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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市的一名白人警察因為在執勤任務的
時候在14秒之內，連續開了十六槍射殺了一位
十七歲的非洲裔黑人不良少年而引發了芝加哥非
洲裔人士連續幾天在市區街頭的示威抗議與暴動
，由於媒體的高度關注，種族歧視的敏感問題再
度被全美國人熱烈的討論。

這件案子的的確確令人驚駭，原因不止是這
位名叫傑生‧溫岱肯(Jason Van Dyke)的白人警
察用槍時機與動機十分可議，從錄影帶的記錄顯
示，該名不良少年藍奎‧麥當勞(Laquan Mc-
Donald)只是手執小刀子去刮破別人的車子，傑
生‧溫岱肯制止他，他也背著警察方向走去，根
本沒有拿刀刺向警察的跡象，為何傑生‧溫岱肯
會認為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脅呢？而且在藍奎‧麥
當勞被擊斃倒地後，傑生‧溫岱肯竟然還殘忍的
連開了十六發子彈,若不是其他警察趕來現場阻
止的話，他恐怕還會再繼續開黑槍的，這種沒有
心肝的警察應該要遭到天譴的！

這件案子更不可思議的是芝加哥市政府企圖
隻手遮天，掩蔽警察殺人的滔天大罪，因為這個

命案是發生在去年的十月，回顧一下當時的政治
環境與社會紛圍，芝加哥市長拉姆‧伊曼紐
(Rahm Emanuel)正準備參選連任，但是由於社
會治安混亂、"兵連禍結"，使拉姆‧伊曼紐的民
意支持率(approval rate)降到了35%，為了參選連
任，他宣誓要與芝加哥市民“患難與共”(To-
getherness），並把 「芝加哥撐起拉姆‧伊曼紐
（Chicago for Rahm）」改為了 「與芝加哥團結
在一起(chicagotogether.org）」，所以怎麼可能
讓這麼慘忍的警察殺人的大事曝光呢？！所以芝
加哥市政府警察局便以五百萬元與死者家屬達成
賠償協議，這是根本就是企圖花錢消災的作法，
如今真相被揭發了，難道芝加哥警察局長麥卡錫
(Garry McCarthy)與拉姆‧伊曼紐市長不需要負
起政治責任嗎？

這次的命案之所以會曝光是因為有警察局的
"深喉嚨"向媒體記者傑米‧凱文(Jamie Kalven)爆
料，他才契而不捨的通過信息自由法案（Free-
dom of Information Act）千辛萬苦的拿到了
McDonald的屍檢報告，芝加哥市政府原先－直

不願意公佈視頻，最後在一直到庫
克郡一名法官裁令公開之後市政府
才不得不公佈錄影帶的，由於錄影
帶中警察殺人的証據明確，內容與警方早前的陳
述大相佳逕庭，庫克郡的州檢察官Anita Alvarez
宣佈對開槍的警察提出一級謀殺的指控,不過她
也是在視頻公佈前幾個小時才宣佈控告該警察的
，Alvarez說: 「我決定先站出來，因為我認為視
頻公開之後，芝加哥的市民仍然得相信公共安全
，得看到我們已經採取了行動。」

被告傑生‧溫岱肯的律師則強辯表示，當時
傑生‧溫岱肯是擔心自己和在場同事的安全才會
開槍的，那是合理的。芝加哥市長伊曼紐自知理
虧，巳決定不會上訴此案。

從這次的命案之中可見，錄影帶扮演了多麼
關鍵的角色，如果沒有錄影帶，案子根本就不可
能得到 「正直的」調查。這些年來，將案情記錄
下來的視頻證據越來越常見，隨著科技發展，有
越來越多的工具可以記錄下案情現場的狀況，這
包括了——行車記錄儀、人們身上或頭盔上的攝

