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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家酒吧 7
日晚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射杀 12 人
后死在酒吧内。一些目击者说，酒吧当
晚举办主题活动，数百人聚集，枪手向
人群至少开了 30 枪并投掷烟雾弹。

当地居民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互相安慰。

新华社发

美国加州深夜发生血案

枪手在酒吧射杀 12 人
深夜血案

说法各异

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的警官埃里
克·布绍说，事发酒吧名为“边界线烧烤餐
厅”，地处绍森欧克斯，位于洛杉矶以西大
约 64 公里处。当地时间 7 日晚 11 时 20 分
左右，
警方接到报案，
酒吧发生枪击事件。
一些目击者说，枪手为男性，先用手枪
向酒吧内人群射击，至少开了 30 枪。另有
目击者说，
枪手向人群投掷烟雾弹。
文图拉县警官杰夫·迪安说，12 人遭枪
击身亡，包括一名警官。殉职警官名为罗
恩·黑卢斯，接警后赶往现场，进入酒吧后
遭枪手射击。8 日早晨，黑卢斯在一家医院
不治身亡。
迪安在酒吧外的停车场告诉媒体记
者：
“里面非常恐怖，到处是血，枪手也在血
泊中。
”
迪安说，确认枪手死在酒吧内。不过，
警方没有说明枪手如何死亡。除包括枪手
在内的 13 人死亡外，另有大约 10 人受伤。
警方没有公布受害者的其他信息，目击者
正在接受警方问询。
《文图拉星报》报道，8 日早晨，至少 4
辆急救车在现场处置伤员。

事发酒吧网站显示，这家酒吧以西部
乡村为主题，每周三举办“大学乡村之夜”
活动。参加者多为年轻人，聚在一起饮酒、
跳舞和听音乐。
围绕枪击事件细节，目击者在社交媒
体上给出的说法不尽相同。有目击者说，
枪手留着胡须，穿短款风衣，进入酒吧就开
始射杀。一些目击者说枪手开了至少 30
枪，另有人说枪声没有这么多，枪手投掷了
烟雾弹。
一些目击者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采访时说，听到枪声，酒吧内有人拿椅子砸
窗逃走，
躲过一劫。
近年来，美国娱乐场所发生多起枪击
事件。2016 年 6 月 12 日，一名枪手在佛罗
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夜总会开枪扫射并挟
持人质与警方对峙，
致死 49 人。
2017 年 10 月 1 日，枪手斯蒂芬·帕多
克从赌城拉斯维加斯一家酒店 32 层房间
向楼下参加露天音乐节的人群持续扫射，
致使至少 58 人丧生、500 余人受伤。这是
美国现代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枪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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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事前换传感器

或与导致 189 人罹难的狮航坠机有关
美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联合发警告
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空难调查工作组 7 日说，失事客机坠海的前一天因为出现故障而更换一只“迎角
传感器”，
可能“加重”这架波音 737 Max 型客机的其他问题。
美国波音公司、
联邦航空局要求操作同型号客机的机组人员注意并按指示处置潜在传感器故障。

是否“致命”待分析
空难调查组说，客机失事前一天调换一只迎角传
感器。这一装置又称攻角传感器，作用是测量并传输
气流与机翼弦线之间形成的“迎角”这一重要飞行参
数，提示飞机升力，避免失速风险。
主持坠机调查的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主席苏
尔扬托·贾约诺 7 日说，客机 10 月 29 日失事那次飞行
以及先前三次飞行都出现“空速表读数不可靠”现象，
问题源于迎角传感器失灵。调查组正试图确认，飞机
最终坠毁、导致 189 人罹难，是否与传感器故障相关。
按照贾约诺的说法，机组人员头两次飞行中报告
空速表读数有误，狮航没有发现缘由，直至客机 10 月
28 日从印尼巴厘岛飞往首都雅加达以前，才让技师更

换一只迎角传感器。那次飞行中，
“机长和第一副驾驶
的仪表显示数据不一致”，飞机起飞后几分钟急速俯
冲，飞行员一度寻求返航，但最终稳定飞行速度和高
度，按照既定航线、但低于正常飞行的高度，安全飞抵
雅加达。
调查组将在波音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西北部城市
西雅图，借用波音的模拟机，试图“重构”客机失事过程
的飞行轨迹。那只在巴厘岛换下的迎角传感器将交由
位于芝加哥的制造商分析。
贾约诺说：
“关键在于，更换迎角传感器后，问题没
有解决，反而可能恶化。这是不是（导致坠机的）致命
问题？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想探个究竟。
”

