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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血洗小學28死

兇手自閉 學業優異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紐

約時報》15日消息：槍手蘭扎是
一名榮譽學生，與曾是小學老師的
母親南希一起住在紐敦一個高尚社
區。蘭扎的兄長接受警方問話時表
示，弟弟患有自閉症，有人格障礙
問題。

蘭扎與母親同住在離桑迪胡克
小學約八公里的漂亮高檔房子。他
喜歡足球、滑板和電動遊戲。他就
讀當地的紐敦高中，並參加校內一
個定期舉行網絡遊戲派對的科技俱
樂部。

蘭扎是十年級英文資優生，十
二年級數學資優生。中學同學回憶
，他帶黑色公事包上課，坐門邊，
以便隨時溜進溜出。他很聰明，但
緊張，坐立不安，說話有困難，他亦

沒有朋友。他臉色蒼白、高、瘦，
上衣口袋插好幾隻筆，領口緊扣。

他不上臉譜（Facebook），
2010年班同學錄甚至不見影子，
他的照片欄只有幾個字， 「對照相
機害羞」 。一位同窗說，蘭扎表情
板板的，心思和情緒不形於色。蘭
扎愈不自在，愈是逗大家笑鬧。奧
莉維亞回想，六年級以後的蘭扎談
外星人，談要 「炸掉」 什麼東西，
她當時認為那只是青春期男孩子的
大話。

2006年，哥哥瑞安上大學，
留他和當時婚姻逐漸崩潰的父母住
。2008年，父母離婚。父親彼得
．蘭扎是通用電氣的稅務主管，
2011年再婚。蘭扎的姨姨馬莎說
，南希是一名好母親，心地善良。

一名鄰居說，南希人緣甚佳，享受
主持骰子遊戲和為假日裝飾房子，
對孩子要求嚴格。一間槍店的老闆
表示，南希是個槍痴，愛收集槍械，
經常說和孩子們前往射靶。警方估
計，估計蘭扎開槍殺死母親後，便
拿了母親的槍支到校內大開殺戒。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
、中央社15日消息：由於槍手亞當．
蘭扎攜帶兄長瑞安（見圖）的身份證
進入小學，美國多家媒體做早期報道
時，張冠李戴，錯稱瑞安是兇手。

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報道一位叫做瑞安．蘭扎的人為兇手
的消息時，他本人正在時代廣場的安
永會計事務所伏案工作。

現場發現
了瑞安的身份
證件，許多新
聞機構起初誤
報他為兇手，
而且至少有 3
家媒體─霍
士新聞、赫芬
頓郵報和Slate

──把兇手哥哥的臉譜頁面掛到網上
，說此人就是兇手，害他在社交媒體
遭到撻伐。

瑞安的一位朋友在臉譜上給他發
消息，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以及他是
否安好。瑞安回覆說：「是我弟弟幹的
。我想我的母親已經死了，我的天啊
！」據美國廣播公司報道，警方曾到瑞
安位在新澤西州的家中搜索，卻意外
發現他在家，才知道他與本案無關。

《洛杉磯時報》說，媒體經常使
用臉譜、推特和其他網站進行人肉搜
索，特別是在發生重大新聞的時候，
但南加大教授凱普蘭說，記者應該謹
慎。他說，除非有明確證據可能證明
網上的內容跟案件的當事人有關，拿
社交媒體當做新聞採訪的工具等於是
在「玩火」，而且可能危及無辜的人。

美媒誤把胞兄當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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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部時間美國東部時間1414日上午，康日上午，康
涅狄格州紐敦一所小學發生嚴重涅狄格州紐敦一所小學發生嚴重
槍擊案，一名槍擊案，一名2020歲的槍手衝進校歲的槍手衝進校
園開槍，造成園開槍，造成2020名名 55至至 1010歲的歲的
兒童以及兒童以及66名成年人遇害，槍手名成年人遇害，槍手
隨後吞槍自殺。美國媒體報道稱隨後吞槍自殺。美國媒體報道稱
，在槍手的家中發現他的母親也，在槍手的家中發現他的母親也
遇害。槍擊事件震動全美和全世遇害。槍擊事件震動全美和全世
界，總統奧巴馬界，總統奧巴馬1515日呼籲美國人日呼籲美國人
「「團結一致團結一致」」 ，拋開政治，採，拋開政治，採
取有意義的行動，防止類取有意義的行動，防止類
似的悲劇重演。似的悲劇重演。

本報駐紐約記者本報駐紐約記者
黃曉敏黃曉敏

康涅狄格州警方負責人保羅．萬
斯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當地時間14日
早上 9 點半左右警方接到報警，隨即
派警員前往現場。在現場有18名兒童
死亡，2名兒童在送往醫院的途中不治
身亡；槍擊還造成6名成年人死亡。

槍擊嫌犯的屍體後來也在現場被
發現。另外，警方還在兇手家中發現
其母親南希也被殺害。這使槍擊案的
死亡人數達28人，僅次於2007年造成
33 人死亡的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
，成為美國歷史上死亡人數第二高的
校園槍擊案。

