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巴士旅遊巴士((左左))先撞對線的士先撞對線的士((右右))，，再撼大樹始停下再撼大樹始停下。。

■乘客刻意扭軚將旅遊巴士撞撼大樹。 ■旅遊巴上多名乘客受輕傷，事後坐在路旁等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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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波：中央與港府研優化個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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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驚！非常之
驚！」拚死救車，成
功避過嚴重車禍的乘
客陳先生事後仍猶有
餘悸，他表示剛與親

戚一行7人拜祭亡母後，
準備乘接駁巴士離開，當
中 3 人先往如廁仍未上
車，他先上車坐在左車頭
第一個位。詎料約兩分鐘
後，巴士突移動，他以為
司機要開車，連忙喝止：
「未齊人呀！」但望向司
機位，赫然發現沒有司
機，巴士則繼續沿斜路向
前溜，他形容當時情況十
分危急。
現年 57 歲的陳先生透

露，只持有 20 年私家車
「雪藏牌」，坦言當時的
確「好驚！冇信心！有啲
手忙腳亂。」但想到車上
有多名乘客，一旦直衝落
山肯定會造成傷亡，「必
須要將車剎停。」他遂冒
險跳上司機位嘗試踩腳
掣，但沒有反應，找手掣
又找不到，打算扭軚撞向
山邊，又見有不少市民正
步行上山，唯有扭軚先撞
向對面線上斜路的士減慢
車速後，再撼向路邊大
樹，最終令巴士成功停
下。在撞向大樹前一刻，
他趴下以免飛出車外，雖
右腳掌及手部受輕傷，但
對於能救到人，他覺得很
開心。
坐在陳先生旁邊的陶女

士表示，當大家驚覺車上沒有司
機，而巴士正向前衝時，全車乘客
頓時陷入一片驚慌，幸得陳先生挺
身而出及時控制車輛。她續稱：
「好彩佢(陳先生)機警，如果嗰個
叔叔唔扭軚……我哋架車就不堪設
想，車上嘅人都唔知點算！」故此
非常感激陳先生當機立斷，救了全
車人。 ■記者 杜法祖

接駁巴衝落斜 勇漢扭軚救9命
司機如廁車溜前 飆30米險撞登山孝子賢孫

學聯圖搞「罷工罷市」轉移視線避提「混賬」

4歲童5樓墮街 天線卸力保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務院港澳
辦副主任周波昨日在出席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紀念
大會後對媒體表示，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正在研
究個人遊、「一簽多行」優化方案，他本人也希望能
夠盡快出台。
香港有人呼籲收緊「一簽多行」，有人質疑香港方

面「太任性」，當年呼籲放開個人遊，如今又建議收
緊。對此，周波表示，各個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很正
常。
周波向媒體表示，從中央政府角度出發，國家有關

部門會與特區政府妥善處理，將會根據實際情況統籌
考慮，兼顧各方面的需要，「總之是要有利於促進內
地與港澳人員交流與往來。在工作過程中，我們會與
各方保持溝通。」

手機冒煙惹港鐵爆炸虛驚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杜法祖 ) 一輛前往北角站
的港鐵列車昨午發生爆炸驚魂，一名男乘客手上智能
手機的電池疑短路冒煙，連機身亦被高溫灼熔，乘客
恐會爆炸惹來驚慌，列車甫抵月台，除機主慌忙將手
機拋出月台，多名乘客更急衝出車廂，混亂中一名女
子意外跌傷要送院治理。
冒煙手機的機主姓袁（40歲），他報稱是於年初在

內地一間電訊機構，以約500元人民幣「上台價」，
購買該部粉藍色內地產手機。但有關手機是否原裝
貨，有否曾翻新或改裝仍待證實。
事發於昨午1時許，一列駛往北角站的將軍澳線列

車，有乘客透過緊急通話器，通知車長有男乘客使用
手機其間，手機突然冒出大量濃煙，及傳出陣陣異
味，情況危險。有乘客更報警求助。
北角站職員接報即趕往月台，當時列車已經入站，

機主在車門剛打開時即將冒煙手機拋出月台，其他乘
客亦紛紛落車走避。
混亂中，一名姓麥（53歲）女子失足跌倒，頭、頸

及腳部受輕傷，事後送院治理。警方調查後列為冒煙
及有人意外受傷處理，列車事後由車長駛返車廠檢
查。

■列車女乘
客走避手機
爆 炸 時 跌
傷，須送院
治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學聯
近期被外界批評財政混亂，多所大學
均有學生不滿學聯作風醞釀退出學
聯。面對內部「混賬」兼分崩離析，
學聯昨日僅承認財政制度「有改善空
間」，同時試圖轉移視線稱，不排除
「罷工罷市」反對政改，試圖以
「激」力挽內部亂局。