“所有警示”应重视
一些航空安全专家说，迎角传感器是飞行控制的
关键部件；飞机通常设有应对传感器故障的备用控制
系统，飞行员理应接受过“传感器故障时如何安全操纵
飞机”
的培训。
航空安全网站基金会主管托德·科蒂斯说，设备出
现故障时，系统会以语音或可见形式发出警报，提醒飞
行员潜在危险。
“他们本来应该彻底清查驾驶舱内出现
的问题，
重视所有曾经显现的警示。这才是明智做法。
”
美国安全操作系统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考
克斯说，调查可能会着重于“只有一只传感器故障的情

况下何以导致飞行控制失误”
。
路 透 社 援 引 一 名 知 情 人 士 的 话 报 道 ，波 音 737
Max 飞机应该装有 3 只迎角传感器。
Max 系列是波音 737 这一全球最畅销机型家族的
最新一代产品，
相比旧机型，
燃油效率大幅提升。
首架 737 Max 飞机大约一年前下线。波音公司迄
今向全球客户交付 219 架 Max 飞机，还有超过 4500 架
未交付。失事的印尼狮航 JT610 航班所用波音 737
Max 8 飞机今年 8 月中旬投入运营，是第一架失事的
Max 系列飞机。

“亡羊补牢”发警告
美国联邦航空局 7 日声明，已向航空运营商发布
“紧急适航指示”，警告波音 737 Max 系列飞机存在
“迎角数据输入潜在错误”，涉及全球 246 架飞机，其中
45 架在美国，分属西南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联合
航空公司。
声明说，联邦航空局会继续与波音公司密切合作，
参与印尼狮航坠机事件调查。
波音公司 7 日说，前一天向全球范围内波音 737

天下 A17

Max 8 和 Max 9 型飞机的运营商发出安全通告，提示
迎角传感器“可能提供不准确数据”，要求机组人员遵
循现有操作手册指示程序应对
“迎角数据错误”
。
根据狮航空难调查组的说法，波音公司将更新操
作指示。更新版“草案”已交印尼调查组审阅，将根据
印尼方面意见修改后发布。调查组成员努尔卡约·乌
托莫说：
“ 我们要求对方就一些内容作出解释，删除另
一些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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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司法部长
应特朗普要求辞职

“通俄”
调查再起波澜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 7 日表
示，他在总统特朗普要求下辞职。在美
国中期选举选战最后阶段“消声”的“通
俄”
调查再起波澜，
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塞申斯在递交白宫的辞呈中表示，
他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辞去司法部长职
务。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
指定塞申斯的办公室主任马修·惠特克
出任代理司法部长，之后将正式提名继
任司法部长人选。按照相关规定，惠特
克可履行代理司法部长职务 210 天。
美国媒体普遍预期惠特克代理司
法部长后将行使司法部长职权，监管特
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主持的关于特朗
普竞选团队是否在 2016 年大选期间与
俄罗斯有“勾结”的调查。此前，由于塞
申斯选择回避，
“通俄”调查由司法部副
部长罗森斯坦监管。
惠特克现年 49 岁，共和党人，曾出
任艾奥瓦州南区联邦检察官，2017 年
担任塞申斯的办公室主任，当年曾在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评论，警告米勒
调查“已经危险地接近跨过红线”，罗森
斯坦应该命令米勒停止调查特朗普集
团与大选无关的金融业务。
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
佩洛西 7 日呼吁，鉴于惠特克的相关言
论，
他应回避
“通俄”
调查。
塞申斯是 2016 年大选期间最早支
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共和党联邦参议
员，在特朗普胜选不久后即获司法部长
提名。2017 年 3 月，塞申斯被美国媒体
曝出曾在大选期间会见时任俄罗斯驻
美大使，随即主动选择回避关于俄罗斯
涉嫌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而由罗森斯
坦负责监管。当年 5 月，罗森斯坦任命
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罗伯特·米勒为特别
检察官主持“通俄”调查。一年多来，特
朗普对塞申斯回避调查屡次公开表示
不满，并强烈指责米勒调查是一场政治
“猎巫”
。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