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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萬美兵服鎮靜劑
服役者每次獲發180天用量

姦殺案處理失當 韓警察廳長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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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9
日消息：根據美軍衛生總署的最新數據顯
示，超過11萬士兵曾被提供抗抑鬱藥物、
鎮靜劑、安定藥等各種精神類藥物。該數
據表明，自2005年以來軍隊用藥呈8倍增
長，其中近8%的士兵使用鎮靜止痛藥，
6%的士兵使用抗抑鬱藥物。

■

簡訊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9日電】英國白金漢宮宣布，康
沃爾公爵夫人（卡米拉）獲女王授予皇家維多利亞勳章，嘉
獎她為王室作出的貢獻。

這是在卡米拉與查爾斯王儲結婚7周年紀念日作出的宣
布，2005年4月9日，卡米拉與查爾斯在溫莎市政廳正式註
冊結婚，卡米拉作為查爾斯的伴妃，稱號為康沃爾夫人。

1896 年維多利亞女王制定皇家維多利亞勳章，專門獎
勵服務英王及王室的有功者。作為英王個人賜給的最高獎項
，這個女爵士十字勳章獲得者無需經政府或首相贊成。

接近王室的消息說，64 歲的卡米拉獲得皇家維多利亞
勳章，是她婚後為王室努力工作的結果。作為王室成員之一
，卡米拉協助查爾斯王儲從事王室事務，陪伴查爾斯出訪，
並活躍於慈善工作，擔任多個慈善機構贊助人。

白金漢宮發言人說，過些日子卡米拉才會正式獲授勳章
。今後康沃爾公爵夫人將與安妮公主一樣，她的信箋上將加
上女爵士字勳章（GCVO）稱號。

分析人士認為，女王在卡米拉結婚紀念日作此宣布，顯
然是女王賜給卡米拉的一份特別禮物，說明卡米拉已經完全
被王室所接受，在一定意義上進一步肯定卡米拉的王室成員
身份。

另有接近王室的人士稱卡米拉是凱特的好顧問， 「她
（卡米拉）既是凱特的婆婆，也是凱特的王室顧問，她成功
引導凱特融入王室。」

【本報訊】據美聯社、中央社 9 日消
息：老牌美國電視新聞雜誌節目 「60 分鐘
」主持人華萊士 8 日辭世，根據友人透露
，這位資深記者在1980年代初因為報道被
控誹謗後，曾患上憂鬱症。

曾任《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
記者，2009 年創辦娛樂事業網站 「The
Wrap」的華克斯曼 9 日指出，華萊士的採
訪風格向來以勇於追根究底聞名，因此當
他透露自己是憂鬱症患者，確實讓人感到
意外。

病情嚴重曾想自殺
華萊士在1996年宣布他有憂鬱症，並

且籲請美國參議院老人事務委員會提高聯

邦補助款項，以更深入地展開憂鬱症研究
。華萊士向參院老人事務委員會談到自己
的狀況時曾說，他覺得自己 「沉淪到了極
點」，甚至想要自殺，但終於在精神病治
療以及抗抑鬱劑的幫助下走出陰霾。

華克斯曼指出，華萊士最早出現憂鬱
症，是因為 1982 年 1 篇標題為 「沒數到的
敵人：越南騙局」的紀錄片報道，遭到越
戰期間美軍指揮官威斯特摩蘭控告誹謗，
並且向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與
華萊士等求償 1 億 2000 萬美元。華萊士說
該事件使得他患上憂鬱症，並不得不在醫
院裡住了一周多， 「幻想着自己沒日沒夜
的被關在審判室，聽着自己呼喚所有讓人
厭惡的名字。」

威斯特摩蘭控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
誹謗官司，1985 年在法院尚未交付陪審團
討論之前，雙方達成庭外和解。

華克斯曼寫道： 「我不知道華萊士有
沒有成功爭取到研究經費。但他後來克服
了憂鬱症。」

根據作家威廉．斯泰倫的女兒2011年
的回憶錄，華萊士、專欄作家巴克瓦德和
斯泰倫常常對憂鬱症患者表達同情，他們
稱自己是 「憂鬱三兄弟」。

華萊士1940年代在《芝加哥太陽報》
擔任廣播新聞作者與播音員。他在1951年
投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1955 年離
開，1963 年再歸隊。在他的記者生涯中，
共贏得20多座艾美獎及許多其他獎項。

【本報訊】據《洛杉磯時報》8日消息：本月
5日公布在美國《傷害防治》刊物中的一個報告表
明，本世紀的兩場長期戰爭導致了美國年輕士兵的
高自殺率。2004 年至 2008 年之間，美軍的個體自
殺率上升了80%。

過去幾年的數據表明，2007 年至 2008 年間，
共有255名士兵自殺，並被認為與伊拉克和阿富汗
戰爭有直接關係。而數據顯示，自 1977 年至 2003
年以來，美軍的自殺率一直呈下降趨勢。

