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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醫院近加士居道一條通往醫院的通道，
昨日清晨6時許，行人路上一條地底鹹水管爆破，
鹹水連同泥沙猶如噴泉般從地底湧出，並沿斜路往
下流向加士居道，結果導致加士居道一段路面頓成
澤國，來往車輛及途人均要涉水而行，其間通往醫
院的交通受影響，車輛須繞道而行。 ■文：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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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抱嬰企跳女子受勸後送院檢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門
新墟昨晨險鬧出兩條人命的企圖跳樓事
件。一名女子昨晨與男友因感情問題爭
執後，竟手抱嬰兒爬出5樓單位窗口危
坐，揚言要與幼小同歸於盡。幸經警方
及消防員力勸，女事主終打消念頭，受
勸送院檢驗。
事發新墟青桃徑一幢大廈，女事主姓

陳（42歲），據悉疑有精神問題，她受
勸獲送院時自行以毛氈遮掩面容。險被
帶同跳樓嬰兒，估計只有數個月大，事
後交由另一女親友暫時照顧，並陪同陳
女乘救護車到醫院。
事發於昨早7時許，陳女疑因感情問
題，在上址5樓單位，與姓何（50歲）
男友發生激烈爭執。其間陳女情緒失
控，抱起嬰兒爬出窗邊危坐，聲言跳
樓。

清潔工報警 消防氣墊戒備
一名姓吳（59歲）清潔女工目睹險
況，立即報警求助。警方及消防員趕至
立即封鎖現場地下，消防員出動救生氣
墊戒備，又聯同警方人員與姓何男友一
同勸解。雙方對峙一段時間後，陳女終
於軟化被勸服，返回安全地方送院，險
被帶同跳樓嬰兒亦安然無恙。

IT仔箍煲失敗 天台助跑跳樓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從事IT工作的

22歲青年，前晚與女友通電話疑箍煲不遂，竟在觀塘
物華街寓所大廈登上天台後，透過手機向女友大喊：
「我死畀你睇！」隨即如跳遠般先助跑再衝出天台跳
樓，飛墮距離大廈10多米外的馬路上，身受重傷，送
院搶救證實不治。死者母親昨晨到沙田富山殮房認屍
後哭成淚人。
死者梁×豪(22歲)，與家人同住現場的觀塘物華街45
號華安大廈一單位。據悉，梁5年前始由內地獲批來港
定居，從事IT工作，並有一名劉姓同齡女友，惟最近
兩人疑情海翻波，弄得很不開心。

前晚11時許，有往客目睹一名青年登上大廈9樓天
台一間僭建天台屋的屋頂，並以手機向提出分手的女
友努力箍煲，但沒有結果，其間有人突然情緒激動，
揚言會跳樓自殺。

死畀女友睇 母哭成淚人
據現場消息稱，其女友聞言擔心男友真會做傻事，掛

線後馬上報警，警方及消防人員接報按址到場登樓，果
見該名青年危站天台屋屋頂，消防員遂部署救援，警員
則從旁好言勸喻，但青年沒有理會，女友亦再度致電加
入勸阻，惟有人愈說愈激動，突向女友說下遺言：「我

死畀你睇！」隨即以助跑方式狂奔5米再飛身躍出，當
場飛墮倒在大廈10多米外的馬路上重傷昏迷，救護員立
即將他急送聯合醫院搶救，惜最終傷重不治。警方稍後
聯絡到其兩名女親友到醫院協助了解情況。
至昨晨，死者母親及胞姐由親友陪同到達沙田富山

殮房認屍，其母更哭成淚人，要男親友攙扶離開。死
者母親表示，兒子是乖仔，「不明他為何會做出咁蠢
的事。」至下午4時許，10多名親友帶備香燭冥鏹、生
果和死者生前愛穿的T恤，到現場進行路祭和招魂。
其間母親嚎啕大哭，頻呼愛兒：「阿仔快啲返嚟！」
場面哀傷，各人逗留約1小時後離去。

嚴打非法賽車 警兩日截11辣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警方繼續打擊非法賽車
活動，新界南總區交通部一連兩日在區內採取行動，共
截獲11輛懷疑曾作非法改裝車輛，拘捕3名涉及不同罪
行男子，警方強調相關行動日後仍會繼續進行。
由於澳門大賽車臨近，料在本港道路上非法賽車活動
增加，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及市民，警方遂於近期不定
時採取反非法賽車行動。新界南總區交通部於前日及昨
日一連兩天，先後在荃灣、葵青、沙田及大嶼山等區展
開打擊行動。

