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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97歲妻寓所猝逝
國學大師專心學術 賢內助兼財政大臣

可疑車隧道調頭 警追截拘毒鴛鴦 燒柴煮食失火 2鐵皮屋焚毀

爺爺接長孫放學 3歲細孫攀窗跌死

怪風吹塌10貨櫃 壓拖頭司機險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休班警員涉知法犯法
店內盜竊被捕。一名現役警員，前晚休班在 魚涌康山
道一超市內購物時，涉嫌盜竊僅值200多元的食物及日
用品，未有付款便離開，被保安員當場截獲報警查辦。
涉案警員明年便屆55歲退休之齡，倘若今次罪成，長俸
及退休金恐會泡湯。

涉嫌盜竊被捕警員54歲，獲准保釋候查。現場為康山
道一家百貨公司的超級市場，事發前晚8時20分，超市
48歲保安員發現一名顧客曾自貨架取出貨物，在離開超
市時卻沒有付款，於是上前截停檢查，結果發現該顧客
有總值200多元的貨品未付款，遂報警處理。現場消息
稱，警員接報到場調查，發現疑犯是休班警員後秉公辦
理，以盜竊罪名將他拘捕，連人帶贓物帶署調查。

知法犯法 長俸恐泡湯

根據法例，盜竊案最高刑罰監禁10年，但一般店舖盜
竊只會循簡易治罪條例起訴，最高只會判監禁2年，初
犯者通常只會罰款。不過，如果被告是知法犯法的警
員，就算罪成後獲法庭輕判，亦難逃警隊內部調查，有
關警員可能會因此被革職，以百萬元計的長俸及退休金
可能失去，可謂因小失大。

臨近退休警 涉超市盜竊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 (杜法祖)「社民連」成員吳文遠早前被
控「公眾地方妨擾罪」，裁判官裁定無罪釋放，但律政
司提出上訴。「社民連」發言人證實，該會獲悉律政司
已正式提出上訴。根據有關文件，律政司上訴之質疑重
點為：一、裁判官拒絕控方修改控罪；二、裁判官裁定
吳文遠拋T恤沒有對公眾構成妨擾。

事緣去年6月29日國家領導人訪港，「社民連」成員
在車隊經過北大嶼山高速公路時，副主席吳文遠向車隊
擲出一件T恤，被控公眾妨擾罪，早前經審訊後獲脫
罪。

吳文遠脫妨擾罪 律政司上訴

冒富豪設天仙局 騙內地漢1,520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海關前日在葵涌海關大
樓驗貨場破獲一宗擬經港轉口走私往澳洲的香煙及煙草
案，在1個報稱載 衛生紙，由馬來西亞來港準備再轉
口的貨櫃內，檢獲930萬支香煙及90公斤煙草，總值約
2400萬元，是海關近3年以來破獲的第2大宗轉口私煙
案，暫時無人被捕。

海關稅收及一般調查科反私煙調查組指揮官溫慶全昨
日表示，由於衛生紙一類的貨品一般不會再轉口，同時
他們又發現該個貨櫃的重量較正常為輕，因而認為有可
疑進行開櫃檢查，終揭發案件。由於該批私煙的包裝印
有「西德製造，澳洲銷售」字樣，相信私煙最終會運往
澳洲出售，惟製造地點相信是在東南亞地區。

港聞拼盤

現場為跑馬地鳳輝臺3號至4號一單位，死者陳若儂
的丈夫是當今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陳持家有

道，一生甘願在丈夫背後默默給予無限支持，令丈夫得
以專心學術研究，夫妻鶼鰈情深。而專職照顧父親並協
助其處理對外事務的饒宗頤女兒饒清芬曾說，其父為專
注學問，從不讓金錢過手，財政均由妻子打理，故母親
是家中「財政大臣」。

