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役美軍錫克廟開殺戒
與警交火被擊斃 事件致7死3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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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七月二十日科羅拉多州影院濫殺血案
才剛滿半個月，美國威斯康星州一座錫克教
寺廟5日又發生槍擊案。一名槍手衝入寺廟
掃射，造成六人死亡，三人受傷。隨後，槍
手在與警方的交戰中被擊斃。警方表示兇手
是一名美軍老兵，犯罪動機還在調查當中
。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五日電】

【本報訊】據法新社新德里6日消息：針對美國錫
克寺廟槍擊事件，印度總理辛格6日對此次槍擊事件表
示震驚。身為錫克教信徒的辛格在聲明中表示， 「聽到
這起槍擊案造成寶貴生命的損失，我感到極度震驚和悲
傷。在一個進行宗教崇拜的地方發生這種毫無理由暴力
行為，尤其讓人感到痛苦。」

辛格隨後告訴記者： 「我希望美國當局，找出這起
針對無辜虔誠信徒的幕後黑手，同時保證類似的悲劇事
件不再發生。」

當天，印度錫克教徒也在總理辛格的帶領之下，對
美國錫克寺廟槍擊案表達震怒。在錫克教聖地、即印度
北部阿姆利則市的黃金廟，整個氣氛緊張且不安。受到
驚嚇的錫克信徒與大批普通遊客一起進入廟裡朝拜。50
歲的信徒西格表示， 「這起針對美國錫克教徒的襲擊是
可恥的。人們到廟裡尋找平靜。這是一個神聖的地方
。」

而在印度錫克教徒傳統聚居地查謨及克什米爾邦，
錫克教示威者封鎖了國家高速公路，揮舞着呼籲美國實
行更嚴厲槍支監管政策的橫幅。

印度駐美國大使5日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寺廟裡哀
悼受害的錫克信徒，並讚揚當地社區展示了美籍印度人
的絕佳品質。印駐美大使尼魯帕瑪．拉奧在社交網站推
特上寫道， 「對於寶貴而又無辜的生命在奧克里克（即

密爾沃基市郊區）喪生，我們的心在流血。這是我們社
區一個極其悲慘的時刻。我們必須保持冷靜。」她說，
「錫克民眾是最好的美籍印度人之一，他們愛國、遵紀

守法、勤奮工作、慷慨大方。今天，我向亡故者致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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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利桑納州一個加油站主人索迪被誤認為穆
斯林，遭 「911」 復仇者槍殺

一對堂兄弟在紐約遭到毆打，對手辱罵並攻
擊他們的頭巾

63歲的辛格在紐約遭到攻擊，施暴者詛咒
他並罵他是阿拉伯人

一名計程車司機被乘客攻擊，被辱罵是穆斯
林

加州的兩名錫克教男子在散步時被射殺
當地警方說，案件發生在周日上午十點半，地點是

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郊區橡樹溪的一家錫克教寺廟。槍
手開火後，寺廟內的信眾四處尋找遮蓋物來保護自己或
躲到洗手間和禱告殿裡。被困惑和恐懼籠罩的人們感到
絕望無比，他們只有不停地打求救電話和發短訊。目擊
者描述當時的場景簡直是 「大混亂、大屠殺」。

槍手是心理戰專家
警方表示，他們在接到報警電話後馬上趕赴現場。

其中一名警員被槍手 「伏擊」，連中數彈。另一名警員
隨後將槍手擊斃。受傷警員目前傷勢嚴重，但應該沒有
生命危險。

三名槍傷者已被送往醫院進行救治。一名傷者頭部
和四肢都有中槍，一名傷在腹部，一名則是頸部受傷。

據此間媒體轉述，橡樹溪警局局長愛德華說，槍擊
事件與國內恐怖分子有關，但負責調查的聯邦執法官員
稱，不能對槍擊案發生的原因和來龍去脈過早地下結論
。一名聯邦官員稱： 「到目前為止，這只是一起大規模
槍擊事件，槍手闖進錫克廟，並向人群開槍，沒有人知
道他的動機是什麼。」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卡爾森說：
「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該事件是否國內恐怖主義行為，

目前還不能確定槍手的動機。」

據目擊者透露，槍手是一名身高6呎的禿頭白人，
年紀大概在 40 歲左右。五角大樓消息，該名男子名為
瓦德．邁克爾．佩奇，是一名在美軍中服役6年的心理
戰專家。他於1992年4月入伍，1998年10月在北卡羅
來納州的布拉格堡退役。

據美國亞拉巴馬州右翼極端分子監控組織 「南方反
貧窮法律中心」情報項目主任貝里奇說，佩奇 2010 年
是一支種族主義光頭黨樂隊End Apathy的成員，該樂
隊在北卡羅來納州費耶特維爾。

