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9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紐約州年度警員獎  (NEW YORK STATE'S POLICE OFFICER OF THE 

YEAR AWARD) 得主   

  

錫拉丘茲市警察局  (Syracuse Police Department) 三名警員因其英勇頑強而受到表

彰   

  

這些警員在接到報警後直面槍擊，隨後逮捕了嫌疑人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錫拉丘茲市警察局的三名警員獲得紐約州年度警員

獎。詹姆斯·米拉那  (James Milana) 中尉、維多利亞·洛蘇爾多  (Victoria Losurdo)  

警員和特拉維斯·萊茵海默  (Travis Rheinheimer) 警員在 2018 年 2 月 4 日接到一通

電話，稱有人持槍行兇，在出警後，持槍歹徒射擊的子彈擊中了米拉那中尉頭部附

近車輛擋風玻璃，並繼續開火射擊米拉那中尉和其他警員，他們逮捕了這個持槍歹

徒，因此獲得表彰。   

  

「這一事件說明了非法槍支對警員和社區構成的危險，以及警員在接到服務請求時

面臨的不可預測局面，」葛謨州長表示。「這三位警員的例子體現了服務和保護

的意義。在今天表彰他們的同時，我們也向成千上萬名警員致敬，他們每天的工作

使紐約州成為全國最安全的大州。」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於今天上午在錫拉丘茲市警察局總部的典禮上

代表州長向警員授予了這一獎勵。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DCJS) 執行副局長兼年度最佳警員甄選委員會  (Police Officer of the 

Year Selection Committee) 主席邁克爾 C. 格林 (Michael C. Green) 和錫拉丘茲市警

察局局長肯頓  T. 巴克納 (Kenton T. Buckner) 陪同副州長出席了頒獎儀式。  該獎項

於 35 年前首次頒發，米拉那中尉、洛蘇爾多警員和萊茵海默警員與錫拉丘茲市警

員凱斯利·弗朗西蒙  (Kelsey Francemone) 成為該機構僅有的獲獎警員。弗朗西蒙警

員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女性，她獲得了  2016 年年度警員獎。   

 

「一名持槍歹徒在城市街道上肆意開槍時，這些警員立即採取行動，逮捕了嫌疑

人，挽救了生命，」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發佈公告時表示。

「我們很幸運，有像這些勇敢的人一樣獻身的警員，他們每天都冒著生命危險保護



 

 

我們的社區和我們的安全。我們欠他們，以及所有的急救人員巨大的感謝之債，  

感謝他們願意把服務置於自身安危之上。」   

  

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執行副署長格林表示，「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的關鍵使

命是為執法機構提供支援。通過這項工作，我們直接看到了那些選擇從事警務工作

的人們的奉獻精神和專業精神。我們也看到這些警員及其家人為了保護我們大家的

安全而作出的犧牲。擔任甄選委員會主席，並表彰這些警員的英勇行為，是我的榮

幸。」  

  

錫拉丘茲市警察局長肯頓  T. 巴克納  (Kenton T. Buckner) 表示，「錫拉丘茲市警察

局有幸擁有一支由職業男女組成的隊伍，他們致力於保護我們偉大城市的公民。

2018 年 2 月 4 日，現任中尉的米拉那、洛蘇爾多警員和萊茵海默警員在與一名持

槍男子打交道時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和專業精神。儘管遭到幾次射擊，他們還是把

嫌疑犯收押起來。我很高興能向全州民眾宣傳他們的行動。」   

  

錫拉丘茲市警察局推薦三名警員作為  2018 年獎項的候選人時，提供了這些人關於  

2018 年 2 月 4 日事件的下列敘述：   

  

洛蘇爾多警員第一個接到報警電話，出警應對在西卡思羅普大道  (West Calthrop 

Avenue) 附近的南薩利納大街  (South Salina Street) 上的持槍男子。她看見一個人，

看上去好像腰間別著什麼東西，命令他停下來，舉起手來。他拒絕了。洛蘇爾多警

員和那個人交涉時，時任第三排  (Third Platoon) 排長的米拉那中尉趕到了現場。  

他把巡邏車停在那個人站著的地方以北幾碼的地方，讓巡邏車在那名男子和洛蘇爾

多警員之間空轉。   

  

米拉那中尉下車之前，槍手從腰間掏出一把半自動手槍，朝他開了幾槍。子彈擊中

了汽車的引擎蓋和擋風玻璃，接近米拉那中尉的頭部。這名男子隨後穿過南薩利納

大街，向附近的  81 號州際公路匝道跑去，向米拉那中尉和洛蘇爾多警員開槍，  

後者予以還擊。特拉維斯·萊茵海默警員趕到現場協助他的同事。這名男子至少中

了一槍，他繼續逃跑，丟下槍，跳過柵欄，試圖在其他警員逮捕他之前躲藏起來。

這名襲擊者後來被確認為利昂·湯瑪斯  (Leon Thomas)，今年早些時候承認謀殺未

遂，目前正在服刑  23 年。  

  

年度警員獎最初於  1984 年設立，旨在評選出一個或一隊警員，表彰其可象徵紐

約州員警服務的極度英勇行為。自該獎項設立以來，甄選委員會已經從  19 個機構

中選出了 120 名警員。在這些警員中，69 名獲得追授獎項，包括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世貿中心恐怖襲擊中喪生的  23 名紐約市警察局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警員和港務局警察局  (Port Authority Police Department) 的 37 名

