴力事件的发生数
量上，美国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美国
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发生在公共场
所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却占到全球的31％。

频繁发生的恶性枪击事件已成为美国
标志性特征。美国发生的严重枪击案件不
时会上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在电影院和
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的枪击案常常造
成严重伤亡。2017 年 10 月 1 日晚，64 岁
的白人男子史蒂芬·帕多克在拉斯维加斯
从曼德勒海湾宾馆32层的房间向楼下露
天演唱会2万多名观众开枪扫射。枪击持
续了10至15分钟，造成近60人死亡、500
余人受伤。这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
枪击案。事后，警察在其酒店房间与家中
共搜出42支枪、数千发子弹及爆炸物。

二、美国枪支泛滥的制度原因

尽管枪支暴力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安
全，但美国一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美国
枪支暴力痼疾难除，同美国特殊的社会政
治制度有直接关联。

第一，美国僵硬的宪法规定使得全面
禁枪无法实现。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
定，“纪律严明的民兵乃保障自由国家的安
全所必需，人民持有与携带武器的权利不
容侵犯”。这条宪法修正案制定于 1791
年，反映了刚刚通过独立战争从英国独立
出来的北美人民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当时美国人的实际需求。正是在民众
普遍拥枪的背景下，北美13州人民才开始
武力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组建以民兵为主
体的“大陆军”，并最终赢得独立。这种特
殊的历史经验使得美国人相信，持枪权是
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这项规定对美国政
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44个州的宪
法中都明确规定要保护公民持枪的权利。

但是，随着枪支威力的不断增强，随着
城市化造成的人口密度增加，私人普遍拥
枪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世界各国普遍承
认，私人持枪不利公共安全。私人普遍拥
枪同枪支暴力有直接关系，会造成大量人
员伤亡和暴力犯罪现象增加。绝大多数国
家都对私人持枪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美
国宪法规定的持枪权已明显不符合现代社
会需要。事实上，多年以前美国社会就认
识到了持枪权的负面影响和枪支泛滥的危
险性，并探讨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禁枪的可

能性。然而，修宪在美国门槛很高，且过程
复杂、漫长。在美国持枪文化深厚、持枪人
口众多和枪支利益集团势力强大的情况
下，试图通过修宪禁枪，成功的可能性微乎
其微。

实现宪法禁枪的另一条可能途径是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重新进行解释。事
实上，历史上许多宪法条款都经由联邦最
高法院的重新解释解决了滞后性问题。然
而，美国社会对宪法第二修正案一直存在
不同解读。一种观点认为宪法第二修正案
保护的是公民个人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
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是集体权利，因为
该条款中的“民兵”组织是一个集体。在历
次枪支问题争论中，自由派都把集体权利
论作为控枪的理论根据，希望联邦最高法
院通过这种解释控制枪支泛滥现象。但
是，2008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对赫勒案的
裁决却让自由派的希望灰飞烟灭。在这个
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认定，持有和携带枪
支是一项“天赋”人权，公民个人有权拥有
和使用枪支，地方政府制订控枪法律是违
宪行为。2010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进一步裁定，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中有关
公民享有持枪自由的条款同样适用于各州
和地方法律，从而将个人持有枪支的权利扩
大到整个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两
个裁决彻底消除了通过释宪禁枪的可能性。

第二，美国政党政治的弊端使控枪努
力停滞不前。由于美国禁枪无望，所以只
能想办法管控枪支，即从枪支购买方式、购
买资格以及流通枪支的类型、登记和管理
等方面做出限制性规定。但是，即使这种
对个人拥枪的有限约束，也遇到重重阻
力。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极化”现象严
重，两党对立加剧。两党核心选民团体在
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截然对立。民主党支持
枪支管制，主张实行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
政策，共和党则反对枪支管制。枪支管控
已成为总统和国会选举的主要议题之一，
并已成为决定竞选成败的重要因素。克林
顿政府时期，美国国会通过《联邦攻击性武
器禁售令》，明确禁止在民间出售19种攻
击性较强的半自动枪械以及10发以上的
子弹夹，在控枪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奥
巴马政府时期，鉴于美国枪击暴力案件居
高不下、校园枪击等恶性案件频繁发生，参
议院民主党人提出枪支管理修正案，要求
将购枪背景审查范围扩展到枪支展销会和
网上购枪领域。尽管该法案得到 90％美
国人的支持，但还是在2013年被参议院否
决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推动的控枪法
案全部铩羽而归。在此背景下，2016年1
月，奥巴马政府不得不绕开国会，用发布行
政命令的方式管控枪支，规定禁止精神病
患者持有枪支，要求枪支经销商持证上岗，
加强枪支购买者的背景审查。但是，随着
共和党政府上台，奥巴马政府这些微弱的
控枪措施也无法得到保持。

