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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央社17日報道：備
受爭議的前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日前
宣布已與他27歲的小女友訂婚；這名女
子小到可以當他孫女。

76歲結過兩次婚的貝盧斯科尼證實
，他的新伴侶是27歲的電視模特兒帕斯
卡爾。自從貝盧斯科尼宣布可能角逐明

年 2 月大選後，帕斯卡爾最近幾周一直
待在他身邊。

從郵輪歌手變成政治人物的貝盧斯
科尼，在他其中一個知名電視台的訪談
上宣布這則喜訊，儘管他跟他的第二任
妻子拉里奧還沒有解除婚姻關係。

他說：「這是正式的，我已經跟帕斯
卡爾訂婚，我終於覺得比較不孤單。」

他說： 「我們之間有49歲的年齡差
距。她是位外貌美麗而內在甚至更美的
女孩，她堅守道德原則，她跟我很親近
，她愛我，我也有同感。」他還表示：
「她是我女兒瑪琳娜非常好的朋友。」

最近幾周，有人看到這兩人一起在
米蘭聖西羅體育館觀看 AC 米蘭足球隊
球賽，也有人拍到他們在米蘭市中心的
批薩店內有說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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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公開露面風采依舊 老貝與27歲小女友訂婚

【本報駐紐約記者黃曉敏十七日電】美國總統奧
巴馬16日下午來到康州紐敦鎮，會見並安撫槍案受害
者家屬。在當天晚上舉行的守夜儀式中，他誓言要採
取行動，避免未來再發生槍案慘劇。

奧巴馬於當天下午先與遇害者的家屬進行了私人
會面，對他們進行了安撫。原定晚上 7 點在紐敦高中
舉行的悼念活動因會面時間延長而推遲了40分鐘。

守夜活動現場安靜肅穆，整個會場座無虛席，一
些無法入場的民眾，就在場外觀看大屏幕的直播。全
美主要的幾家有線電視台也都直播了活動。會場前排
留給遇害者家屬和對槍擊案首先作出反應的警察和救
援人員等，奧巴馬坐在第一排，顯得神情憔悴。

在他講話前，紐敦的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等主要宗
教團體的領袖或代表分別為遇害者祈禱。紐敦鎮鎮長羅德拉和康涅狄格
州州長馬洛伊先後發言，鼓勵遇害者家屬振作起來， 「迎接春天的到來
」。在會場講台下方，象徵26名遇害者的26支白蠟燭在靜靜燃燒。

宣讀受害者名單多次拭淚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全美國都將會盡力為紐敦提供幫助， 「全國

的民眾和你們一起哭泣，我們要緊緊的抱住孩子們。紐敦鎮，你並不孤
單。」儘管他沒有提出具體的政策來加強槍支管制，但他說，在接下來
的幾周，他將動用總統的權力，想方設法避免未來再次發生槍案。他在
發言中自問： 「我們盡量保護孩子們的安全了嗎？沒有，我們做的還遠
遠不夠，在未來，我們必須尋求改變」。 「我們不能再容忍這種槍案的
發生，這些悲劇必須結束，我們不能接受槍案一再上演。」

奧巴馬強調，這是自己任內第四次前往重大槍擊案事發地出席悼念
活動，第四次慰問受害者家庭。他說，自己從胡德堡到圖森，再到科羅
拉多奧羅拉，現在他又來到紐敦。奧巴馬說，槍擊案實際上在美國幾乎
每天都發生，受害者中有很多兒童。對於槍擊事件輪番發生的情況，他
直言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還表揚了槍案中不顧自己安危保護學生的教師和表現出勇氣的學
生們，並一一念出了受害人的名字，不少聽眾潸然淚下，一些女子更是
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大聲抽泣，令全場氣氛顯得悲傷。奧巴馬在講話中
也多次擦拭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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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倫敦 16 日消
息：懷孕的英國劍橋公爵夫人凱特，
16 日自因妊娠劇吐入院以來首次參與
公開活動。她向單車手韋堅斯頒發權
威的英國廣播公司（BBC）年度體壇
風雲人物獎。

