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林立勝 2014年6月16日（星期一）

大隻佬情關「跪低」酒溝藥自殺亡
與女友爭吵疑導火線 留給兩女兒「最痛的父親節」

手提「風扇仔」助紓「晚癌者」氣喘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103歲女人
瑞離開老人院後失蹤，昨晨被發現在觀塘碼
頭對開海面墮海，水警輪將其救起，送院證
實不治，警方列作「有人墮海」處理，正調
查事主墮海原因。
女死者姓劉（103歲），據悉為長期病患

者，在黃大仙斧山道一間老人院居住，早
前離開老人院後失去聯絡。昨晨8時許，有
海事處船隻航經觀塘碼頭，發現碼頭對開
約20米海面有人載浮載沉，懷疑有人墮海
遇溺，馬上報警。水警輪趕至將遇溺者撈
起，證實是一名老婦，當時已奄奄一息，
馬上將其運上岸交救護車送院搶救，惜抵
院證實不治。警方調查後證實女死者是一
名早前離開老人院的年逾百歲人瑞，已聯
絡相關老人院和其親人了解情況，初步相
信事件沒有可疑。
另外，昨清晨7時許，警方接獲跑步人士
報案，聲稱在沙田中央公園對開城門河發現
有人在河中浮沉，懷疑有人墮河遇溺。消防
蛙人到場將遇溺者救起，證實是一名中年女

子，當時已失去知覺，送院終告不治。警員其後在河
邊梯級發現手袋、波鞋、手機、水壼及一些中藥藥
單，相信是女死者遺下的物品。稍後有一名男子致電
死者手機，警員接聽並通知他到醫院助查。稍後證實
女死者姓周（40歲），疑因病蹈河自尋短見，事件列
「屍體發現」處理，並無可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香港仔鴨脷洲前晚深
夜發生虐畜事件，一名氣槍槍手將一頭黑唐狗當活
靶，亂槍向其掃射。警方接報到場後，發現黑狗腳部
受傷，惟「槍手」逸去無蹤，當愛護動物協會派員到
場跟進前，黑狗受驚走入山林失蹤。
現場為鴨脷洲海旁道5號至8號一間船廠附近，前

晚深夜11時36分，一名男子用氣槍不斷射擊一隻黑色
唐狗，一名24歲姓黃女途人目擊，因不值其所為報
警。警方接報馬上派員開往現場調查，惟到場發覺
「槍手」已不知所終，現場有一隻黑色唐狗流連不
去，看似被射傷了後腿，惟在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
前，唐狗疑受驚走入山坡消失於樹林中。
警員在現場檢獲4粒懷疑氣槍膠子彈，將事件列作

「虐待動物」處理，交由西區警區刑事調查隊四隊跟
進，並追緝該名涉嫌虐畜「槍手」，他年約30歲至40
歲，中等身材及蓄黑短髮，穿黑色上衣、白色長褲及
戴眼鏡。

「氣槍男」掃射黑狗遭追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
法祖）一艘躉船昨晨航經
將軍澳堆填區對開海面，
有船員在船艙電機房發現
一條大蟒蛇，水警輪接報
載同捉蛇專家「蛇王」上
船，迅將蟒蛇生擒，證實
是一條長約2米、重約5公
斤雌性蟒蛇。
因蟒蛇屬受保護野生

動物，事後由「蛇王」護
送回西灣河水警港口分區
碼頭，等候漁護署派員到
場捉走處理。事發昨晨8
時許，將軍澳堆填區400
米對開海面一艘航行中的
躉船，有船員在機房發現

一條大蟒蛇，大驚報警。水警輪接報趕至，上船調查
屬實，乃聯絡「蛇王」前來捉蛇。稍後水警輪將「蛇
王龐」載至現場，他登上躉船將蟒蛇生擒。水警輪將
蛇載返西灣河水警港口分區碼頭處理。

