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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剛事件，是指1991年11月1日就讀於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中國博士留學生盧剛在校園中射殺數人的槍擊事件。該事件在當時曾震驚中美兩
國，也引起了一場關於中國教育弊端的討論。

　　盧剛簡歷

　　盧剛生於北京市，18歲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84年通過CUSPEA考試，1985年本科畢業後進入愛荷華大學物理與天文學系攻讀研究生。
1991年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Study of the "critical ionization velocity" effect by particle-in-cell simulation
(ionization)》，導師是本系教授克裡斯托弗?戈爾咨（Christoph K. Goertz）

　　經過

　　1991年11月1日下午叁點半左右，盧剛進入了正在進行專題研討會的愛荷華大學凡艾?倫物理系大樓（Van Allen Hall）叁樓的309室，在旁聽
約五分鐘後，他突然拔出左輪手槍開槍射擊，他首先擊中他的博士研究生導師，47歲的戈爾咨教授，並在戈爾咨教授倒下之後，又在教授腦後補
了一槍；然後，他又朝他的博士研究生導師助理史密斯（Robert Alan Smith）副教授身上開了兩槍。此時，在場的眾多人士剛剛有所醒悟，紛紛
逃離現場，這時盧剛又瞄准了當時在場的另一位中國留學生，27歲山林華博士，接連向山林華的的腦部和胸膛連開數槍。隨後，盧剛離開了第一
現場到達二樓208室系主任辦公室，一槍射殺了44歲的系主任尼克森（Dwight R. Nicholson）。在確認尼克森死亡之後，盧剛又返回第一現場，
發現幾個學生正在搶救奄奄一息的史密斯教授，於是又朝史密斯的腦部補發了致命的一槍。

　　然後盧剛持槍離開物理系大樓到達生物系大樓，由一樓走到四樓，似乎在尋找一名女性目標（有目擊者見他進入女廁所尋人），其間遇到師
生多人，但盧剛並未開槍濫殺。

　　在未找到射擊目標之後，盧剛又進入了行政大樓，沖入一樓111室的校長辦公室，向副校長安妮?克黎利（T. Anne Cleary）前胸和太陽穴連
開兩槍，又朝辦公室內的學生秘書茜爾森（Miya Sioson）開了一槍。

　　隨後，盧剛到達二樓的203室，飲彈自盡。

　　結果

　　整個槍擊過程不足20分鐘，盧剛在自殺前總共向六個人開槍，除女學生茜爾森（Miya Sioson）被擊中脊椎，頸部以下全身癱瘓外，其余五
人全部喪命。

　　警方在隨後的調查中又有些許的發現，殺人者使用的武器為38口徑連發左輪手槍，另一把22口徑手槍被隨身攜帶但未使用。此外警方也截獲
並扣押了盧剛在事發前幾天寄回國內的包裹、家信、匯款等，並查到了盧剛的遺書，據愛荷華大學官方宣稱遺書共五頁，其中四頁英文一頁中
文，但在事發一個多月後警方僅向媒體公開了四頁英文遺書。

　　關於殺人者的槍殺動機，警方未有正式的結論，但據部分媒體報道，槍擊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由於博士論文 高獎學金沒有由盧剛獲得，而是
由山林華獲得。令有說法認為，槍擊的原因可能在於經過長達6年辛勤工作得到博士學位的盧剛，卻無法得到一份應得的可以維持生計的體面工
作，走投無路的他決定自殺，並對社會的不公進行極端報復。

　　各方反應

　　盧剛事件在美國華人社圈中反響很大，各華文報刊幾乎眾口一辭，對盧剛其人痛加指責，並針對其中國大陸的背景大肆抨擊。另有小部分人
認為其行為是中國人對美國社會的反抗，打破了中國人在美國社會一向沉默、馴服的形象。

　　在槍擊事件發生後的第叁天，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通過媒體發表了一封給盧剛家人的公開信，信中追憶了安妮?克黎利女
士的成就，並以寬容的態度希望能分擔彼此的哀傷。