貝里奇還表示，佩奇 2000 年曾經從一個名為 「民
族聯盟」的新納粹組織那兒購物。南方反貧窮法律中心
在其網站形容，該組織 「可能是美國最危險和最有組織
的新納粹組織」。該中心又指佩奇是一名 「沮喪的新納
粹分子」。

常被誤認為穆斯林
錫克教是一種起源於旁遮普地區的宗教，該地區橫

跨印度和巴基斯坦。目前大約有五十萬錫克教教徒生活
在美國，他們中大部分是來自印度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移
民。長鬍鬚和五顏六色的頭巾使錫克教教徒變得與眾不
同，人們有時候將他們和穆斯林教徒相混淆，並投以懷
疑的目光。2001 年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印度錫克
教徒遭到騷擾或襲擊的事件時有發生。因此，錫克教領
導人認為，此次屠殺事件可能原本針對的是穆斯林，結
果錫克教成了替罪羊。

錫克教區的許多教徒則表示，這次襲擊事件大大降
低了他們的安全感。教徒曼吉特平時去的寺廟也在同一
區。他說： 「我們這裡所有人都認為這起事件肯定是因
仇恨而起。人們認為我們是穆斯林。」

事件發生後，奧巴馬總統和共和黨總統準候選人羅
姆尼紛紛表示哀悼。羅姆尼發表聲明對橡樹溪的受害者
和錫克教社區表示慰問。奧巴馬會見了聯邦高級官員，
承諾對受害者給予援助。他說： 「在這困難時期，橡樹
溪的人們應該知道全美國人民都在為他們祈禱。」

今年是首個錫克廟在美國落成一百周年的紀念日。
威斯康星州的錫克教寺廟成立於一九七七年，目前擁有
教徒大約四百人。

【本報訊】據中通社 6 日消息：日本廣島市 6 日
上午在位於市中心的和平公園舉行追悼與祈念和平的
儀式，紀念廣島市遭原子彈轟炸67周年。遭受核爆的
生存者和死難者遺屬代表，以及各界代表和部分國家
的駐日大使出席了儀式。繼福島核泄漏事件後，今年
的紀念儀式中民眾強烈要求廢除核能，建設一個無核
社會。

廣島市市長松井一實在儀式上宣讀了和平宣言，
表示將為銷毀核武器和實現世界永久和平傾盡全力。
鑒於發生福島核電站事故，松井要求政府盡快制定能
源政策以保護民眾的生活和安全。

松井一實還表示，將關注圍繞擺脫對核電的依賴
的全民性討論，和去年一樣沒有就是否應關閉核電站
做出直接表態。他表示，東日本大地震和核事故的災
民努力生活下去的情景與67年前的廣島交疊在一起，
強調 「我們的心與大家同在」。

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和海嘯造成福島核泄漏後
，日本關閉了全國50座核電站。但迫於能源需求，不
久又重新開放了兩座。

許多廣島倖存者堅決反對軍用和民用核能，因為

不僅核彈本身直接造成死亡，核輻射也令許多人喪生
。一位70歲的廣島核爆倖存者表示， 「我們願意與福
島人一起努力、把我們的聲音團結起來，再也不會讓
人因為核能而死亡」。

儀式期間，700 多名廣島原子彈爆炸倖存者和福
島核泄漏地區災民聯合舉行了示威遊行。

構建中長期能源計劃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致辭中表示，在這一場核爆

中，有14萬人失去了生命，還有許多生存者遭受着病
痛的煎熬。因此廢除核武器是我們的一個追求。野田
還表示，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泄漏事故也給了我們一
個教訓。在最終脫離核電的基本方針下，需要構建能
夠讓國民安心的中長期能源發展計劃。

為迫使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盡快投降，美軍於
1945 年 8 月 6 日 8 時 15 分向廣島市內投下一顆代號為
「小男孩」的原子彈，造成約20萬人死傷。廣島市因

此成為第一座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城市。美軍在同一個
月 9 日，再在長崎市投下原子彈，日本最終在 8 月 15
日無條件投降，二次大戰宣布結束。

廣島核爆紀念活動於1955年開始舉辦。今年，原
子彈爆炸受害者和遇難者家屬從 6 日清晨起在和平紀
念公園追悼死者，為建立無核的世界祈願。大約70個
國家、包括美國派代表參與。

日紀念廣島原爆67周年
福島陰影下 廢核呼聲高

錫克教徒面臨後911恐懼
【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6日消息：橡樹溪槍

擊事件發生之後，華盛頓錫克宗教與教育委員會主席拉
旺特．辛格說： 「911之後，我們一直害怕發生這樣的
事情。但我們也知道，這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有太多
無知的人認為我們是塔利班或是跟拉登是一夥的。」

