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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夏國璋龍獅團
邀請10名內地青年，在
沒有警方許可證下，於
年初五在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學習採青及梅花椿
等枝術。10名青年早前
被控違反逗留條件罪
名，控方昨日撤銷控
罪，但新增一項在無許
可證而在公眾地方參與
舞獅罪名。其中 7人認
罪，各罰款1千元，另3
名少年獲撤銷控罪。裁
判官指該龍獅團體具長
期經驗，此次有不法安
排，簡直匪夷所思。
案中被判罰款被告包

括 7 名 22 歲至 24 歲青
年，其餘3名獲撤銷控罪
的為13歲至14歲少年。
控罪指他們於上月4日在
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
的公眾地方，無許可證
而參與舞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聯同有關政
府部門和機構於昨日舉行代號「珊瑚」的演習，測試政府應付
登革熱出現社區爆發時的應變能力。是次演習模擬香港在登革
熱高峰期內出現本地確診個案的情況。演習模擬本港自2010年
以來發生首宗本地確診個案，患者居於大嶼山，並透過個案搜
尋，於附近發現3宗懷疑登革熱個案。有關政府部門即時採取
應變措施，包括進行病媒調查和控制，以及監察懷疑個案。
鑑於登革熱對香港公共衛生構成影響的風險評估，多個政府

部門的高層代表參加了模擬的登革熱跨部門統籌委員會（委員
會）會議。會議由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擔任主席，相關部門及機
構獲邀參與討論，檢視現行的滅蚊工作，以及議定妥善協調的
策略，以控制和防止該病蔓延。當3宗懷疑個案的其中兩宗經
化驗確診後，相關部門即採取聯合行動，在患者居所五百米範
圍內進行蚊患控制工作。

分桌面及地面行動
是次演習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2013年11月21日舉行的
桌面演習，模擬相關部門及機構在模擬委員會會議中討論及統
籌應付疫情的措施。第二部分是昨日舉行的地面行動演習，模
擬進行實地視察、實地執行滅蚊措施及為有關社區舉辦衛生教
育活動。

舊區重建隨時挖出炸彈
廿年發現2,000件二戰軍火 專家：水域藏200水雷

何柱國：劉進圖遇襲非新聞界「寒冬」

跨部門演習
測試迎登革熱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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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本報退休職
工、原外聯部副
總經理陳桂雄先
生，於2014年2
月18日下午5時
15分在屯門醫院
不幸病逝，享年
71歲。
陳桂雄先生是
廣東寶安人。六
十年代早在廣州中山大學漢語言文學系畢
業；八十年代深圳特區成立初期參與深圳
特區報創刊工作；1993年8月加入香港文
匯報工作，歷任要聞部編輯、編輯部秘書
兼外聯組秘書、外聯部聯絡主任和副總經
理，直至2006年3月退休。

為人愛國愛港 敬業樂業
陳桂雄先生熱愛祖國、熱愛香港，

堅持真理和進步，勤懇工作，忠於職
守，敬業樂業，扶掖後進，受到本報
同人的敬重。今溘然長逝，同人及友
好深表哀悼。
陳桂雄先生遺體奉移九龍紅磡福澤殯儀
館治喪，謹訂於3月5日（星期三）下午7
時半，在該館永恆堂設靈，3月6日上午11
時辭靈出殯，隨後奉柩往葵涌火葬場火
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9名市民先後在大埔食
肆「暢和軒」晚膳後不適，懷疑食物中毒。他們年齡
由6歲到63歲，分別出現腹痛、肚瀉及嘔吐等病徵，
當中兩人曾經求醫，毋須入院，他們食過的菜式包括
潮式浸大蜆及白松露蟶子。
第一宗個案涉及1男3女，年齡介乎6歲至63歲。他
們於上月14日於該食肆晚膳約28小時至47小時後出
現腹痛、肚瀉及嘔吐等病徵。當中1人曾經求醫，毋
須入院。另一宗個案則涉及2男3女，年齡由40歲至
45歲。他們於同日晚上於同一食肆用膳約7小時至31
小時後，先後出現相似病徵。其中3人曾經求醫，當
中1人需入院接受治療。
所有受影響人士目前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的調
查仍在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名因工受傷的消
防處救護員，涉2011年至2012年間，串謀2名註冊
中醫，以虛假收據詐騙消防處及保險公司醫療費用
共逾7.2萬元。案件昨預審，4人合共否認30項串謀
詐騙罪。裁判官指案件涉及貪污，一旦被裁定有罪
將要接受長期監禁，勸喻4人「不要掉以輕心」，將
案押後至下月11日再預審，各被告獲准續以1萬元
保釋。
首被告林國強及次被告譚振興，均54歲，案發時分