這一突出的自殺數據源自於士兵們不斷攀升的
精神失常率，研究者們稱之為 「自殺的訊號」。自
2000 年至 2008 年，軍中的適應性障礙、情感障礙

、焦慮性障礙和物質濫用障礙患者暴增，而這一時
期因精神失常就診的人數將近增長了兩倍。2008年
的個體精神失常率表明，超過兩成的現役軍人都曾
因精神失常看過醫生，這也同樣暗示着普遍存在的
公眾健康問題。

研究者們稱自殺是 「精神病的冰山之巔。」
2007-2008 年的 255 個自殺案例中，有 17%的士兵
自殺前的一年內曾接受過精神健康方面的治療，
而 50%的士兵自殺前曾就精神問題諮詢過專家的
意見。

該研究表明，軍隊中的自殺率遠高於平民的自
殺率。

【本報訊】據法新社、新華社、《朝鮮日報》首
爾9日消息：韓國國家警察廳廳長趙顯五9日在首爾
宣布，因警方失職導致一名女子被姦殺而引咎辭職。
韓國總統李明博當天接受其辭呈，但決定趙顯五留任
至11日國會選舉結束之後。

據韓國媒體報道，京畿道水原市一名年輕女性4
月1日晚打電話報警，稱自己面臨被強姦的危險。但
警方沒有及時有效應對，在長達7分多鐘的報警電話
中聽到慘叫聲 「仍懷疑是夫妻吵架」，直至 13 個小
時後才發現該女性已在遭強暴後被殺害──水原市2
日出現該名 28 歲女性支離破碎的屍塊。警方隨後抓
捕了一名男性犯罪嫌疑人。兇手是 1 名 42 歲的中韓
混血移民工人，警方發現他在自家附近將受害者遭肢
解的遺體裝入垃圾袋。

警方一度逃避責任
事件曝光後，韓國警方曾一度試圖以 「受害人沒

有說出自己的位置」等理由逃避責任，但公開的報警
電話內容卻顯示被害女性詳細告知了事件發生地點。

警方 「機械性」的提問也遭到批評。電話錄音中
接線員反覆問： 「喂，你說你受到性侵犯嗎？現在正

在被侵犯嗎？」還問： 「不知道準確的位置？」、
「是誰要害你？」等。

受害者在電話中哀求 「大叔，快點、快點」，但
接線員還反覆問 「你怎麼認識（加害人）嗎」、 「怎
麼進的門？」。這時犯罪嫌疑人吳某似乎進入房間，
受害者急忙說 「我錯了，大叔，我錯了」，並掛斷了
電話。當時接線員最後一個問題是 「請再說一遍地址
」。

時隔一周，韓國警方最高負責人趙顯五就此案件
向國民發表道歉聲明，承認警方失職導致悲劇發生，
並為警方試圖掩蓋過失而道歉。趙顯五說他為警方
「不可寬宥的粗心大意負起所有責任」下台，並請求

受害者家屬原諒。
趙顯五在記者會上說： 「我為警方的疏忽導致如

此可怕的後果，還試圖用謊言掩蓋真相，表達最深的
遺憾。」他同時表示，警方會追究責任，嚴懲相關人
員。據報道，事件發生地的地方警察廳廳長徐千浩也
於當天宣布引咎辭職。警方承認緊急求助電話中心和
執勤警官之間溝通不良，加上官僚缺失，導致他們在
錯誤地區搜索好幾個小時。警方也承認，這件兇案經
媒體曝光後，警方向媒體誇大派去搜索附近地區的警

官人數。
韓國總統府青瓦台方面當天表示，李明博總統已

經接受了趙顯五的辭呈，但趙顯五將留任至國會選舉
結束後。

華萊士曾受憂鬱症困擾

美軍自殺率4年升80%

卡米拉獲維多利亞勳章

印尼亞齊選省長考驗和平
【本報訊】據法新社印尼．班達亞齊9日消息：印尼唯

一由伊斯蘭律法統治的亞齊省選民9日投票選舉省長。長達
30 年分離運動結束後脆弱的和平態勢將面臨考驗。亞齊省
的這次選舉，是自造成17萬人死亡的2004年亞洲大海嘯，
還有2005年結束造成1.5萬人喪生的反抗當局統治戰爭之後
，第二次舉行選舉。選民們會選出擔任該省最高領導人的省
長，以及17個區的正副首長，結果將在4月15日公布。

韓反對黨稱選情危急
【本報訊】據法新社首爾9日消息：韓國主要反對黨9

日稱，其候選人在本周三（11 日）將要舉行的國會大選預
備階段正面臨與保守黨之間艱苦的鬥爭，並不是像此前預測
過的會輕鬆取勝。早前的民調顯示，民主統合黨將會在 11
日的國會大選中輕鬆獲勝，這也被視為12月總統大選的前
哨戰。但民主統合黨黨魁韓明淑坦承現階段仍難分勝負。她
告訴記者說： 「我們現在情勢危急，充滿着危機感與緊迫感
。」她補充道，如果投票率更高，會對在年輕選民中更受歡
迎的反對黨候選人比較有利。 「如果搞投票活動，人民會贏
；反之，贏的就是李明博政府。」

