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法新社烏拉奎．蒙得維
的亞19日消息：烏拉圭兩名男護士18日
分別被指控蓄意謀殺多名醫院心臟科病房
及深切治療部病房患者。法官說，兩疑犯
表示 「不喜歡看到病人受苦」 ，並已承認
對15名患者實施 「安樂死」 ，但有調查顯
示被他們殺害的患者人數可能多達50至
200人。

200病患被安樂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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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本報訊】據《泰晤士報》消息：19
日發生在法國西南部圖盧茲一間猶太學校
的槍擊案，奪去了 4 個人的生命，其中包
括一名試圖保護自己孩子的好爸爸─拉
比．桑德勒，他與兩個孩子都在槍擊中喪
生。這起槍擊案，是法國自1928年以來最
殘暴的襲擊。那一年，巴黎一家猶太人餐
館成為槍手血洗的對象。

19日上午八時左右，當學童們紛紛來
到學校時，27歲的教師助理若納唐以為有
人放鞭炮。但那聲音實在太突然。當他趕
緊跑下樓梯，來到學校門口時，他看到的
是一個屠殺場面。4歲的加布里埃勒、5歲
的阿里耶．桑德勒和 7 歲的米麗婭姆．蒙
索內戈已經死亡，屍體上布滿子彈。教師
拉比．桑德勒也在試圖保護學童時被槍殺
。

槍擊發生時，拉比．桑德勒在學校入

口處與兩個孩子一起在等一位朋友來接他
們離開學校。在子彈橫飛時，他 5 歲的兒
子試圖爬向安全處，但未能成功。他 4 歲
的兒子頸部近距離中彈。30歲的拉比．桑
德勒在試圖保護他們時慘遭殺死。

若納唐講話時聲音顫抖，臉色蒼白。
他描述他看到的恐怖場面： 「拉比躺在地
上，有人試圖救他。他的兩個孩子都被殺
死了。人們到處走避，一片恐慌。我上周
末剛跟他和他的孩子們聊過。現在我一閉
上眼睛，就看到他們的屍體在我面前。他
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和兩個孩子，與一個10
個月大的嬰兒孤苦無依。你能想像她的痛
苦嗎？沒有言語可以形容我的感受。我恨
死了那槍手。我唯一的希望是法國警方做
好他們的工作，逮住這個兇手。」

阿哈龍．傑茨在耶路撒冷讀書時，是
拉比．桑德勒的同學。他說，桑德勒是一

個 「很受歡迎的人」，並說他的死是巨大
損失。

法反恐警戒升至最高
在法國西南部城市圖盧茲過去 8 天內

連環發生槍殺並造成 7 人死亡之後，當地
隨即把反恐警戒提升至最高級別─ 「紅
色警戒」，並全力搜捕行兇的槍手。連環
槍擊事件令全國震驚，總統薩爾科齊暫停
競選活動，直至 3 名遇害軍人周三下葬。
他斥責這起案件是反猶太和種族主義槍擊
。美國紐約市警方也加強猶太人設施的保
安，以防萬一。目前警方的調查重點主要
集中於危險的 「獨狼」罪犯、極右翼或伊
斯蘭恐怖分子，他們擔心槍手會越來越兇
殘，因為最初他只襲擊了一個人，後來卻
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槍擊學生。

【本報訊】據中新社20日消息：當地時間19日，伊拉
克什葉派領導人薩德爾的支持者於美軍入侵伊拉克9周年之
際在南部城市巴士拉舉行大規模集會。集會人群揮舞伊拉克
國旗，高舉薩德爾畫像，呼喊反美和反以色列口號。集會者
還攜帶着標有 「電力、教育、民主」字樣的條幅，指責現任
政府未能帶領人民擺脫貧困，並要求政府提供醫療就業保障
、增加工資、改善水電供應等公共服務。集會者將 3 月 19
日命名為 「受壓迫日」，並呼籲伊拉克人民團結一致打擊
「邪惡勢力」，同時要求現政府改善民生。當天有70萬至

100萬人參與了集會。
當地媒體 Alsumaria 電視台報稱，薩德爾通過其發言人

在集會上呼籲伊拉克人團結起來，與邪惡黑暗勢力作鬥爭。
其中 「一股邪惡勢力是美國、英國和以色列；另一股是伊拉
克人經受的獨裁、腐敗和失業。」薩德爾還要求伊拉克政府
必須滿足他們改善生活的願望。

多起爆炸襲擊致43人亡
另據新華社巴格達消息，伊拉克內政部20日說，當天

，首都巴格達、南部城市希拉、什葉派宗教聖城卡爾巴拉、
北部石油重鎮基爾庫克等地已經發生10餘起爆炸襲擊，已
有至少43人在襲擊中喪生，另有198人受傷。

這位官員說，這一系列明顯經過策劃的爆炸襲擊大多針
對警察和政府機構。目前尚無任何組織或個人宣稱策劃和實
施了這些爆炸襲擊。

當天是美軍入侵伊拉克9周年，也是伊拉克近一個月來
傷亡最慘重的一天。這些襲擊也為即將於本月29日在巴格
達召開的阿拉伯國家聯盟首腦會議蒙上一層陰影。

法校園槍擊案 好爸爸護子身亡

美發動伊戰9周年
巴士拉爆集會示威

▲拉比．桑德勒生前與家人的合照，照片中的一家人如今只剩
下妻子和她懷中的嬰兒

互聯網

【本報訊】據法新社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
19日消息：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名13歲少年在涉嫌殺
死他年幼的弟弟之後，面對以成年人身份受審，令他
有可能成為美國最年輕的被判終身監禁的被告。他面
對的境況引起全球關注，有 18 萬人簽署請願書，為
他求情。

