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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
郵報》、中新社18日消息：根據
當局17日披露的美國康涅狄格小

學校園槍擊案最新調查進展，製造這
起槍擊案的槍手亞當．蘭扎智力超群

，16歲曾讀大學課程，且成績優良。蘭
扎和母親南希居住的住所也首次曝光。

美國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學發言人17日證實
，蘭扎16歲時曾經在該校就讀。他當時在大學
內修過很多課程。

根據校方公布的成績單，蘭扎的成績優良，
他的大學平均分（GPA）是3.26分，而美國大
學GPA滿分為4分。

美國媒體早前公布了一張蘭扎在紐敦高中就
讀時在 「技術俱樂部」 與同學的合影。該校學生
形容這個 「技術俱樂部」 ，是 「書呆子」 參加的
校園科技協會。

康涅狄格法院17日公布蘭扎父母的離婚文
件顯示，南希去年從丈夫那裡獲得26萬美元的
贍養費，今年獲得近29萬美元贍養費。文件沒
有顯示蘭扎的家庭在離婚前後是否變得不安定，
或提及蘭扎是否有精神疾病。文件披露，蘭扎一
直在位於紐敦郊外的住所裡和南希一起生活，直
到14日蘭扎在該住所裡將南希打死。

警方目前已將這幢房子周圍全部封鎖。據悉
，這附近的居民家境普遍不錯。槍擊案中一名6
歲死者霍克利的家也在這附近。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世界新聞
網18日消息：發生震驚世界的小學屠殺案的康州紐
敦鎮，當地時間17日為兩名遇難兒童、6歲男孩諾
亞．波茲納和傑克．品托舉行了葬禮。他們是在此
事件中喪生的20名學童中最先安葬的。

儘管當天天氣寒冷，但紐敦鎮的兩家殯儀館內
擠滿了向兩名男孩告別的悼念者。諾亞的舅舅哈勒
在葬禮中說： 「如果諾亞沒有離開我們，他將會成
為一個偉大的人，他會是一個好丈夫和充滿愛心的
父親。」 諾亞的媽媽含淚告訴大家，諾亞是一個聰
明、幽默和淘氣的男孩，喜歡小動物和打電玩遊戲
。諾亞的雙胞胎姊妹艾莉爾慘案發生當天因為在另
外一間教室，得以倖存。

傑克是鎮上青年摔角協會最年輕的成員之一，
17日有數十名該協會的小男孩，身穿灰色的 「紐敦
摔角」 T恤出席葬禮，10歲的路克．威爾曼說，傑
克熱愛美式足球和摔角，最崇拜職業美足巨人隊的
接球員克魯茲，克魯茲16日在比賽時，在他的球鞋
上寫上了： 「傑克．品托，我的英雄」 。

一名悼念者昆多琳．葛洛維說，這些葬禮傳達
出了一個安慰與保護的信息，特別是對其他的兒童
， 「這個信息是：你們現在很安全，最壞的事已經
過去了」 。

紐敦鎮所有的小學17日都停課，其他的學校18
日開始恢復上課，桑迪胡克小學倖存的學生將全部
移往附近孟洛鎮的Chalk Hill初中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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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的加州青年班加揚和19歲的華盛頓州青年馬丁森分別在
社交網站 「臉譜」發出槍擊威脅。班加揚在洛杉磯其父母的住所
被捕。當局在這裡檢獲9支槍，包括若干支步槍、手槍和一支霰彈
槍。他被押往洛杉磯市中心男子中央監獄，並需交付50萬美元保
證金。不過，檢控官17日晚宣布不會以任何罪名對他起訴。

社交網站發威脅信息
班加揚對警方表示，他在 「臉譜」上發文說，如果人們繼續

發布有關康州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的帖子，他就會在洛杉磯的學
校做同樣的事。但他這麼說只是開玩笑而已。

班加揚還在他的 「臉譜」頁面上說，美國人需要放下這宗槍
擊案，因為其他國家不時有數以千計的兒童死亡。班加揚因為沒
有對任何一所學校或任何一個人構成具體威脅而獲釋。