警員。  

  



 

 

另有八個機構提名了警員以爭取該獎項；以下人員將獲得葛謨州長頒發的英勇無畏

證書 (Certificate of Exceptional Valor)：  

  

卡茨基爾嚮警察局  (Catskill Village Police Department) 警官丹尼爾·沃爾  (Daniel 

Waer)、警官卡梅倫·奧芬特  (Cameron Auffant) 和迪蘭·丘文斯  (Dilann Chewens)：6 

月 21 日，警方出警應對一起家庭事件，當時一名男子試圖進入他孩子母親的公

寓。他開了兩槍，但沒有人被擊中。警員趕到現場時，這名男子仍然拿著上膛的

槍。這個人從警員那裡逃跑了，但警員控制住了他，把他收押起來。   

  

東格林布希鎮警察局  (East Greenbush Town Police Department) 警員特雷弗  J. 拉格

瑞夫 (Trevor J. LaGrave)：6 月 15 日，拉格瑞夫警員在巡邏時被一名居民攔下，  

這名居民被一輛汽車的噪音吵醒，這輛汽車在穿過幾處前草坪後撞上一棵樹並起

火，司機被困其中。在這位居民的幫助下，拉格瑞夫警員把司機拉到了安全地帶。   

  

伊利郡警長辦公室  (Erie County Sheriff's Office) 副警長約翰·鄧恩  (John Dunn) 和肖

恩·米勒 (Shane Miller)：8 月 5 日，一名男子在斯普林維爾嚮  (village of Springville) 

一個繁忙的加油站揮舞一把短獵槍，兩名警員和另一名警員出警處理了關於這個事

件的報警電話。警員們到達時，這名男子向他們的車輛開槍。三人當面質問該男

子，命令他投降。他拒絕並繼續揮舞武器時，警員們向他開槍；這個人受傷後倖存

了下來。  

  

歐文頓警察局  (Irvington Police Department) 警員阿爾坎傑洛  F. 利伯拉托 (Arcangelo 

F. Liberatore)：4 月 29 日，在普萊森特山  (Mt. Pleasant) 的一個城鎮公園裡，利伯

拉托警員下班後看到一個小女孩被一隻郊狼惡毒地攻擊。他斡旋、摔跤、搏鬥，  

隨後將這只後來被確定為狂躁的動物按倒在地，直到普萊森特山警察局  (Mt. 

Pleasant Police Department) 的警員趕到並將它制服。在搏鬥中，利伯拉托警員和

當時 5 歲的女孩都受了傷，需要立即在當地醫院接受治療。   

  

紐約市警察局警探布萊恩·格拉肯  (Brian Glacken) 和克里斯多夫·威廉姆斯  

(Christopher Williams)：7 月 1 日，緊急服務  1 組 (Emergency Services Unit) 的成

員出警處理了報警電話，出警處理紐約港  (New York harbor) 自由女神像 (Statue of 

Liberty) 腳下一個情緒失常的人。這些警探與紐約市警察局港口分局  (Harbor Unit) 

和美國公園警察局  (U.S. Park Police) 合作，制定計畫用來接近這名女性。警探們與

她交談時，戰術反應小組將所有安全設備就位，執行了計畫，並將這名女子收押。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C) 森林保護科  

(Division of Forest Protection) 護林員小理查 D. 弗蘭克 (Richard D. Franke Jr.)：8 月 

4 日，護林員弗蘭克和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的護林員在特拉華

河 (Delaware River) 上聯合巡邏時，接到報告說，一名漂流的女子被一根木頭和一



 

 

艘木筏夾住了。到達現場後，護林員弗蘭克拴在巡邏艇上，進入水中，從湍急的水

流中救出了這名女子和另外  10 個乘坐木筏的人。   

  

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警員尼古拉斯  F. 克拉克 (Nicholas F. Clark)：

7 月 2 日，警員克拉克、其他警員以及斯圖本郡警長辦公室  (Steuben County 

Sheriff's Office) 和科寧警察局 (Corning Police Department) 的工作人員出警應對關於

歐文鎮 (town of Erwin) 一名可能有自殺傾向的人的報告。兩名警員共同設立了警戒

線，並試圖聯繫這名男子，這名男子開始向克拉克和一名副警長開槍。克拉克警員

被幾發子彈擊中，受傷而死。   

  

賈斯特港警察局  (Port Chester Police Department) 警員邁克爾·斯普拉格  (Michael 

Sprague)：10 月 10 日，斯普拉格和其他警員出警處理了一處住宅遭到的槍擊。一

個人撥打了  9-1-1，報告稱一個情緒失常的人在有三個孩子和一名婦女在場的地方

開槍。營救任務開始了。斯普拉格警員用兩個防彈盾牌擋住了樓梯井，讓另一名警

員從二樓的臥室裡救出了三個孩子。斯普拉格警員隨後試圖營救與槍手一起在三樓

的女子。經過緊張的對峙，斯普拉格警員與槍手進行了談判。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3b48d297-676cd3de-3b4a2ba2-0cc47aa8d394-7a967d1f40709dad&q=1&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6A748DD348B14CF5852584770054BE6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