別駐守藍田救護站及將軍澳大赤沙救護站；而第三被
告李博霞（72歲）及第四被告何榮錦（65歲）同在鯉
魚門廣場的榮華參茸中西藥房任註冊中醫師。

救護員中醫4人 串謀呃醫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
日表示，正調查一宗進食水仙後中毒的個案，涉及一
個家庭的4名成員，包括1男3女，年齡介乎9歲至45
歲。他們於上月28日晚上在家中進食含水仙葉的餸菜
約15分鐘至30分鐘後，出現腹痛、嘔吐及肚瀉等病
徵。全部人士其後到博愛醫院急症室求診，同日晚上
入院接受進一步治療，目前已經出院，情況穩定。防
護中心提醒市民，切勿進食有毒的水仙。

家中栽種 衛署續查
防護中心初步調查顯示，有關水仙由家人於家
中栽種。調查仍在繼續。防護中心發言人解釋：
「水仙含有生物鹼，可引致噁心、嘔吐、肚瀉及
頭暈，不宜食用。進食生或煮過的水仙球根，可
能引致嚴重中毒。其他較少出現的病徵如視力模
糊、頭痛、冒汗、口腔麻痹、血壓低、抽搐及昏
迷，亦曾有報告。」
發言人呼籲：「市民應避免進食水仙，以免中毒。

若出現中毒徵狀，應立即徵詢醫護人員的意見，並作
適時治療。」

水仙葉當菜食 四口家中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偉漢、文森）《明
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案，有人就此關注
到香港言論自由的問題。全國政協常委、星
島新聞集團主席何柱國昨日強調，社會絕不
容許有人以暴力行為衝擊法治，但相信事件
不會令新聞界步入「寒冬」。
何柱國昨日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時

被問到劉進圖遇襲事件。他說，自己並不
認識劉進圖，但相信其遇襲與新聞自由有
關，可能是因為報道得罪某些人，又相信
對方在遇襲前曾被警告，並對為何遇襲應
「心裡有數」。
不過，他不認為新聞界因事件進入「寒

冬」，因為香港社會不容許有人以暴力行
為衝擊法治，又認為不會因事件影響其集
團報道或擔心得罪人，如果有人認為事件
與政治有關，那人便是「傻仔」。

鄧竟成：警會全力緝兇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前特區警務處處長

鄧竟成表示，他不了解是次事件，故不便
評論，但強調任何犯法行為都不對，市民
大眾都會關注，社會均會支持政府和警方
執法早日破案。雖然涉案兇徒正在潛逃，
增加查案難度，但鄧竟成認為，任何案件
都會有難度，警方都會全力徹查。

林奮強疑調查報道踩地雷
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昨日在一個電台

節目上談及是次事件時表示，劉進圖遇襲
事件令人髮指。他相信《明報》近年刊登
不少調查式報道，樹了不少敵，踩了地
雷，劉進圖遇襲事件事件很大可能與此有
關。他說，新聞工作者有將客觀現實展現
讀者的責任，有很大權力，雖然自己也曾
受部分失實報道影響，但新聞自由是一視
同仁的，不應受阻嚇，公眾倘發現有報道
失實情況，可訴訟法律，不應以不文明手
法對待。

9人先後食肆晚膳後屙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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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桂雄

香港過去多次於建築地盤內發現二戰時期的炸彈，袁
漢榮解釋，香港在二戰期間是戰場之一，當時遺留

下來未爆或失效的炸彈散布全港，但因二戰後興建的樓
宇不高，地基亦不需掘太深，以致炸彈長埋泥土下，未
為人發現，故未來舊區的戰後樓宇重建時，有機會再發
現戰時炸彈，而且數目難以估計，但因香港的舊區已相
繼發展，戰後樓宇所剩無幾，相信再發現的機會愈來愈
少。

散落2操炮場 戰後多傾海
建築地盤外，亦曾有不少行山、潛水人士發現炸彈，

又曾多次有挖泥船掘出炸彈。袁漢榮指，除了市區內的
未爆或失效炸彈外，還有不少炸彈散落在滘西洲前操炮
場，及青山操炮場附近，又因大批軍火在戰後被傾倒在
海中，故香港水域，如東博寮海峽及交椅洲海床都曾掘
出炸彈。

水雷多腐爛 無即時危險
袁漢榮補充，據歷史記載，英軍曾在香港水域埋藏逾

200個MK14型水雷，但因日軍沒有從水路進擊，故一
個都沒有引爆過，袁漢榮強調，大部分水雷已腐爛，加
上水雷有安全穩定裝置，一段時日後會沉到海底，當局
曾於10年前做探察，確認全部已被砂泥覆蓋，沒有即時
危險。
跑馬地發現2,000磅戰時的空投炸彈後，「拆彈專