陳若儂昏迷 女報案求助

消息稱，陳若儂晚年始與丈夫搬至現址居住，平日不
喜外出，但每逢周日必會與丈夫、長女清綺、次女清
芬，以及女婿到區內一間酒店中菜廳午餐共聚天倫。

事發昨晨9時半，警方接獲1名66歲姓饒女子報案求
助，聲稱發現其97歲姓陳母親昏迷家中，救護員接報迅
速到場，證實昏迷老婦已明顯死亡，毋須送院，屍體稍
後由仵工舁送殮房等候驗屍。其後證實死者就是國學大

師饒宗頤妻子陳若儂。

饒宗頤著作70種論文900篇

現年96歲的饒宗頤，生於中國廣東潮安縣(今潮州
市)，是工商金融名流饒鍔之子，他自幼被父訓練寫
詩、駢文及散文，其後更開始對國學的研究，1949年移
居香港後曾在港大及中大任教，至1978年退休，至今有
著作約70餘種，論文900餘篇。

蜚聲國際享國寶之譽

饒宗頤蜚聲國際，素有國學大師之稱，近年更有國寶
之譽。他在歷史、文學、語言文字、宗教、哲學、藝
術、中外文化關係等人文科學領域中，皆有卓越成就和
突出貢獻，備受海內外尊崇。饒又是當代最著名的中國
傳統文學巨匠，古體、律、絕，無一不精，尤擅填詞，
又騷、賦、駢、散，無一不曉。饒更是傑出的藝術家，

在書法、山水、人物畫的創作上自成一家，甚至在音樂
特別是古琴也素有涉獵，在香港以至當代中國乃百年難
得一遇的巨擘。

饒宗頤曾到不同國家講學及舉辦書畫展，先後獲海內

外學界和藝壇多個重要獎項與殊榮，包括1962年獲法國
儒林漢學特賞，1993年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即巴黎
高等實用研究院）授予建院以來第1位人文科學榮譽國
家博士學位，2000年獲港府頒大紫荊勳章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漢學泰斗、有國寶之譽的國學大師饒宗頤，其97歲高齡妻子陳若

儂昨晨在跑馬地寓所被女兒發現昏迷，救護員接報到場證實陳已不治，毋須送院。警方調查後相

信事件無可疑，列作「發現屍體」處理，惟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國學大師饒宗頤夫婦同住跑馬地鳳輝閣。

■國學大師饒宗素有國學大師之

稱，近年更有國寶之譽。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5名香港與內地的男子涉
冒充香港億萬富豪，訛稱是香港海港城有限公司副總
裁，聲稱「約了國家領導人開會」，更誇下海口欲在內
地的馬鞍山市投資過億，打造第二個「海港城」，成功
誘騙內地房地產董事來港洽談時，設下「話事啤」天仙
局圈套，騙董事輸了1千萬元；其中2名騙徒自稱做過特
種部隊，喜愛打獵，並以「成日都見到香港海面有浮屍」
恐嚇事主；最終事主被搶走銀行卡、現金5萬及被騙徒
從戶口轉賬520萬元方獲釋。案件昨於區域法院開審。

被告否認4罪 4男不獲起訴

52歲被告彭舜，報稱商人，昨於區域法院否認賭博時
作弊、搶劫、刑事恐嚇及非法禁錮4罪；案件本來還有4
名被告吳澤波、王東明、李亞平及香順來，但據悉控方
未有足夠證據，最終4人不獲起訴。而51歲事主孫志剛
為安徽馬鞍山市人，報稱乃安徽華東房地產開發有限公
司大股東兼董事。

控罪詳情指，被告聯同其他不知名人士，去年6月19
日於大埔紅林路一號滌濤山第10座一單位內，虛假地表
示有生意機會，從而令事主參與設下天仙局的「話事啤

（show hand）」賭局，並將事主非法禁錮、搶劫及恐嚇。

大馬運港貨櫃檢2400萬私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青衣險生
「石湖風」奪命意外。受一股低壓槽影響，本港昨午
風雲變色，天文台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訊號，期間青
衣9號貨櫃碼頭颳起一股「石湖風」，將一列疊至8層
高貨櫃吹塌，近10個貨櫃墮下馬路，1輛經過貨櫃拖
頭駕駛室幾被壓扁，司機險死還生僅受輕傷；另在
九龍城有唐樓棚架亦被強風吹塌壓毀3輛汽車，幸無
人受傷。

