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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

此次案件发生于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一
家名为“津久井山百合园”的残疾人福利院，
位于东京主城区以西大约50公里处，附近是
普通民宅和一所公立小学。

当地时间26日凌晨2时30分左右，相模
原警方接到福利院员工打来的报警电话，得
知一名男子持刀闯入福利院行凶。警方发言
人说，凌晨3时左右，嫌疑人开车来到津久井
警察局自首，称“是我干的”。

日本共同社报道，这名男子身穿黑
色T恤，自首时随身携带一个书包，里面
装满了刀具及其他锐器，其中一些刀带
有血迹。也有媒体报道，嫌疑人自首时未
带凶器。

福利院员工在报警时说，植松圣打破玻
璃窗，闯入福利院，把前来阻止他的员工绑
了起来，然后挨个房间持刀行凶。警方说，植
松圣接受审讯时声称，“要让残疾人从这个
世界上消失”。警方以涉嫌企图谋杀和非法
侵入建筑物为由逮捕植松圣。警方发言人
说，“我们仍在核实案件的具体细节”以及具
体作案动机。

26日清晨，消防和急救人员仍在福利院
内救助伤员。监控视频显示，救护车在福利
院外排起长队。共同社说，共有29辆救护车
出动，把伤员送往至少6家医院。

相模原市消防局官员当天上午说，“医
生确认19人死亡”。日本媒体就受伤人数说
法不一，从20人到45人不等。共同社报道，26
人受伤，其中20人重伤。

根据“津久井山百合园”网站信息，这家福
利院由神奈川县政府设立，由社会福利团体运
营，总面积3万平方米，最多可安置160人。截至
今年4月底，福利院生活着149名19岁到75岁的
残疾人，其中40人据信年龄超过60岁。

嫌疑人名为植松圣，现年26岁，称自己
是相模原市居民，曾在这家福利院工作。媒
体称，植松圣因被辞退而心生恨意，遂进行
报复。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凶手的作案手
段极其残忍，遇害者均遭割喉丧命。警方称，
嫌疑人被捕后十分冷静，供称“自己用刀刺
了人，确认无误”。在警方审讯的过程中，植
松圣表示“因被福利院辞退因而怀恨在心”，
想“让残疾人从世界上消失”。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类似大规模杀人
事件在日本极其罕见，由于日本严格管控
枪械，此类案件主要为持刀行凶的无差别
杀人案。

据《朝日新闻》报道，就在案件发生的同时，疑
似植松圣本人的推特账号在26日凌晨2时50分发布
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疑似他本人的男子身穿黑
色西服，头发呈金黄色并且面带微笑。配合上述照
片的文字用日语和英语分别写道：“希望世界和平。
日本美丽（beautiful Japan）。”由于行凶事件发生在
凌晨2时30分左右，这条推特被认为是植松圣在自
首前发布的信息。

在这个推特账号的背景图像中，有“印度大麻
（marihuana）没有危害”的字样。据相模原市相关人员
26日透露，植松圣在今年2月20日的血液和尿液检查
呈大麻阳性反应。上述相关人员表示，今年2月，警方
接到植松圣有可能伤害他人的信息，于是给他采取
了住院措施。经医生治疗后，他在3月出院。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显示，植松圣在给议长的信中
提到了作案动机，“我认为这么做的理由或许可以给
世界经济增添活力，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7月22日傍晚德国慕尼黑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
后，上述推特账号在23日发布内容称“同时刻在德
国发生了枪击案，如果是玩具的话还挺开心。不要
枪，要玩具（No gun，Yes toy）”。

邻居眼中，他是个好青年
凶案发生以后，日本各大媒体纷纷赶往植松圣

的家，试图还原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做
这种灭绝人性的事。然而，让日本媒体吃惊的人，植
松圣的邻居们纷纷表示：他是个好青年，很有爱心。

据日本媒体报道，植松圣现在一
个人生活，从他的家走到案发的“津久
井山百合园”只需要大约10分钟。案发
之后，植松圣的家大门紧闭，窗帘被拉
上了，完全看不到房间里面的情况。他
家玄关附近杂草丛生，完全是一副久
未打理的样子。

73岁的邻居长谷川明宏告诉日本媒
体：“他是个有礼貌的好青年，经常跟我
们打招呼。一点架子都没有。虽然他一个
人居住，但是经常会邀请朋友们到家里
来玩。经常会听到他们的笑声。”

还有邻居透露说，植松圣的父亲是
一名教师。植松圣一直希望将来能够当
一名教师，他很喜欢跟小孩子相处。大
学毕业后，他还回到小学母校担任过一
段时间的实习教师。自家的小孙女当时
还说“来了一个不错的老师哟”。这位
邻居还常看到他与大概是女友的人一
起散步遛狗。不过也有邻里称其“精神
不太稳定”，以前他都是黑发，不知道
为什么最近染成了黄头发。

