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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支管理三两事
版面编辑：万扬

 
亚裔社区门诊 2017年服务时间 

日期 基础科医生 专科医生 特别

服务 

7/29/2017 严皓（家庭科）  
 

8/26/2017 徐治（内科） 萧苏红（中医针灸科）  

9/30/2017 米德铭 （内科）  
 

10/28/2017 郭雄（家庭科）  
 

12/30/2017 张晶（内科神经科）  
 

家庭科：胡培怡，毛海宏，严皓，郭雄    
内科：杨红梅，徐治，何成诗，崔环普，姜文东，米德铭，张晶（神经科），李

志雄（神经科），韩新强（心内科），王勤（肾科），田建明（消化科）,唐玉

珠（睡眠科） 
 
其他专科：李清（眼科），陈剑 （口腔科），王重光（口腔科），徐海峰（口

腔科），周绕（妇产科），陈雅瑜（小儿科），萧苏红（中医针灸），高秀莹

（心理咨询），Eugene Hsiao (整形外科) 
 

  

地址：印城华人教会（地下室） 
           3450E. 116th Street,Carmel,IN 46033 
时间：周六上午 9-12 时； 
           就诊两天前预约，额满即止；必须有电话回复。如无电复，恕不就诊。 
预约电话：317-550-9703 
亚裔社区门诊是由印城华人医学会（ICMA）组织的为没有医疗保险的印州亚裔居民服

务的免费门诊。 
由于场地限制，门诊项目仅限于诊治一般性疾病。   

 

        2017年6月30日，在美国纽约的Bronx-Lebanon医院发生了枪击
事件，造成一名医生死亡以及六人重伤。而这起案件的枪手竟然是
先前在该医院任职的医生Henry Bello。惊骇之余，枪支管控这个议
题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美国并不算长久的历史中，枪支从来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
从独立战争打响的第一枪开始，枪支便和美国人形影不离，既为国
家赢得战争和独立，又帮助平民击退匪徒的袭击。自然而然地，枪
支在美国文化中深深扎根，宪法的第二修正案正是保护公民持枪权
力的最高法律依据。然而近些年来，恶性枪击事件频繁发生，引发
了人们的恐慌和针对枪支的质疑；枪支管控的呼声越来越大，甚至
存在完全禁枪的提议。究竟如何管理枪支呢？在这个问题上，许多
美国人有严重的误解。
      我们不难发现支持禁枪者认为枪支是造成大规模杀伤人命案件的
主要原因，并且认为只要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严令禁止枪支，就能避
免这些惨剧的发生。比如Sandy Hook校园枪击案，枪手击毙二十位
小学一年级儿童和六位成人。支持禁枪者会想，“只要下达枪支禁
令，这类案件不就不复存在了吗？” 事实上，这只能是单纯、不切
实际的想法。原因就是枪支不是造成伤亡的根本原因。下面为两个