「今天，這裡有惡魔來過」
警方說，槍手是20歲的男子亞當

．蘭扎。他攜帶了2把手槍，走進2間
教室槍殺兒童。目擊者說，槍手在案
發時穿黑色衣服和防彈背心，一共發
射了 100 多枚子彈。另有一把手槍放
在停車場的汽車內。槍手在作案時非
常冷靜。

康涅狄格州州長馬洛伊
14 日稱這起槍擊案為 「一場
無法言喻的悲劇」，
「今天，這裡有惡魔

來過。」

在不久前的總統大選中極力將自
己塑造成 「硬漢」的奧巴馬當日一反
常態，在白宮發表講話時雖極力抑
制自己的情緒，但當談到受害兒童時
，他停頓了數秒，眼淚止不住湧了出
來。

奧巴馬一邊抹眼淚，一邊哽咽地
說： 「今天死去的大多是兒童，都是5
到10歲漂亮的小孩，他們前面原本有
長遠的人生：生日、畢業、結婚、生
兒育女。」

在沉默數秒之後，奧巴馬接着說
，今天倒下的還有教師，他們奉獻一
生來幫助孩子們實現自己的夢想。

「因此，今天我們的心都破碎了
，為這些死去的孩子的父母、祖父母
、兄弟姊妹以及成年死者的家屬悲傷
。」奧巴馬說：「我們的心也為生還孩
子的家長而破碎，因為今晚他們為孩
子能安全在家而祝福的同時，也知道
他們孩子的純真過早地被撕碎了，沒
有任何言語能夠緩解他們的痛苦。」

在短暫的發言中，奧巴馬四度落
淚。他說：「在過去幾年，我們承受了
太多這樣的悲劇。每次聽到這樣的消

息，我的反應不只是作為總統，也是
每個作為家長都會有的反應，在今天
尤其如此。我知道整個美國家長都如
我這般感到巨大的悲痛。」

胡錦濤向奧巴馬致慰問電
對於備受外界關注的槍支管制問

題，奧巴馬沒有明確地作出表態。但
是他表示， 「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採
取有意義的行動，避免悲劇重演，不
受政治分歧左右。」

槍支管制支持者馬上呼籲實行新
的槍支法令。最有力的槍支管制支持
者、紐約市長彭博14日表示， 「呼籲
採取 『有意義的行動』是不夠的。我
們需要立即的行動。陳詞濫調之前聽
得已經夠多了。」當天有 4 萬多名美
國人在網絡上聯名請願，要求奧巴馬
政府頒布控槍法案。

各國領袖紛紛致電奧巴馬慰問。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15日致電美國總
統奧巴馬表示深切同情和誠摯慰問，
向遇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同日，外交
部長楊潔篪也向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致
電慰問。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新華
社 15 日消息：美國康涅狄格州紐
敦是一個風景如畫的新英格蘭小城
，這裡的每個人似乎都彼此認識。
樹上最近掛上了節日的彩燈，蘋果
汁和熱巧克力隨處可見。現在，全
城卻陷入了哀痛之中。桑迪胡克小
學 14 日早晨發生血腥槍擊案，讓
這個寧靜小鎮的居民驚恐不安。

小鎮一所教堂的牧師羅伯特表
示，14 日是紐敦鎮最痛苦的一天
，槍擊案是一場悲劇，讓人難以解
釋和理解。「我無法用言語表達鎮上
居民的悲痛之情，你能想像嗎？家長
早上高高興興地把孩子送到了學校
，但不久他們就接到孩子被槍殺的
噩耗，他們會是怎樣的心情？」

警方已通知所有遇難者家屬前
來現場，為他們闢出一間特別的房
間。人們在擁抱、哭泣、互相安慰
、禱告。

數百名民眾 14 日晚出席在當
地一家教堂舉行的彌撒活動，悼念
槍擊案中的死者。彌撒在離桑迪胡
克小學一英里的一家天主教堂舉行
。由於堂內的環境太擠迫，一度有
數十人要聚集堂外。

神父韋斯給彌撒畫上句號時說
： 「這是一種社會。當這種事情發
生，他們就真的會同心協力了，因
為很多人都並非出生於大家族，所
以朋友變得十分重要。」

韋斯說話時，很多人沉默地站
在教堂外。他們對於年輕槍手殺死
26 人，包括 20 名兒童後自殺，仍
然感到震驚。有人燃點蠟燭。也有

人手牽着手，圍成一
個大圓圈，唱聖
誕歌曲。

小鎮最痛苦一天
▶美國總統奧巴
馬 14 日就槍擊
案發表講話時落
淚 美聯社

▶美國白宮14日下半
旗誌哀 美聯社

▼美國康涅狄格州紐敦市居民
14日晚在當地一間教堂前舉
行哀悼活動 美聯社

▲遇難者安娜▲遇難者安娜．．格林（六歲）格林（六歲）
英國英國《每日郵報》《每日郵報》

▲遇難者傑西．劉易斯（右，六歲）▲遇難者傑西．劉易斯（右，六歲）
英國《每日郵報》英國《每日郵報》

▲▲當地民眾14日晚點燃蠟燭，悼念死難者
法新社

▶美國警察14日進駐
發生槍擊案的校園

美聯社
◀一名女子14
日哭着打電話
給在案發小學
工作的姐姐

美聯社

▲據稱為兇手亞當．蘭扎2005年的
照片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