本報近日披露學聯財政「混賬」情
況，揭示其千萬元資產狀況成疑、基金
公司對學聯撥款大縮水等問題，社會各
界批評學聯借財務混亂「揩油水」，也
有人批評學聯連自身財務未能妥善管
理，但卻活躍於「玩政治」，要求學聯
交代問題。
學聯昨日舉行記者會，交代來年工

作方針。對被質疑財政混亂，候任秘
書長羅冠聰稱，目前擁有的3個物業
由基金公司擁有，而基金由學生董事
和榮譽董事管理，過去未有人挪用基
金款項，但承認制度有改善空間，又
稱涉及政改籌到的250萬元捐款，將
與日常開支分開處理，例如成立新戶
口。

近期接連有院校學生自發成立退聯關
注組，為力挽亂局，羅冠聰稱會加強與
同學溝通，包括制定「學界約章」，舉
行「公投」制訂對不同議題的立場。雖
然學聯目前對立法會表決政改的行動仍
無決定，但會繼續所謂「和平非暴力抗
爭」向政府施壓，例如學聯以往便曾提
倡罷工或罷市。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聶曉輝 )水貨客問題續受社
會關注。有聲稱由北區居民團體不滿水貨客在街上
遺留卡板、紙皮及膠袋等垃圾，既阻塞通道亦影響
環境衛生，昨在上水發起清潔行動。他們由上水石
湖墟足球場出發，沿路經過新發街、新康街等較多
藥房及水貨活動的地方，收集並清理垃圾，再到食
環署位於上水的辦事處請願，要求該署正視問題，
並加強巡查、檢控違例的水貨客及商舖負責人。
「北區動源」昨在上水發起清潔行動，十多名成

員下午二時許在上水石湖墟足球場集合，隨後戴上
手套、口罩，帶同手推車及橫額在石湖墟一帶較多
藥房及水貨活動的地方執垃圾。由於附近不少路段
均人多路窄，不少警員在場協助疏導交通及保障成
員與記者的安全。
「北區動源」成員沿途到達多個市民舉報的水貨

客活動垃圾黑點，主要收集置放於路面的紙皮、紙
箱、膠袋、木卡板及垃圾，整個行動歷時約一小
時。他們其後將收集到的垃圾連同請願信交給食環

署代表，要求該署加強於水貨活動黑點巡查及執法，包括對
亂拋垃圾及阻街的檢控，並加強街道清掃及廢物清理。
「北區動源」指出，近年北區水貨客活動頻繁，導致區內垃

圾滿地，儼如一座垃圾城。他們表示，水貨客喜歡購買大量貨
品並即場在街道上拆貨、分貨、執貨，導致街道上經常滿地紙
皮、包裝塑膠袋、發泡膠、紙屑、卡板，甚至有水貨客飲食後
遺留的飲品等，嚴重影響環境衛生，破壞市容。「北區動源」
成員張俊指出，垃圾、雜物滿地除造成衛生問題外，亦阻塞通
道，危險叢生，促請食環署正視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杜法祖 ) 一名4歲尼
泊爾籍男童，昨在油麻地炮台街5樓寓所，疑一
時貪玩走入廚房攀窗意外墮樓，所幸先壓中大廈
外牆的魚骨天線，再跌落樓下一輛私家車的車頭
蓋反彈着地，奇蹟大難不死，惟屋內的母親卻懵
然不知，及有警員拍門調查始如夢初醒，她涉嫌
疏忽照顧兒童被捕扣查，至於被壓座駕的車主則
表示：「最緊要救到人，希望佢冇事。」
墮樓重傷4歲男童送往醫院時清醒，但身體多
處骨折，經搶救後情況嚴重。消息指，男童與尼
泊爾籍父母及兄長同住炮台街24號唐樓5樓一單
位。據悉，該單位窗戶均已安裝窗花，唯獨廚房
沒有安裝，事發前男戶主帶同長子外出未歸，家
中僅得男童與母親在家。
昨午4時許，樓下菜檔的王姓(約40歲)女工，突
聞路邊傳來「呯」一聲巨響，初時還以為是石油
氣爆炸，定睛察看時，赫見一名男童倒卧在路邊
私家車前面地上，動也不動，由於私家車車頭蓋
凹陷，估計男童是由大廈高處墮下壓中私家車，
再反彈落地受傷，約兩分鐘後男童開始呼痛哭
叫：「媽媽！」並翻動身體。一名剛理完髮的周
先生甫離開髮廊，目睹菜檔女工正手忙腳亂照顧
男童，於是代為致電報案。

疑貪玩爬窗 母涉疏忽被捕
未幾，救護員趕到為男童進行急救，再送往伊

利沙伯醫院搶救。大批警員登樓找到男童的27歲
母親，她始知兒子墮樓重傷。警員不排除男童一
時貪玩走入廚房攀爬窗戶致意外墮樓，中途曾壓
中大廈外牆的魚骨天線，警方經調查後以涉嫌疏
忽照顧兒童罪名拘捕女戶主。
被壓毀座駕的曾姓車主自稱任裝修工程，他表