如何看待全面禁枪的呼声
                                                   作者：JH

        一名枪手持冲锋枪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
(布朗克斯)的一间医院开枪行凶,造成该医院
1名医生死亡,6名医生受的伤,其中5人伤势严
重。
        这起枪击事件发生于美国本周五(6月30
日)当地时间下午,位于纽约市的布朗克斯——
黎巴嫩医院(Bronx-Lebanon医院)。
        枪手据信为该医院前雇员,并于行凶后自
杀身亡。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表示该
枪击案非恐怖袭击事件,而是“与职场问题有
关”。他指此次枪击”发生在与关爱,安慰息
息相关的地方,是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数名受伤医生正在与死神搏斗”,他补充
道。警方表示枪手被发现时身着白色医护制
服,一把冲锋枪置于他身旁。
        纽约市警察局长欧尼尔(James O ‘ neill)
表示枪击案发生在医院第16层,所有受害者均
于16和17层受袭。
        枪手身份经官方证实为现年45岁的亨利
贝洛(亨利·贝罗),曾在事发医院工作,是一名
家庭医学医生。据美国NBC报道,他于2015年
辞职以免遭解雇。
       欧尼尔称枪手曾试图自焚,随后死于自己
造成的身体伤害。
        社交媒体上显示事发医院内的医生和护
士们将自己反锁在位于希望山区域(山希望区)
的医院大楼内。
       一名在放射科的病人菲利克斯普诺(Felix
普诺)发推称:“整座医院大楼被完全封闭了,
我正在做X光检查,保安警告说一起持枪公开
开火的事件正在发生。”
        加里特林布尔(加里特林布尔)的未婚妻
在该医院工作,他表示医院的安保差强人意。
他说:“只要与一名雇员同行,我就可以从医院
后门进出。如果有雇员给我开的门,我也可以
直接进去。我认为每间医院都应该配备一名
警察检查每个出入口。他们(警察)只在有事发
生的时候才有所作为。”
       布朗克斯——黎巴嫩医院是一间非牟利
的私家医院,已开设了120年。
医院枪击案比较少见,但近年来已发生数起类
似事件。
        2015年,一名男子在波士顿医院询问一名
心脏病医生的姓名,随后在该名医生露面时将
他射杀。调查显示该男子的母亲曾在波士顿
医院就医。
        2016年7月,另外一名男子在弗罗里达的
一家医疗中心公开开火,致一名老年女性和一
名医院工作者身亡。嫌疑人之后被认为存在
精神问题,并被质疑是否有能力接受审讯。
亦在去年7月,柏林医院的一名病人在朝自己
开枪前,持枪袭击了一位医生。同年早些时候,
一起枪击案也发生在柏林另外一间医院外,未
造成人员死亡。

文章来源：互联网

纽约医院枪击案

例证：2010年山东淄博幼儿园血案，歹徒持刀砍死砍伤儿童成人大
约20人。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6月份，江苏发生幼儿园爆炸案，造
成数十人死伤。这两起案件和Sandy Hook的相似之处便是歹徒挑选
弱小的人群作为目标，不同之处便是这两起案件不涉及枪支。
      枪支—与其他武器一样—仅仅是一个工具；不是枪支杀伤人
命，而是歹徒杀伤人命。歹徒即使不能获得枪支，也可以选择其
他武器作案。所以全面禁枪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算真的要效
仿英国和澳大利亚实行全面禁枪，在美国又如何执行呢？禁枪的
第一步便是从美国人手中收缴全部枪支，其中必须包括罪犯。显
而易见的，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落实的目标，而且会让平民在遇
险时无法正当防卫。
       目前美国政府最应该做的，是有效地管理枪支，特别是预防
前科犯和精神疾病患者持有枪支。以Bronx-Lebanon医院枪击案为
例，枪手Henry Bello在早先就曾因为性骚扰控告被警方逮捕过，然
而他竟然能够顺利地购买枪支，这便凸显了管理失当的弊病。总
而言之，枪支管理是个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无法表达完整，在
此仅强调全面禁枪是不可行的这一点吧。