由于受到美国选举政治支配，近年来
民主党对枪支管控的立场持续软化，因为
严格控枪政策不利于民主党选票最大化。
克林顿政府时期，民主党在1994年中期选
举中丢失了参众两院控制权，政府坚持通
过了两个控枪法案成为民主党失去大量选
票与资助的主要原因。戈尔在副总统任上
曾经以参议院院长的身份投票支持一项枪
支管制法案，这使他被视为反对持枪者，成
为其最终在总统选举中落败的一个重要因
素。这些活生生的教训使民主党在枪支管
制问题上态度变得摇摆不定。一方面，他
们不敢明确支持枪支管制，因为激进的控
枪政策会丢失大量选票；另一方面，他们更
不敢反对枪支管制，因为这会失去传统选
民。民主党在枪支问题上的立场开始变得
有些模糊。为了争取更多选票和政治献
金，一些参选公职的民主党政治人物甚至
不敢要求严格控枪，更不敢要求全面禁枪。

共和党一贯支持持枪权，反对严格管
制枪支。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通常会放
松枪支管制。里根政府时期，国会于1986
年通过《武器拥有者保护法》，大幅放宽对
枪支销售者和购买者的限制，将联邦政府
部门对枪支的检查限定为每年一次。这个
法律极大强化了美国的持枪权，是美国枪
支管制方面的严重倒退。小布什政府时
期，《联邦攻击性武器禁售令》10年期满，
国会拒绝重新进行审议，致使法案最后自
动失效。

当前的共和党政府支持私人持枪自
由。2017 年 2 月，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
院废除了奥巴马政府发布的一项行政命
令。该行政命令禁止患有某些严重精神疾
病的患者购枪，要求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
保险商向联邦调查局提交相关身份信息以
供购枪许可审核。2018年4月，美国副总
统彭斯出席全国步枪协会年会并发表讲话
说：“总统和我都问心无愧地支持宪法第二
修正案。本届政府不会侵犯人民拥有和携
带武器的权利。”鉴于严重的校园枪击事
件，2018 年 3 月，佛罗里达州参议院通过
一项允许教师在校园内携枪的法案。随
后，美国联邦政府也提出类似的计划，要求
通过武装学校教职员工来阻止校园枪击案
的发生。根据共和党一贯反对控枪的立
场，有理由相信美国未来会进一步放松枪

支管理。美国解决枪支泛滥问题的前景十
分渺茫，枪支暴力和枪击伤亡事件恐怕只
会增加，不会减少。

共和党拥护持枪权的立场不但影响国
会立法，而且影响到联邦最高法院裁决。
2010年，共和党支持者占多数的联邦最高
法院对麦克唐纳案做出裁决，判定美国公
民在全国各州各市都可以依据宪法赋予的
权利拥有枪支，即持枪权适用于全国。这
个裁决生效后，美国的枪支管控水平大幅
后退，一半左右的州修改原有法律，以便允
许枪支拥有者在大多数公共场所公开携带
枪支。随着伊利诺伊州于 2014 年 1 月 5
日正式实施隐蔽持枪法，隐蔽持有和携带
武器在美国50个州全部合法。隐蔽持枪
法规定，除禁止民众在政府大楼、学校、医
院和公交车等公共场所携带或者持有枪支
外，获得持枪证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隐蔽
携带枪支，这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枪支出
现在大街小巷。费城、洛杉矶、旧金山等
20 多个机场允许有枪支许可的人携带枪
支到安检口。在得克萨斯州北部的学校，
校方允许教师携带枪支到校。田纳西州、
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和弗吉尼亚州允许
在酒吧里携带装有弹药的手枪。还有另外
18 个州允许在提供酒精饮品的饭店里携
带武器。