2米長蟒蛇藏躉船被生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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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深圳報道）深圳羅湖海關日前開展打
擊利用嬰兒車走私專項行動，在兩天內截獲近130名利用嬰兒車違規
攜帶或走私物品入境的香港、內地旅客，查獲一批電子產品、食品
和化妝品等。
在本月10日及11日，羅湖海關共出動21名關員對手推嬰兒車入
境的旅客進行密集抽查，發現當中有15名旅客在隨身嬰兒車內藏匿
了包括萊卡相機及配件、筆記本電腦、遊戲機、高檔護膚品、高檔
健康食品、紅酒、奶粉、瀕危植物沉香等物品，均被「移送緝私」
處理。另外，當中的110多名旅客利用嬰兒車違規攜帶了奶粉等超量
食品，被海關作「退運」處理。
據羅湖海關凌宗輝副科長稱，由於嬰兒車內空間較大，不少水客
將其作為走私工具大量走私電子產品等違規物品入境。「近期我們
將繼續高度關注推嬰兒車入境的部分可疑旅客，提高抽查率，有力
打擊這類走私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深水埗榮昌邨女嬰被斬死倫常命
案，案中慘死歲半大女嬰的9歲小兄長「傑仔」，目前仍在明愛醫院
兒童病房接受觀察。昨日父親節，「傑仔」喜獲37歲姓林父親到院
探望。林父與子相聚兩小時，至中午離開病房時面露喜悅神情，透
露獲「傑仔」送上一個勞作課老師教他製作的公仔。
林父回應記者追訪時表示，雖然「傑仔」未有向他送上一句「父

親節快樂」，但因為早前勞作堂獲老師教授勞作，「傑仔」特別製
作了一個裝飾公仔，昨日便送給他作為父親節禮物。

殺嬰案小哥哥 公仔贈父慶佳節

深海關嚴打水客用嬰兒車走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警方針對大埔區內色情問
題，前日展開代號「閃爍」
（Beamshimmer）掃黃行動，
突擊搜查區內11單位，包括
10個懷疑賣淫架步及賣淫集
團控制中心，共拘捕35名男
女，包括32名內地女子，年
齡最幼僅16歲。警方相信今
次行動已瓦解區內一個由黑幫
操控的賣淫集團。案件由大埔
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調查。

兩女搜出氯胺酮 涉藏毒被捕
被捕32名內地女子（16歲至33歲），其中

30人持雙程證，其餘兩人持中國護照，涉嫌
違反逗留條件。警方在其中兩名分別是22歲
及24歲的持雙程證女子身上檢獲小量氯胺
酮，她們亦涉嫌藏毒被捕。另外3名本地男女
分別是51歲姓沈女子，58歲姓黃女子及42歲
姓彭男子，均涉嫌經營賣淫場所被扣查。
大埔警區及機動部隊人員是在前日(星期六)

下午1時，展開代號「閃爍」掃黃行動，打擊
區內有組織賣淫活動。警員突擊搜查靖遠街

及懷仁街11個相信為賣淫場所的單位，拘捕
上述32名內地女子，行動中警方在其中一個
位於靖遠街的單位拘捕一名58歲姓黃本地女
子。另外，警員搜查靖遠街另一單位時，在
單位內檢獲一批閉路電視及通訊器材，相信
該單位為該賣淫集團的控制中心，負責監察
大埔區內部分賣淫場所的活動。單位內兩名
分別是42歲姓彭男子及51歲姓沈女子被捕。
警方指該賣淫集團組識頗具規模，在淫窟

門外安裝有無線閉路電視作24小時全天候監
控戶外情況，一旦發覺有警察掃場，即會通
知其他架步留意。

大埔掃黃拘32內地女 最細16歲

■警方在大埔墟採取代號「閃爍」行動掃黃。

■「蛇王龐」展示在躉船
機房擒獲的6呎蟒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癌症是本
港的頭號殺手，2011年新增癌症個案有2.7萬
宗。有醫生指，呼吸困難是晚期癌症患者最
常見及感到恐懼的症狀，九龍中醫院聯網物
理治療部於去年進行手提電風扇的研究，發
現有助紓緩晚期癌症病人的呼吸困難。