“盧剛事件”真相

　　1991年11月1日，這個震驚全美的事件是這樣發生的：

　　下午叁點半左右，愛荷華大學凡艾?倫物理系大樓(Van Allen Hall)叁樓的309室正在進行專題研究討論會。在一片揚聲爭議與喁喁低語交織成
的天文物理討論會上，盧剛出現了。這個28歲的青年博士、北大物理系高材生穿著大茄克，帶著一個提包，悄悄地推開門，像一塊隕石般地急促
而又無聲地降落在309會議室，他裝出世界上 無害的樣子在角落裡翹了翹腳。窗外，他能看到愛荷華城的一部分。他在這裡生活了6年，從1985
年出國直至現在，在這間房間裡通過博士論文。整整6年，他沒有離開過愛荷華大學，現在他就要和它告別了。他望著窗外，天上剛剛起風，毫無
趣味。一種惡心的、報復的快感籠罩著他。他把手再次伸進口袋，那裡有一把0.38cm口徑左輪小手槍，全部荷滿了子彈。“隻要夠用就行。”他
想。5月份他向愛荷華地方長官辦公室申請到了槍支許可，6月份他跑到愛荷華市一家叫Fin ＆ Feathers的漁獵商店花了200美元買下這支巴西制
金牛星手槍。他仔細挑選過，這是一把仿制美國警方用的史密斯-威森牌的左輪手槍。從那時起他就想干這件事。“我早就有這個意思了，但我一
直忍耐到我拿到博士學位。”他在給他二姐的 後遺書中寫著：“你自己不要過於悲傷，至少我找到幾個貼背的人給我陪葬。”光溜溜的手槍柄仍然
有些冰涼，他臉上現出毫無表情的樣子看著一切，看著所有的人。哪怕 靠近他的人，也不易察覺到他眼裡閃過的一瞥陰冷凶獰的光芒。靜靜地
旁聽了約五分鐘，他突然拔出手槍開槍射擊!他首先開槍擊中他的博士研究生導師、47歲的戈爾咨教授，戈爾咨教授應聲倒下，他又在教授腦後補
了一槍；繼而他又朝史密斯教授身上射擊了兩槍。在場人士一時還未反應過來，以為他拿玩具槍惡作劇，直到看到兩位應聲倒地的教授的腦門和
身上流出大攤鮮血才知他真在殺人!一位中國同學李新不堪刺激當場昏倒，另一位中國同學嚇得奪門而逃，跑到一處有電話的地方報警求救。這時
盧剛已經冷靜地將槍口瞄准他嫉恨已久的“競爭對手”――原中國科技大學高材生山林華博士。他一連朝小山的腦門和胸膛連放幾槍，山林華連哼
都來不及哼一下就當場被槍殺。盧剛在第一現場槍殺了這叁個人之後，又噔噔地從叁樓跑到二樓，打開系主任的辦公室，一槍射殺了44歲的系主
任尼柯森。他確認系主任已經死了後，又跑回叁樓第一現場以確定戈爾咨、史密斯、山林華叁人是否已經都死了。室中有幾名驚嚇得目瞪口呆的
証人，其中之一是研究科學家鮑?漢生，他和另兩名同學正圍著奄奄一息的史密斯教授。他還沒有死，生命從他的眼裡突然逃遁，剛才還那麼靈
活、大聲地激烈雄辯的學者臉上一下子被死亡來臨罩上一層灰白。盧剛沒有打中他的心臟，他鮮血涌注，在書桌下面掙扎著。叁個人正准備把他
抬起來送去搶救，這時盧剛在309室門口揮舞手槍叫他們出去。鮑?漢生輕輕喊了一聲：“Stop it!”(住手!)盧剛不予理睬，然後走到躺在地上的史密
斯教授面前，對准他驚恐萬狀、帶著哀求的眼睛又補發了致命的一槍。他馬上就死了。這時盧剛跑下物理系大樓，持槍飛快地跑到鄰近的生物系
大樓，從一樓走到四樓，似乎在尋找一名女性目標(目擊者見他進入女廁所尋人)，在這過程中他遇到生物系的幾位師生，並沒有開槍濫殺。在生

