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城離職警殺3人潛逃

中國大使駁回日雷達交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8日的例行記者會上發言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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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4年前被解僱 揚言針對同性戀及亞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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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7日下午的搜索焦點轉移至洛杉磯以東約80
公里的大熊湖一帶的雪山。警方在該處發現33歲疑
兇多爾納的輕型貨車，該車被焚燒過，車外有其他
痕跡，但未能協助找到疑兇下落。多爾納的錢包和
身份證明文件則在離洛杉磯兩小時車程的聖迭戈找
到。鄰州內華達州也加入搜索行列──多爾納在該
州有一所房子。

數千重裝警員大圍捕
加州聖貝納迪諾縣警長麥克馬洪說，125名警員

正逐家逐戶進行搜索，希望能得知疑犯的行蹤。一
支特警隊也在社區內加強保安。數千名重裝警員整
天在南加州的高速公路巡邏，而多爾納在網上聲明
中提到的40個人及家屬也被警方保護。局方也暫停
讓警員騎電單車執行任務，以免容易成為目標，又
呼籲廣播機構不要做直播報道以免變相幫有留意新
聞的多爾納逃跑。

目前，多爾納已經製造了至少3起槍擊案件。

1月31日，他衝進前洛杉磯警官蘭德爾．關的家
中，在停車場上槍殺了警官的女兒和她的未婚夫
——28歲的華裔女籃教練莫妮卡．關和27歲的南加
州大學保安主任勞倫斯。蘭德爾．關曾是多爾納在
洛杉磯警局服役時的教官之一，曾參與多爾納被解
僱的法院聽證會。

2月7日清晨，加州科羅納有居民報稱看到多爾
納，警員隨即跟蹤一輛輕型貨車。車停下來之後，
相信是多爾納的司機走出車外和兩名警員交火，造
成一名警員頭部被子彈擦傷。約20分鐘後，他又趁
一輛警車在紅燈時停車的間隙，騎摩托車接近警車
，並用自動步槍向車上的警察連續射擊，造成1名警
察當場死亡，另1人身受重傷。

兇嫌發恐嚇信至CNN
多爾納2005到2008年在洛杉磯警局工作，2007

年舉報一名高階警官違規毆打犯罪嫌疑人，2008年9
月因做偽證遭到解僱。

多爾納曾加入美國海軍，在海軍的地勤單位服
役並被部署到巴林等地。他曾獲國防服務獎章、伊
拉克戰役獎章、全球反恐戰爭服務獎章、海軍服役
獎章、海軍海外服務綬帶、美軍預備役獎章、步槍
神槍手綬帶和手槍專家獎牌。然而本月1日多爾納被
撤去海軍後備役軍人職位。海軍沒有說明為什麼解
僱多爾納。

多爾納4日在網上發表聲明，指成長過程中他不
斷遭到種族歧視，也指責蘭德爾．關以及其他警察
，害他遭到革職，因此他將對洛杉磯警署 「進行非
傳統和不對稱的戰爭」，他說： 「不幸的是，我不
會活着看到自己清白了。這件事關乎我的名聲。一
個人如果沒有自己的名聲，就根本什麼都不是。」

他指女同性戀者和亞裔人士是 「高價值」目標，更
揚言會利用他接受到的所有訓練來避免落網。

多爾納在自己的聲明中說， 「別以為常規的威
脅預判方法可以對我有用，我和十多個恐怖組織作
戰過，他們都傷不了我。不要部署飛艇或直升機，
我有SA-7便攜式防空導彈。正如你們所知，我還有
巴雷特重型狙擊步槍，所以你們的裝甲車無異於一
個好靶子。」

另有消息指多爾納一周前寄了一個郵包給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主持庫珀，並附上一張寫
有 「我從不說謊」字句的字條、一隻影音光碟和一
枚被子彈射穿的硬幣。

【本報訊】據新華社8日報道：中國
駐日本大使程永華8日往見日本外務省常
務副外長河相周夫，河相就所謂中國海
軍艦艇火控雷達瞄準日艦機事提出交涉
。程永華大使駁回日方主張，並提出反
交涉。

程永華表示，5日以來，日方突然大
肆炒作所謂 「中國海軍艦載火控雷達瞄
準日艦機事」，以此渲染 「中國威脅」
，抹黑中國形象。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
滿，並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程永華說
，中方有關部門已公布了有關事實真相
，日方的說法不符合事實。中方要求日
方採取切實措施，停止發表不負責任的
言論，停止人為炒作危機，製造緊張，

煽動對立，激化矛盾。
另外，對於日方稱中國海軍艦艇用

火控雷達照射日方艦機一事，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在8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
應稱，中方有關部門已公布有關事實真
相，日方的說法完全是無中生有。

外交部：日方無中生有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7日在眾議院預算

委員會上稱，日方對 「火控雷達瞄準事
件」感到遺憾，已向中方表示強烈抗議
。8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稱，日方不接
受中方關於火控雷達瞄準日艦機事不符
合事實的說明。