影機鏡頭，當然還有目擊人士的手機錄影等等，
這些都是讓警察和壞人留下証據的利器，也讓他
們賴都賴不掉，如果沒有錄影，一些警察可能不
會遭到指控！

根據博林格林州立大學（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的犯罪學家史蒂生(Philip M.
Stinson)研究了自2005年起警察被捕的數千件案
子，發現今年有六起當值警官因擊斃疑犯而被檢
控，其中五起採用了案發當時的視頻錄影作為證
據。從2014年開始的十五起類似案件中，則有
十一起有視頻證據。而在2005年到2013年間，
四十四起類似案件中只有十一起因為視頻證據而
起訴警察，由此可看，因視頻證據起訴警察謀殺
的數量在2014年開始猛增，我相信，由於錄影
帶視頻無所不在，將來一定可以減少警察殺人的
案件，當點從這一次芝加哥白人警察射殺了非洲
裔黑人的事件中亦可証明"歹人不可做、歹路不
可走"，不是嗎！

白人警察開黑槍造成社會大混亂白人警察開黑槍造成社會大混亂
芝加哥市長推卸責任開除警察局長！

由於處理一名白人警察開槍射殺一名非由於處理一名白人警察開槍射殺一名非
洲裔黑人而引發了軒然大波洲裔黑人而引發了軒然大波，，芝加哥市民連芝加哥市民連
續幾天在市中心鬧區街頭示威抗議與暴動續幾天在市中心鬧區街頭示威抗議與暴動，，
芝加哥市政府在各界交相指責之下芝加哥市政府在各界交相指責之下，，市長拉市長拉
姆‧伊曼紐姆‧伊曼紐(Rahm Emanuel)(Rahm Emanuel)終於開除了警察終於開除了警察
局長麥卡錫局長麥卡錫(Garry McCarthy)(Garry McCarthy)，，雖然讓芝加哥雖然讓芝加哥
市政府暫時市政府暫時""止血止血""，，但是伊曼紐市長的大災但是伊曼紐市長的大災
難顯然還在後頭難顯然還在後頭！！

對於這一次的白人警察開黑槍打死黑人的對於這一次的白人警察開黑槍打死黑人的
不幸事件不幸事件，，我一直都認為最需要負起政治責我一直都認為最需要負起政治責
任的並不是警察局長任的並不是警察局長，，而是芝加哥市長而是芝加哥市長，，因因
為這次的事件為這次的事件，，不僅僅是牽扯到白人歧視黑不僅僅是牽扯到白人歧視黑
人的問題人的問題，，更牽扯到市政府官員隱瞞事實的更牽扯到市政府官員隱瞞事實的
問題問題，，他們企圖隻手遮天他們企圖隻手遮天，，掩蔽警察殺人的掩蔽警察殺人的
滔天大罪滔天大罪，，試想想看試想想看，，如果沒有市長的認可如果沒有市長的認可

，，警察局長敢拒絕交出白人警察惡形惡狀警察局長敢拒絕交出白人警察惡形惡狀、、
慘無人道的關鍵錄影帶嗎慘無人道的關鍵錄影帶嗎？！？！而且這件事情而且這件事情
鬧大之後鬧大之後，，他們兩人企圖掩蓋他們兩人企圖掩蓋、、否認事實和否認事實和
作偽證作偽證，，並把這一嚴重的爭議事件簡化為單並把這一嚴重的爭議事件簡化為單
一的個人事件一的個人事件，，雖然各界的責難排山倒海雖然各界的責難排山倒海，，
伊曼紐市長依然伊曼紐市長依然""挺挺""著警察局長著警察局長，，警察局長警察局長
也信心滿滿的說到也信心滿滿的說到，，他會得到市長的他會得到市長的 「「支持支持
」」，，絕不會因為此事而下台絕不會因為此事而下台，，市長與警察局市長與警察局
長權力的傲慢由此可見一斑長權力的傲慢由此可見一斑！！

但是但是，，市長與警長的市長與警長的""官官相護官官相護""與與""惺惺惺惺
相惜相惜""讓媒體實在是看不下去了讓媒體實在是看不下去了，，""芝加哥太芝加哥太
陽時報陽時報"(Chicago Sun-Times)"(Chicago Sun-Times)罕見的在頭版以罕見的在頭版以
""社論社論""大剌剌地指出大剌剌地指出:: 麥卡錫局長已經失去麥卡錫局長已經失去
了絕大多數芝加哥的信任與支持了絕大多數芝加哥的信任與支持，，沒有了這沒有了這
些信任與支持些信任與支持，，他不能再去勝任警察局長的他不能再去勝任警察局長的