1991年美國愛荷華大學盧剛事件 曾震驚中美兩國 - aladding.com

1／4 2009/4/15 上午 03:09



物系大樓他沒有找到他的“射擊目標”之後，他又沖到大學行政大樓，推開副校長安妮?克黎利(Anne Cleary)女土的辦公室，朝她胸前和太陽穴連射
兩槍，副校長的女秘書驚恐、本能地拿起電話要報警，他又向女秘書頸脖上射了一槍然後舉槍自殺。

　　整個凶殺過程隻有十分鐘。六人死亡，女秘書重傷。

　　1.盧剛

　　電漿是由自由的離子與自由的電子組成的電中性混合體，而宇宙的組成物質百分之九九是電漿。美國國家太空總署同意撥款幾千萬元在該校
進行太空科學研究。

　　殺手盧剛也是研究電漿的。他的畢業論文是探討臨界電離速度。因為電漿是個極為專門的領域，目前全美隻有300名左右的科學家有能力從
事電漿研究。盧剛在智慧上能夠思索宇宙蒼穹遼闊無涯的問題，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卻成了一名高智商低智能者。他以瘋狂的行為來殘害那麼多師
長、同學以及自己的生命，造成永遠無法彌補的悲劇。

　　那麼，盧剛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盧剛絕對聰明。

　　他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也是家裡唯一的兒子。從小極為聰明，學習上一帆風順。在北大物理系畢業後他參加了李政道主持的嚴格考試，
在數百名佼佼者中脫穎而出，名列前茅，順利考取由中國政府出資的公派生來到美國留學。以學業成績相比，盧剛和山林華的水平不相上下。盧
剛參加博土資格考試時與山林華同時並列第一，各門科目全都是“A”，他所獲得的高分打破物理系歷屆記錄。要給盧剛和山林華分高下的話，乃是
後者的博士論文更受學術界的首肯與贊揚，並因此被系方推薦獲得DCS學術榮譽獎，而前者卻落空。

　　盧剛和山林華都是愛荷華大學天文物理系1991年新出爐的博士。山林華比盧剛小一歲，比盧剛晚兩年來到愛荷華大學，拿到學位的時間卻比
盧剛早上半年。畢業後，成績優異、研究成果豐碩的山林華被系裡留下來繼續做博士後研究，並按照Research Investigator(調研員)的職位領取薪
水。而盧剛則沒有那麼幸運，當他今年5月拿到博士學位畢業後，找工作的事始終沒有著落。全美各大學的研究經費都受到削減，根本沒有什麼機
會，幾位教授為他推薦也無任何結果。他認為是教授們冷淡的原因。盧剛曾對人表示，盡管是“公派”，他也不願返回大陸工作。盧剛的研究工作
一直不太順利，他的博士論文口試沒能當場通過，相反山林華不僅提前畢業獲得博士學位，而且他的博士論文還得論文獎，並有一份安定的工
作。這些都是盧剛 不能忍受的，亦為他 氣憤而對山林華下毒手的原因之一。

　　盧剛是一個受過中美兩國高等教育，有理智，具有分析和思辨能力的人。盧剛也並無精神失常或任何變態表現。他感情從不錯亂，愛憎分
明，也無酗酒、吸毒的習慣。因而他的行動決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冷靜地思考，多次權衡的結果，是按照他所奉行的人生信念行事的結果。

　　據曾經與盧剛同住一室的愛荷華大學教育系博土生赤旭明回憶說：盧剛這種冷血殺人行為，不僅是由於妒恨，而且是因為他天性中潛伏著一
種可怕的“殺機”， “性格決定命運”。

