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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龍師侄「醉詠春」傷3人
車禍口角動武 驚動警員揭酒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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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第十屆澳區
全國人大代表、《澳門日報》副董事長李
鵬翥先生上月30日上午在香港養和醫院逝
世，享年81歲，他的悼念儀式昨日下午在
澳門鏡湖殯儀館福壽堂舉行，全國政協副
主席何厚鏵、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
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外交部駐澳特派員
公署特派員胡正躍、李鵬翥的親友、社會
各界人士紛紛前往鞠躬致哀。
悼念儀式現場，大廳前方中央放有李鵬

翥的彩色遺像，兩旁擺放着全國人大辦公
廳、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港澳辦、國
務院新聞辦等機構以及全國政協副主席何
厚鏵、澳門特首崔世安、社會各界致送的
花牌。綿延至殯儀館門外路邊兩旁的眾多
花牌，寄託了社會各界的哀思。
悼念儀式由《澳門日報》社長陸波主持，

於下午6時開始，全體人員肅立，向李鵬翥
遺像默哀。治喪委員會副主任、澳門立法會
主席賀一誠致悼詞。悼詞盛讚李老先生愛國
愛澳、愛報愛家、光明磊落的一生，又指出
李鵬翥是一位成功的新聞工作者，為澳門新
聞事業貢獻良多；也是學識淵博的文化裡
手，學養豐贍，虛懷若谷，亦是一名出色的
社會活動家，熱心慈善公益事業，對促進社
會共譜和諧，功不可沒。
悼念儀式上，治喪委員會、澳門筆會和
出版協會、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澳門日
報讀者基金會、澳門日報向李鵬翥遺像敬
獻了花圈。在家屬致謝辭之後，現場全體
人員肅立，向李鵬翥先生遺像三鞠躬，為
先生作最後送別。

被捕3人分別為涉倒車釀車禍的40
歲王姓司機，另兩名同車乘客分

別姓林(43歲)及姓廖(21歲)，3人同涉襲
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其中王接受警
方酒精呼氣測試證實超標，另涉酒後駕
駛被扣查。

著名詠春教練 葉問再傳弟子
現場消息稱，王為著名詠春教練，據
稱師承有「講手王」之稱的詠春名家黃
淳樑，而黃淳樑正是詠春大師葉問的弟
子，還是李小龍的授業師兄。據資料顯
示，王於11歲已開始跟隨黃淳樑學習拳

術，至2010年考獲香港詠春聯會一級教
練資格，並曾在多個武術比賽中獲獎。
至於與王同涉傷人的21歲姓廖乘客，據
了解亦為詠春教練。
事發昨凌晨2時許，26歲林姓青年駕

駛一輛紅色私家車，載同兩名同齡友人
駛至銅鑼灣加路連山路近南華會對開
時，被一輛企圖爬頭的小巴撞中右邊車
身，意外中無人受傷，事後雙方自行和
解，私家車停到垃圾站路旁等候拖車。

「吹波」驗出酒精超標近兩倍
未幾，一輛停泊在垃圾站旁的黑色房

車欲倒車駛出大路離開，卻意外撞及停
在路旁的紅色私家車。事後雙方下車理
論，其間有人懷疑動武，將對方紅色私
家車3人打傷。稍後警員接報趕至，發
現3名遇襲事主的額頭、面、口及頸部
均受傷，其中兩名紅色私家車乘客獲安

排送院治理，姓林司機則拒絕送院。警
方經調查後將涉嫌打人的3名男子拘
捕，其中涉倒車時釀車禍的王姓司機，
即場接受「吹波波」，被驗出體內酒精
含量達60度，遠超22度規定，另涉酒
後駕駛罪名被帶署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據悉為一代宗師李小龍師侄、著