本港昨午受低壓槽相關雷雨區影響，天氣驟變，
由陽光普照迅變天昏地暗，颳起狂風驟雨，天文台
在下午2時20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期間流浮山
錄得每小時逾70公里陣風。至下午2時59分，在青衣
9號碼頭更疑出現罕見「石湖風」，近航運路一個貨
櫃場其中一列疊至8層高的貨櫃，疑被強風吹塌，近

10個40呎長貨櫃墮下對開行人路及馬路。恰好1輛拖
吉櫃拖頭駛至，當場被2個貨櫃壓中駕駛室及拖

架，駕駛室大半壓毀，58歲姓黃司機險被壓死，他
受傷被困須消防員救出。現場消息稱，幸貨櫃墮下
主要壓中駕駛室的乘客位，否則司機必死無疑。

塌棚架壓毀3車 吹翻舢舨無傷

約同一時間，九龍城衙前圍道與福佬村道交界一
幢6層高舊樓，外牆一幅50米乘20米棚架亦疑被強風
吹塌，壓中途經1輛小巴與2輛私家車，幸無人受
傷。此外，在蒲台島天后廟對開100米海面，2名乘
舢舨出海釣魚發燒友亦遭狂風吹翻船墮海，幸2人自
行游上岸並無受傷。

「石湖風」是當低壓槽中的颮線橫過香港而造成

的陣風強度急促上升的現象，通常會伴隨大陣雨及
雷暴，風力可達烈風至暴風程度，「石湖風」通常
只會在下午出現，每次持續2分鐘至30分鐘不等。

「石湖風」速度快破壞力強

而所謂颮線（Squall line），是由多個雷暴區或雷暴
單體組成的強烈雷雨帶，移動速度快破壞力強，部
分颮線會夾雜冰雹及龍捲風。華南及沿岸海域的颮
線，通常在春末夏初伴隨南下冷鋒或低壓槽出現。

本港近年先後多次遭「石湖風」吹襲，2009年3
月，元朗羅屋村一個貨櫃場有貨櫃被吹塌，險壓中1
名貨櫃車司機。2005年5月，葵涌貨櫃碼頭亦遭「石
湖風」吹襲，一排貨櫃倒塌，當場將1名貨車司機壓
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2名隸屬交通部警官，昨晨駕車前
往黃竹坑警校教授警例途中，在
香港仔隧道收費廣場發現一輛私
家車行車不穩，並違例調頭返回
隧道，懷疑有人醉駕或藥駕，於
是尾隨跟蹤並報警，最後在灣仔
將可疑私家車截獲，揭發車上一
對男女涉嫌藏毒，將2人拘捕扣
查。

被捕私家車男司機姓廖(42歲)，
女乘客郭X婷(37歲)，2人皆通過

「識認藥物影響測試」，由於警員
在車上及女乘客身上搜出小量懷
疑「冰」、「K仔」及「5仔」毒
品，2人同涉「藏毒」，連人帶車
被扣留調查。

據悉，2名機警警官隸屬交通意
外調查隊的督察，事前被派到黃
竹坑警察訓練學院，向學警教授

警例。
昨晨7時許，2名警官驅車經香

港仔隧道前往黃竹坑警校，在隧
道收費廣場附近發現一輛白色私
家車行車不穩，有人繼而違例調
頭返回隧道方向，認為該車有可
疑，遂尾隨跟蹤，並沿途向警方
報告可疑汽車行蹤。

女乘客手袋搜「5仔」

稍後，可疑私家車在灣仔謝斐
道與柯布連道交界被警車截獲，
車上一對男女均通過「識認藥物
影響測試」，警員先在女乘客手袋
搜出幾粒懷疑「5仔」毒品，其後
再在車內搜出懷疑「K仔」及

