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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警方在屯門的暴力搗亂中，當場拘捕的三男
一女均是學生；同日在上水、屯門和尖沙咀進行的抗
議行動，被捕的六人中年紀最小的只有十三歲，青少
年響應號召參與激進行動，利用「正義感」挑動怨
恨，為破壞行為製造「合理藉口」，將公然偷襲，對
老弱婦孺施行暴力「合理化」。在網絡狂熱的年代，
電子社交平台傳播力量強大，迅速成為散播示威種子
的工具，成為掌握青少年心理，吸引他們投入狂熱街
頭行動的機器。

鄭松泰謬論三錯 師德何在？
今天，筆者聽到「熱血公民」成員、理工大學講師

鄭松泰博士的說法，既可悲亦可恥，實在令人不吐不
快。

鄭松泰在電台認為，在屯門母女被點錯相遭示威

者圍攻指罵一事上，道歉的應是政府而非示威者，
他認為有沒有鬧錯人問題不大，他又指，該母親對
事件也有責任，是因為她對示威者說，女童在香港
讀書而再次牽動了示威者的情緒。此番言論反映了
鄭松泰邏輯大錯特錯。首先，他認為示威者「點錯
相」罵錯人不需道歉，此為第一錯；示威者明明知
錯而不認錯，繼續圍攻無辜母女，他對示威者的行
為不予批評更視為合理，已有違道德，此為二錯；
他把責任推向無辜的母親身上，言論諉過於人，此
為第三錯。

在這裡，我們看不到鄭松泰具有一般人也應有的判
別是非之心，也欠缺了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鄭松泰
早於去年已撰文公開罵香港父母為豬，呼籲與反對衝
擊的父母「終生不相往來」，無視德育倫理；今年，
他不只多次於屯門、元朗發起反水貨客遊行，導致暴

力衝突；然後，今天他又大發謬論，試問此人師德何
在？

高等學府是一個孕育思想與價值啟蒙之地，失去理
性、不講道理的老師，會怎樣影響香港下一代的價值
觀？今天已可見端倪。

示威者帶有「種族主義」傾向
事實上，這種「反水貨客」示威者帶有危險的霸權

色彩，有「白人優越主義」化的傾向。「白人優越主
義」是一種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張白色人種優越
於其他族裔。當中，包含「種族主義」、「歧視」、
「偏見」、「排斥指定的他者」等元素，產生暴力、
衝突、壓迫等令社會不安的負面因素。難怪最近有家
長向理大發出公開信，要求唐偉章校長「對於鄭講師
的言論和最近的行為作出徹查，要求鄭講師離開教育
界。我們實在承受不了孩子變成暴徒，更不希望香港
孩子成為破壞社會的一分子」。

忽略老一輩移民史 忽視五成水客是港人
家庭血緣，歷史傳統，連結起不同的人。在年輕人

陷入失智狂熱的情況下，作為長輩，作為人師，以清
醒的分析，理性的態度，助孩子明辨是非，免誤入歧
途是當然之責。我們不要忘記，在香港這小島的居

民，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然
而最多的，就是來自內地的早
年移民。在上世紀 40 年代開
始，已有不少內地人移民到港
落地生根，建立家庭，認清這
個歷史，就明白今天的香港人，祖輩當年也曾是新移
民，到了今天，老一輩的移民史被忽略了，更可笑的
是，激進的本土、熱血之流，竟忽視了有四成至五成
的水貨客是香港人的事實，盲目鼓動衝擊內地旅客，
並欣然以暴力思想及行動去鼓勵年輕人「理直氣壯」
地進行破壞。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大學近日就將兩名涉及種族歧視
行為的學生逐出校。校方指出，兩人在聯誼會活動上
帶頭高叫針對黑人的口號，認為他們的行為會導致學
習環境滋生出敵意，又強調對種族主義「零容忍」，
會繼續調查事件，並懲處其他涉事學生。本土派、反
對派，常將國際標準掛在口邊，他們又可會仿效美國
的做法，支持社會以嚴厲手法應對今日香港這種「3K
黨」式示威？

我們都明白，根治問題的方式，並非以暴易暴，而是
由兩地海關從嚴查處、以重稅重罰，使水貨客無利可
圖，使他們承擔法律後果，讓曾失喪的，重回正軌；讓
社會回歸法治，還市民一個安寧正常的生活環境。