示當時正在附近飲下午茶，折返取車時男童已倒
臥地上正接受救護員急救，座駕車頭蓋則凹陷。

他表示：「最緊要救到人，錢財屬身外物，希望
佢冇事。」其妻表示自己亦有一名兩歲小孩，所
以身同感受，擔心男童傷勢，希望能探望他。

■團體不滿水貨客，昨在上水發起清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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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由住所(紅圈)墮街，先壓中樓下私家車頭
蓋，再反彈着地(箭嘴示)。 鄧偉明攝

由於踏入清明時節，不少市民昨趁周日提早往圓玄學
院祭祀。肇事的中型旅遊巴士為29座位，據悉是

圓玄學院租用的外判車輛，主要在清明節和重陽節期間
由每朝8時至傍晚5時，每15分鐘一班穿梭巴免費接載
善信來往圓玄學院至荃灣西鐵站。
離開駕駛席往如廁險釀巨禍的司機姓羅(38歲)，是出租
車公司的全職司機，他除駕駛該路線外，平時亦會駕駛
公司旗下其他路線。
事發昨晨9時半，該輛接駁巴士停在圓玄學院門外的

荃灣老圍路斜路，準備接載拜祭完畢的孝子賢孫離開，
司機突感內急，疑未有熄火即急急落車往如廁，其間陸
續有約10名乘客登車。

撞的士再撼樹 終剎停巴士
現場消息指，當司機離開不久，巴士即在無人駕駛下
溜前，且愈溜愈快，恐會直衝落山，車上乘客大驚，有
人更失聲尖叫，一名男乘客陳先生臨危不亂，立即跳上
司機位，拚死扭軚企圖擦撞山邊救車，但當時山邊行人
路上滿是前往拜祭先人的孝子賢孫，撞山將造成重大傷
亡，陳唯有扭軚令巴士衝向對面行車線，迎頭猛撞一輛
上斜路的士，由於撞擊力巨大，的士被撞推後達5米，
但已成功令巴士車速減慢，巴士最終再撞向路邊一棵大
樹停下，全程溜前俯衝逾30米。

乘客謝的哥：好彩你擋住
發生意外後，往如廁折返巴士司機赫見巴士不知所

終，嚇了一跳，及後始知闖大禍。未幾，大批消防員及
警員接報迅速到場拯救，所幸僅肇事巴上5男4女乘客
(25歲至67歲)受輕傷，全部被送往仁濟醫院檢查及敷
治。有逃過大難乘客事後向被撞毀的士之姓麥(62歲)司機
道謝稱：「好彩得你擋住，否則我哋可能衝落山！」
警方經初步調查，不排除有人斜路停車候客時未拉好
手掣，及後更疑未有熄車即離開駕駛座而闖禍。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杜法祖 ) 清明時

節滿是孝子賢孫的荃灣圓玄學院門外，昨晨

發生驚險交通意外。一輛準備接載祭祀人士

離開的旅遊巴士，疑司機內急離開往如廁，

巴士在無人駕駛下溜前俯衝險直衝落山，幸

得英勇男乘客臨危不亂，拚死扭軚救車，未

致殃及沿途登山的孝子賢孫，旅遊巴士狂衝

逾30米先後撞及的士及大樹終成功停下，車

上9名乘客幸運僅受輕傷，警方不排除司機在

斜路停車等客時，未拉好手掣兼離開駕駛

席，已帶走調查肇因。

「三急」司機三錯：未熄火閂門拉掣
旅遊巴士司機離車往如廁險釀巨

災，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
表示，不排除該名「人有三急」的
司機犯下三大嚴重錯誤致釀成車
禍。首先，根據香港交通條例第三

百七十四條，司機不應於引擎無熄滅狀態
下離開駕駛座，其次是不應在沒車長的情
況下允許乘客上落車，第三是未有確保拉
好手掣及將波棍推入適當的位置。

李耀培續指，職業司機對於上落客及
斜波上停車均有安全指引，如車長不在，
無論引擎是否開着，都不應允許任何乘客
上落車。如車輛需停車時間較長，或車長
需離開的話，除必須拉上手掣外，亦應關
掉引擎，如於上斜位置停車時，更要推入
「P波」(自動波)，或「1波」(棍波)，同
樣如車輛於落斜位置停車，需推入「後
波」，此舉可避免車輛於上斜位置溜後，

或落斜位置滑前。
九龍汽車駕駛教師公會董事長衛守勳

亦「教路」，司機平日應養成遵循安全指
引駕駛的良好習慣，停車除拉手掣外，在
落斜路段應入後波及扭左軚；如停上斜路
段則應入一波及扭右軚。如乘客不幸遇上
同類事件時，乘客除應握實軚盤，讓車不
要偏離原來行車線外，亦應及時拉手掣，
使車慢慢停下。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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