「冰」毒，於是將2人連人帶車扣
留調查。現場消息稱，當警員檢
獲毒品後，曾查詢司機是甚麼東
西，有人回應「只是糖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下
禾輋村一間木屋一名不良於行老婦，昨晨
在屋內燒柴煮食時突然失火，幸為鄰居發
現及時救離火場，火勢燒 隔鄰另一木
屋。消防到場將火救熄，兩木屋嚴重燒
毀。事件中，約30人自行疏散，2名女子
逃生時跌傷，其中一人送院。

30人疏散 2女逃生跌傷

火警現場為沙田下禾輋村一間木屋，女
戶主姓戴（61歲），獨居。據悉，戴婦不
良於行加上無收入，她為慳錢，平時撿拾
木塊及樹枝生火煮食，以省回燃料費用。
火警中，戴婦的一名姓姚的男鄰居（58歲）
的木屋被火波及燒毀，一名姓黃女村民

（31歲）受輕傷送院治理，另一女子在場
敷治後離去。

昨晨10時10分，該間鐵皮屋內獨居不良
於行老婦，在屋內懷疑燒柴煮食時突然失
火，鄰居見狀，立即用輪椅將老婦救離火
場，同時報警，火舌波及隔鄰一間木屋，
兩屋陷於一片火海。

消防員接報到場，動用一煙帽隊及一喉
撲救，約40分鐘後將火救熄，兩鐵皮屋嚴
重燒毀。事件中，約30人自行疏散到安全
地點暫避，當中2名女子逃生時跌倒受
傷，經敷治後一人拒絕送院，另一人送
院。消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原因無可
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屯門山景 發生獨留
兒童在家釀成的奪命慘劇。1名3歲女童在家熟睡，
祖父為接長孫女放學外出，詎料離家一會驟生悲
劇，小孫女疑睡醒到廚房攀窗張望時，不幸越窗墮
樓身亡。祖父返家驚悉鑄成大錯，傷心欲絕不適送
院。警方暫列「對所看管的兒童虐待或忽略」處
理，暫無人被捕。

墮樓死亡女童3歲，姓陳，生前與父母，一姊及祖
父等家人同住山景 景美樓20樓，由於女童父母日
間要上班，小姊妹平日由年近古稀祖父照顧，姊姊
則在 內一間小學讀書。

昨午3時許，小孫女在家中熟睡，祖父準備外出接
長孫女放學，因見小孫女好夢正濃，沒將她喚醒便
自行外出。至下午3時半，景美樓傳出墮物巨響，街
坊發現女童墮樓連忙報警。救護員到場時女童已奄

奄一息，急送屯門醫院搶救終告不治。

祖父自責情緒不穩送院

稍後，祖父接長孫女回家驚悉有女童墮樓，心知
不妙，上樓入屋果發覺小孫女失蹤，事後自責不
已，終因情緒激動不適，亦須送院。稍後女童父母
接獲消息趕到醫院，得知噩耗傷心欲絕。

疑睡醒踩 爬洗衣機望街

警方發覺現場單位廚房窗打開，窗下有一張「空
」，疑女童午睡醒來不見家人，入廚房端膠 置於

窗下，再踩 爬上洗衣機憑窗下望家人時，不幸失
重心越窗墮樓。

據醫院管理局數字顯示，香港每年約有2.6萬宗涉
兒童家居意外需向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有兒科醫

生指出，小孩在成長過程中活躍好動，好奇心強，
很易成為家居意外的受害者。因此父母千萬不要讓
小孩獨留在家或離開視線範圍太遠，家長若有要事
外出，亦可找鄰居協助暫代照顧家中幼童，總之

「一秒都唔可以離開視線外」才可避免悲劇發生。而
針對兒童獨留在家意外頻生，政府近年已推行社區
保母計劃，由區內婦女協助託兒。

■沙田下

禾輋村一

木屋疑因

以柴生火

煮食發生

火警，一

度有數十

村 民 疏

散。

■仵工將墮樓3歲女童遺體移離醫院。

■9號貨櫃

碼頭「黃雨」

期間發生貨

櫃被強風吹

至如骨牌倒

塌，一輛路

過拖頭被壓

扁，司機幸

僅受輕傷。

劉友光 攝 ■九龍城衙前圍道「黃雨」期間被怪風吹毀棚架共「活埋」3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