急促呼吸率減低3.5%
伊利沙伯醫院臨床腫瘤部顧問醫生黃錦洪
指，晚期癌症患者出現呼吸困難原因有多
種，包括與癌腫瘤壓氣管、電療時破壞肺
組織和本身有氣管病等有關。他稱，當患者
因呼吸不順利，會引起恐懼、害怕及心理焦
慮，令患者產生更多恐懼，影響日常生活和
社交。

伊院和佛教醫院於去年6月至今年1月，研
究24名末期癌症及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進行
臨床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病人接受5分鐘
手提式風扇治療後，可減低急促的呼吸率
3.5%，而患者感覺呼吸困難程度亦由6分減至
4分，改善情況可維持20分鐘。
伊院物理治療部部門主管劉慕儀解釋，手

提式風扇治療與面部三叉神經線神經分佈區
接觸冷空氣有關，當神經線接觸手提式風扇
旌生的冷空氣刺激時，患者有紓緩的感覺，
有助減低呼吸困難。
現年87歲肺癌患者霍惠權說，利用手提式

風扇治療後，氣喘情況得到明顯改善，其女
兒亦表示因父親可自行控制風扇，從而減輕
照顧壓力。 ■利用手提式風扇治療後，癌症病人氣喘情況得到明顯改善。

張文鈴 攝

▲姓葉死者生前常在網上張貼「大隻」相。圖為死者生前的健
美照。 事主facebook圖片

◀左圖（上、下）為死者生前與友人合照。
事主facebook圖片

死者姓葉(43歲)，租住何文田天光道41號一單位，據其
在facebook稱自己於2009年開始玩健身，3年間由

200餘磅、44吋褲頭的大肥仔，激減至170磅；葉表示當
中辛酸自知，但他從未想過放棄。葉在facebook的感情狀
況自稱為離婚，又曾上載舊照稱自己有兩名現年22歲及9
歲女兒，上月他曾留言「倒數7周重成pet屎咁！重要心口
痛嚴重失眠！我快痴線」。消息稱有人早前與女友爭吵，
最後在上周三於facebook留言稱「連我謹（僅）餘的記憶
都毀了……」終在父親節遺下兩名女兒而去。

痛苦難當 自行報警
事發昨凌晨約3時，葉自行報警稱服食過量藥物痛苦難

當。消防員趕至破門發現葉已昏迷客廳地上，身旁地上有
藥丸，救護員將其送院搶救無效不治。警方其後在現場檢
走一些藥樽及啤酒罐等證物，據悉其中一個藥樽標籤寫有
「DNP」字樣。
DNP(二硝基苯酚)是一種化學物質，因能極大程度地增加

代謝速率，加速脂肪消耗，故在1930年代時曾廣泛被用作

減肥藥。然而由於DNP有很多不良副作用，包括身體溫度
異常上升，並會有噁心、頭暈等情況。如服用過量更會導致
缺水、血壓下降、心跳紊亂、昏迷甚至死亡，故早於1938
年已被禁用。以一個70公斤體重的成人而言，服用3.5克
DNP即有機會致命。而資料顯示，去年英國一名沉迷健身
的印度裔留學生，疑因服食含有DNP的減肥丸而猝死。
DNP目前在全球主要用於科學研究，亦有用作如除草

劑、殺蟲劑、防腐劑、顯影劑，甚至用作炸藥成份。而
DNP在本港屬第一部毒藥，非法售賣或非法管有均屬刑事
罪行，最高可罰款10萬元及監禁2年。至於為何該藥會在
現場出現，與及事主是否服用該藥自殺有待調查。

酒店另揭自殺 膠袋笠頭放氦氣
另外，土瓜灣九龍城道一間酒店昨午亦發生為情自殺

案，一名35歲姓蘇男子於房內用膠袋笠頭，再以喉管接駁
兩瓶氦氣自殺。至昨午3時許酒店職員見事主逾時未退
房，開門查看揭發報警，救護員到場證實事主已氣絕身
亡，警方在現場檢獲遺書，內容透露為情輕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熱愛健身運動、下月準備參加健美比賽的壯年「筋肉男」，無奈