一男涉「揸大膽車」被捕
行動中，警方在青葵公路設路障截查車輛，結果揭發

一名33歲男子涉嫌「揸大膽車」，他除駕駛執照過期
外，所駕車輛牌照亦已過期，且欠交罰款，疑人涉駕駛
時沒有有效駕駛執照、駕駛未領有牌照車輛、駕駛時沒
有第三者保險及沒有繳交罰款等多宗罪行被拘捕。另外
又拘捕兩名涉嫌酒後駕駛、分別48歲及50歲男子。
警方在連續兩天的行動中，共截獲11輛懷疑曾非法改
裝車輛，包括10部私家車及一部輕型貨車，俱涉嫌違反
《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全部拖返大欖汽車
扣留中心，待作進一步檢驗。

黑幫街頭叫囂 遇查發惡傷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逾10名懷疑黑幫男

女成員，昨凌晨在元朗俊賢坊街頭聚集叫囂，驚動警
員到場調查，其間有人拒不合作，其中3名男女更情
緒失控襲警，混亂間兩名警員遇襲受傷，警員須施放
胡椒噴劑制止，眾疑人始四散逃去，警方正設法緝捕
3名涉嫌襲警男女歸案。
昨凌晨3時許，有警員巡經元朗俊賢坊發現有逾10

名疑是黑幫成員男女在街頭聚集，高聲叫囂，更對居
民構成滋擾，警員於是趨前截查了解情況。

兩警受傷「出椒」阻止
現場消息指，其中一名被截查男子拒不合作，更情

緒失控，猛力將其中一名警員推倒地上，導致其手腳
擦傷，另兩名男女亦向另一名警員施襲，警員見形勢
不利，馬上發出口頭警告，並施放胡椒噴霧阻止，並
要求上鋒增援，眾男女始乘機分頭四散逃去。
未幾，大隊增援警員趕抵四出兜截疑人，惜無結

果，事件中2名警員遇襲受傷，須由救護車送往博愛
醫院治理。案件已列作襲警案，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
查隊第十隊，追緝3名涉嫌襲警男女，當中包括1名
年約20歲男子，他身高約1.7米，金髮，當時身穿黑
色上衣；1名年約20歲男子，約1.6高，穿白色上
衣；以及1名年約20歲女子，身高約1.5米，長髮，
穿深色上衣。

輾爆一箱通渠水「流彈」濺傷4途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運送清潔用品

貨車，昨晨駛經油麻地上海街時，車斗內一箱通渠水
疑意外跌落馬路，再遭緊隨另一輛貨車輾過，多樽通
渠水當場被輾爆，腐蝕液體四濺，一對南亞裔母子和
兩名女子途經，當場被濺中灼傷，另外一間電器舖的
招牌及飾櫃亦被腐蝕液體破壞，惟肇事兩輛貨車均未
有停車離去。這已是6日內第二宗同類腐蝕液體誤傷
途人意外。
傷者包括2名婦人李×芬(60歲)及周×君(42歲)，南
亞裔母子Nandi(36歲)及其6歲兒子，各人送院治理
後均無大礙。
事發昨早10時許，一輛運送清潔用品貨車，沿油

麻地上海街駛向尖沙咀，途經322號對開時，車斗內
一個載有12枝通渠水的紙箱，疑意外跌出車斗，跌
在馬路上，另一輛尾隨而至貨車收掣不及，車輪輾破
多枝通渠水樽，大量腐蝕液體四濺。
適時，一對南亞裔母子和兩名女途人冷不提防，

當場被腐蝕性液體分別濺中手、面、頸、腳及胸口，
當場被灼傷，不停呼痛，其他途人代為報警。
救護員趕抵將其中3名傷者送院治理，另一名受傷

女子稍後亦自行到醫院求診。此外，現場一間電器舖
的招牌及飾櫃亦被腐液濺中弄毀。警員一度封路，將
散布路上的通渠水檢走。

兩貨車駛離 警追查下落
警員隨後根據目擊者提供線索，得知意外經過，
惟涉事兩輛貨車事後均未有停車，不排除司機在不知
情下離開，警方正設法追查兩車下落。
上周一(22日)早上10時40分，一輛貨車駛經北角
永興街近電器道交界時，車底位置突然濺出腐蝕液
體，撒向行人路邊等候過馬路的人群，其中5人遭不
同程度灼傷，肇事貨車司機亦疑在不知情下駛離現
場。