家」以切割炸彈外殼，再燃燒炸藥的方式處理。袁漢榮
指，發現炸彈後，會根據炸彈種類和型號，評估對附近
居民、建築物和交通的影響，再決定處理炸彈方法。最
理想的方法是將炸彈穩定後移離現場，其次為移除引信
系統、或切割彈身再銷毀炸藥，而最不理想的是現場引
爆，因可能會令附近環境受破壞。袁漢榮強調，會以對
社會秩序影響最少的方式處理。

僅11全職處理港爆炸品
爆炸品處理課負責處理全港非法爆炸品、土製炸彈、

未爆軍火及生化事件。而整個爆炸品處理課只有11名全
職人員，包括6名炸彈處理主任，及5名助手。每天有2
組人員24小時候命，每組為1名主任加上1位助手。另
外，有30名督察及警員兼任後備爆炸品處理小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上月於跑馬

地發現2,000磅戰時空投炸彈，俗稱「拆彈專

家」的爆炸品處理課成員經通宵努力，成功

「拆彈」解決危機。警務處高級炸彈處理主任

袁漢榮表示，過去20年，香港共發現近2,000

個不同類型的炸彈；而二次大戰期間未爆或失

效的軍火，佔當時發射量的30%，且散布全

港，雖然數十年來已被泥土覆蓋，但隨着未來

多個舊區的戰後樓宇展開重建，相信仍有機會

再發現戰時炸彈。袁漢榮又指，香港水域內亦

藏有逾200個英軍MK14型水雷，但沒有即時

危險。

不少電影
情節都有拆
彈專家冒着
冷汗、屏息

靜氣拆彈的驚險情節。香
港的拆彈專家，全隸屬於
1972年成立的警隊行動部
爆炸品處理課，而在爆炸
品處理課服務逾21年的袁
漢榮，更是首位華人拆彈
專家。在多年的拆彈生涯
中，袁漢榮表示，最驚心
動魄的一次是於海上坐在
一枚大炸彈上拆彈，在危

機四伏的情況下，最終順利將信管拆除。
袁漢榮憶述，1995年於青衣島海面，一艘貨輪起錨

時，發現一枚重500磅的戰時美國製M64大型炸彈纏
在錨上，情勢險峻。衡量不同的拆彈方法後，袁漢榮
決定親身上陣，穿上救生衣攀上船錨，坐在炸彈上檢

查彈身、彈殼與拆除信管，花了個半小時才將信管拆
除，解除危機。袁漢榮坦言，坐在炸彈上拆彈是國際
罕見做法，當時彈身濕滑得難以坐穩，深怕稍一不慎
便葬身大海。

泥濕滑船不停 拆彈超難
袁漢榮表示，拆彈專家面對的危險，不止是隨時爆

炸的炸彈，還有炸彈所處位置的環境，難度最高的，
是挖泥船掘出炸彈時，要爬過濕滑的挖泥船鐵梯，在
滿載浮泥的船艙下進行拆彈，加上彈身濕滑，增加拆
彈的難度；而且挖泥船因工作成本高，並不會停駛，
故拆彈專家需要在船隻行駛中迅速拆彈，難度極高，
亦是最為危險。
袁漢榮又指，要成為拆彈專家應付危險萬分的工

作，首先接受四年訓練，包括到英國兩間軍校接受土
製炸彈、常規軍火與生化核武器訓練，及赴澳洲與加
拿大實習，並考獲專業警司資格。袁漢榮透露，要拆
彈必須了解不同炸彈的結構和成分，所以每位拆彈專
家基本上都懂得製造炸彈。■香港文匯報記者吳沚芊

坐拆海上巨彈 華人專家險死

■袁漢榮表示，最驚心動魄
的一次是於海上坐在一枚大
炸彈上拆彈。 莫雪芝 攝

▶爆炸品處
理課負責處
理全港非法
爆炸品、土
製炸彈、未
爆軍火及生
化事件。
莫雪芝攝

▲舊油壓式切割系統或會觸動炸藥。 莫雪芝 攝

◀跑馬地發現的2000磅戰時炸彈，使用了價值
250萬的新式水力磨沙切割系統。 莫雪芝攝

▼專家指，
美 國 製 的
500磅空投
炸彈，彈身
較薄，可以
切割炸彈外
殼，再燃燒
炸藥的方式
處理。
莫雪芝 攝

■何柱國指，劉進圖事件不會令新
聞界步入「寒冬」。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