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0 月 13 日  州長凱西．霍楚爾 

 

 

霍楚爾州長嘉獎警官英勇行為  

  

羅切斯特市警官丹尼森「凡尼」·賴特榮獲「州長年度最佳警官獎」  

  

薩福克郡警官克里斯托弗·佐寧榮獲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救生獎」  

  

  

州長凱西·霍楚爾今天宣佈，兩名警員因在自己和所保護社區居民面臨嚴峻危險時表現出

的英勇行為和非凡勇氣而獲得嘉獎。羅徹斯特市警察局 (Rochester Police Department) 警官

丹尼森「凡尼」·賴特 (Dennison "Denny" Wright) 榮獲「州長年度最佳警官獎」，而薩福克

郡 (Suffolk County) 警官克里斯托弗·佐寧 (Christopher Zonin) 則榮獲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救生獎」  

  

「賴特和佐寧警官無私履職，為了保護他人安全、服務社區而無顧自身安危。」霍楚爾

州長表示。「我們對這兩位警官的行為深表感激，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面對重大危險時

所表現出來的英雄主義。」  

  

霍楚爾州長在全國警察週 (National Police Week) 的第一天公佈獎項，為了慶祝警察週，華

盛頓特區今年將會舉辦一系列活動，活動時間從今天起截止至 10 月 17 日週日。刑事司法

服務署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DCJS) 負責協調年度警員評選委員會 (Police 

Officer of the Year Selection Committee) 工作，該委員會同樣負責評選「救生獎」的得獎警

官。  

  

委員會成員包括警務人員、工會代表，以來州內的警察局長和警長協會官員。委員會成員

負責評估 11 個機構提交的提名名單。共有 20 名警官獲得提名，最後賴特和佐寧警官因 

2019 年的英勇行為而獲得獎項。2020 年獎項的提名正在審核當中，委員會的提名人選將

於今年稍後公佈。  

  

2019 年 10 月 4 日，在處理家庭糾紛導致的暴力行為時，賴特警官遭遇武裝襲擊者，襲擊

者用刀襲擊賴特警官並導致警官失明。盡管賴特警官身受重傷，但在現場熱心人士的幫助

下，警察警官最終得以阻止該男子繼續傷害他人。  

  



佐寧警官同時也是一名志願消防員，他在 2019 年 12 月 4 日冒著濃煙和高溫幫助數位居民

逃離其位於森特里奇村 (Centereach) 的著火居所。  

  

「年度警官獎」旨在嘉獎某位或某隊警員，以此表彰其可代表紐約州警員服務的非凡英勇

行爲。這一獎項設立於 1984 年，迄今為止已經為 20 個機構的 121 名警官頒發榮譽獎項。

評選委員會於 2016 年設立「救生獎」，此後共有來自 4 個機構的 13 名官員獲此殊榮。  

  

賴特警官是首位獲得該獎項的羅切斯特市警官。在提名賴特警官時，羅切斯特警察局就 

2019 年 10 月 4 日發生的事件提交以下陳述：  

  

賴特警官出警處理一宗家庭糾紛求助電話，在該糾紛中，一名情緒失控的男子躲在床底。

賴特到達現場後嘗試緩和當事人情緒。賴特警官與該男子交談，引導男子離開床底，但該

男子突然情緒激動，試圖離家。男子家人試圖阻止男子離家，但該男子襲擊賴特警官臉

部，並突然間抓起一把 12 英呎長的刀子，多次刺傷賴特警官的臉部、頭部和眼睛。賴特

警官開了一槍，但沒有射中該名還在攻擊的男子。盡管身受重傷且視力受損，但賴特警官

仍然堅守崗位，保護周圍其他人員的安全。在暴力現場熱心人士的及時幫助下，賴特警官

得以將嫌疑人制服並逮捕。這位 23 歲的警員因為被襲而導致顱骨和面部骨折，此外還有

多處刺傷，雙眼則永久性失明。  

  

羅切斯特臨時警察局長大衛·史密斯 (David Smith) 表示，「我非常佩服賴特警官的行為，

面對致命危險時，他表現出令人震驚的堅定精神和英勇行為；我也知道，案發當天他為了

保護現場人員的安全，承受了多大的犧牲。賴特警官是羅切斯特警察局優秀警官的代表，

而幫助賴特警官的個體民眾則體現了「熱心人士」一詞的含義。他們的行為值得所有民眾

學習。感謝州長霍楚爾和年度警官評選委員會委員為賴特警官頒發這一殊榮獎項。」  

  

佐寧警官是首位獲得「救生獎」的薩福克郡警官。在提名佐寧警官時，薩福克郡警察局就 

2019 年 12 月 4 日發生的事件提交以下詳情：  

  

佐寧警官出警處理 9-1-1 報警電話，那是一宗位於森特里奇村的室友糾紛。來電者在附近

的 7-11 便利店與佐寧警官見面，說明情況。佐寧警官隨後前往住所，看到建築物後面冒

出濃煙。佐寧警官冒著濃煙和熱火爬過一間公寓，向三名能夠自行逃生的居民發出警告。

佐寧警官隨後進入前方的公寓。佐寧警官在公寓中發現一名男子，該男子自行逃離火場現

場；佐寧警官隨後再將一名昏迷男子拖出幾乎被大火吞沒的廚房。  

  