火燒天台屋 兩「蜘蛛俠」爬牆逃命
後梯雜物起火 疑縱火魔肆虐 8人不適送院

現場為石硤尾街31號的8層高舊
唐樓。上址大廈分前後樓梯，

平日住客多使用前梯，故後樓梯堆
放有不少雜物，成為安全隱患。唐
樓天台則懷疑僭建有兩間各約400多
呎的單位，分別以6,000多元租予南
亞裔人士居住。

對廈屢遭縱火 疑狂徒犯案
有住客表示，同街對面馬路一幢

大廈，近年曾發生兩至三次梯間縱
火案，對上1次更僅在1個月前發
生，故不排除是縱火狂徒所為。今
次因火勢順着梯間雜物向上燒，迅
速蔓延波及天台屋，所幸未釀成住
客死亡。

攀簷叫help 樓下開窗救人
事發於昨晨9時許，唐樓的5樓至6
樓後樓梯有雜物突然起火，由於每層
均積有雜物，火勢迅即向上蔓延，很
快已波及9樓天台的兩個單位，住客
慌忙逃生，其中兩名孟加拉籍男子未
能及時逃離單位，惟有攀出外牆簷篷
不停揮手呼叫：「help！」但火勢愈
燒愈烈，連單位冷氣機亦燒至飛脫落
街，兩人因火舌逼近，只好冒險爬落
樓下單位外牆求救，樓下單位男戶主
見狀，立即開窗協助兩人返入屋，逃

過大難。

消防逐層拍門升雲梯施救
另外其他樓層住客亦紛紛沿前樓

梯落樓逃生，但有住客因梯間熾
熱，充斥濃煙，無法逃生，惟有留
在單位內待救。未幾，大批消防員
趕抵救火救人，其間消防員除逐層
拍門協助被困住客疏散外，又升起
雲梯分別在4樓及7樓單位救出多
名被困居民，當中更有手抱嬰兒，
最終8名男女住客，包括兩名1歲
及8歲女童、3名不足1歲的手抱嬰
兒，及2男1女住客(26歲至41歲)因
吸入過量濃煙不適，全部須送院治
理，幸經檢查後均無大礙。
火警於約半小時後救熄，惟兩間

天台屋及5樓至9樓後樓梯已嚴重焚
毀或熏黑，由於現場火場範圍大，
沒有自然起火原因，加上火勢蔓延
快速，附近大廈梯間過往亦曾發生
縱火案，消防員經初步調查後，認
為火警有可疑，交由警方列作縱火
案跟進。
警員接手封鎖大廈調查，所有進

出大廈居民均需登記，消防亦召來
消防犬協助追蹤起火源頭。至下午3
時許，探員在火場檢走包括一袋灰
燼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深水埗石硤尾街一幢舊唐

樓，昨晨梯間雜物突然起火，並迅速向上蔓延波及兩間懷疑僭

建天台屋，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大批住客無法逃生，兩名孟加

拉籍天台屋男住客要冒險爬落下層單位始逃過大難，消防員升

起雲梯救下多名男女老幼住客，最終8名男女住客因吸入濃煙

不適須送院，大廈梯間及天台屋嚴重焚毀，由於現場沒有自然

起火原因，加上火勢蔓延快速，且附近樓宇亦曾發生同類火

警，警方不排除是縱火狂徒所為，已列作縱火案追查。

「 唔 救 佢 哋 入 來 ， 實 死
梗……」及時將兩名被困外牆的
孟加拉籍男住客救入屋的潘先生
表示，火警發生時，他正準備落

樓逃生，開門時除感到門柄非常燙手
外，又湧來一股熾熱氣流，加上大煙，
難以呼吸，惟有退回屋內，其間望向窗
外，赫見一對腳在移動，走近察看，原
來是兩名外籍男子危站外牆被困，對方
更不停揮手高呼：「help！」他立即開
窗將兩人救入屋，未幾即有消防員到場
拍門，再將他們帶落樓逃生。

幸退回屋內 好彩救到人
居住8樓單位已多年的潘先生形容，

當時情況十分危急，事後回想亦替兩名
外籍住客暗叫「好彩」，因為若不是他
無法走火警而退回屋內，恐怕兩人無法
入屋，隨時在外牆因支持不住而墮樓，
凶多吉少。對於能救到人，他除了形容
是「好好彩」，亦禁不住流露開心表情
稱「最緊要大家冇事……」

■記者 劉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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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客潘先生形容能協助救回兩條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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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事主所抱嬰
兒事後交由女親
友暫照顧。

◀屯門青桃徑
企跳事件，消
防一度張開救
生氣墊戒備。

■油麻地上海街貨車輾破通渠水樽現場。

伊院爆水管

見窗外有對腳
「唔救入嚟死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