名詠春拳教練的男子，昨凌晨偕兩名同樣習武的友人懷疑飲酒消遣

後，在銅鑼灣加路連山道駕車離開，倒車時卻撞及一輛剛涉輕微車

禍正等候拖車的私家車，雙方共6名大漢初則口角，繼而有人涉動

武毆傷對方3人，驚動警員到場調查後，詠春教練除涉酒後駕駛，

更與兩友人因同涉襲擊傷人被捕。

■■紅色私家車禍不單行紅色私家車禍不單行，，早前因早前因
遭小巴撞及遭小巴撞及，，右車身損毀右車身損毀。。

迎澳賽打危駕 新南新北拘2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澳門大

賽車即將開鑼，本港非法賽車活動亦白
熱化，警方為保持道路交通安全，近期
銳意打擊非法賽車活動，上周分別在新
界南及北區展開反非法賽車及危險駕駛
行動，共拘捕20名男女。其中在新界南
區，警方發現共800多輛汽車超速行
駛，又進行400多次酒精呼氣測試，有9
輛懷疑曾被非法改裝的私家車被拖走檢
驗。
警方新界南總區交通執行及管制組於

本月6日晚上開始，一連5日在荃灣、葵
涌及沙田區進行反非法賽車及反酒後駕
駛行動，其間拘捕10名男子，當中9名
年齡介乎37歲至50歲的司機未能通過酒
精呼氣測試，涉嫌酒後駕駛被捕。另一
名55歲男子則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及未能
提供呼氣樣本作測試被捕。
新界南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林少奇高

級督察表示，該名被捕男子於本月8日
凌晨，在荃灣青朗公路汀九橋發生的一
宗交通意外中，自稱為其中一輛肇事車
輛的司機，但未能提供意外詳情及酒精

呼氣樣本，案件已交由荃灣警區刑事調
查隊第六隊跟進調查。

揭815車超速「吹波仔」428次
警方在行動中共發現815輛汽車超速
行駛，進行了428次酒精呼氣測試，並
將9輛懷疑曾被非法改裝及違反《道路
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的私家車拖
走檢驗。
此外，警方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在本月

6日至9日，亦在區內快速公路進行反

危險駕駛行動，共拘捕9男1女(17歲至
39歲)，其中4名年齡19歲至39歲男子
涉嫌「酒後駕駛」被捕，19歲男子涉嫌
「駕駛時無駕駛執照」、「駕駛時沒有
第三者保險」及「駕駛未獲發牌的車
輛」。另兩名分別25歲及20歲男子分
別涉嫌「在藥物影響下駕駛」及「不繳
付罰款」被捕。一名 17 歲女子涉嫌
「協助及教唆駕駛時無駕駛執照」被
捕。一名 27 歲男子涉嫌「拒捕」及
「違反懲教署監管規定」被捕。他已被

落案起訴，現正被扣留調查。其餘所有
被捕人士已獲准保釋候查。而兩名分別
34歲及36歲男子初步未能通過酒精呼
氣測試，但最終通過樣本分析測試。警
方向兩人發出口頭警告後，兩人已獲釋
放。
行動中，警方一共進行了107次酒精
呼氣測試及發出227張傳票及定額罰款
告票，兩輛懷疑曾被非法改裝及違反
《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的車
輛被拖走檢驗。

警花警花「「浴血浴血」」追百米追百米
勇擒打人醉洋漢勇擒打人醉洋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中環上演一幕女警長
勇擒醉洋漢弄至滿身鮮血驚險場面。一名洋漢昨凌晨
涉酒後失常，打傷另一對外籍男女後拔足狂奔逃避警
員追捕，一名女警長接報到場，與同袍窮追逾百米，
終將該名洋醉漢制服拘捕，女警長在混戰中身上制服
及手臂沾滿對方血漬，她幸未有受傷，惟另一名警員
則遇襲受傷，事件共釀3人受傷送院。

被捕「奔走人」頭撼牆流血
涉案被捕洋漢Benjamin（25歲），他糾纏間頭部撞

向牆壁受傷流血。涉嫌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拒
捕及襲警「3宗罪」被捕後送院治療。另外兩名傷
者，包括外籍女子Charlotte（36歲），她眼鼻受傷；
至於遇襲警員則腳部受傷。而一馬當先窮追鬧事醉洋
漢的女警長，糾纏間制服裇衫染血、右前臂更沾有大
片血漬，幸無受傷。
事緣昨凌晨3時許，遇襲受傷女事主Charlotte與外