薩福克郡警察局代理局長斯圖爾特·卡梅倫 (Stuart Cameron) 表示，「薩福克郡的民眾非常

幸運，能夠受到克里斯托弗·佐寧警官等警員的保護；在 2019 年的一場住宅樓火災中，佐

寧警官冒著生命危險挽救他人生命。佐寧警官是最優秀執法隊伍的代表。佐寧警察的英勇

行為令我深感自豪，我也感謝州長霍楚爾能夠授予佐寧警官這一榮譽獎項。」  

  

所有獲得 2019 「年度警官獎」提名的警官（包括佐寧警官）都獲得「傑出勇氣證書」。

提名名單如下：  



  

拿騷郡警察局 (Nassau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警官邁克爾·肯尼 (Michael Kenney)、布賴恩·

麥奎德 (Brian McQuade) 和亞當·邁耶 (Adam Meyer)：在 2 月 13 日，一名建築工人被一塊重

達 2,500 磅的金屬板擊中並困在板下，受害者雙腿已受重傷，警官出警處理此宗事故。肯

尼、麥奎德和邁耶警官潛入 8 英呎深的溝渠，受害者被困在溝渠中，呼吸困難，流血不

止。警官利用止血帶穩定受害人傷情，救其一命。  

  

紐約市警察局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警官雷切爾·坎帕內拉-里維拉 (Raychel 

Campanella-Rivera) 和瓦尼莎·梅地納 (Vanesa Medina)：在 9 月 17 日，瓦尼莎·梅地納和雷切

爾·坎帕內拉-里維拉警官出警處理位於史塔頓島 (Staten Island) 的家庭暴力報案。警官與報

案人溝通並試圖走近嫌疑人，告知即將逮捕嫌疑人。嫌疑人屢次拒絕合作，並暴力拒捕。

坎帕內拉-里維拉警官拿出泰瑟槍，但沒有作用。在激烈的搏鬥中，嫌疑人從腰帶拔出一

把已經上膛的手槍，開了幾槍，擊中梅地納警官的手和坎帕內拉-里維拉警官的泰瑟槍，

導致腿部二次受傷，使警官意識到她同樣受到槍擊。坎帕內拉-里維拉警官警官開槍還

擊，打中了肇事者的身體。肇事者倒在地上，警官踢走他手下的武器。槍支滑過街道，多

名幫派成員走近槍支。坎帕內拉-里維拉警官設法保護嫌疑人的槍支和現場，穩定現場情

況，並為嫌疑人和同僚尋求醫療援助，等待援助人員到達。  

  

紐約州警察局巡警蒂莫西· S. 康克林 (Timothy S. Conklin)：在 1 月 28 日，一名女子致電州

警察局報案，說她的兒子未經過她的同意，就開她的車去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 恩迪

科特 (Endicott) 探望女兒。康克林巡警定位到車輛在 81 號州際公路上向南行駛，後來又在 

17 號州際公路的路肩找到車輛。康克林巡警將有警車標誌的巡邏車開到該車輛後面，這

時嫌疑人開始從汽車後窗開槍射擊。開槍男子隨後下車繼續射擊，同時走向康克林巡警，

而康克林巡警則從巡邏車的擋風玻璃還擊。在開槍男子停止開槍的短暫時間裏，康克林巡

警重新裝好子彈，再次開槍擊中嫌疑人；嫌疑人而傷勢過重而死亡。康克林被彈片擊中受

傷，需要就醫。警方在調查案件時查明，嫌疑人因家庭暴力和跟蹤等罪名而被接受調查。  

  

北港 (Northport) 警察局警官肖恩·薩吉斯塔諾 (Sean Sagistano)：在 4 月 18 日，薩吉斯塔諾

警官出警處理一宗糾紛案件，發現有人被鄰居襲擊。到達現場後，薩吉斯塔諾警官就遇到

一名男子用槍對準他。他命令男子放下槍支，最初遭到拒絕。薩吉斯塔諾警官最終說服男

子放下武器，卻發現男子的另一隻手拿著砍肉刀。警官多次命令男子放下砍肉刀，最終得

以說服並拘捕該名男子，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奧斯威戈 (Oswego) 警察局警官丹尼爾·巴洛尼 (Daniel Balloni)：12 月 29 日，巴洛尼警官在

淩晨 1 點 15 分左右接到電話報案，稱一名女子在 奧斯威戈河地區尖叫。巴洛尼警官和其

他警官到達現場時發現一名 20 歲的女子漂浮在西線公園 (West Linear Park) 附近的河面，

掙扎著漂浮在水面，時而清醒，時而昏迷。警察從公園拿出救生環，扔向該名女子，但她

卻無法抓住。盡管氣溫寒冷，但巴洛尼警官還是冒險危險跳進河裡。巴洛尼警官抓住救生

圈並游向受害者，將女子頭部拉出水面，身體浮在水面上，並讓同事將他們拉上岸。巴洛

尼警官和溺水女子被送往醫院就醫。  

  



