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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俠》丹佛首映場遭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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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槍擊是特效以為槍擊是特效

美國近年主要槍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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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南加大校園附近，兩名中國留

學生在車中遭槍擊身亡。

亞利桑那州圖森市發生一起槍擊事件

，造成6死
13傷

，一名聯邦法官死

亡，傷者包括國會眾議員吉福茲。

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發生槍擊事件，造

成包括一名兒童在內7人
喪生。

阿拉巴馬州大學一名教授開槍掃射

50分
鐘，打死3名

同事，打傷3人
。

得州胡德堡一名軍隊心理學家開火，

打死13人
，打傷42人

。

伊州一人在演講廳開槍，打死5名
學

生，打傷16人
後自首。

弗吉尼亞州韓裔學生趙承熙開槍打死

32
人，打傷 15

人後自殺，是美國

200
0年

以後傷亡最慘重的槍擊案。
英國導演基斯杜化．路蘭編導的《蝙蝠俠》電影三

部曲，多年來都被連串意外和多宗奇異事件纏繞着。有
人認為這個系列，根本就受到詛咒。7月20日，該片在
美國科州的首映禮上，發生造成12人死亡50多人受傷
的槍擊案。

此前其中一宗最震撼的悲劇，就是在《蝙蝠俠：黑
夜之神》中扮演 「小丑」的澳洲演員希夫烈達死亡。
2008年1月，亦即離該片放映尚有6個月之時，他在他
的曼哈頓住所中被發現意外服用過量藥物死亡。當年，
希夫烈達亦憑着在此片的出色演出，贏得奧斯卡最佳男
主角獎項。

在戲中飾演蝙蝠俠好友武器專家霍路斯的摩根費曼
，亦受到這個 「詛咒」衝擊。2008年8月，他在美國密
西西比州遇上交通意外，傷勢嚴重。而片中的男主角，
飾演布魯斯偉恩及蝙蝠俠的基斯頓比爾，也在2008年7
月成了頭條人物。當時，《黑夜之神》快將在倫敦首映

，他卻因被指襲擊母親和姊姊而
被捕。他否認指控，其後事件不了
了之。

去年 8 月，蝙蝠車在美國賓州匹茲堡
拍攝期間因遇上意外而損毀，所幸事件中
沒有演員受傷。其實多年來有不少荷里活
電影都懷疑受詛咒所害。當中包括史提芬史
匹堡擔任編劇的恐怖片《鬼驅人》（1982 年）
。在戲中飾演家中長女的女星多米尼克．鄧恩
，1982 年被其前度男友殺死。而飾演她妹妹的另
一名女演員希瑟．奧羅克，則在短暫患病之後突然
死亡，那時她只有13歲。

1955 年出品名片《阿飛正傳》的演員據說也受到詛
咒。例如占士甸在同一年死於車禍，妮妲梨活在 1981 年
遇溺身亡，因飾演柏拉圖而獲提名奧斯卡獎的西文尼奧
也在1976年被人用刀插死。 （英國《每日電訊報》）

─被詛咒的電影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20日報道：美國科羅拉多州
奧羅拉市的電影院，20日在播放《蝙蝠俠─夜神起義》時發生槍
擊案，造成至少12人死亡，驚魂未定的目擊者稱，一度以為槍擊是
電影宣傳的噱頭或情節的一部分。

當時一名槍手走進了16世紀影院的9號放映室，他一身黑衣
，戴着防毒面罩、防彈背心和護目鏡。放映室內的保羅說：
「我和女朋友坐在放映室的左邊，右上角是戲院的緊急出口，

然後一個男人從那裡走進來……我一開始以為這是宣傳電
影的噱頭，但是隨後他向人群投擲催淚彈，馬上我的眼睛

就覺得不舒服了。然後他開始向人群開槍，我和女朋友
趕快互相拽着逃出放映室。我們逃過了大廳，聽到了
更多聲槍聲。」

在16號放映室的米勒說： 「我們聽到某個地
方傳來槍聲，大概有 10 到 20 下，還有小型的爆
炸聲和人們的尖叫。有人跑來說讓大家離開，所

有人都在逃命和尖叫。」
在描述聽到槍聲那一刻的反應時，他說

： 「聽到槍聲的時候，我們以為一定是某個
靠近我們的放映室電影的聲音。直到 30
秒之後，才有人意識到情況不對。我們

看到很多人彎着腰從裡面跑出來，救
護車也馬上出現。」

另一名目擊者說他看到有一個
小女孩從戲院中被救出。他說：

「我看到一個警察穿過前門，
手裡抱着一個小女孩，她一
動不動。我不知道這個小女

孩是誰家的。但是我聽到
我們放映室裡另外一個人

說，那個小女孩的背上
中了一槍。我實在想不

到有人會故意去傷
害一個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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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浪微博一名ID為 「杉想吃冰淇淋」
網友在 20 日科州槍擊事件發生後，在網上發表名為
「生死離別，就在一瞬間」的文章，親述自己與親友

經歷的驚魂現場。
該名網友稱買了當天晚上12點10分開場的票，進

入事發的 16 世紀影院 1 號廳觀看。但是，「剛演到蝙蝠
俠拿着拐棍的時候，警報燈亮了。」觀眾一邊抱怨電

影開場不久就要離開
，一邊從安全出口疏
散。一出門口就見到
大批警察，對着他們
喊：「快跑，快跑。」

該名網友去到停車場時，見到一名 20 歲左右的美
國男生，用手捂着他的脖子。他的衣服上皮膚上都是
血。她寫道： 「我很害怕。準備出停車場，我自己就
不受控制了。開始冒冷汗，車開不好了。」
「我真的害怕了。下車的時候還是搖搖晃