劉炳章 經濟發展委員會、團結香港基金會顧問團成員

曾經，有位老師說過，當我看到孩子沒有禮貌，不會尊重他人時，我不會怪他，我會思

考，孩子在學校所接受的是什麼樣的德育課？孩子的家教又如何？今天，看到年輕的示威者

在社區上失控的暴力衝擊行動，筆者不禁要思考：在孩子背後的煽動者，到底安了什麼心？

這些煽動者大多藏在網絡背後，有些則明目張膽的在學校進行宣傳，我們的香港，從什麼時

候開始，出現了「暴徒般的師者」？

鄭松泰 請不要再誤人子弟！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專家：魔子自戀無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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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子周凱亮涉偕友謝臻麒弒雙親碎屍案昨續訊，
謝自述人生經歷。另外，控方兩名精神科專家作供
指，診斷周凱亮患有人格障礙及自戀，自認優越卻
無法接受失敗，所以將問題歸咎父母，視殺死他們
為解決方法。又指周沒有精神病，殺死父母是精心
計劃，所以認為他不能因精神失常而減輕刑責。

而被告謝臻麒昨日作供時常以手勢輔助，不時口吃，聲
音好像小朋友，與他前年和警方錄影會面時的表現不同。
謝稱父母從小離異，母親獨力養活他及胞姊，故很愛她，
後來母親患精神病，他拒絕把其送進精神病院，並盡所能
照顧她。
謝稱讀書時多次被毆打及欺凌，中五後曾任職清潔工、

文員及打金工等，但每份工只維持短時間，不是被解僱便
是自行辭職。
至於感情生活方面，謝稱曾交往三任女友，與第二任女

友分手後遠赴新西蘭，在中國餐廳賣點心，簽證過期後成
為黑市居民，在當地結識第三任女友，對方要求他回港努
力讀書。謝稱一直將所賺的錢交予女友，回港後仍有寄錢
給她，更籌得7萬元給她應急。惟其後發現女友「劈
腿」，當時覺得「好痛、好傷心」，於是決定食老鼠藥、
水銀、咳藥水及燒炭自殺，終被胞姊發現獲救。其後他經
介紹與印尼女子結婚，但即晚對方卻透露在印尼已有丈夫
及男友。 ■記者 杜法祖

塌石屎砸印傭 壓中下身命危
逾百公斤墜平台擊穿帳篷 公司指該處放行李非住宿用途

DR美容命案 3名被告准保候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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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中草藥洗髮護髮個人用品的霸王國際
集團，入稟控告《壹週刊》誹謗案昨續訊。
《壹週刊》代表大狀質疑霸王因價錢問題，
而不購入「二噁烷」含量較低的洗髮水原
料。霸王配方研發工程師作供指，原料中的
二噁烷含量受供應商技術水平影響，內地沒

法例規管，公司衡量二噁烷含量時已參考內地及
澳洲資料，「如果（技術）做到，國家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就訂咗指引啦。」
霸王研發部洗護髮品配方經理兼配方研發工程

師蔣日琼指，二噁烷是業界常見及標準認可的物
質，但研究顯示它對動物致癌，因此她一直致力
在配方中減低二噁烷。但涉案報道於2010年7月
刊出後，公司沒特別指示她要在配方中減低或完
全除去二噁烷成分。
代表壹週刊出版有限公司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

指，不同批次的原料二噁烷含量橫跨百萬分之五
至二十，質疑霸王大可選擇購入含量較低的原
料，二噁烷含量是價錢而非技術問題。
蔣指事發後向供應商要求加以改良原料，目前

原料的二噁烷含量不多於百萬分之二十，即在洗
髮水製成品的含量不多於百萬分之五。惟回顧
2010年時的生產技術，只能將原材料含量控制至
少於百萬分之四十。她強調生產產品必須透過不
斷嘗試和累積經驗，公司已參考內地及澳洲的標
準，確保含量在安全範圍以內，但承認公司沒儀
器檢測。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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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不獲聘入稟 大爆阿婆「情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已故香港仔大地主葉海
波的八旬遺孀胡少芬，早前興訟自揭與已婚粵曲樂師發展
不倫戀。她的前代表律師日前入稟高等法院控告胡誹謗，
指胡反口不認曾委聘他控告樂師及準備業權轉讓文件，暗
指他專業失德，向胡索償並申請禁制令。律師在入稟狀中
更直指樂師「淘古井」，並大爆胡曾經「一腳踏兩船」，
與樂師及一名40多歲男子發展不倫戀，不過兩男旨在搾取
胡的財產。
原訴人為已退休律師楊澍琳所經營的律師行，在入稟狀