美國13歲少年費爾南德斯，於12歲時代媽媽照
顧2歲的弟弟，媽媽回家時發現2歲的兒子死亡，費
爾南德斯當時聲稱弟弟是被書架砸中頭部死亡，但驗

屍報告則發現他是被鈍器重擊腦部致死。法院指他有
暴力史，為保護其他巿民，認為他應以成年人身份受
審，以便判處終身監禁。

來自世界各地的抗議人士認為，費爾南德斯在案
發時只有 12 歲，應該以未成年人身份受審。如果他
在成年人的法庭中被定罪，他就會被判終身監禁，而
且不得假釋。

他的案件在 21 日交到法庭進行審訊前覆核。其
間辯方會尋求提出證據，從而改控較輕的罪名。在去
年 12 月於佛州傑克遜維爾的一次聆訊中，州檢察官
科里說，她將提出認罪協議，尋求改控二級謀殺罪名
。但這項罪名同樣可以判被告終身監禁。公設辯護人
舍克反對這個做法，強調費爾南德斯應該以未成年人
身份受審，從而把他面對的任何刑期減少至 36 個月
。州助理檢察官卡利爾說，檢察官不傾向尋求判被告
終身監禁。但他這個說法並未令抗議人士滿意。

有兩個孩子的母親托里斯，還有未成年人司法維
權人士希金斯，在一封請願書中蒐集到 18 萬個簽名
，反對費爾南德斯以成年人身份受審。她們解釋，疑
犯辯方律師團下令進行的心理測試顯示，費爾南德斯
雖然長期受到虐待，但仍然可以透過復康服務，重投
社會。她們又指出，費爾南德斯的 26 歲母親蘇珊娜
回家之後，等了足足6個小時，才發現幼子受傷，然
後將他送院。醫生們說過，如果這名男孩可以早一點
送院，也許可以救活。該名母親亦已被控以誤殺，因

為檢察官說她的疏忽導致男孩死亡。

曾目睹繼父吞槍自殺
希金斯說： 「很多人得悉本案的細節之後，都被

費爾南德斯的故事觸動了心靈。這個孩子顯然有一個
複雜的背景，而且已發生的事情尚待釐清。」

2009 年 10 月，案發一家從邁阿密遷往傑克遜維
爾之前，費爾南德斯的繼父在家人面前吞槍自殺身亡
，避免自己因虐兒罪被捕。調查人員曾說，費爾南德
斯出生時，母親只有 12 歲，而他自出生以來就一直
經歷可怖的虐待以及疏於被照顧，但相信他可以透過
復康服務，重投社會。

但卡利爾說，經過3個月的檢討之後，佛州決定
要費爾南德斯以成年人身份被落案。卡利爾說： 「我
們相信，（目前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沒有能力適當
地處置被告，原因在於這套制度的司法權在被告 21
歲時就失效，和把監禁期限制在不多於 36 個月。我
們只是覺得，為犯罪而推行的復康計劃和刑罰，在他
度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所規定的那段有限時間內，不
能畫上句號。」

卡利爾說，佛州正尋求判處一個 「混合式」刑期
，屆時費爾南德斯會在配合未成年人的環境中監禁至
21 歲，然後法庭會監督復康過程，加以跟進。他說
： 「他不會被送到成年人的監獄去。而且按照法律，
他也不能受到這種對待。」

烏兩男護殺人競賽

美13歲少年殺幼弟或囚終身
以成人身份落案 18萬人連署求情

▲費爾南德斯身着重犯囚服現身法庭
每日電訊報

▲薩德爾的支持者們高舉伊拉克國旗和薩德爾畫像示
威 法新社

▲嫌犯之一工作過的烏拉圭公立醫院 法新社

▶衛生部長豪爾赫．貝爾納斯在記者會上一臉無
奈 路透社

檢察官星期一說，繼兩名護士承認在烏拉奎兩家
醫院殺死16名病人之後，檢察署接到更多可疑死亡報
告。官員不願披露有多少死亡案例需要核實，但是他
們說，其中一名疑犯表示殺了11名病人，另一名疑犯
表示殺了 5 人。《國家報》報道說，死亡數目可能超
過50人。主持調查的聯邦官員安赫萊斯．羅薩斯說：
「有更多投訴陸續抵達，我們正在核實。」核實之後