图片来源：互联网

   赵乔专栏：一些小常识

        总有那么些生活常识,刻在你的脑子里,你却不知道该如何应用,或者说,你知道这么会事,但
是从来没遇见过,没处理过,也就没有经验。所以，在这次的碎碎念里就跟大家讲一讲一些你知
道，但是应用上存在细节问题的常识。
        比方说报警电话，大家都知道报警电话在国内是110，在美国是911，简单好记，但是
你真的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打报警电话么？并不是每件需要报警的事情都要打这两个紧急电话
的，而如果不打这两个电话的话，就要打当地警局的电话，这就需要具体查询了。而什么时
候该打这两个电话呢，打个比方，你用电锯把腿锯掉了，就是时候打这个电话了。然后什么
心脏病啊，突然疾病啊，路遇抢匪啊，家里正在遭贼啊，这种紧急情况，是需要打紧急报警
电话911的。一些昨天发生的事情，打当地警局的电话报备就好，只有正在发生的才是这些短
促的号码发挥效用的目标。
        然后，你们知道救护车很贵么？小病小痛就不要打急救电话了，这是要占医疗资源的，
比如感冒叫救护车就是不合适的，当然，真遇到紧急情况还是不要犹豫，对自己的身体状态
要有个正确的判断，每个人都应当去年检，人就跟车一样，不检查一下是会有隐患的。当你
感到身体不对劲，请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因为繁忙就不去医院，不管花多久检查，确认自
己身体没大碍是最为重要的。
        再说一些你们在生活中肯定会遇到的事情，如果油锅着火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千万不
要把玻璃盖子压上去，会炸的！比较正确的处理是用不会点燃，也不会烧炸的东西盖住，缺
少氧气，火焰会自动熄灭。不过，在美国我遇见的大多数都是电磁炉，想要着火也不那么容
易。在家里玩火不好，我知道有的人习惯在家里点香蜡，给家里增加点气氛什么的。这种我
个人其实很赞成，因为我也这么干，但是有几点要注意的，首先就是把蜡烛放在一个周围没
有易燃品的地方，其次最好外面有保证安全的隔离框架，放在一个不会被不小心打翻踢倒的
地方，家里注意通风。
        总之，对于独自出门在外的朋友，请务必对自己的生活更加留心，照顾好自己，因为独
自在外，只有自己最可靠。

在美国，什么人能合法持枪？

        美国究竟什么是合法持枪？ 什么人能
合法持枪？ 美国的枪枝泛滥和校园枪击案等
暴力事件又有什么关联呢？ 事实上，在美国
尽管持枪是一项宪法权利，但由于宪法没有
很细的规定，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对于枪枝
管理有不同的解释，美国枪枝管理的漏洞显
而易见。 从某种程度上讲，「持枪权」对美
国人而言，是「权利的诱惑」，也是「安全
的灾祸」。 

【法律依据】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文规定：「纪律
严明之民兵乃保障自由州安全之所需，人民
保有及配带武器之权不得侵犯。 」这是美国
人合法持枪最根本的法律基础。 美国联邦

法律规定，美国公民、有美国绿卡、有美国
非移民签证进行狩猎和体育活动的外国人，
以及非移民身份但符合5种例外情况（包括
有美国任一州颁发的有效狩猎执照或许可证
等）的外国人，均可拥有枪枝。 根据美国酒
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的定义，大
致而言，枪在美国通常分为三类：手枪、步
枪和猎枪，步枪和猎枪都被认为是「长枪」
。 在美国，合法买枪的年龄是18岁以上，年

满18岁可购买长枪，满21岁才可买手枪。 

【背景调查】 
        在美国买枪手续不复杂，关键是要通过
背景调查。 买枪者需填写武器事务历史记录
表，一张表只能对应一支枪。 内容包括个人
基本信息、是否为实际购买人、有无犯罪记
录、有无法庭限制令在身、是否为非法移民
等。 枪店会将表上内容仔细核对后录入全国
实时犯罪调查系统进行比对。 美国联邦调查
局1998年启用的这套系统经多次改进，一般
几分钟内即出结果——通过、暂缓通过或拒
绝通过。 无法通过背景调查的主要包括以
下几类人：犯有重罪或某些轻罪的、逃犯、
吸毒者或非法使用毒品的、精神有问题的、
被军队开除的、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非法
移民、未成年人、受人身限制令限制的以及
犯有家庭暴力罪的。 据统计，自1994年以
来，美国有超过240万人次没有通过背景调
查。 联邦法律规定，代不具备买枪资格的人
购枪是重罪。 如果罪名成立，按不同性质会
被判5年至10年监禁，罚款5万至10万美元。 
美国gunsandammo.com网站做了一个有趣的