31 歲的考爾是一名已經追蹤針對錫克教襲擊事件
11 年的電影人。她稱此次襲擊事件 「在每一個美國的
錫克教家庭內都會引起巨大反響」。她說： 「我們所經
歷的就是仇視性犯罪。今天，每一個美國的錫克教徒都
感到很受傷、悲痛和害怕。」

考爾說，錫克教徒都戴着頭巾，這是他們信奉這一
獨神信仰的標誌之一，也代表着眾生皆平等的意思。諷
刺的是，這一特徵反而使他們成為了那些對錫克教歷史
一無所知的人的攻擊目標， 「這些頭巾為我們自動打上
了嫌疑人、永遠的外國人以及潛在的恐怖分子這些標籤
」。

有 5000 信眾的伊利諾斯錫克教區中心副主席阿瑪
吉特．辛格也認同關於 「後911恐懼」這一說法。他表
示，在得知這一不幸事件之後，信眾們紛紛為死難者祈
禱。

「我們教區的信眾中，有很多人的家人都是去奧克
里克那所寺廟參加活動的。這次的槍擊案實在是很隨機
的，當然也有可能發生在我們這個教區。」

45 歲的山胡是芝加哥錫克教協會的一名老成員。
他就擔心更多的錫克教徒會成為襲擊目標。他說： 「錫
克教區是和平的教區。我們不認同這種仇視性犯罪，對
此予以堅決譴責。」

【本報訊】據法新社大馬士革
6 日消息：敘利亞總理希賈卜 6 日
宣布投奔反對派，他在晚上越過邊
境進入約旦，即將前往卡塔爾首都
多哈。他亦成為敘利亞爆發反對巴
沙爾政權示威以來，該國變節的最
高級官員。

在少數阿拉維派支配的巴沙爾
政權當中，希賈卜是一位具有重要
地位的遜尼派穆斯林。而在兩個月
前，即 6 月 6 日，總統巴沙爾才頒
布法令，任命時任農業和土地改革
部長希賈卜擔任新總理，組建新政
府。希賈卜的家鄉，則是政府軍和

反對派主要戰場之一的東北部代爾
祖爾省。

籌備數月之久
希賈卜指控巴沙爾對本國人民

進行 「種族滅絕」，宣稱阿薩德家
族 40 年的統治即將崩潰。希賈卜
透過其發言人奧特里，在阿拉伯
「半島」電視台新聞頻道讀出聲明

說： 「我宣布從今天（6 日）起，
脫離那個殺戮和恐怖的政權，加入
革命的行列。敘利亞正在經歷最令
人難堪的戰爭罪行、種族滅絕，向
手無寸鐵的公民進行野蠻的殺戮和

屠殺。」
奧特里說，希賈卜今次變節籌

備了 「許多個月」。身在約旦的敘
利亞反對派較早前透露，希賈卜及
其家人夜裡在兩名政府部長及 3 名
軍官的陪同下，越過邊境進入約旦
。但約旦信息部長兼政府發言人邁
亞塔對此予以否認。

美：巴沙爾時日無多
當天晚上，奧特里進一步透露

說，希賈卜將在不日之內，前往卡
塔爾，不過他的兄弟不會隨行。反
對派人士稱，理解該事件在約旦的

敏感性，不想讓約旦和敘利亞關係
緊張。

美國一名官員 6 日表示，希賈
卜變節，反映巴沙爾已失去對國家
的控制，該國人民也相信他時日無
多。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
人維托說，希賈卜和其他高官變節
的報道 「只是巴沙爾失去對敘利亞
的控制的最新跡象而已，現在時勢
站在反對派力量和敘利亞人民那邊
。」

而在變節消息傳出之前，敘利
亞國營電視台報道希賈卜已被革職
，副總理兼地方行政部長格拉萬吉
獲任命為看守總理。隨後，位於大
馬士革心臟地帶的敘利亞國營電視
台總部發生炸彈爆炸，造成數人受
傷。政府軍於兩天前說它已佔據了
首都最後一個由叛軍佔領的區域。

敘利亞總理變節被革職

▶敘利亞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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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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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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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6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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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總理：極度震驚和悲傷

▲人們5日在密爾沃基點蠟燭，紀念橡樹溪槍擊案
中的死難者 路透社

▲槍擊案發生後這名婦女的家人下落不明 美聯社

▲日民眾6日在河上放紙燈紀念廣島被原子彈轟炸
67周年 法新社

▲警方5日在錫克寺廟外執行工作 法新社
▲疑兇瓦德．邁克爾．佩
奇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