工作工作，，麥卡錫必須辭職麥卡錫必須辭職
，，否則市長就應該開除否則市長就應該開除
他他！！""

果然果然，，在這一篇在這一篇""社論社論
""刊出之後刊出之後，，立竿見影立竿見影，，
伊曼紐市長伊曼紐市長 180180 度翻轉度翻轉
自己的心態自己的心態，，馬上採取馬上採取
了行動了行動，，輿倫的功能在輿倫的功能在
美國一直被視為在行政美國一直被視為在行政
、、立法與司法之外的立法與司法之外的""第第
四權四權""，，從這一次的事件從這一次的事件
也充分的得到了證明也充分的得到了證明！！

伊曼紐現在雖然找伊曼紐現在雖然找
到了一個代罪羔羊到了一個代罪羔羊，，但但
是他真正的問題並沒有是他真正的問題並沒有
解決解決，，他的第一個市長他的第一個市長

任期曾經因為節省市政府預算而關閉了五十任期曾經因為節省市政府預算而關閉了五十
所公立學校所公立學校，，造成老師憤怒的走上街頭造成老師憤怒的走上街頭，，他他
在第二任期內承諾要對非裔給予更多關懷在第二任期內承諾要對非裔給予更多關懷，，
但是非裔社區的治安完全沒有改善但是非裔社區的治安完全沒有改善，，犯罪率犯罪率
居高不下居高不下，，他的種種施政遭到了非裔的強烈他的種種施政遭到了非裔的強烈
反對反對，，他在開除麥卡錫警長時說道他在開除麥卡錫警長時說道:: 「「我對他我對他
這個人和他的所作所為都很信任這個人和他的所作所為都很信任，，但他辜負但他辜負
了我對芝加哥現在和未來的承諾和責任了我對芝加哥現在和未來的承諾和責任。。我我
們的目標是贏得公眾的信任們的目標是贏得公眾的信任，，然而此時此刻然而此時此刻
，，他不但沒去解決信任問題他不但沒去解決信任問題，，反而使自己變反而使自己變
成一個信任危機成一個信任危機。。」」

我想伊曼紐所說的這句話我想伊曼紐所說的這句話，，其實用在他其實用在他
的身上更為貼切的身上更為貼切，，他還信誓旦旦的說道他還信誓旦旦的說道，，他他
絕對不會為此事而自己辭職下台絕對不會為此事而自己辭職下台，，他說他說:":"我我
相信選舉制度相信選舉制度，，我如果做不好我如果做不好，，下一次選民下一次選民
就不選我就不選我，，我適不適任是由選舉來決定我適不適任是由選舉來決定，，所所
以我不會自己辭職以我不會自己辭職！！""

當然啦當然啦，，伊曼紐市長不辭職的理由也不伊曼紐市長不辭職的理由也不
是沒有正當性是沒有正當性，，芝加哥的市長是沒有任期制芝加哥的市長是沒有任期制
的的，，也是不分黨派也是不分黨派 (non-partisan)(non-partisan)的的，，任何人任何人
只要做得好只要做得好,,只要獲得市民的認可只要獲得市民的認可,,就可以做就可以做""
萬年市長萬年市長",", 這是另類的這是另類的””美式民主美式民主",",因為市因為市
長選舉永遠是開放的長選舉永遠是開放的,,也是民主的也是民主的,, 是一人投是一人投
一票的一票的,,所以只要你有德有能所以只要你有德有能,,有才有志有才有志,,只要只要
獲得市民的認可獲得市民的認可,,你就可以當選市長你就可以當選市長。。芝加哥芝加哥
曾經出現過戴利市長曾經出現過戴利市長(Richard Daley)(Richard Daley)父子建父子建
立的立的 「「戴家王朝戴家王朝」」，，戴家父子各做了二十一戴家父子各做了二十一
年市長年市長，，合起來長達了四十二年的時間合起來長達了四十二年的時間,, 是是
美國歷史上在位最長最久的市長任期美國歷史上在位最長最久的市長任期,,小戴利小戴利
市 長 更 是 創 下 了市 長 更 是 創 下 了 「「六 連 霸六 連 霸 」」 ((19891989//19911991//
19951995//19991999//20032003//20072007//20112011))的歷史紀錄的歷史紀錄，，但但

