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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音樂會竟唱辱警粗口歌
短片上網遭狠批 校方：絕不鼓勵用不雅語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嶺南大學學生會上周五於校園舉行音樂

粗口辱警歌部分歌詞

會，有青年樂隊為了「博出位」在席間大唱辱警粗口歌「向香港警察致
敬：Fxck The Police」，歌詞涉大量不堪入耳的污言穢語，包括「生個女
做雞都好過生個仔做龜」、「警察招牌死差佬一手打爛」等，更指加入警
隊 是 「 × 仔 」 。 該 段 短 片 不 足 兩 日 有 逾 5,000 人 點 擊 ， 當 中 逾 860 個
「Dislike」，大批市民批評炮轟該樂隊「不知所謂」、歌曲是「垃圾
歌」。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若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或使用恐
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破壞社會安寧，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有可
能被判監 12 個月。

嶺大發言人昨晚證實，學生會於上周五
晚上在校內舉行「黑暗時代抗爭音樂

會」，表演者包括嶺大學生與校外人士，但
據悉短片中的表演者並非嶺大學生。
表演樂隊自稱「血汗攻闖」，長達 3 分半
鐘的短片於上周六上傳至YouTube，當中大
部分歌詞均是粗言穢語辱罵警察，包括「×
街」、「×家剷」，又稱呼警察為「屎×
鬼」等，極為粗鄙不雅。

市民：無警察香港會咁太平？
片段惹起大批市民的反感，並在短片下方
留言批評歌曲侮辱警察，令人討厭。

「Roby Chan」炮轟該樂隊不知所謂，「連
貢獻社會都未識，作啲垃圾歌曲亂鬧警察，
無警察香港會咁太平？」
他說，本港有警察每天24小時巡邏保護市
民，市民才有安穩生活，呼籲年輕人不要隨
波逐流、人云亦云。
網民「JOJO」認為，採用粗鄙歌詞表達
不滿，是弱者的做法，「要覺得自己有存在
價值，這不是唯一選擇」，又勸樂隊成員應
該「珍惜光陰」，努力學習。「1luimavis」
更 慨 嘆 「 我 們 的 下 一 代 就 是 這 樣 ……」
「Vincent Lam」亦質疑為何大學生喜歡講
粗口，毫無文化可言。

■嶺南大學學生會上周五於校園舉行音樂會，有人大唱粗口辱警歌。網上圖片
嶺大發言人昨晚回應說，校方絕不鼓勵任
何人士使用不雅言語，因尊重參與校園活動
人士以不同形式表達意見的自由和權利，故
不會事先對活動內容作審查，並強調有關人
士必須就其言論或宣示的訊息的內容負責。

陳祖光：粗鄙演出令人遺憾
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表示，有關
表演片段已在警界廣傳，內容很有問題，
「不知道表演者有無受過教育，但他們的表
現，完全係巿井之徒。」他亦很奇怪嶺大作

fxck the police 香港警察打橫行
見佢就想祝佢×街×家剷
警察招牌 死差佬一手打爛
你咪賴屎賴尿×街就賴地爛
拍片會俾佢吠 開閃光燈就俾佢打跛
你班屎×鬼 好大嘅官威
好多人想起你底 邀你×母傾下偈做乜搞嘢唔帶
袋生咗咁嘅仔
生個女做雞都好過生個仔做龜
入親警隊係×仔大家有眼睇
資料來源：YouTube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為本港的高等學府，會出現這些低俗、粗鄙
的演出，令人遺憾。但他指，警隊的士氣不
會受此影響，只會覺得唱歌的人無知及罔顧
事實而已。

律師：公眾地方唱粗口歌可判監
大律師陸偉雄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目
前本港暫未有辱警罪，但若在公眾地方廣
播、高唱粗口歌，已屬違法，因公安條例二
四五章十七條規定，任何人在公眾地方作出
喧嘩或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使用恐嚇性、辱