　　在同學們眼中，盧剛是一個剛愎自負、目中無人、時而埋頭研究、時而放浪形骸的人。他十分孤獨，沒有什麼人願意和他來往。他在北京市
汽車配件廠當工人的父親說：“盧剛有兩個姐姐，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兒。”盧剛出國前個性很強，孤僻，不合群；與父母親也很少交談，隻有和二
姐關系密切些。他通過越洋電話對記者說：“盧剛赴美後經常給二姐寫信，在出事前兩天，盧剛曾與他在北京的二姐通過電話，聊了很久。”盧父
說，幾個月前，盧剛曾在家書中提及由於美國經濟不景氣，畢業後一直沒找到工作。家人表示，打算為他在國內設法安排工作，但遭盧剛拒絕。
赤旭明說他在1987年夏天與盧剛、山林華合租一個一房一廳，他與小山住臥房，盧剛住客廳。盧剛從不打掃屋子衛生，喝牛奶從不用杯子，打開
蓋對著嘴咕嚕咕嚕喝完就隨手扔在地上。赤旭明比他大十歲，以長輩的口氣告誡他，結果盧剛“目露凶光”，表現得非常凶惡。他形容盧剛根本不
把別人放在眼裡，自視甚高，經常以“物理尖子”自居。說話喜歡揭別人短處，以嘲弄別人為快樂，時常 “出口傷人”。他說盧剛不僅人品素質極差，
而且十分好色。他曾幻想所有的女孩子都拜倒在他這個“天之驕子”的腳下，也費了不少工夫追了許多女孩子，但屢遭挫折。他經常入酒吧，把自
己打扮得很“美國化”，以示與其他中國同學的“風度不同”。有一次他去拉斯維加斯賭城，想用90美元嫖妓，結果被拒絕。這使他惱羞成怒，耿耿於
懷。另一位物理系的學生說，盧剛與人合住一個公寓，夏天天熱，他睡在客廳裡，經常把冰箱打開一整夜，根本不顧別人存放在冰箱裡的東西酸
餿腐敗。盧剛在很多留學生口中，是一個攻擊性很強，讓人下不了台，又十分自私的人。久而久之，幾乎沒有人願意再和他來往。

　　即使你不斷地試圖想發現盧剛在個性上有何可取之處，卻沒有一個人予以肯定的答復。物理系的一位學生對盧剛的評語是 客氣的：“他是個
思考問題的方式與一般人截然不同的人，凡事都想到陰暗面，喜歡走極端。”

　　紐約《世界日報》刊登了盧剛喜歡走極端，不給人余地的性格的一個例子。和盧剛同屬“空間物理理論小組”在殺人現場昏迷的李新說，近來
因為美國經濟蕭條，政府裁減預算的緣故，系裡在畢業生中發起募捐。盧剛用支票開了一張捐款，面額是一分錢。

　　“盧剛是一個自戀型的人物，”一位熟悉他的教授說，“自戀性格的人會怨恨他們認為傷害他們感情的人。他們看人，並不是看人的本身――並
不看人的本質，而是根據自己的解釋看這些人怎麼傷害他。”這位教授說，“拿著一支槍連續射殺六人，他隻把這個視為消滅對他的傷害，而不是
殺害其他活生生的同類。”

　　2．山林華

　　“一個人要是沒有在生活的韶光中看見過天使，在生活的災難中看見過惡魔，他的心就永遠不會開竅，也永遠不會有情感。”

　　聽愛荷華大學的同學談盧剛以及被盧剛殺死的山林華，就像聽人談論白天與黑夜的差異一樣。一位美國記者說，他們的敘述給人的感覺是：
山林華似乎是上帝刻意制造出來，故意要向世人顯示善與惡、美與丑、正與邪、光明與黑暗的強烈的對比。

　　山林華在愛荷華大學知名度頗高，是前任中國學生聯誼會會長。而盧剛則由於性情孤僻，連中國學生聯誼會也沒有加入。山林華今年27歲，
浙江省嘉興人，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四年前通過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在大陸主持的考試，進入愛荷華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學位。由於他成績
極為優異，在博士資格考試時與盧剛並列第一名。他人緣很好，系裡教授對他大為贊揚。