30 歲的凱特風采依然，笑容燦爛
。她穿了一襲 Alexander McQueen 品
牌的綠色長裙，未見病容，而且窈窕
如昔。

凱特因為出現妊娠劇吐症，於本
月3日進入英皇愛德華七世醫院治療，
於6日出院。她之後一直在家安胎，未
見陪伴丈夫威廉王子出席公開活動。

但在周日晚，她終於公開露面，
擔任 BBC 年度風雲運動人物獎頒獎人
，負責頒獎給單車手韋堅斯，並把終

身成就獎頒給倫敦奧運籌備會主席塞
巴斯蒂安．科。

超級足球明星碧咸宣布韋堅斯是
獎項得主後，凱特把那個著名的獎座
頒給該名環法單車賽總冠軍及奧運冠
軍。該獎入圍名單以倫敦奧運的明星
為主。凱特據悉踴躍出席，延續她在
該次夏季奧運的參與。她在這屆奧運
期間，和丈夫威廉及威廉弟弟哈里都
是官方大使。

凱特在頒獎儀式現場短留僅 45 分
鐘便離開，返回肯辛頓宮休息。

凱特去年4月和威廉結婚，如今懷
有她和威廉的第一胎。這名嬰兒將排
名在威廉父親查爾斯和威廉之後，成
為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繼承人。

據悉，該名姓名不詳的6歲小女孩在慘案發生後
一直在等待，直至她相信躲在屍體中是安全的。然後
，滿身鮮血的她從那幢建築物跑到外面去。她是第一
個跑出案發地點桑迪胡克小學的學生。

她班上的其餘15名同學都已在案發時遇害。當
她最後返回母親身邊，就對母親說： 「媽媽，我沒事
，但是我的朋友都死光了。」

這名女孩的故事，在她的母親出席了牧師所羅門
參與的悲傷輔導活動之後，被公開了。所羅門向美國
廣播公司說了這名小女孩的故事。

所羅門問道： 「她在那兒（案發現場）看到了什
麼？嗯，她看到一些她覺得很憤怒的人，和一些她覺
得瘋掉的人。」

所羅門又說，這名小女孩的家庭情況很不錯。但
當他們為自己的女兒得以回家而鬆一口氣時，同時又
覺得有些罪惡感，因為他們很多朋友都失去了自己的
孩子。

全美小學加強巡邏
另訊，美國各地小學生周一開課，地方政府16

日要求執法單位加強巡邏。部分地區的學校向家長們
傳達訊息，表示校方正在着手保安事項，或向家長保
證，校方會例行檢查安全措施。部分學校拒絕討論保
安細節，但可以確定的是，全美各地的學校本周都會
高度警戒。

弗吉尼亞州費法克斯郡有18.1萬學生就讀公立
學校，在華府地區是人數最多的。警方本周將加強校
區周邊的巡邏工作，各校也將準備輔導人員，提供諮
詢。警長戴爾16日說： 「這麼做不是為了回應任何
特定威脅，而是希望加強學校周邊保安，協助紓緩民
眾的焦慮不安。」

除了學生的人身安全，行政人員也關心康州槍擊
案對學生心理層面的衝擊。馬里蘭州蒙哥馬利郡的各
大公立學校17日將請心理輔導師入駐每一個校園，
協助14.9萬名學生。學校主管愛德華茲說，相關人
員14日在網絡上發表全國校園心理師協會的建議，
協助家長討論暴力行為。

俄州議員籲教師佩槍
此外，慘案發生後，有輿論討論若當時老師有槍

，或許能擊斃槍手，阻止危機擴大。俄勒岡州共和黨
籍州眾議員李察遜透過電子郵件致函俄州南部3個學
區教育主管機關，要求修改校園禁止帶槍的現行規定
，讓教師在校園內合法佩戴槍枝，保護學生安全。

對於李察遜的提議，麥德福學區教育局長朗恩答
覆媒體詢問時表示，李察遜的主張是基於善意， 「但
我們不能在這種重大慘案發生之後，就倉卒做出任何
定案。」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中新社
17 日報道：官方 16 日披露的更多槍
擊案調查進展顯示，如果有足夠時間
，槍手蘭扎攜帶的子彈數目足以殺死
校園裡每一名學生。