晃的。坐在車上之後，腦子空白。什
麼都不敢去想。怕歹徒出來
。害怕中槍的人是我。」經
歷過驚魂事件而大難不死
的這名網友表示，會把當
場電影票（見圖）
存為護身符。

【本報訊】
綜合法新社、美
聯社及英國《每日
郵報》20日報道：荷
里活大片《蝙蝠俠─夜神
起義》20日在北美首映，一
票難求。然而該片在美國科羅拉
多州奧羅拉市的首映場，卻發生
駭人真實槍擊事件，一名槍手闖
入戲院引爆催淚彈再開火，造成至
少12人死亡50人受傷。

當地時間晚上12時30分左右，一名身穿黑
色衣服、頭戴防毒面罩，全副武裝的男子，從放
映廳銀幕旁的入口闖進，先引爆催淚彈，然後一
邊緩步步上樓梯，一邊朝着觀眾隨機開火。他身上穿
着防彈衣，帶有一把來復槍和兩把手槍。

全副武裝引爆催淚彈
奧羅拉警察局長丹．奧茨說： 「目擊者告訴我們

，槍手先釋放一罐東西。他們聽到噝噝聲，接着有煙
冒出來，然後槍手開始開火。」有10人當場死亡，另2
人被送往當地醫院後死亡。當地一家兒童醫院報告說
，該醫院收到6名死者，最年輕的僅6歲。

在槍擊案中受傷的 50 多名傷者中，傷勢從輕微到
危殆，其中包括1名僅有3個月大的嬰兒。但警方並未
提供死傷者的進一步詳細資料。奧羅拉警方發言人對
美國廣播公司 「美國早晨」節目說，他不清楚是否所
有傷者都是受槍傷。他說，有些傷可能是由其他事物
引起的，例如彈片。

疑犯參與 「佔領」 運動
當時在電影院裡的目擊者稱，槍擊案是在電影放

映了 30 分鐘左右開始的。當電影放映至一個火爆場面
時，戲院突然響起槍聲，聽上去像鞭炮聲，最初觀眾
以為是電影裡的音效。目擊者形容說，槍擊案引發的
混亂，足以跟《蝙蝠俠》電影裡的場面比拼。

警方後來在戲院附近逮到槍擊案疑犯，他當時沒
有作出任何抵抗行為。當地媒體報道稱，疑犯是居住在
奧羅拉當地的一名24歲白人男子詹姆士．霍姆斯，相信
沒有任何恐怖主義的背景，已被警方拘留。他曾在科羅
拉多大學醫學院攻讀哲學博士課程，一個月前退學。

警方稱，尚未清楚疑犯的犯罪動機，但丹佛當地
有記者稱，他是因為買不到票才施襲。另有一名私家
調查人員曾說，霍姆斯曾是 「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最
暴力派系的成員。由於《蝙蝠俠：夜神起義》對「佔領華
爾街」的群眾有負面描寫，他相信槍手因此犯案。

奧巴馬：嚴懲肇事者
警察局長奧茨說，霍姆斯宣稱其住處有炸藥，警

方已經疏散
其住處周圍
，並展開搜
查。在搜查
期間，曾發生過
一次小型爆炸。
華盛頓當局則表示，
此次槍擊案與恐怖主義
襲擊無關。奧茨補充說，沒
有證據表明有第二名槍手。一
名來自聖迭戈的婦女稱，她就
是嫌犯的母親。她對事件深表關
注並說：「你們抓對了人。我需要打
給警方。我需要坐飛機到科州去」。

科州槍擊案發生後，美國總統奧
巴馬發表聲明對事件表示 「震驚」和
「悲痛」，並矢言嚴懲肇事者。隨後他又

縮短原定的競選活動行程，發表講話譴責
槍手 「毫無理性」。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
尼和妻子也對槍擊案表示震驚。

出品該電影的華納兄弟公司在一篇聲明中
，對於今次槍擊事件 「深感悲傷」，並 「在這悲
傷時刻向受害者的家屬和至愛致以誠摯的慰問」
。而該片原定在巴黎舉行的首映會，還有導演基斯杜
化路蘭和演員們的傳媒活動，都已經取消。

親歷槍擊案內地網民

死死1212 5050傷傷

▼扮演 「小丑」
的澳洲演員希夫
烈達在2008年過
量服藥死亡

資料圖片

▲▲2020日在科州奧日在科州奧
羅拉戲院外，槍羅拉戲院外，槍
擊案倖存者的驚擊案倖存者的驚
魂未定魂未定

美聯社美聯社

▼警方▼警方2020日在奧羅拉戲院槍擊案日在奧羅拉戲院槍擊案
現場外拉起警戒線現場外拉起警戒線 美聯社美聯社

▲警方▲警方2020日搜查槍擊案疑犯住所日搜查槍擊案疑犯住所
美聯社美聯社

▲▲2020日在奧羅拉的兒童醫院，一名男子神情焦日在奧羅拉的兒童醫院，一名男子神情焦
慮慮 美聯社美聯社

▲戲院槍擊案發後，目擊者被疏散到附近▲戲院槍擊案發後，目擊者被疏散到附近
等待警方問詢等待警方問詢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