4年前，植松圣与父母曾发生过激
烈争执。在此之后，他把亲生父母赶出
家门，之后就一直一个人生活。

凶手植松圣今年2月18日写信给日本众议院议长，提出对
重度残疾人实施安乐死。他在信中披露了自己的犯罪计划，称
自己可以杀害470名残障人士。

他还写下了自己的“作战内容”，称其会选在福利院员工
较少的夜晚作案，并选中住有多名重度残疾人的两个福利院
作为目标，其中包括他实施行凶的“津久井山百合园”福利院。

植松说，他会用绳子绑住员工，使之无法与外界联系，但不会
伤害员工。在这封信中，植松圣说自己会在两个福利院“作战”
结束后，向警方自首。

植松圣还在信中提出，希望被捕后监禁时间不超过两年，
然后以“精神失常”为由判处无罪，并为他准备开始新生活所需
的新身份、安排整容和提供5亿日元的金钱援助。

■ 如果把他的杀人动机，归纳为对福利院开
除他的报复，显然难圆其说，因为开除他的事
情已经过去了4年。
■ 如果把他的杀人行为，解读为对日本福利
设施“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的抗议，显然也把
他拔得太高

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表示，嫌犯是
一名26岁的青年。如果把他的杀人动机，归纳
为对福利院开除他的报复，显然难圆其说，因
为开除他的事情已经过去了4年。如果把他的
杀人行为，解读为对日本福利设施“收入低，劳
动强度大”的抗议，显然也是把他拔得太高。植
松圣的杀人行为应该是极端心理偏执所诱发。

徐静波指出，除了植松圣性格行为属于偏
执狂之外，他还有很强的暴力倾向。4年前，他
与父母激烈争吵后，居然把父母赶出家门，至
今不让父母回家居住。因此，植松圣的杀人是
属于有计划有预谋的杀人，是对残障者的讨厌
和仇恨导致的心灵扭曲，而非对社会的报复。

犯罪计划
他写信寄给议长

这是日本二战结束以来死伤最严重的持刀伤人事件

男子行凶残疾人福利院，导致至少19死26伤，受害者均为残疾人
行凶者事前发布犯罪预告，事后发微博称“希望世界和平，日本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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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内邮曝光
谁给的钱多
就和奥巴马坐得更近

■ 邮件揭露了一个按照捐钱多少来
安排座位的世界，当白宫为某游行举
办庆祝活动时，其实是变相地回报有
钱的金主。谁给的钱多，谁就可以和奥
巴马坐得更近。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25日开
幕。大会召开前夕，“维基解密”网站曝
光黑客获取的近两万份民主党内部电
子邮件，显示党内高层试图打压受草
根选民支持的桑德斯，帮助获精英阶
层青睐的希拉里获得总统候选人提
名。与此同时，多封来自捐款者的邮件
也被曝光。

去年10月，一位向美国民主党捐
款的“金主”莎法丽向民主党全国委员
会的员工发送了一封措辞甜美但却有
许多要求的信件。信中莎法丽提醒说，
自己为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筹集了约
68万美元的资金，这是否够格让她享
受民主党在费城举办全国代表大会时
收到VIP邀请函以及住豪华酒店的待
遇。莎法丽的邮件，只是“维基解密”网
站22日曝光的近2万页民主党全国委
员会内部邮件中的冰山一角，这些邮
件显示民主党高层如何在党内预选阶
段排挤桑德斯、暗助希拉里获胜。同时
让人们看到民主党官员和筹集资金
者，如何煞费苦心地讨好有钱的金主。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些邮
件还揭露了一个按照捐钱多少来安排
座位的世界，比如当白宫为某游行举
办庆祝活动时，其实是变相地回报有
钱的金主。谁给的钱多，谁就可以和奥
巴马坐得更近。

这些遭泄密的邮件时间从2015年
1月跨越到今年5月。为民主党筹集到
125万美元以上，或是自己捐赠46.7万
美元以上的人，都可以享受优先预定
高级酒店、VIP休息室和“专享的与民
主党高层官员一起参加竞选圆桌简报
会”的权利。

对部分竞选赞助商而言，能否和
奥巴马见上一面是最重要的。一位金
主叫卡罗·哥德波，是位艺术家，而她
的丈夫是房地产商。他们一家人希望
在马里兰州的家中私人招待奥巴马。
但白宫官员讨论后认为这浪费奥巴马
的时间，助手们提议这家人最好能在
白宫附近的一家奢华酒店内和其他捐
赠者一起举办一次活动。