　　盧剛的父親是工人，山林華的父親是農民，他來自浙江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他的弟弟山雪良在得到這個噩耗時在電話中失聲痛哭：“我哥哥
是苦孩子出身，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我們全家以他為驕傲，那個人為什麼要殺他這樣好的一個人!”山雪良說他在農村種地務農的父母身體不好，
家中還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奶奶，視山林華如同命根子。他至今也不敢告知家人他哥哥的死訊。為到美國料理後事，他隻好撒謊，說哥哥在美國
生病需要人照料，才得以讓家人放心，趕赴美國。

　　山雪良說山林華自幼就刻苦耐勞。由於家裡窮，身為長子，吃了很多苦，但他一直自強上進。1981年，16歲就以優異成績考取中國科技大學
少年班。 1987年赴美留學後，為了接濟大陸農村親人，他長期省吃儉用，每次攢下一二百美元即往家鄉寄。兩個月前，家中父老還收到他一張
200美元的匯票。他每次寫信，都是“報喜不報憂”，以免讓老奶奶及父母挂心。經常勸父母用他寄回的錢吃好些，補養身體。在他們那個村子裡，
山林華是個出名的好孩子，沒想到會突遭慘禍。

　　山林華的岳父是安徽合肥的一位學者。在山林華被殺害前48小時剛剛抵達愛荷華市作訪問，卻不幸看見女婿身亡，女兒年紀輕輕成孤孀。

　　曾經同山林華、盧剛住一個公寓的赤旭明說，小山出身農民家庭，家裡很窮，全憑個人努力奮斗登上大陸一流學府中國科技大學的殿堂，並
以優異成績赴美深造，非常不容易。當他聽說小山遇害的消息時，他難過得哭了好幾場，因為他在與小山共住一室的日子裡，發現了他身上許多
美德。他舉例說：小山為了幫助仍在安徽老家的弟弟籌措結婚費用，省吃儉用，相當長一段時間天天喝牛奶，吃面包果腹。因為這兩樣東西在美
國都很便宜。

　　愛荷華大學電腦博土研究生華欣說，山林華為人非常好，聰明能干，勤奮好學，讀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他獲 佳論文獎學金是實至名歸
的，盧剛不應因妒生恨將他殺害。作為山林華的朋友，他非常難過，很多同學聽到這個消息，都難過得失聲痛哭，對凶手暴行十分氣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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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的學生在談到山林華時，沒有人不是充滿了感情與懷念的。幾乎大家都不太能接受他就這樣與中國同學們天人永隔的事實。在大伙心目
中，與盧剛尖銳的個性相對的是山林華的寬宏。經常挂著微笑的山林華總是替別人著想，願意對人伸出援手。與山林華一同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
的雪山在談到他時幾度哽咽不止。她說，隻要同學開口，即使山林華自己已經買好了菜，他還是高高興興地開車送沒車的同學去超級市場。許多
到愛荷華大學念書的新同學，都是山林華到20多公裡外的Cedar Rapds機場接來的。作為中國學生聯誼會主席，他熱情地幫新的同學找房子，買
便宜生活必需晶。哪個同學要搬家換房子借他的車，他也總是一句話：“沒問題!”質朴誠懇的個性，使他在愛荷華大學的340多名中國大陸留學生
中樹立了很高的威信，大家都習慣親切地叫他“小山”。

　　物理系的馮煒說：中西部大學與大城市學校不同，因為沒有地方可以走動，中國留學生之間的來往十分密切，學生聯誼會辦的活動大家都踴
躍參加。小山於1988 年至1989年擔任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會長，把聯誼會活動辦得有聲有色。李新說，博士生課業都很忙，山林華自己做學問
極為認真，但沒有什麼恃才傲物、高人一等的態度，沒有學究氣。憑著他的純朴與義氣吸引了一群“哥兒們”，大家同心協力為聯誼會做事，舉辦
各種活動，深得人心。

　　物理系幾位比較熟悉山林華及盧剛研究工作的人都表爾，山林華在事業上比盧剛得心應手，並不隻是運氣較好的緣故。一般人隻能從山林華
與盧剛截然不同的個性與作風去了解他們：山林華人緣好，常微笑，伸援手；盧剛則獨來獨往，作風怪異，臉上永遠是陰霾籠罩。物理系的同學
則進一步從個人專業去探討兩人之間的分野。他們說山林華的研究工作不僅在系裡，即使在整個太空科學領域中都是十分出色。山林華的論文至
少已有叁四篇刊登在他們那一行 權威的、由戈爾咨教授所主編的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JGR)刊物中。