排名，美国对枪枝「最不友好的」也就是管
理较严的前十名地区，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纽约州、新泽西州、麻萨诸塞州、夏威
夷州、加利福尼亚州、康乃狄克州、马里兰
州、伊利诺伊州和罗得岛州，而对枪枝「最
友好的」前十名地区是亚利桑那州、佛蒙特
州、阿拉斯加州、犹他州、肯塔基州、怀俄
明州、亚拉巴马州 、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和
新罕布什尔州。 

【管理漏洞】 
        根据美国防止枪枝暴力法律中心的数
据，联邦法律没有规定持枪者或买枪者要申
请许可，美国50个州中仅14个要求持有所有
类型或几种类型的枪枝，需要申请许可。 联
邦法律也没有限制公开场合携带枪枝，有31
个州允许居民在没有认证或许可的情况下公
开携带枪枝。 这意味着在很多州可能有很多
枪都没有登记，存在于政府的视线之外，而
且也很难知道持枪人带枪去了哪里。 美国防
止枪枝暴力法律中心指出，尽管有犯罪背景
调查这道防线，但不是所有买枪的人都到有
执照的枪店买枪。 只有13个州明确规定，不
管什么枪、怎么买卖，都需要做背景调查。 
熟人和朋友之间买卖，或在枪展上买枪，更
谈不上什么背景调查。 「防止枪枝暴力布雷
迪运动」认为，有统计显示，美国有40%的
枪枝买卖未经过任何背景调查。 美国外交关
系委员会说，美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

却占全世界私人持枪数量的35%至50%。 根
据justfacts.com的数据，2014年美国有3.19亿
人口，而枪枝制造商的生产数据显示，当年
美国国内私人和国内执法部门所拥有的火器
约为3.71亿件，其中约1.46亿件是手枪。 据
估计，到2016年，美国36%至49%的家庭有
枪，23%至36%的成年人有枪。 与之相匹配
的是，美国严重涉枪暴力事件频发，已成
为一种「社会安全危机」。 《美国医学杂
志》2016年2月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被
枪杀的几率是其他已开发国家的10倍。 美国
联邦调查局2015年发布的《美国犯罪报告》
显示，2014年美国发生的谋杀案件中有67.9%
使用枪枝，抢劫案件中有40.3%使用枪枝，
严重暴力袭击案中有22.5%使用枪枝。 尽管
美国的涉枪暴力是一个亟须解决的政治难
题。 除了持枪是不可侵犯的宪法权利及难以
改变的历史文化传统之外，以财大气粗的全
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大力游说，也
进一步使从联邦立法层面全面推进控枪难上
加难。

（文章来源：互联网）

交通违规中如何避免警察开枪
        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和警察有接触的就是
交通违规。 如果警车亮了红灯叫你停车，那
你就停下车，不要出来，等警察过来。在一
些国家是要驾驶者下车来和警察讲话的，但
在美国是不可以下车的。
你要把汽车引擎熄火，然后将双手放在方向
盘上。 警察要什么东西你再给他什么。 比如
警察要你的驾驶执照，那你就示意警察驾驶
执照在口袋里，再拿出来交给他。 警察会要
你的行驶证和汽车褓险，然后你用手指一下
位置，再伸手去拿给他。有些人在警察还没
有过来时，就开始在车子里到处找驾照，警
察看到这样的动作可能就会误解是在寻找武
器。 因为有很多警察就是在交通违规停车的
情况下被杀死的。 所以不要盲目的寻找车辆
相关数据让警员误会你在寻找武器。
提示：开车被警察叫停时需要注意手放的位
置必须让警察看到。
警察可以开枪的情况：
1.警员本人或他人面临紧迫的死亡或者严重
伤害的危险时才可以开枪；
2.严重犯罪的嫌疑人正在脱逃或者脱逃后可
能伤害他人。
如果事情并没有严重威胁到他人生命安全的
情况下，比如遇到有人在抢劫财物而不是会
伤害他人生命安全的情况警察是不可以开枪
的，也不可以向天鸣枪。
这时警察是不会使用致命性武器的，可能会
使用警棍或是电枪。
如果有警察违反法律那么他同样会受到法律
的制裁、被调查，被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