籍男伴Mark（48歲），在士丹頓街42號一娛樂場所
消遣，其間與另一醉酒外籍漢發生爭執，混亂中有人
動粗襲擊女事主。警方接報派員趕至制止打鬥，有人
見警員出現立即飛奔逃走，一名女警長與多名警員尾
隨追捕，其間雙方沿大街小巷追逐，從士丹頓街一直
追至接近160米外的結志街。
疑人被追至氣喘如牛，竄入結志街1號地下旁邊一
條昏暗橫巷，女警長與同袍見狀飛奔撲前，終於將疑
人擒獲。但其間有人激烈反抗，糾纏間頭部並撞向牆
壁受傷，但仍負傷頑抗襲警，女警長衣服及前臂均沾
血，另一警員腿腳受傷。
洋漢最終被制服拘捕，警方及救護員將其綑綁擔架

床上，並為其治理頭部傷勢及止血，稍後聯同遇襲警
員及受傷女事主送院。

■■警方在反非法賽車行動中扣留多輛私家車待驗警方在反非法賽車行動中扣留多輛私家車待驗。。 鄧偉明鄧偉明攝攝

兩行山婦「叉錯腳」墮3米澗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慈雲山昨晨發生遠足意外。一個
行山團一行約30人遠足途經慈雲
山山頭時，其中兩名女團友疑因
失足「叉錯腳」，跌落約3米下山
澗受傷，須由飛行服務隊直升機
協助救起送院治理，幸兩人均無
性命危險，其他團友則自行落山
離去。兩名女傷者分別姓黃(65歲)
及姓陳(60歲)，她們主要手腳、面
及胸口撞傷，無性命之虞，現場
為慈雲山慈正邨正泰樓對上約
200米的山頭，現場消息稱，該
處山路狹窄且雜草叢生，但地勢
不算險要。
事發昨晨約10時半，一個由
約30人組成，團員包括年輕人
及長者的行山團，遠足行山途
經上址山頭時，懷疑因雜草阻
礙視線，其中兩名年逾花甲女
團友一時失足「叉錯腳」，跌

落約3米下石澗受傷。同行團友
見狀大驚，但因地勢太高欲救
無從，唯有報警求助。救援人
員接報後，帶備包括繩索等攀
山拯救工具，步行登山營救，
由於山路頗遙遠，花約數十分
鐘始趕至現場，發現兩名傷者
的傷勢均不嚴重，仍然清醒，
經檢查後恐防兩人有骨折，加
上地勢崎嶇運送傷者有困難，
於是急召政府飛行服務隊派出
直升機到場協助救援。救護員先
為兩名兩傷者固定傷勢，將其置
在「山兜」中，未幾兩架飛行服
務隊直升機先後到場，在現場上
空盤旋視察環境後，空勤人員在
半空游繩而下，將傷者吊上直升
機送往東區醫院治理。至於其餘
行山團友，先後沿山道離開山頭
返回市區，惟他們均婉拒在場記
者訪問。

跑車撼壆撞貨車變「風火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沙田吐露港公路昨

凌晨發生驚險車禍。一輛跑車高速行駛期間失控，先
撼撞石壆再反彈撞向一輛運送麵包貨車，貨車當場被
撞翻，跑車更在路面翻滾，致車輪飛脫車身嚴重毀爛
不成車形，司機重傷被困車內。警方正調查肇事原因
是否與超速有關。肇事白色跑車為本田「型格」IN-
TEGRA，屬1990年代四門房跑車版本，性能雖較同
廠單門Type R型號跑車版略遜，但也頗為強勁。出事
後該輛「型格」房跑車曾翻滾，左邊車身嚴重毀爛，
車頂損毀，車尾「泵把」及右後輪飛脫，安全氣袋亦

彈出，27歲姓黃司機頭部及身體多處受傷，昏迷被困
車內，由消防員剪開車廂殘骸救出，送院情況嚴重。
事發昨凌晨3時許，黃駕駛該輛本田「型格」沿吐露
港公路往九龍方向行駛，途至近馬料水科學園科進路
天賦海灣對開突然失控，疑先撞向右邊路中分隔行車
線石壆，再反彈出路面，撼撞一輛同方向行駛運送麵
包輕型貨車。貨車被撞後失控翻側滑行停在路肩，50
歲姓黃司機驚魂甫定後自行爬出車廂；肇事「型格」
跑車則在路面翻滾，車身損毀右後輪飛脫，擱在路
面。警方及消防員趕至封鎖現場行車線，將重傷「型
格」跑車司機救出送院，貨車司機在意外中未有受
傷，在現場協助警方調查肇事原因。