　　山林華的畢業論文是他與戈爾咨教授共同研究的成果。他們率先從理論上解釋土星的光環結構，並進而分析光環的年齡。這篇論文經系主任
及其他教授們的推薦，獲得了全校 佳論文獎Spriesterback Dissertation Prize(DCS榮譽獎)，獎金2 500美元，享有很高的榮譽。

　　系裡的同學說盧剛對山林華得獎很不是滋味，幾度向系裡和校方提出抗議及申訴，但毫無結果，沒有人認為他有道理。李新同學表示：其實
這個獎是由教授直接選拔推薦的，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申請。

　　天文物理系的同學們說，山林華在得獎之後還不斷“出活兒”。又與戈爾咨教授及史密斯教授共同在JC隻上發表論文，對能夠阻礙通訊的“地球
磁暴”現象提出解釋和預測。馮煒認為：這個題目比土星光環更重要、更受學術界的重視。

　　以學業成績相比，盧剛和山林華的水平不相上下。在博士資格考試時，兩位來自大陸的“天才生”並列第一名，可是，以研究能力而論，山林
華做出的成果顯然更受學術界肯定。“獨行俠客”盧剛不肯下苦功做研究，與教授隔閡很深，卻偏偏死心眼要和山林華爭 佳論文獎，結果越搞越
往牛角尖裡鑽，終於滋生殺機，選擇一條玉石俱焚的毀滅道路。

　　l1月7日在山林華的追悼會上，杰遜成牧師用哀痛語氣說：

　　“山林華是一個熱愛生命的人。運動是他僅次於物理的第二所愛，他尤其喜愛看美式足球――橄欖球。而且他恐怕是唯一真正懂得規則的中國
學生。他不但懂而且樂於向人講解，不會讓人弄糊涂。”這句話讓參加追悼會的人難得地笑出聲來，好像小山就在眼前一樣。

　　愛荷華市立公園旁的Park Lawn學生宿舍裡，小山家的燈光隻能映出山林華的妻子楊宜玲哀傷的面容。從11月1日以來她眼淚已經哭干，精神
狀態也有些恍惚。山林華連一聲叫喊都來不及發出，連一句話都沒有留下，就這樣驟然而逝。

　　傷逝啊!傷逝!那個喜歡朋友，喜歡在周末打籃球、踢足球、打橋牌，喜歡在電視機前向朋友們大聲解釋美國橄欖球規則和賽情的小山，那個喜
歡與朋友說宇宙蒼穹和地球經緯奧秘的小山；孤寂地躺在陽光永遠也照不到的角落，等候著浙江老家的弟弟前來見上無言的 後一面。

　　他的父母，他的年逾古稀的老奶奶，還在浙江農村的田地裡盼望著他的來信，他們對著遙遠的望不見的美國，呼喚著：“小山啊……小山!”