是他在民意支持度開始下降之後是他在民意支持度開始下降之後,, 馬上宣佈馬上宣佈
不再參選不再參選,, 也正因此才會促成了當年拉姆‧也正因此才會促成了當年拉姆‧
伊曼紐從白宮辭掉歐巴馬總統的幕僚長高職伊曼紐從白宮辭掉歐巴馬總統的幕僚長高職
,, 返回芝加哥競選市長成功的返回芝加哥競選市長成功的,,相較之下相較之下,,拉姆拉姆
‧伊曼紐才幹完市長一任期‧伊曼紐才幹完市長一任期,,就遭到各方之挑就遭到各方之挑
釁釁,,況且整個政治的大環境對他顯然是不利的況且整個政治的大環境對他顯然是不利的
,, 小戴利市長唯才是用小戴利市長唯才是用，，他聘用的兩任警察他聘用的兩任警察
局長費爾‧柯萊恩局長費爾‧柯萊恩(Phil Cline)(Phil Cline)和麥特‧羅德和麥特‧羅德
里奧玆里奧玆(Matt Rodriguez)(Matt Rodriguez)薪水都比他自己還高薪水都比他自己還高
，，他一點都不介意他一點都不介意，，因為他們做得好因為他們做得好，，他授他授
權給他們去做權給他們去做，，當芝加哥市警局不斷發生弊當芝加哥市警局不斷發生弊
端和醜聞端和醜聞,,讓芝加哥市民對市警局產生了嚴重讓芝加哥市民對市警局產生了嚴重
的不信任感之後的不信任感之後，，小戴利市長在找替罪羊擔小戴利市長在找替罪羊擔
責時向來都是毫不猶豫的責時向來都是毫不猶豫的，，他馬上就把兩任他馬上就把兩任
警察局長踢下船警察局長踢下船；；小戴利市長的最後一任警小戴利市長的最後一任警
察局長喬迪‧魏斯察局長喬迪‧魏斯（（Jody WeisJody Weis））則是在則是在 政政
權輪替權輪替、、但是尚末正式進行交接但是尚末正式進行交接,,拉姆‧伊曼拉姆‧伊曼
紐新市長還沒有上任之前紐新市長還沒有上任之前，，喬迪‧魏斯警察喬迪‧魏斯警察
局長就局長就““不戀棧不戀棧””掛冠求去掛冠求去,,匆匆下台走人匆匆下台走人。。

拉姆‧伊曼紐選中了麥卡錫警長拉姆‧伊曼紐選中了麥卡錫警長，，自從上自從上
任以來並沒有多大的作為任以來並沒有多大的作為，，槍擊案和幫派暴槍擊案和幫派暴
力嚴重影響了非洲裔人群在本地的生活秩序力嚴重影響了非洲裔人群在本地的生活秩序
，，非洲裔黑人無法良好的融入芝加哥社區非洲裔黑人無法良好的融入芝加哥社區，，
但是拉姆‧伊曼紐卻始終信任他的警長但是拉姆‧伊曼紐卻始終信任他的警長，，如如
今他終於抵擋不住報紙的一篇社論而拔掉自今他終於抵擋不住報紙的一篇社論而拔掉自
己多年以來的心腹己多年以來的心腹，，這當然是有悖於他在政這當然是有悖於他在政
治上八面玲瓏治上八面玲瓏、、絕對不問罪他人的原則絕對不問罪他人的原則，，所所
以他心中的那種哀痛是可想而知的以他心中的那種哀痛是可想而知的，，至於下至於下
一次的選舉一次的選舉，，距離現在還有三年的時間距離現在還有三年的時間，， 拉拉
姆‧伊曼紐市長就自求多福吧姆‧伊曼紐市長就自求多福吧！！