第三，利益集团是美国控枪的最大阻
力。美国控枪难有成效，除了美国社会根
深蒂固的持枪文化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利
益集团因素。如果说法律因素是“表”的
话，利益集团因素则是美国控枪难问题的

“里”，是主要原因。美国的枪支制造、买卖
和使用已形成庞大产业链，涉及庞大利
益。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15年报道，
美国的枪支和弹药制造业年收益达135亿
美元，枪支和弹药商店平均年收益31亿美
元，实际盈利达到 4 亿 7840 万美元，枪支
制造和销售行业缴税总额达到20亿美元，
雇佣26.3万全职员工，仅正式登记的武器
销售点就有10万个之多。美国枪支和弹
药行业的总体经济影响估计达 429 亿美
元。反对枪支管控的协会组织是枪支行业
和持枪者利益的代表，在控枪议题上拥有
强大影响力。在美国，反对控枪的利益集
团有全国步枪协会、全国持枪者协会、全国
射击运动协会、全国枪支权利协会等12个
组织。这些利益集团为美国总统选举和国
会选举提供大量政治捐款，仅 2010 年至
2018 年期间就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
1.13亿美元。全国步枪协会是美国主要的
反控枪组织，创立于 1871 年，有 500 万会
员，其中包括实力强大的枪支生产商和经
销商。该组织的宗旨就是反对枪支管制，
具体的活动方式包括开展拥枪宣传、组织
反控枪行动、进行院外游说和政治捐助
等。全国步枪协会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院
外游说组织，每年运营经费高达 2.5 亿美
元，竞选年份经费更多。根据有关统计数
据，全国步枪协会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捐
出政治竞选资金 5440 万美元，其中 3000
万美元捐给了共和党候选人。根据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统计，目前美国国会两院的
535 名成员中，有 307 人要么直接从协会
及其附属机构处获得过竞选资金，要么就
是从协会的广告活动中受益。全国步枪协
会向国会议员捐出政治献金，数额较大的
20笔都流向共和党籍议员。近年来，以全
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美国反枪支管制利益
集团取得了巨大成功，几乎封杀了所有控
枪法案，使美国枪支管制更加宽松。

第四，枪支泛滥同美国警察过度使用
枪支现象有相当关系。美国警方在执法过
程中滥用枪支现象非常严重。警察常常暴
力执法，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以被执法对象
疑似持有枪支等武器为由过度使用枪械，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2017年，美国警察枪
杀987人。在被警察枪杀的人中，有很多
是无辜者。《华盛顿邮报》报道，截至2016
年 7 月 8 日，在半年多一点时间内被美国
警方枪杀的 509 人中，至少有 124 人是精
神疾病患者。警察滥用职权枪杀平民却极
少被追究刑事责任，每年有约 1000 名平
民被警察射杀，至少致死 400 人，但在
2005年至2016年的10多年里，只有77名
警察因此而被指控犯有过失杀人罪或谋杀
罪，平均每年仅为7.7人，并且绝大多数都
被免予起诉。2015年前5个月，美国警察
枪击致死人数达385人，平均每天致死超
过2人。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期
间被起诉的警察只有3人，还不到总数的
1％。这种情况引起很大社会反响。2015
年，射杀17岁非洲裔男孩麦克唐纳的芝加
哥警察，迟迟未被起诉，公众为此举行抗议
游行。该警察之前曾遭20项投诉，居然未
受到任何追究。

由于上述根本性的制度原因，美国枪
支问题看不到解决的前景。美国深陷枪支
泥淖，在枪支管制方面进退两难，充分反映
了其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遭遇困境。美国
政治制度不能解决个人自由与公共安全的
矛盾，无法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当天平
向个人持枪自由过度倾斜、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威胁公共安全时，美国政府无力纠
正，任由事态持续恶化。“美式民主”找不到
解决枪支问题的出路，因为美国民主的根

基是竞选，而竞选离不开金钱。枪支利益
集团通过金钱捐赠获得政治影响力，阻止
政府控枪。同时，候选人为了争取拥护持
枪权的选民的选票，常常迎合他们。另外，
美国党派政治已经渗透到号称独立的国家
司法机构——联邦最高法院，使联邦最高
法院面对枪支管制问题时陷于分裂。枪支
管制问题折射出美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困
境，宣告美国自由民主走进死胡同。