闖不過情關，近日疑與女友情海翻波，昨凌晨在何文田寓所中留下遺書稱情困，以啤酒混和受管

制減肥藥服下圖輕生，之後難抵辛苦報警求救，惜消防破門入屋時發現他已昏迷，送院終告不

治。由於死者身形十分健碩，屍體須五名仵工合力始能抬上黑箱車，警方列作「自殺」案處理，

將驗屍確定事主死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疲累乏力、站
不穩、手腳麻痺，相信很多人都有試過，但如果
情況持續一天以上，即使之後自動復原，也需小
心。這些正是腦科疾病「多發性硬化症」的病
徵，如果不治療，最嚴重可致永久殘障。醫生表
示，患者會有視力模糊、肢體無力、身體協調性
變差等情況，影響日常生活，呼籲市民及早就
醫。
「多發性硬化症」是由於患者免疫功能失調，

導致免疫細胞錯誤攻擊中樞神經系統，神經纖維
外層的髓鞘質被自身免疫系統破壞，造成永久和
不能逆轉的損害，永久阻隔神經細胞之間的傳
遞，降低認知和肢體活動能力。香港多發性硬化
症學會委員、腦科專科醫生李梓強形容：「神經
就像電線，髓鞘質受損就像電線外層的膠膜破
損，影響訊息傳送。」

打「干擾素」八成無惡化
「多發性硬化症」常見病徵包括手腳麻痺乏
力、平衡或協調出現問題、視覺突然模糊不清，
而症狀必須維持至少24小時。不過，患者的不適

症狀會自然消失，一半患者會再次復發，若不及
時治療，病況惡化，最嚴重可致永久殘障。病發
成因現時尚未明確，首次病發通常在20歲至40
歲出現。全港約有400人確診，最年輕患者只有9
歲。李梓強提醒，由於患者不易察覺有病，有一
定潛在病人數目。
史太在2010年11月，突然感到左面麻痺，經

檢查後發現患上「多發性硬化症」。由於注射性
治療藥物「干擾素」當時不受政府資助，每劑約
9,000元，史太難以負擔，加上病情起初對生活影
響不大，史太選擇不治療。11個月後，史太第二
次病發，「那時我與丈夫去旅行，要上小船，我
大喊丈夫快扶我上船，朋友說：『你已在船
上！』我才知道問題嚴重。」到2012年4月，
「干擾素」納入受資助藥物名冊，10元可以治療
超過3個月，史太開始注射「干擾素」治療，兩
年來沒再病發。
李梓強表示，根據加拿大的報告，八成患者注

射「干擾素」治療後病情沒有惡化，但「多發性
硬化症」無法完全根治，提醒市民如出現相關病
徵，應把握機會及早求醫。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楊曉霞)昨天正值父親節，是廣大
父親接受兒女褒揚感恩、共享天倫之樂的日子。然而，當爸爸
們在感受兒女感激之情的時候，是否有重視過自己身為人夫的
責任？特別是妻子正在經歷產後抑鬱症的痛苦時，身為丈夫是
否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有精神科專業人士指出，香港婦女患
有產後抑鬱症的人數攀升，嚴重者可惡化成產後精神病。而這
些媽媽的康復過程都非常需要自己丈夫的支持和幫助。
香港生命開展學會表示，當產婦出現悲傷、缺乏自信心、

對周邊事物失去興趣等負面情緒時，身邊的人，特別是丈
夫，就需要重視她的問題。「無性慾，長期失眠，覺得自己
沒能力照顧好嬰兒，身心疲乏，這些都是初期的產後抑鬱
症，嚴重者就會出現幻覺，幻聽。」
妻子曾患有產後精神病的陸先生表示，太太出生在重男輕

女的家庭當中，在產下女兒後，總是覺得自己沒辦法為婆家
添丁而內疚，無形中增加自己的心理壓力。太太在生產前半
年，陸太父親因心臟病發離世，令她十分悲痛。陸生覺得，
太太生產時自己未能陪伴在旁也令她十分害怕。幸運的是，
陸生及時帶太太去跟醫生「聊天」並且跟媽媽負責輪流照顧
Ｂ女，讓太太充分休息，才可以讓太太在一年後康復。

手腳痺無力企 或患「多發性硬化」 港產後抑鬱婦增
康復靠老公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