，便能弄清楚是否有更多受害者。
當局初步調查發現，兩人互相認識，性格相似，

有連環殺手及精神病患者的性格特點，知道對方正殺
害病人後，展開殺人競賽。警方星期日逮捕上述兩名
男護士，控告他們在一家叫做 「醫院神經病學深切治
療中心」的私家醫院和一家公立醫院中級護理部謀殺
病人。疑犯的姓名暫時沒有披露出來，但《觀察家報
》說，他們是46歲的阿列爾．阿塞韋多和40歲的馬塞
羅．佩雷拉。兩人承認殺人，他們對調查人員說，他
們 「不喜歡看到病人受苦」。其中一名疑犯的女朋友
也是護士，她被控在該案件中隱瞞實情。

衛生部長怒斥 「連環殺手」
衛生部長豪爾赫．貝爾納斯形容說，兩名疑犯是

「連環殺手」，並承諾要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全面
檢查私家醫院和公立醫院情況。他還說，他將開設熱
線電話，供人們報告可能涉嫌虐待病人的案件，以及
為因這宗醜聞而情緒受困擾的人士提供電話輔導服務
。副衛生部長萊昂內爾．布里奧索說，想到該國保健
業裡隱藏着 「殺手」，就 「令人痛苦和厭惡」，他說
： 「這是明擺着的，他們蓄意殺人。」

其中一名疑犯的律師伊內絲．馬齊奧蒂說，她的
當事人的行為不是謀殺，而是 「慈悲」殺人，其意是
要使絕望的病人脫離慘境。她說： 「做了二十年深切
治療護士，長期在生死邊緣上飽受壓力，他再也無法
承受了。」

但是聯邦調查官羅薩斯無法苟同。他說： 「對我
們而言，這是犯罪行為。」他說，一名將要出院的病
人，被疑犯打了一針便死去，可見 「慈悲」殺人的假

設不攻自破。
事件是當局在一月份接到線報之後才知道的。繼

上周一名女病人死亡引起懷疑之後，當局便加強調查
。負責監督調查的法官羅蘭多．奧梅羅對記者說，疑
犯們用不同方法結束病人的生命。有一次，疑犯直接
把嗎啡注入病人體內。另一次，疑犯把空氣泵入病人
血管裡，導致病人數分鐘內死亡。

蒙得維的亞市中心馬西埃爾醫院的職員在得知他
們多年來與一名兇手共事時，都感到不寒而慄。該醫
院一名女護士說： 「他的工作表現很一般，他對病人
態度很差，我們很多人都不信任他。」她哽咽道：
「做這種事的人，真是禽獸不如。」

■

■

加州雪崩54歲華人遇難
【本報訊】據新華社20日消息：美國加州滑雪場和挪

威分別發生雪崩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一人受傷，其中一
名遇難者是華人。

加州的事故在周日發生，地點是三藩市以北約3百公里
的太浩湖塞拉滑雪場，來自沙加緬度黃金河的54歲華人胡
毅偉不幸遇難。他的屍體在一個由地下水形成的深坑裡，被
其他滑雪人士發現，暫時未知他掉入坑中的原因。同日，三
藩市以南約309公里的佛雷斯諾中國峰山脈滑雪場也發生事
故，一名滑雪者栽進深雪，再也沒能出來。滑雪場發言人說
，這名遇難者窒息而亡。

另外，挪威北部周一發生雪崩，有6名遊客被活埋。大
批救援人員事後到場搜救，在雪堆中救出一名生還者，他情
況穩定，送院治理。至於另外5人則在超過6米深的積雪下
被尋回，但全部已經死亡，他們分別是1名法國人和4名瑞
士人。

多名華人備戰美國大選
【本報訊】據中新社三藩市19日消息：今年11月的美

國大選，不僅選舉總統，聯邦參議院和國會眾議院也將產生
一批新人。

2010 年完成人口普查後，美國重新劃分國會議員選區
，新增多個席位，為華裔參選增加機會。一些資深議員因年
齡或健康原因宣布退休或不再尋求連任，也為所在選區的華
裔帶來希望。多位民主、共和黨的華裔參選人正積極備選，
爭取 6 月黨內提名，進而邁向 11 月大選。目前已知有紐約
州眾議員孟昭文，康涅迪格州眾議員湯偉麟，前聯邦退伍軍
人部助理部長、伊利諾伊州譚美，前德州愛迪生市市長周建
源，南加州哈崗聯合學區教育委員會主席陳介飛以及北加州
心臟病醫生李依云等。

加國改革移民制度引人才
【本報訊】據新華社多倫多19日消息：加拿大公民身

份、入境事務和多元文化部長賈森．肯尼19日在多倫多說
，加政府一年來着手改革移民制度，提高其效率和靈活性，
以加快吸收更多年輕技術工人。

肯尼在多倫多加拿大人俱樂部的一個午餐會上說，新移
民失業率是加拿大其他人群的兩倍，與此同時，加許多省份
卻嚴重短缺技術工人。他指出，儘管建築等行業技術工人短
缺日益嚴重，技術工人仍難以作為移民獲准到加，加實施了
30 年的移民制度因此為人詬病。改革將吸引技能好、需求
大、薪資高的建築工、鍋爐工和電焊工等技術工人移民，讓
他們一下飛機就能得到充分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