三、枪支泛滥带来严重社会问题

美国枪支泛滥和枪支暴力产生严重后
果。除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外，还催生更
多的暴力和犯罪，使美国社会安全感大大
降低。

第一，枪支泛滥导致美国谋杀案大量
发生。枪支同谋杀联系密切。由于大量枪
支散布在美国民间，任何人都比较容易获
得，且容易掌握使用技能，所以在冲突中使
用枪支的可能性很大。有了枪支介入，小
的争吵会升级为凶杀，抢劫、偷盗等犯罪行
为如果持枪进行，就有可能演变为谋杀案
件。毒品和枪支联系到一起，就可能催生
更多的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
罪，会因为枪支的缘故造成更大危害。在
社会普遍拥枪的情况下，非法买卖枪支、未
经登记而持有枪支的现象必定大量发生，

“黑枪”必定更加难以控制。这一切都直接
推高了美国的谋杀率。根据哈佛伤害控制
研究中心对于多国情况的研究，私人持有
枪支越多，谋杀案件发生的数量就越多，两
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0 世纪 90 年
代，美国每年平均发生200万件暴力刑事
犯罪和2.4万件谋杀案件。这些谋杀案件
中的 70％与枪支有关。根据联合国毒品
与犯罪办公室发布的报告，2005 至 2012
年，美国故意谋杀案中大约有60％都是通
过使用枪支来实施的。枪支同暴力犯罪的
密切联系也得到美国2017年发布的一项
犯罪数据分析的支持。根据这项研究，一
些州在放宽对隐匿持枪证的发放限制后，
10年内当地暴力犯罪增加了10％至15％。

第二，枪支泛滥导致校园枪击案不断
发生。频繁发生的校园枪击案是美国特有
现象，是美国枪支泛滥的结果。世界上其
他严格控枪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发生像
美国那样多的校园枪击案。校园属人口密
集的公共场所，一旦发生枪击案件，很容易
造成较大伤亡。校园聚集了大量未成年
人，他们缺乏自我防卫和应对意外情况的
能力，在枪击事件中易受伤害。枪击事件
的恐怖经历会给很多儿童造成长期伤害，
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社交障碍、抑郁、焦虑、
睡眠不足、药物滥用等问题。每个学生后
面都是一个家庭。校园枪击案的社会影响
十分广泛。2018年美国共发生25起校园
枪击事件，有25332名学生受到影响，其中
33人丧生、61人受伤。超过400万少年儿
童在 2017 至 2018 学年经历了校园封锁，
很多人受到身心创伤。由于校园枪击案频
繁发生，美国出现了教师持枪上课、学生挎
枪上学的奇特景观。美国有的州甚至颁布
法律，规定教师必须配枪。

第三，枪支暴力严重破坏美国民众的
安全感。支持个人持枪权的一个论据是枪
支能保护个人安全。但吊诡的是，如果人
人持有枪支，每个人都会变得更不安全。
由于大量发生的枪击案件，由于普遍存在
的枪支暴力，美国成为一个极度缺乏安全
的国家，民众深怀恐惧。他们必须依靠枪
支保护自己。法律反映了美国民众的恐惧
心理。许多州的法律允许公民在受到威胁
的情况下开枪，即使在他们不用武力能够
逃离威胁的情况下也可以开枪。这又加重
了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美国陷入了一种
恶性循环。一方面，枪支在美国日趋泛滥，
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恶性刑事犯罪日趋
增多。另一方面，每当发生枪击事件后，出
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和自我防卫的需要，
更多的美国民众会去购买枪支。

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十分严重。根据
2015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37％的人表示
不敢在离家一公里的范围内走夜路，家庭
年收入在三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者的不安
全感更加强烈，不敢走夜路的比例在40％
以上。根据《美国公共卫生杂志》2017 年
的一项调查报告，有900万美国民众每月
至少一次携带装弹手枪外出，其中的300
万人甚至每天外出都携枪。《美国医学杂
志》2016 年 2 月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
被枪杀的几率是其他发达国家的10倍。