　　3．盧剛給二姐的 後家書

　　美國報刊於不久之後公布了盧剛在殺人當天――1991年11月1日12時02分寫給他二姐的一封信。

　　二姐：

　　你好!內附的支票請迅速存入銀行。這封信是專門寫給你的，故不要讓家裡的其他人看到，在你讀到這封信時，我大概已經不在人世了。我已
寄了一些東西回去，算是我的遺物。我想你隻要跟海關說明，他們會讓這些東西進境，就算是我自己帶回來的。我 擔心的是父母二老，他們年
事已高，恐怕受不住這場風波。但我自己是無能為力。這副重擔就要落在你肩上了。我懇求你一定要照顧好他們，不息(惜)一切代價。另外，不
要花錢為我辦葬禮。千萬不要跑到美國來搬運尸體回家。 好是讓中國大使館把我的遺體在美國就地火化，隻運一些骨灰回去即可。牢記：不要
讓美國這邊敲詐錢財。我想我寄回去的錢物足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以 (已)足夠報答兩位姐姐的撫育。我昨晚給你打完電話後，一個人哭得死
去活來，我死活咽不下這口氣。你知道我一生來正直不阿， 討厭溜須拍馬的小人和自以為是的贓官。我早就有這個意思了，但我一直忍耐到我
拿到博士學位。這是全家人的風光。你自己不要過於悲傷，至少我找到幾個貼背的人給我陪葬。我這二十八年來的經歷使我看淡了人生，我曾跟
幾個人說過我想出家修行去。人的生活欲望是沒有盡頭的。在美國雖然吃穿不愁，但上邊有大富人，跟他們一比，我還是個窮光蛋。總之，我給
我自己出了氣，給家裡人生計提供了保障。我還有何奢望迷戀人世呢?古人雲：“久旱逢甘露，他鄉遇故之(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這人
生四大目標，我都已嘗過，可謂知足矣!我雖然是單身，但女友已有過一些。高中住宿時我就已開始交女朋友，上大學時經常和女孩乘黑溜進二六
二醫院老家過夜。到美國後，中國的外國的、單身的已婚的、良家女或妓女都有交往。我這人沒有恆心，我是見異思遷，不能安心於某個特定之
人。也許是沒有遇到合適的或高不及低不就。

　　不管怎麼說，我對男女關系已經有些膩煩了，進一步我對我攻了十年之久(四年本科，六年研究生)的物理已經失去興趣，可說是越走越覺得
走進死胡同。物理研究是越來越失望，目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於是人們按照不同的學校分成幾大派，
互相攻擊對方，大為吹捧自己。無怪有人說“現代物理是自己騙自己”。我有些後悔當初沒有學更實際一些的學科。有什麼辦法呢?父母自己一竅不
通，不能在學業上加以指導，全靠我一個人瞎闖。很多美籍華人物理學者在美國混得不得意，就回到國內一陣時間，吹噓自己，為祖國貢獻。於
是中國政府也就大肆宣揚，哄年輕人去讀純理科。

　　不過話又說回來，若我當初去讀工科，我今天絕對不可能來美國讀學位攢美金。父母是沒有經濟實力送我來美國深造的。本校一些搞應用學
科的人，他們父母大多是留過學的高級知識分子，家裡有外匯，可以提供子女考托福、GRE，提供在美的學費和生活費，或他們有海外親屬來借
錢。我今天到這一步，已可以說是有父母的過錯在內。我信奉：“生為人杰，死為鬼雄。”我一切自己做自己當。另外， 好不要讓下一輩得知我
的真相，否則對他們的將來不利。永別了，我親愛的二姐。

　　弟 盧剛

　　1991.11.01.12:02

　　[美]周勵．曼哈頓的中國女人

　　受害者的親屬給盧剛家人的信

　　在遭槍擊後的第二天(1991年11月4日)，安妮(T.Anne Cleary)在醫院不治身亡。她的家人當天給盧剛的家人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給盧剛的家人們：

　　我們剛經歷了一場慘痛的悲劇，我們失去了我們為之驕傲的親愛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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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生給人所留的影響，讓每一個與她有過接觸的人――她的家人、鄰居、孩子們、同事、學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親友們――都愛戴
她。當我們從各地趕來衣阿華時，那麼多朋友來分擔我們的悲痛，但同時他們也與我們分享安妮留給我們的美好的記憶和她為人們所作的一切。

　　當我們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時，我們也在我們的關心和祈禱中記念你們――盧剛的家人們。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
你們也一定和我們一樣為周末所發生的事所震驚。安妮相信愛和寬恕。我們也願意在這一沉重的時刻向你們伸出我們的手，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祈
禱。在這悲痛的時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們心中充滿了憐憫、寬容和愛。我們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個家庭正承受比我們更沉重的悲痛的
話，那就是你們一家。我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與你們分擔這一份悲痛。

　　讓我們一起堅強起來，並相互支持，因為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

　　真誠的弗蘭克、麥可和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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