普特南郡 (Putnam County) 警長辦公室副警長凱文·奧西卡 (Kevin Osika)：在 5 月 27 日，奧

西卡副警長接到電話，稱一名男子在東南鎮 (Southeast) 84 號州際公路的高橋 (High Bridge) 

上，並試圖走到橋邊。奧西卡副警長小心地從身後走近那個似乎準備跳橋的男子，並拉住

該名男子。該名男子在車流中間掙扎，想要逃脫，但奧西卡警官將他制服在地，壓在身

下，直至有人前來接送該名男子前往救助。  

  

紅鉤鎮 (Red Hook) 警察局警官特拉維斯·斯特里特 (Travis Sterritt)：11 月 15 日，斯特里特

警官和招聘官娜塔莉亞·泰爾斯 (Nathalia Telles) 接到報警電話，出警處理一宗前室友之間

的財產糾紛。警官發現附近一名遛狗的男子就是被指取走室友物品的嫌疑人。警官走近男

子時，該名男子將狗擋在警官前面，無視警官叫他把狗綁好以便詢問的命令。當斯特里特

警官請求支援時，嫌疑人掏出一把 0.45 口徑的手槍，向警官開了幾槍。斯特里特警官開

槍還擊，以保護自己和已經跑開尋找掩護的泰爾斯警官。由於嫌疑人繼續開槍射擊，兩名

警官躲到有警車標誌的車輛後面。嫌疑人共開了 8 槍，其中 3 槍擊中了巡邏警車。嫌疑人

穿過開發工地並逃到樹林；達奇斯郡 (Dutchess) 警長辦公室的警員搜捕了兩個小時，最後

用一把上膛槍支逮捕嫌疑人。該名男子被控謀殺未遂和持有非法槍支。  

  

斯凱勒郡 (Schuyler) 警長辦公室副警長安德魯·W. 耶斯瑪 (Andrew W. Yessma)：9 月 19 日，

耶斯瑪副警長接到電話，需要出警協助沃特金斯格倫 (Watkins Glen) 警察局和消防局處理

一宗多戶住宅火警，而且一名有特殊需求的受困者可能被困在屋內。沃特金斯格倫的警官

確認有一名受困者被困在二樓，而二樓窗戶當時正冒出濃煙和火焰。耶斯瑪副警長找到了

通往樓上單位的門，並在沃特金斯格倫警官和紐約州警官的協助下強行破門。耶斯瑪副警

長進入滿是濃煙和火光的單位，爬到一扇門前，然後把門打開。耶斯瑪副警長先是看到受

困人的雙腳，便伸手把受困人沿著地板拖出房間，其他警官則在房外幫忙，把受困人拉到

屋子外面。當被帶離屋外時，該名男子突然間變得非常激動，並毆打一名消防員和耶斯瑪

副警長。耶斯瑪副警長待到救護車和受困者的母親到達後，繼續留在在現場協助警察和消

防員。  

  

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警察局肖恩·哈恩 (Shawn Hahn) 和肖恩·哈克 (Shawn Hauck) 副局長，

警官倫納德·布朗 (Leonard Brown)、科林·弗拉格勒 (Collin Flagler)、埃里克·赫佩勒 (Erik 

Heppeler)、吉恩·拉戈三世 (Gene Lagoe III) 和馬修·泰南 (Matthew Tynan)：在 12 月 3 日，哈

恩和哈克副局長，以及警員布朗、弗拉格勒、赫佩勒、拉戈和泰南出警，調查由 

ShotSpotter 偵測到的數聲槍擊聲。與此同時，有人致電 9-1-1，稱同一條街上有一名 6 歲兒

童在家中受到槍支襲擊。泰南警官走近門口，發現該名兒童跪在地板並靠在沙發上，正在

呻吟，看起來呼吸困難，衣服上也有血跡。槍擊者仍在屋裏，手上還拿著槍支。泰南警官

開始與持槍男子交談，該名男子剛剛槍擊其侄子，並威脅警官。泰南警官拔出手槍，開槍

擊中男子，男子旋即跌倒在地上。正當警察試圖確保受害孩子的安全之時，槍擊者拿到槍

支並繼續走動。哈恩、哈克副局長和警員弗拉格勒、赫佩勒、拉戈和泰南打破孩子旁邊的

窗戶，想把孩子拉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孩子夠不到警察，而且窗戶也太高了，警官無法快

速爬進屋內。警方也意識到，其他幾位家人也躲在房子裏面。警察組成一個帶防彈盾牌的

小組並進入屋內，救出孩子並帶給正在現場等待的醫務人員，同時也竭力保護其他居民免

受傷害。  



  

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負有多項責任，包括：執法培訓；搜集和分析全州犯罪資料；保管

和維護犯罪記錄資訊和指紋檔；與紐約州警察局共同管理監督紐約州 DNA 資料庫；為緩

刑與社區矯正計畫融資並實施監督；管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刑事司法資金；支援全州刑

事司法機構；管理紐約州「性犯罪登記 (Sex Offender 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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