洛杉磯警察局長貝克表示，班加揚發出的這個帖子， 「包含
清晰信息，顯示他有能力把威脅付諸實行」。

另一方面，馬丁森仍然被警方扣留。此前他在 「臉譜」威脅
說，如果在康州槍擊案發生之後，他的持槍權被剝奪的話，他就
會 「親自帶同我那支被鋸短的雙管霰彈槍和AK-47步槍，槍擊離
我目前位置半徑100英里內的每一所學校」。同時他也對康州槍擊
案的兇手表達了敬佩之情，稱其是 「英雄」。很多人都看到了這
個帖子，並通知了警方和馬丁森的母親。

據悉，他的母親隨即和兒子對質，兩人發生口角，馬丁森逃
走，警方其後抵達他的家。警方花了一個周末搜捕他，直至馬丁
森本人16日自首。

馬丁森在 「臉譜」作出這番威脅之前，並沒有犯罪前科。
另據康涅狄格州當地媒體17日報道，該州里奇菲爾德一處學

校附近當天早晨發現一名持槍者，該市所有學校緊急關閉。里奇
菲爾德距離發生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的紐敦僅30公里。

據當地《丹伯里新聞時報》報道，一名開車經過
當地火車站的市民發現有一名男子攜帶步槍出現在車
站附近，隨即報警。由於車站附近即有一所學校，當地教育部
門隨即下令緊急關閉當地所有學校。警方也增派警員上街巡邏，
目前還未找到這名持槍者。

多地學校加強戒備
紐敦鎮槍擊事件發生後，康州警方和教育部門一直處在高度

戒備狀態。其他各州的學區也都加強警備，檢查一切可疑跡象，
賓夕法尼亞州和佛羅里達州的學校都發生了襲擊案疑雲。

賓州蒙哥馬利郡人員說，該郡的上都柏林高中早上8時30分
許被關閉，因為安全人員質疑一名學生的背包裝有長槍。結果證
實可疑長槍實際上是把雨傘。

佛州奧蘭治郡警長說，一匹填充玩具搖馬背上馱着的可疑黑
盒子，導致郡內的兩座學校被關閉，以防發生意外。郡警派出防
爆隊檢查，結果證實黑盒子沒有安全隱憂
，關閉的學校約一小時後也重新開放。

【本報訊】綜合英國廣播公司、中新
社18日消息：美國康州小學槍擊慘案發生
後，引發全美激烈辯論私人擁槍制度。截
至17日，已有超過15萬美國人在白宮網站
簽請願書呼籲奧巴馬 「控槍」。紐約市長
彭博和兩名一直支持私人擁槍的參議員也
加入了要求修改擁槍法案的行列。

一批 「控槍派」人士在槍擊案發生的
14 日 向 白 宮 「我 們 人 民 」 （We the
People）官網發起一份要求槍支管控的請
願書。截至 17 日下午，該請願書已獲逾
15.6 萬人簽名。該請願書寫道： 「這封請
願書的目的，是促使奧巴馬政府出台有關
限制槍支的法律。儘管全國性的對話至關
重要，但法律卻是唯一可以減少槍擊死亡
人數的手段。」

「擁槍派」 勢力龐大
紐約市長彭博17日在市政廳召開新聞

發布會，敦促美國總統和國會採取行動，
推動槍支管控立法，以減少槍支暴力事件
的發生。

民主黨參議員曼琴和沃爾納此前一直
是私人擁槍政策的堅定支持者，但

現在兩人呼籲，應當重新審查私人擁槍制
度了。

不過， 「擁槍派」背後有一個強大組
織─全美步槍協會，其會員達 400 萬之
眾，歷史上 8 任總統都是這個組織的會員
，其強大政治影響力令人敬畏，這也正是
歷屆總統不能、不願
或不敢推動嚴格槍
支管制法的原因之
一。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美聯社18日消息：美國康州紐敦鎮
校園發生的慘案使得全國學校在新的一周加強戒備，採取嚴格的安全防範措
施。不過，仍有兩名男子先後在網上發出訊息，威脅要襲擊學校，這兩人隨
後都被警方拘捕。