康州州長馬洛伊 16 日透露，20
歲的槍手蘭扎在聽到警方進入學校教
學樓的聲音後，決定開槍結束自己的
生命。他的瘋狂殺人也就此結束。馬
洛伊的上述言論暗示，若無執法人員
立即趕到現場干涉，蘭扎有可能繼續
殺人。

馬洛伊強調，蘭扎行兇時使用的
槍支是 「攻擊性武器」，不是用來打
獵用的槍支。法醫早前已宣布，槍擊
案的遇害者皆死於槍傷。

馬洛伊同時確認，蘭扎是強行闖

入學校的。他說，當時學校教學樓是
上鎖的，但蘭扎設法用 「進攻性武器
」打破了一扇玻璃門，然後開始在樓
內行兇。

馬洛伊沒有進一步說明蘭扎行兇
動機，但他相信 「最終能夠找到他本
人和他家庭的問題所在」。紐敦執法
人員透露，蘭扎沒有在槍擊案現場留
下任何遺言或是字條等。據悉，桑迪
胡克小學 17 日無法恢復正常授課，
警方還在發生槍擊案的教學樓內調查
。當局計劃安排桑迪胡克小學的數百
名學生 17 日到鄰近的門羅鎮小學繼
續學業。桑迪胡克小學是紐敦規模最
大的小學，當局暫時未知該校是否將
會永久關閉。

匿屍下裝死
6歲女童倖存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
報》及中央社 17 日報道：康州校園
槍擊案發生前不久，槍手蘭扎的母
親南希告訴朋友，兒子的狀況 「惡
化」，說她 「快要失去他了」。

一名消息人士說他和 54 歲的南
希是紐敦鎮一間酒吧的 「酒友」，
幾天前和南希聊天時聽到她這番話
。他告訴《每日郵報》： 「南希目
光垂下，看着玻璃杯說 『我不知道
，我擔心我快要失去他了。』她說
狀況變得更糟。她沒辦法和他溝通
。」

他提到，約一年前， 「南希告
訴我，蘭扎用打火機燒自己皮膚，

燒自己的腳踝手臂之類的，好像想
要感覺到些什麼」。他說，南希本周
稍早說的話似乎預示了這起悲劇。

這名酒友還知道南希 「至少有
數十把」槍械，大多是大型步槍，
但不知道有手槍。他說： 「蘭扎9歲
的時候學會開步槍。他們會去射擊
練習場。」他說，南希向來小心管
理槍械。 「南希是個負責任的擁槍
者。她也教導兒子如何負責任地使
用槍械。」

蘭扎 14 日在與母親南希同住的
寓所開槍將母親打死。南希頭部中4
槍，警方在床旁發現她的屍體，身
上還穿着睡衣。

槍手子彈足夠殺光全校

慘案前夕槍手母有預感

▲出席公開活動的凱特16日與球星
碧咸微笑談話 美聯社

◀前意大利
總理貝盧斯
科尼日前宣
布與 27 歲
的電視模特
兒帕斯卡爾
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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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悼念
遇難者的泰
迪熊懷抱着
遇難者名單

路透社

◀一個女孩16日抱着公仔參加紐敦鎮
的守夜儀式 路透社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及法
新社17日報道：在14日美國康州小學槍擊
案中，一名勇敢的小女孩成為她所屬班級的
唯一生還者，因為在槍手蘭扎衝進教室射擊
時，她躲在了同學的屍體間裝死。此外，美
國各地小學生在周一開課前均增加巡邏隊，
並找來心理輔導師，準備安撫學生情緒。

▲◀居民圍在槍擊案死難者的紀念地旁
法新社

◀紐頓鎮小學外的街上放置
着27個木製的紀念牌

法新社

▼奧巴馬 16
日參加康州紐
敦鎮的守夜儀
式，表情沉重

法新社

◀兩名青年女
子16日哀悼槍
擊案遇難者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