■■慈正邨對開山坡行山人士被困慈正邨對開山坡行山人士被困。。
李銘李銘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荃灣
同和街老圍村停車場昨清晨5時許發生
縱火案，一輛停泊在上址頗為簇新的七
人車，突無故着火焚燒，村民發現報
警。消防員趕至開喉將火救熄，唯七人
車已嚴重焚毀（見圖），旁邊兩輛私家
車亦受波及。消防員調查後認為起火原
因有可疑，交由警方列作「縱火」，荃
灣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已接手調查縱
火狂徒動機及追緝歸案。

車場縱火案車場縱火案 七人車遭殃七人車遭殃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杜法祖 )國泰航空一架由香港
前往日本東京的波音747客機，昨午起飛不久，機組
人員即發現其中一個引擎懷疑有故障，為安全計立即
折返，香港國際機場作出戒備，幸客機安全着陸，僅
虛驚一場，事後共332名乘客已轉乘另一航機繼續行
程，國泰發言人對不便致歉。
發生故障的國泰客機為波音747-400型客機，航班
編號CX542，預定昨午4時40分由香港國際機場起
飛，前往日本東京羽田機場，但飛至南中國海上空
時，機組人員發現訊號顯示一號引擎故障，為確保安
全，機師決定折返香港國際機場，並於下午5時半通
知控制塔。消防處進入「局部戒備」狀態，派出消防
車及救護車到跑道旁戒備。機管局表示，昨午5時45
分該班客機安全折返降落，無人受傷。國泰航空發言
人表示，已安排另一架客機接載共332名乘客繼續行
程，航班已於晚上7時43分起飛。國泰航空正調查有
關事故原因，為此對乘客帶來不便致歉。

半空「壞引擎」國泰飛機返港

香港文匯訊 ( 記者杜法祖 )年僅10歲男童昨傍晚在
慈雲山慈民邨寓所，疑因功課問題被母親訓斥後，竟
走進廁所反鎖，用毛巾上吊企圖自殺，幸父母及時破
門入內將其救下，男童頸項遺下瘀痕，仍然清醒獲送
院治理，警方正對事件展開調查。
企圖自縊10歲男童，與父母同住慈民邨一單位，現
場消息稱，男童最近成績下滑，父母十分憂心，加緊
指導其功課。
事發昨傍晚6時許，現場消息稱，母在家教導男童
功課時曾對他薄責，稍後男童突一聲不響走進廁所，
良久仍未外出，母感奇怪拍門多時亦無回應，大驚馬
上通知丈夫合力將門撞開，赫見兒子在廁內用毛巾上
吊，忙將其解下及報警。男童當時頸遺有紅腫痕跡，
幸仍清醒，被送院治理。

母教功課鬧兩句 10歲仔廁所上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中區昨午發生懷疑氣
體洩漏意外。皇后大道中華人行商場地庫清潔房，昨
午1時許突然冒出濃煙，消防員接報趕至發現房內有
兩名女子受傷，其中一名44歲姓張清潔女工更陷入昏
迷，救護員立即將其送院搶救，幸抵院時已甦醒，另
一名57歲姓曾女職員亦報稱不適，亦須送院治理。消
防員調查後發現場並非發生火警，而是清潔房內存放
的8支滅火筒懷疑洩漏二氧化碳氣體，險令工人窒
息。當局正調查肇事原因。事後，消防員利用抽風
機，將現場房間內的氣體抽出地面。
有消防工程業界人士指出，二氧化碳滅火筒可用於
撲滅電氣、易燃液體、密閉地方的火警，適合家居及
商場使用。但由於二氧化碳可以令人窒息，故用滅火
筒滅火後應到空曠地方暫避。他估計，今次意外或因
滅火筒筒身出現銹蝕或損壞而導致漏氣，故使用者應
定期檢查，約一年一次。如發現滅火筒出現銹蝕或損
壞，應交回供應商更換。

滅火筒漏氣「焗暈」商場清潔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