NBANBA 超級巨星科比超級巨星科比••布萊恩特布萊恩特(Kobe Bryant)(Kobe Bryant)
正式宣佈將會在本賽季後正式退役正式宣佈將會在本賽季後正式退役，，他的決定雖然他的決定雖然
並不令人感覺到意外並不令人感覺到意外，，但也帶來了相當的震撼但也帶來了相當的震撼。。

科比科比••布萊恩特是以一首名為布萊恩特是以一首名為《《親愛的籃球親愛的籃球》》
(Dear Basketball )(Dear Basketball )””白話詩來向大家宣佈他的決定白話詩來向大家宣佈他的決定
，，這首發佈在這首發佈在 「「球員論壇網球員論壇網（（Players' TribunePlayers' Tribune））」」
上的上的””七句短詩七句短詩”” 雖然沒有華麗的詞藻雖然沒有華麗的詞藻，，但是卻但是卻
很親切很親切，，也很感人也很感人：：

You gave a six-year-old boy his Laker dreamYou gave a six-year-old boy his Laker dream

你給予一個六歲男孩湖人夢你給予一個六歲男孩湖人夢，，

And IAnd I’’ll always love you for it.ll always love you for it.

為此我將永遠愛你為此我將永遠愛你。。

But I canBut I can’’t love you obsessively for much longer.t love you obsessively for much longer.

但是我無法再癡迷地愛你更久了但是我無法再癡迷地愛你更久了。。

This season is all I have left to give.This season is all I have left to give.

這個賽季我已經毫無保留這個賽季我已經毫無保留。。

My heart can take the poundingMy heart can take the pounding

我的心可以承受打擊我的心可以承受打擊，，

My mind can handle the grindMy mind can handle the grind

我的意志可以承受煎熬我的意志可以承受煎熬，，

But my body knows itBut my body knows it’’ s time tos time to
say goodbye.say goodbye.””

但是我的身體卻知道是向你說再見的但是我的身體卻知道是向你說再見的
時候了時候了。。

讀完這首詩讀完這首詩，，真的是讓人感受到真的是讓人感受到
布萊恩特對於籃球真誠投入的可貴布萊恩特對於籃球真誠投入的可貴，，
一位職業球星能夠以一首詩來告別職一位職業球星能夠以一首詩來告別職

業球壇業球壇，，布萊恩特還真是第一人布萊恩特還真是第一人，，以前的以前的NBANBA巨巨
星在決定退休時星在決定退休時，，絕大多數是在提前準備好的記者絕大多數是在提前準備好的記者
會上會上，，在大陣仗的媒體前面在大陣仗的媒體前面call it a careercall it a career宣告退宣告退
休休，，而布萊恩特卻是以詩詞哀傷的告別而布萊恩特卻是以詩詞哀傷的告別，，我想在他我想在他
心裡面絕對有難言的隱痛與悲傷心裡面絕對有難言的隱痛與悲傷，，最近一陣子最近一陣子，，我我
特別觀察到特別觀察到，，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上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上，，許多許多NBANBA的的
球評都在火熱的批評布萊恩特球評都在火熱的批評布萊恩特，，認為認為3737歲的他歲的他，，
已經力不從心已經力不從心，，到了到了NBANBA的垂暮之年的垂暮之年，，不應該再不應該再
留戀在球場上了留戀在球場上了。。有有””毒舌毒舌””別號的別號的ESPNESPN球評人球評人
史提芬‧史密斯史提芬‧史密斯(Stephen A. Smith)(Stephen A. Smith) 更狠心的說道更狠心的說道::
”” 布萊恩特應該現在就要退休布萊恩特應該現在就要退休!!”” 。。 曾經在曾經在NBANBA
拼戰過的拼戰過的””惡漢惡漢”” 查理斯‧巴克利查理斯‧巴克利(Charles Bark(Charles Bark--
ley)ley) 也說道也說道::”” 當你看到布萊恩特在球場上必須不當你看到布萊恩特在球場上必須不
斷的用假動作來投籃斷的用假動作來投籃，，而不能夠自己去突破對方的而不能夠自己去突破對方的
防守陣線防守陣線，，那表示他已力不從心那表示他已力不從心，，他應該馬上退休他應該馬上退休
了了！”！”