華春瑩對此指出，日方挑起釣魚島

爭端以來，中方在採取必要措施維護國
家領土主權的同時，一直保持克制和負
責任態度，致力於通過對話磋商管控和
解決問題。日方不僅不糾正錯誤，還變
本加厲出動大量艦機持續採取損害中國
主權的行動。

「日方艦機對在公海進行正常巡航
訓練的中國海軍艦艇長期進行近距離跟
蹤監視，是造成中日海空安全問題的根
源」，華春瑩強調，此次日方蓄意散布
虛假信息，抹黑中國形象，渲染 「中國
威脅」，製造緊張氣氛，誤導國際輿論。

「我們希望日方不要再搞小動作，
回到對話解決問題的正確軌道上來」，
華春瑩說。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和法新
社洛杉磯8日報道：美國洛杉磯一名被革職
的警察槍殺3人，包括一名華裔女籃教練及
其未婚夫，以及一名警察，又槍傷另外兩
名警員；並在網上威脅殺更多人，以報復
他當警察時的 「仇人」 ，揚言同性戀及亞
裔人是優先的報復目標。為免他殺害更多
人，南加州和內華達州數千名警員正展開
大規模搜索行動，期間更封鎖多間學校和
一個滑雪勝地，以搜捕兇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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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裝的警員7日在槍擊案發現場附近巡邏
美聯社

▲警方調查人員7日檢查一輛彈痕纍纍的洛杉磯警車
法新社

▲警員7日聚集在相信屬於多爾納的輕型貨車周圍
路透社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中新社8日報道：美國
中情局（CIA）候任局長布倫南7日出席參議院提名
聽證會，孰料遭反戰人士鬧場，責罵他策劃的無人
機空襲等同 「屠殺」，聽證會一度被迫中斷。

華盛頓時間7日下午，布倫南來到國會山，接受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對他出任中情局局長的質詢。布
倫南剛一落座，知名反戰組織 「粉紅代碼」（
CodePink）的成員就衝到他的面前，大聲抗議美國
無人機政策。

其後布倫南宣讀自己的證詞，結果被抗議人士
接二連三地打斷。其中一位女士站到椅子上，舉着
一個白色布娃娃，抗議 「布倫南屠殺」，還有人高
呼 「叫停無人機，叫停布倫南」、 「布倫南是戰犯
」等抗議口號。

看到聽眾鬧場，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女主席范恩
斯坦隨即叫停聽證，要求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將所
有抗議人士帶離，保證聽證會順利舉行。中斷數分
鐘後，聽證會才重新開始。

作為前白宮首席反恐顧問，布倫南被外界視為
美國無人機空襲行動的 「總策劃」。在他的主導下
，美國最近4年大幅增加無人機空襲次數，追殺盤踞

在也門、巴基斯坦、索馬里等地的 「基地」組織分
子。

但提名聽證會舉行前夕，一份美國司法部機密
文件突然曝光，令布倫南成 「眾矢之的」。文件顯
示，如果當局認定某美國公民為 「基地」組織分子
，即使沒有證據顯示他正在參與瞄準美國的恐怖襲
擊，也可動用無人機將他擊斃，這種 「法外殺人」
的做法令外界嘩然。

聽證會上，議員數次質詢無人機問題，並懷疑
奧巴馬政府故意隱瞞涉及無人機空襲的關鍵文件。
布倫南回應中情局及五角大樓使用無人機十分謹慎
， 「萬不得已才會行使這些權力」。他還承諾將加
強無人機計劃透明度，並為其辯護，稱這一計劃大
大減少了美方在反恐戰爭中的人員傷亡。

7日早些時候，白宮對參眾兩院的情報委員會解
密部分涉及無人機的文件，但僅允許本人查閱，不
許下屬翻看。

分析人士指出，白宮此舉意在為布倫南解圍，
希望參院盡快批准對他的提名，否則司法部密件一
事繼續發酵，布倫南很可能步候任防長哈格爾 「後
塵」，為爭取參院批准經歷一場苦戰。

被罵策劃無人機屠殺聆訊一度暫停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法新社8日報道：

美國東北部8日有可能遭遇歷史性暴風雪，屆時
從紐約市到波士頓的人口密集地帶可能積雪達兩
呎（0.6米）。預期8日晚上直至9日的降雪量最高
。陣風時速可達到75英里（120公里），導致積
雪。廣泛地區恐怕停電。

民眾開始儲備糧食和其他風暴物資。東岸一
帶的道路工作隊伍也準備好鹽和沙來除雪。波士
頓及羅得島州普羅維登斯的學校8日停課。航空
公司也在預期交通嚴重受阻之時，取消了2600多
班航機。

紐約市長彭博說已準備好剷雪機和25萬噸鹽
。他說市立學校應該開放。但著名的斯塔滕島渡
輪經已減班行駛。波士頓市長梅尼諾也下令市政
府非必要員工留在家中，又下令禁止泊車。

天氣預報員說，新英格蘭地區可能會遭遇史
上最厲害的10次暴風雪之一，甚至可能打破2003
年波士頓降雪27.6吋（700毫米）的紀錄。這場風
暴降臨前不久，適逢1978年出現 「大暴雪」35周
年。當年2月5日至7日那場暴風雪令新英格蘭積
雪達兩呎，風力達到颶風程度，導致新英格蘭陷
入癱瘓，過百人死亡。