在资金筹集活动中，任何一个细
节都需要注意。比如如何安排座位，员
工们曾争论过是否将一位亿万富翁的
儿子菲利普·芒格安排在5月份一次圆
桌会议上奥巴马座位的旁边。其父芒
格先生是奥巴马政治团体“行动组织”
最大的金主。另一位是马里兰州的眼
科医生博塔芮祖。他和家人是民主党
最主要的金主之一，他坚持要见奥巴
马，甚至拿出自己和癌症抗争的故事
分享给民主党内官员，但这种策略被
部分人认为很粗鲁。

又讯 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和美国
民主党人称，是俄罗斯政府窃取并外
泄民主党内部邮件，企图影响美国总
统选举，试图把与俄总统“交好”的特
朗普扶上总统宝座。

听了这种说法，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气得差点口吐脏话。俄罗斯
驻美国使馆25日就俄方“躺枪”表达不
满，在脸书账户写道：“美国媒体又一
次充斥这类缺乏根据、不恰当的指责。
这类孩子气的无理指责与事实谬之千
里，只能让人目瞪口呆。”正在老挝开
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日被记者
问及这件事时，甩出一句：“我不想说
脏话。” （综合新华社、新华网）

南海宣传短片
亮相纽约时报广场

每天播120次
一条南海主题宣传短片日前登陆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中国屏”，向全球
受众介绍中国对南海诸岛合理合法拥
有无可争议的主权，澄清了所谓南海
仲裁案的闹剧真相，重申对话协商才
是妥善处理南海争议的解决途径。

宣传片长3分12秒，用碧海蓝天的
美丽画面展现了南海诸岛的秀美风
景，同时清晰讲述了中国最早发现、命
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
历史，并逐步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主权
和相关权利，展示了充分的历史和法
理依据。

宣传片中，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吴士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
前署长罗思义、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外
交国务大臣凯瑟琳·韦斯特、巴基斯坦
驻华大使马苏德·哈立德等专家学者
和政要相继出镜，从不同视角阐述了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具有足够历史
和法律基础，并指出菲律宾单方面提
起的仲裁无法成立，建议由直接相关
方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化解分歧。

据了解，该宣传片于7月23日至8
月3日在大屏幕上以每天120次的频率
密集播出。 （新华社）

残疾人
遭割喉

19

说杀就杀
他持刀闯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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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2时50分
“我认

为这么做
的理由或
许可以给
世界经济
增 添 活
力，防止
第三次世
界大战的
发生”
——凶手植松圣

整个日本的问题又在哪整个日本的问题又在哪？？

人越来越老
护工越来越少
■ 日本65岁老年人共有3420万
■ 共有621.5万人需要照顾、护理
■ 按1：3的看护比例，护工缺口达100多万

这个日本人的问题在哪这个日本人的问题在哪？？

太极端
心理太偏执

这并不是福利院职工“屠杀患者”的
单独案例。2014年，养老院护工今井隼人
先后将三名老人从楼上活生生扔下。

日本福利院恶性事件频发与护工
的工作环境密不可分。7月20日，日本总
务省发布统计显示，到2016年2月1日，日
本65岁老年人共有3420万，占总人口的
26.9%；到2016年4月日本共有621.5万人
需要照顾、护理，而日本的正式护工不
到100万，按照一比三的看护比例，护工
缺口高达100多万。

护工的工资也少得可怜。统计显
示，护理人员平均月工资为22万日元，
比其他行业平均低10万日元。收入低并
不意味着工作量少。众所周知，照顾老
人或残障人士是个重体力活，不仅要伺
候他们“吃喝拉撒”，还要服侍他们穿衣
睡觉，24小时随时待命。超过3成的护工
不到2年就会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护理
人员的心理受到极大考验，很多“天性善
良”的人因此走进了虐待老人的行列，从
天使沦为恶魔。调查显示，自2013年4月
到2015年11月，共有53家养老设施存在
虐待问题，其中最多的是暴力殴打。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央视、央广

刚杀完人
他发微博称希望世界和平

▶疑似凶手
植松圣本人的推
特账号在作案后
发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他面
带微笑，配合的
文字用日语和英
语分别写道：“希
望世界和平。日
本美丽。”

事发福利院已被警方封锁

嫌犯住所的窗台上摆着雕塑

A

B

仇视残疾人的他一再说仇视残疾人的他一再说

■“要创造一个能让残疾人安乐死的世界”
■“我的目标是在征得监护人的同意后，对
那些在家庭和社会中生活都极其困难的残
疾人实施安乐死”
■“残疾人死了才好，是家族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