是的是的，，任何一位球星都不可能永久都不退休任何一位球星都不可能永久都不退休，，
NBANBA 球員的職業生涯非常的短暫球員的職業生涯非常的短暫，，平均只有平均只有 44..88

年年，，打得最久的打得最久的””酋長酋長””羅伯特羅伯特••潘瑞希潘瑞希（（RobRob--
ert Parishert Parish））共有共有 2121 個球季個球季，”，”天勾天勾””賈霸賈霸(Ka(Ka--
reem-Abdul-Jabbar)reem-Abdul-Jabbar)也打了也打了 1919 年年，，都是都是 NBANBA 少之少之
又少的特例又少的特例，，所以布萊恩特打完這個球季所以布萊恩特打完這個球季，，正好是正好是
二十年二十年，，真的相當的了不起真的相當的了不起，，他十七歲高中畢業後他十七歲高中畢業後
,, 大學都沒有唸就直接的進入大學都沒有唸就直接的進入NBANBA，，現年三十七歲現年三十七歲
的科比的科比••布萊恩特率領洛杉磯湖人隊布萊恩特率領洛杉磯湖人隊（（Los AngeLos Ange--
les Lakersles Lakers）） 奪得五次奪得五次NBANBA冠軍冠軍，，他表示自己做出他表示自己做出
退役的決定退役的決定 「「已經有一陣了已經有一陣了，，這樣的決定這樣的決定，，不可能不可能
基於外部環境來定奪的基於外部環境來定奪的，，一定得是內部原因一定得是內部原因。。終於終於
我接受了自己無法再打下去的事實我接受了自己無法再打下去的事實，，而且我覺得沒而且我覺得沒
關係關係，，這讓我和所有人肩上的重擔都消失了這讓我和所有人肩上的重擔都消失了。。」」

湖人隊的教練史考特湖人隊的教練史考特(Byron Scott)(Byron Scott)則強調則強調，，現現
在科比的在科比的 「「主要目標仍是打完本賽季主要目標仍是打完本賽季。。」」他認為科他認為科
比至少還有一年的時間比至少還有一年的時間。。 「「我覺得他仍然熱愛籃球我覺得他仍然熱愛籃球
，，他仍有激情他仍有激情，，而且他還是一個好勝的年輕人而且他還是一個好勝的年輕人，，在在
得知他將宣佈退役的事情得知他將宣佈退役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震驚我感到非常震驚，，也很也很
悲傷悲傷，，他是我真正在乎的人他是我真正在乎的人，，我非常尊重他我非常尊重他。。我相我相
信他這樣的巨星選擇退役信他這樣的巨星選擇退役，，是很艱難的決定是很艱難的決定。。」」

其實其實，，科比最近一段時間說過很多次正在考慮科比最近一段時間說過很多次正在考慮
本賽季後退役的事本賽季後退役的事，，所以此時作出決定並不令人感所以此時作出決定並不令人感
覺到意外覺到意外，，但也帶來了相當的震撼但也帶來了相當的震撼，，他是他是NBANBA歷歷
史上四個拿到兩萬五千分史上四個拿到兩萬五千分、、六千個籃板和六千個助六千個籃板和六千個助
攻的球員之一攻的球員之一，，在在NBANBA職業生涯總得分榜上排名職業生涯總得分榜上排名
第三第三，，他在二十年的職業生涯中他在二十年的職業生涯中，，得過兩次奧運金得過兩次奧運金
牌牌、、五個五個NBANBA冠軍冠軍，，十七次入選全明星賽十七次入選全明星賽，，還擁還擁
有有NBANBA歷史上排名第二高的單場歷史上排名第二高的單場8181分得分記錄分得分記錄，，
僅次於張伯倫僅次於張伯倫( Wilt Chamberlain)( Wilt Chamberlain)的一百分的一百分，，他是他是
當之無愧將載入籃球史冊的人物當之無愧將載入籃球史冊的人物，，是籃球史上最偉是籃球史上最偉
大的運動員之一大的運動員之一，，不管是在不管是在NBANBA決賽之中決賽之中，，還是還是