枪支暴力践踏人权是美国存在严重人
权问题的缩影，也是美国个人主义极度膨
胀的结果，反映了美国固有的制度问题。
美国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只有拥有枪支才
能保护自己。他们忘记了，个人安全离不
开国家的保护。在控枪问题上，美国已经
走入死胡同。美国社会的呼声根本改变不
了持枪问题的立法和决策。在控枪问题
上，我们看不到“两党极化”背景下美国民
主的成效，因为两党都无所作为，回应不了
美国社会现实提出的诉求。每时每刻，美
国社会都面临发生枪支暴力案件的危险，
都在敲响践踏人权的警钟。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美国痼疾难除的枪支暴力严重践踏人权
中国人权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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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世界技能大赛，人
们通常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来形容——“技能奥林匹
克”。之所以这样比较，是
因为世界技能大赛和奥林匹
克运动会都是各自领域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赛事，其竞技
水平也能代表其所在领域的
世界先进水平。

当然，世界技能大赛与
奥运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比赛规则。奥运会大
家都很熟悉，虽然每个单项
规则可能在细微之处进行小
的修订，但是核心规则是没
有异议的。但世界技能大赛
项目的比赛规则变化就要大
很多。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
内容，是以模块为单元来考
察选手技能。但是这个模块
内容每届都会发生变化，有
的时候会在数量上增减，有
的还会给参赛选手一个“惊
喜”模块，在赛前才会公布
给参赛选手。一般来说，每
届比赛前世界技能组织都会
根据国际技能发展的形势，
对竞赛项目技术描述做至少
30%的改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
化？因为世界技能大赛的一
个办赛宗旨，是要为技能人
才培养提供标准。那标准又
从哪来？企业。在本届世界
技能大赛比赛场馆里，可以
看到很多企业的身影。比如
在汽车喷漆项目比赛场地一
旁，就是德国高端汽车修补
漆品牌鹦鹉 （Glasurit） 的
展示区。诸多企业展位，已
经成为除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外的另一道风景
线。这些企业参与了比赛项目的设计、标准制定、
竞赛评判，以及提供竞赛设备和材料等。企业的广
泛参与，保证了技能人才培养与企业的实际需求相
联系。

变的是比赛规则，不变的是始终“与时俱
进”。世界技能大赛竞技项目的设置，不仅要考虑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要考虑让技能从传统向现
代转变、从单一向复合转变，因此其对技能内涵的
定义也在不断变化。从项目设置来看，从第43届
的 50 个项目，到第 44 届的 52 个项目，再到本届
的 56 个项目，不仅项目数量呈现逐渐增多的趋
势，而且项目领域也在从工业向服务业等领域延
伸。比如，本届新增的4个项目，就包括化学实验
室技术、云计算、网络安全、酒店接待。可以预
判，随着新职业的不断诞生，未来世界技能大赛的
比赛项目将会更加丰富。而当技能无处不在时，世
界技能大赛的参赛项目，也会像奥运会的体育项目
一样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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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4日讯 记者郭静原 常理报
道：今年第11号台风“白鹿”于24日13时前后在
台湾省屏东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1级 （30米/秒，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预
计，“白鹿”将于24日夜间到25日早晨在福建漳
浦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据介绍，8月24日至25日，浙江东南部、福
建大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的部
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东东
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
醒，“白鹿”在闽粤沿海登陆后，还将继续从西南
季风中汲取水汽能量，带来持续降雨。特别是广东
梅州、河源、韶关、清远等粤北山区，猛烈的降雨
极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务必小心防范。

据介绍，国家防总办公室此前已发出通知，
要求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西、广
东等省份全力做好台风“白鹿”防范工作。密切
监视台风“白鹿”动向，加强预测预报和分析研
判，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准备。抓紧排查风险隐
患，全力做好补强短板和薄弱环节。及时发布预
警和启动应急响应，强化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国
家防总8 月24 日又召开视频会议对防汛抢险救灾
进行再部署，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狠抓防范避险
工作，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严防擅自回
流；全力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坚持群防
群治，提高防范措施执行力；针对台风经过的不
同区域，综合研判灾害隐患，科学把握灾害链特
征，点对点落实盯防整治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台风“白鹿”将带来持续降雨
国家防总部署防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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