中巨細無遺披露現年82歲的胡少芬與兩名年輕男友的關
係，胡於2006年與當時48歲的男子謝俊明（譯音）拍
拖，同年在街坊福利會粵曲班邂逅樂師陳堅強，陳開始
「淘古井」，而胡亦「一腳踏兩船」，不過謝於前年過
身，遺下數個以信託形式代胡持有的物業。

楊家誠洗錢案等上訴禁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英冠球會伯明翰前班主
楊家誠因洗黑錢逾7.2億元，去年在區域法院被判監6年，
楊昨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正在服刑的楊在等候上訴期
間未獲准保釋，昨日所見他長出一頭灰髮，精神飽滿，其
妻王曼酈亦有到庭旁聽。
楊家誠重金禮聘在貪污案代表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江的

英國御用大律師Clare Montgomery上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DR醫學美容集團
於兩年半前發生奪命醫療事故，4名女子接受「美容
針」療程後不適，其中一人死亡，另一人需截肢。
集團老闆、女醫生及技術員於本年2月初終被指控犯
下嚴重疏忽，3人各被控誤殺罪。案件昨在東區裁判

法院再提堂，控方諮詢法律意見後，申請於4月17
日作交付程序，案件將於高等法院審理，3名被告續
准保釋候訊。3名被告依次為現已退休的DR醫學美
容集團創辦人周向榮（60歲）、女西醫麥允齡（33
歲）及技術員陳冠忠（30歲），陳昨沒律師代表。3

人保釋期間不得離港及須每周到警署報到一次。
控罪指3人於2012年10月向死者陳宛琳推廣、製

備及施用一種名為CIK/AI治療的產品，而明知該產
品是根據仍在實驗過程中的治癌療法。3人亦沒確保
血液製品由合資格人士負責製作；沒制定及保持一
套有記錄的妥善指引，包括病毒和細菌測試；沒確
保製品免受感染；沒向死者詳盡解釋涉及風險，因
上述嚴重疏忽，導致她同年10月10日死亡。

命危印尼女傭Elis、33歲，下半身被石屎擊中致多處骨
折重傷，送院時昏迷。據悉Elis在家鄉有丈夫及一名

10歲女兒，她兩年前來港工作，早前剛完成合約並到澳門
出境，現正等候簽證再到新僱主居所上班，不料飛來橫
禍。
Elis多名友人事後趕抵醫院了解情況，神情哀傷。友人稱
Elis信奉回教，每天習慣早起祈禱，不排除出事時她正在祈
禱，又指去年印傭Erwiana被虐案審訊期間，Elis曾與多名同
鄉一起參與遊行支持Erwiana。

業主拒拆僭建 去年遭「釘契」
珠璣大廈位於英皇道433號至435號，樓高19層，共52
戶，1974年入伙。現場消息稱，肇事二樓平台由「陽光女傭
中心」持有，平日有外傭暫時留宿，平台有數個由鐵架及帆
布蓋搭的帳篷，看似廚房及洗手間，另有多個儲物鐵架，掛
有大量衣物，並放有多個紅白藍袋及行李篋等，其中一個帳
篷頂明顯有一處被壓穿，對落位置放有兩張床褥，當中一張
染有血跡，估計是事主所睡位置。
消息稱平台的帳篷屬僭建物，因業主拒絕拆除，去年已被
屋宇署「釘契」，而事發時平台共有5名外傭在帳篷內睡
覺。

住客：大廈數年前做過大維修
墜下傷人的巨型石屎約1米乘1米大，厚約18厘米，重逾
百公斤，屬大廈5樓一單位外牆冷氣機位的簷篷。現場所見
石屎脫落處整齊，鋼筋明顯銹蝕，有住客稱大廈數年前做過
大維修。
事發昨凌晨4時25分，上址平台傳出巨響及慘叫聲，有外