在午夜空曠的籃球場上在午夜空曠的籃球場上，，他對籃球始終保持著無條他對籃球始終保持著無條
件的愛件的愛。。

過去兩個賽季中過去兩個賽季中，，科比因為傷病而缺席了一百科比因為傷病而缺席了一百
二十三場比賽二十三場比賽；；這個賽季科比要帶領重整過的年輕這個賽季科比要帶領重整過的年輕
湖人隊湖人隊，，過程也相當困難過程也相當困難，，湖人隊在西部聯盟的排湖人隊在西部聯盟的排
名目前仍在很後面名目前仍在很後面；；他甚至在本賽季打出了職業生他甚至在本賽季打出了職業生
涯最差的涯最差的3131..55%%得分率得分率。。傷痛折磨著他傷痛折磨著他，，但湖人隊但湖人隊
也一直力挺他也一直力挺他，，是他堅實的後盾是他堅實的後盾。。

除了除了NBANBA聯盟高層和各個名將對科比告別的聯盟高層和各個名將對科比告別的
致敬致敬，，還有一群人是科比要向他們道謝的還有一群人是科比要向他們道謝的，，球迷們球迷們
來到湖人隊的主場地史特普斯球館來到湖人隊的主場地史特普斯球館（（Staples CenterStaples Center
），），接收科比給他們寫的告別信接收科比給他們寫的告別信，，信裝在黑色信封信裝在黑色信封
裡裡，，表面燙金表面燙金，，信中科比寫道信中科比寫道，， 「「你們為我做的一你們為我做的一
切比我為你們做的偉大太多了切比我為你們做的偉大太多了。。每一場我穿著紫金每一場我穿著紫金
色參加的比賽色參加的比賽，，其中的每一分鐘其中的每一分鐘，，我都知道這件事我都知道這件事
。。今天今天，，以及這個賽季剩下的日子以及這個賽季剩下的日子，，我都以籃球為我都以籃球為
榮榮。。我對這座城市我對這座城市、、這支隊伍和你們的愛將永不消這支隊伍和你們的愛將永不消
逝逝，，感謝你們陪我度過這段不可思議的旅途感謝你們陪我度過這段不可思議的旅途。。」」

接下來的這一個接下來的這一個 NBANBA 球季將是布萊恩特的球季將是布萊恩特的
NBANBA告別之旅告別之旅，，我相信他所到的各個城市必定會我相信他所到的各個城市必定會
受到熱烈的喝采歡迎受到熱烈的喝采歡迎，，我也相信不會再有球評對他我也相信不會再有球評對他
有過多的指責了有過多的指責了，，他在球場上無論可以得多少分都他在球場上無論可以得多少分都
已經不再重要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會一起回憶他在重要的是大家會一起回憶他在
NBANBA球場上拼戰二十年來的光彩球場上拼戰二十年來的光彩，，那些光彩當然那些光彩當然
是屬於布萊恩特的是屬於布萊恩特的，，也是屬於也是屬於NBANBA歷史的歷史的！！

出具體的做法出具體的做法，，做點真正有意義的改變才行做點真正有意義的改變才行，，如果如果
他們只說卻不做他們只說卻不做，，依然讓那些瘋狂的傢伙拿到槍枝依然讓那些瘋狂的傢伙拿到槍枝
，，那麼未來我們不但還會在校園裡發生慘案那麼未來我們不但還會在校園裡發生慘案，，也會也會
在商場在商場、、餐館餐館、、教堂與電影院等等有大量人群聚集教堂與電影院等等有大量人群聚集
的公共場所不斷的上演槍擊案的的公共場所不斷的上演槍擊案的！！

以一首 「七句短詩」 宣告退隱
布萊恩特 將載入籃球史冊

錄影帶扮演關鍵角色可減少街頭暴行錄影帶扮演關鍵角色可減少街頭暴行！！
警察開黑槍射殺黑人引發種族歧視警察開黑槍射殺黑人引發種族歧視

黑槍‧暴動‧錄影帶黑槍‧暴動‧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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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替

就是你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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