巴國雪崩已致139人被埋
【本報訊】據中新社9日消息：巴基斯坦軍方最新公布

的數字顯示，該國北部錫亞琴冰川地區7日發生的雪崩已導
致139人被埋，其中124人為巴基斯坦軍人。冰川專家表示
，在雪崩發生超過40小時後，發現生還者的希望越來越渺
茫。

巴基斯坦軍方8日發表聲明稱，此次雪崩發生在當地時
間7日凌晨5至6時左右，雪崩寬度超過1000米，高度超過
25米。聲明還表示，被埋的124名士兵來自巴基斯坦北部輕
騎兵第六營。由於當地氣候條件惡劣，截至目前還沒有發現
幸存者。

巴林舉行十國空軍軍演
【本報訊】據新華社麥納麥 8 日消息：由 10 個國家參

加的空軍聯合作戰演習8日在巴林開始舉行。來自美國、巴
林、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科威特、約旦
、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戰機將參加此次代號為 「大聯
動2012」的軍事演習，演習持續10天。報道說，此次演習
的目的是加強這些國家間的防務合作。此次軍演正值西方因
核問題向伊朗施壓和巴林國內局勢動盪之時，因而受到國際
社會的關注。

▲1999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精神健康顧問蒂珀─戈爾聽
聞華萊士飽受憂鬱症煎熬時拉住了他的手 資料圖片

▲2006年 4月 12日，卡米拉與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下）離開英國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 資料圖片

軍隊心理學家及戰爭壓力專家巴特．比萊說，
「我們的軍隊從來沒有像現在這般大量的使用藥物，

我認為現在軍隊中日趨增長的自殺和殺人行為並非巧
合。」

濫藥或致美兵殺17平民
在一個案例中，一位空軍飛行員在 19 小時的飛

行中，曾每隔4小時服用一次中樞神經刺激劑、處方
劑量安非他明。在降落之後的數小時內，他開始襲擊
他朋友的頭部，並聲稱朋友綁架了他。一位孩子的父
親曾為 「製造恐怖主義」而偷竊車輛，但軍事法庭隨
後宣布其無罪，原因是酒精、睡眠不足以及軍醫所給
的40毫克中樞神經刺激劑使他 「神志不清」。

另外一名士兵產生了幻聽，總感覺有一個聲音要
告訴醫生他有自殺的想法，他擔心如果被軍隊知道他
的現狀後自己將會被開除。於是該士兵從軍醫那兒得
到抗抑鬱的舍曲林和曲唑酮，但這並沒有緩解他的情
況，卻最終導致他毫無預兆地開槍打中一名在押塔利
班士兵的頭部。

最近的案例是被控射殺 17 名阿富汗平民的美軍
士兵羅伯特．拜爾斯，他的律師現正調查是否處方劑
量的混合藥物導致他間歇性神經失常。然而，美國主
任藥劑師拉瓦蒂表示，軍隊裡日趨增長的處方藥物量
與世界標準相差無幾。 「我們並沒有過度頻繁的使用
處方藥或者改變使用方式。使用任何藥物都是風險與
益處並存。」

士兵用藥難監管
10 至 12 年以前，美國軍隊內禁止使用麻醉類藥

物，尤其是興奮劑。但是自從伊拉克戰爭以來，許多
駐軍都可拿到醫生開具的該類處方藥物。醫生們表示
，在戰場上頻繁使用精神類藥物是件麻煩的事情，因
為根本不可能核實每一名士兵的具體情況。士兵們有
時候一次就被派遣幾個月，意味着醫生們只能相信這
些 「病人們」自覺地按規定服藥。而每一個服役的士
兵一次可以攜帶足夠180天劑量的藥品到戰場上去，
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在那兒售賣藥品、或是在某個艱
難的日子裡隨手抓一大把藥片吞下去。

前海軍心理醫生格蕾絲．傑克森說，應該增強對
有精神健康方面困擾的士兵們的控制，而不是減少。
「最大的區別是，這些士兵是直接接觸沉重武器的人

，他們有責任保護好其他受害的人。」傑克森於
2002 年因擔憂無監管的給士兵開藥，辭去了她的軍
中職務。

▲韓國警察廳廳長趙顯五9日在首爾的記者會上
表達對受害者的歉意 法新社

▲美軍牧師7日在多弗空軍基地
面對在都柏林陣亡士兵的屍體默
哀

美聯社

◀被控射殺17名阿富汗平民的
美軍士兵羅伯特‧拜爾斯（左）
。這是他去年8月在美國加州受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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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藥或致殺戮無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