傭夢中驚醒，赫見睡在身邊的Elis下半身被一塊大石屎壓中
昏迷，慌忙報警將其送院搶救，警方、屋宇署及相關部門人
員事後到場調查、核對樓宇圖則及拍照存案，下午召來貨車
檢走一批證物，包括墜下的石屎及一張染血床褥。
「陽光女傭中心」總經理陳國樑證實Elis已有新僱主聘

用，出事前正留在中心等候安排驗身及培訓等。陳又稱中心
有宿舍，內有兩房供「打地鋪」，每間可容納10人至20人，
而被石屎壓穿的帆布帳篷範圍只用作放置行李，不准睡覺。
據他了解，昨晨事主因與同鄉十分投契，為免在房間聊天

造成滋擾，於是將床褥搬到帳篷底通宵聊天，不料飛來橫
禍。陳強調現場沒有僭建物，因去年接獲屋宇署信件後已拆
除所有僭建物，如果屋宇署認為帆布帳篷亦是僭建物，定會
合作拆除。

有業主指室內難察簷篷有否損毀
珠璣大廈一名姓謝小業主稱，外牆冷氣機位的石屎簷篷在
樓宇建築時已存在，室內根本難以察看有否損毀。據他了
解，大廈過往也曾有外牆物件剝落，但沒有跟進。
屋宇署表示經過視察後，確定有關大廈整體樓宇結構並沒
有明顯危險，根據記錄，屋宇署曾於2013年12月就大廈二
樓的平台搭建物發出清拆令，該署會繼續與有關業主跟進清
拆平台搭建物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北角英皇道樓齡

已41年的珠璣大廈，昨凌晨發生墜物傷人事件，

大廈5樓外牆一冷氣機位石屎簷篷突脫落，重逾百

公斤的石屎板直墜二樓平台單位一間外傭公司的

懷疑僭建帳篷內，一名席地而睡印尼女傭夢中慘

遭壓中下半身命危。警方及屋宇署人員事後到場

調查，暫無人被捕。外傭公司否認將平台作住宿

用途及有僭建。

僭建物內出事 索償極複雜
有保險業者表示，如果事故發生在僭建

物位置，索償問題會極為複雜及困難。有
律師則指若要追究責任，必須先釐清事件
中墜下傷人的石屎簷篷物主誰屬。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表

示，如果事故發生在有僭建物的位置，保險公
司將不予賠償，相關者恐要負上全責。就今次
事故，恐業主立案法團、5樓肇事冷氣機位簷
篷單位的業主、二樓女傭中心的業主及管業處
四方面都有責任，而賠償方面則視乎法官判哪
一方面的負責最大。
羅又指，縱使購買了家居保險，但僭建物位

置出事是不會受理。而樓宇的業主立案法團本
身亦有責任提醒業主清拆僭建物；任何單位的
業主或租客，亦要確保單位及外掛物安全，責
無旁貸；一旦屋宇署發出僭建物通知書，管理
處要負責通知相關業主或住戶。

有律師則指，涉及大廈外牆結構物墮下造成
人命傷亡的事故，在追究責任及索償問題上極
為複雜，因為本港私人大廈眾多，公契內容亦
各有不同。如肇事石屎簷篷被大廈公契介定為
大廈公共地方財物，一旦發生法律或索償程
序，便由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大廈大業主或管
理公司負責處理；如簷篷確認是單位小業主負
責，相關單位小業主、住客、或管理人就要
「上身」。
有建築師指出，肇事外牆冷氣機位石屎簷篷

屬典型懸臂式設計，由入牆鋼筋支架及石屎構
成，同類建築設計本身不存在問題，但施工時
必須遵從守則，包括連接石屎簷篷及大廈牆身
的水平鋼筋，應該擺放在較高位置，否則容易
出現石屎板因本身重量「自己扯甩自己」出現
裂縫，以致雨水滲透加速鋼筋生銹，最終釀成
甩脫事故。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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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珠璣大廈發生5樓窗口冷氣石屎台(紅圈)倒
塌墜入平台加建物壓傷席地而睡的印傭現場。 ■壓中印傭石屎重約100公斤。

■染滿血跡床褥被檢走。
■女傭中心總經理到醫
院嘗試探望命危印傭。

■夢中被天降石屎壓傷命危的女印傭。

■印傭Elis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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