往來紐約國泰航班受阻
國泰航空表示，多班來往紐約及溫哥華航班

會延遲或取消。取消的航班，包括原定昨日下午
由香港往紐約、昨晚由紐約到溫哥華，以及今晨
二時許由溫哥華到香港的航班。而原定昨晚從香
港往紐約，以及今日凌晨由紐約飛來香港的航班
，都分別順延一天。

【本報訊】據《世界日報》8日消息：前洛杉
磯警局警員多爾納槍殺無辜引得全南加州雞犬不寧
，而嚴陣以待的加州警方在追捕過程中風聲鶴唳，
草木皆兵，傷及無辜，烏龍不斷。7日上午，僅在
托倫斯市就發生兩起警方為追捕兇嫌多爾納而開槍
傷及無辜的事件。

洛市警員在托倫斯圍捕多爾納的過程中將兩名
開着一輛藍色小卡車送報的無辜女子開槍打傷，另
外，托倫斯警方也開槍濫射，所幸沒有傷人。

第一起濫射事件發生在托倫斯市Radbeam街
19500號附近。根據警方的錄像，兩名送報女子開
一輛疑似嫌兇多爾納所開的藍色小卡車送報，被警
方當成嫌犯的車輛遭到射擊，幾乎被打成蜂巢。車
上女子一人被擊中手臂，一人背部中槍，均已送往
附近醫院。槍擊過後，小卡車滿身彈痕，車上的報
紙也散落一地。

據稱，在此次烏龍事件中開槍濫射的涉事警察
，負責保護在多爾納的殺人名單上的另一名警官。

在網絡上，一些網友看到被打成 「篩子」 的無
辜小卡車，很多人認為洛市警方出手如此之狠，是
為了 「殺人滅口」 ，因為網路上流傳的多爾納的萬
言 「自白書」 ，揭露了很多洛市警局見不得人的醜
事。

同一天早上5時45分，在托倫斯Flagler巷和
Beryl街之間，托倫斯警方也亂開槍，所幸沒有造成
傷亡。

警方草木皆兵槍傷兩女

◀28歲的華裔女籃教練
莫妮卡．關

資料圖片

▶洛杉磯警察
局長貝克7日在
記者會上呼籲
多爾納投降

法新社

▼反戰組織成員7
日抗議美國無人機
政策 美聯社

◀美國中情局候任
局長布倫南7日出
席提名聽證會

美聯社

【本報訊】據路透社洛杉磯七日消
息：6呎高，重270磅的前警員克里斯托
弗．多爾納把他一生中很多不幸歸咎於
洛杉磯警察局：他被該警察局撤職、失
去軍隊職位，以及當他在洛杉磯警察局
工作時遭受的種族歧視。

33歲的多爾納在網上發表個人宣言
，把自己描繪成受害者。他說，他在
2008年被洛城警察局解僱，是因為他揭
發一位上級警官一年前在拘捕嫌疑犯時
過度使用武力。

這份叫做《最後手段》的文章說：
「洛杉磯警察局懷疑我的報告的真實性

，這懷疑現在帶來了致命後果。」
多爾納曾試圖打官司，以恢復自己

的職位。據法庭文件，多爾納指控其實
地訓練官在一家酒店門口踢一名嫌疑犯
，兩次踢肩，一次踢臉。多爾納還說，

該名訓練官讓他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任何
人。他說，此事發生在他隨海軍派駐海
外歸來後的第一個月。

但是，警察局內部投訴委員會找不
到發生這次踢人事件的證據，部分原因
是目擊這次扭打的酒店員工說，他們沒
看見該警官踢疑犯。

該委員會反而發現多爾納有一個動
機，就是因其訓練官要他提高成績而誣
告其訓練官。他於2008年因作出假聲明
而被解僱。他在自己的宣言中說，他是
因為越過洛杉磯警察局的 「藍線」而遭
解僱。

他不僅指責洛杉磯警察局解僱他，
而且把他結束海軍生涯和與家人不和也
歸咎該警局。他還提到其他不幸，例如
在警察局受到種族歧視和作為美國黑人
在南加州成長的不愉快經歷。

他說： 「我失去海軍安全部隊後備
隊指揮官的職位……都是因為洛杉磯警
察局。我失去與母親和妹妹的關係，也
是因為洛杉磯警察局。基本上，我失去
一切，全都是因為洛杉磯警察局明知道
我是無辜卻開除我！！！」

他還在個人宣言中說： 「我從來都
沒有機會擁有自己的家庭，我要把你們
都終結。」

多爾納沒有孩子，法庭文件顯示他
的妻子曾於2007年申請離婚，但沒有證
據顯示他們最終分手。

雖然他的職業生涯每況愈下是很明
顯的，但是暫時仍難以完全確定到底是
什麼引發他大開殺戒，尤其是這次槍擊
事件發生在他被解僱近5年後，以及他
要求恢復洛杉磯警察局職位遭法官駁回
3年之後。

魔警稱遭種族歧視

▲疑犯多爾納曾任職美國海軍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