▲聲言要在多間小學▲聲言要在多間小學
行兇的班加揚行兇的班加揚

英國《每日郵報》英國《每日郵報》 ▲馬丁森在▲馬丁森在 「「臉譜臉譜」」 上上
發布威脅信息發布威脅信息

英國《每日郵報》英國《每日郵報》

▲奧巴馬▲奧巴馬1616日前往紐日前往紐
敦鎮參加了槍擊案死敦鎮參加了槍擊案死
難者的追思會難者的追思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民眾 17日在全美步
槍協會（NRA）辦公室前要
求加強槍支管控 法新社

▶桑迪胡
克小學部
分遇難小
童生前合
照
英國《每
日郵報》

▼蘭扎和母親的住
所已被警方封鎖

英國《每日郵報》

▲追悼會現場的民▲追悼會現場的民
眾神情悲傷眾神情悲傷
英國《每日郵報》英國《每日郵報》

▲槍手蘭扎的居所離其中一名遇難兒童的住處不
遠 英國《每日郵報》

管控槍支考驗奧巴馬政治勇氣

美國康涅狄格州桑迪胡
克小學校園槍擊慘案，震驚
全美，也再一次把槍支管控
問題推到風口浪尖。連日來
，美國民眾在痛悼死難者的

同時，紛紛把矛頭指向槍支氾濫這一社會「頑
疾」。在首都華盛頓，大批民眾湧到全美步槍
協會示威，在白宮網站，超過十五萬人簽署
請願書，要求政府討論限制自由出售槍支的
措施。一些政客也發表呼籲，要求奧巴馬「立
即行動」，向國
會提交法律草案
，解決非法擁有
槍支問題。美國
是否會借此次校園慘案，動真格管控槍支，
是對奧巴馬政治勇氣和智慧的嚴峻考驗。

校園槍擊慘案發生後，奧巴馬確實動了
真情。在全世界注視下，奧巴馬幾次哽咽、
流淚，矢言 「採取有意義的行動來阻止更多
像這樣的悲劇」。但細心的人都發現，奧巴
馬自始至終未明確提及管控槍支問題。從總
統閃爍其辭、欲言又止的表態，足見 「控槍
」議題的敏感程度。

美國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擁有私人槍支

最多的國家。三億美國人持槍總數超過兩億
三千五百萬支，幾乎人手一槍，每年新槍銷
量高達四百五十萬支。槍支氾濫帶來嚴重的
社會問題，每年在美發生的與槍支有關的案
件高達一百多萬起，約十萬人遭到槍擊，逾
三萬人死在槍口之下。槍支成為美暴力犯罪
連年攀升、社會治安每況愈下的主要原因。

但管控槍支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
在美國卻是人人都不願輕易觸及的老大難。
即便是最有 「變革」魄力的政客，對 「控槍

」也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美國，持
槍是一集歷史傳統、經濟利益、法律政治三
位一體的複雜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中明確規定： 「人
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受侵犯」。管控
槍支可能侵犯公民的憲法權利，這在極度崇
尚個人自由的國度裡是一 「禁忌」，連總統
也不敢輕易造次。

持槍的背後是實力強大的利益集團。反
對槍支管制的最大力量來自赫赫有名的全美

步槍協會。該協會目前擁有會員近四百萬人
，其中不乏高官名人，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
院外游說集團，每年花在游說國會的經費都
在百萬美元以上。協會的口號是 「一人一槍
，就是安全社會」，工作目標就是取消一切
對槍支的限制。

「控槍」與 「反控槍」也是民主、共和
兩黨較量的政治議題。奧巴馬的民主黨總體
上支持對槍支管控，在連任競選期間就曾暗
示，如果有人提出新的強制管控議案，他可

能會支持。但共和
黨則傾向於反對任
何槍支管制的措施
，即使在這起校園

慘案發生後，還有人提出，若遇害校長當時
有槍的話，或許早就射爆了槍手的頭，慘劇
或可避免。

每當有重大槍擊案發生，美國社會都會
出現管控槍支的爭論。但隨着案件
逐漸平息，一切又都漸歸沉寂，未
見有任何新變化。此次校園慘案亦
同樣，若奧巴馬及國會領導人沒有
足夠的政治勇氣， 「控槍」在美國
仍將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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