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破壞或可能破壞社會
安寧，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能被罰款及
監禁12個月。

張民炳：流氓所為令嶺大蒙羞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評，以
粗口歌辱罵警察是流氓所為，「他們唱歌的
原意是侮辱警察，但其實是侮辱自己」，此
舉也令嶺大蒙羞，作為主辦單位的嶺大學生
會應該反省，並應在事前了解表演者的表現
內容，否則就是不負責任。

母執房驚見毒品 報警拘 15 歲衰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兩名年
僅 15 歲學生竟淪為毒販。其中一人昨晨
在牛頭角下邨寓所，被母意外在書包及
房間內發現藏有價值逾 8萬元懷疑冰毒，
大義滅親報警將他拘捕。元朗警方前晚
則在區內破獲毒窟，檢獲價值逾 11 萬元
懷疑可卡因毒品，拘捕 3 男 1 女毒販，其
中一人也是15歲的學生。
在牛頭角落網 15 歲少年姓曾，與家人
■在元朗屏會街販毒被捕 3 男 1 女，其中一毒男僅 15
同住牛頭角上邨常榮樓一單位，前日上
歲。

午，其 46 歲母親在家執拾房間時，意外
發現兒子書包內有一小包「白粉」，其
後再檢查其房間，赫然再發現另有 12 包
「白粉」，懷疑均是毒品，曾母經一番
思想掙扎後，為了兒子前途着想，終於
大義滅親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後，初步懷疑該 13 小包
「白粉」是「冰」毒，共重約180克，估
計市值約 8.2 萬元。其後以涉嫌「販毒」
罪名將該名 15 歲姓曾少年拘捕，案件由

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六隊跟進調查，
並追緝誘使少年販毒的主腦。

警破毒窟 拘誘少年販毒主腦
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根據線報，
前日下午 5 時半在區內屏會街 19 號一單
位外埋伏，當 3 男 1 女目標人物從外返回
該單位時，上前將他們截停調查，先在
其中一名 19 歲姓葉男子身上，檢獲約 50
克懷疑「可卡因」毒品。

其後，警員進入單位搜查，再檢獲約
30 克懷疑「可卡因」，一個電子磅及一
批包裝工具，另有2萬元現金。警方估計
毒品市值約11.2萬元，並相信毒販5個月
前租用該單位作包裝及分銷毒品中心。
被捕 3 男 1 女年齡 15 歲至 30 歲，疑有
黑幫背景，其中 15 歲少年報稱是中三學
生，30 歲姓蘇女子則報稱任物業按揭顧
問，4 人同涉嫌「販毒」被捕，案件交由
元朗警區重案組跟進調查。

葛樹，又名大葉榕，英文名稱為
Ficus virens，俗稱 Big-leaved Fig。
據名冊資料所述，該樹連樹冠高達
23 米，樹幹亦高 18 米，樹幹直徑粗
1.5米，所屬保養部門為渠務署。

枝幹擋車門 幸未插車廂

訃

■般咸道發生古樹倒塌，一輛經過房車被大樹丫壓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島
西半山般咸道昨日發生塌樹壓車意
外。一棵長在英皇書院附近約20米高
大樹突連根拔起倒塌，壓中一輛駛經
房車，猶幸車上一對六旬夫婦吉人天
相無大礙，亦無途人被殃及，但塌樹
影響般咸道一度須全封。有樹木專家
指，該樹根部已被真菌侵蝕腐爛，不

排除因此倒塌，未釀嚴重傷亡實屬幸
運。而昨日塌樹的位置，與去年發生
塌樹壓死孕婦慘劇的羅便臣道現場，
相距僅約一公里。
昨日塌樹現場為般咸道與西邊街
交界，倒塌的大樹生長在光景台一
條窄小的明渠邊，其後證實該樹已
在康文署古樹名冊之列，品種屬黃

阿爺涉非禮孫女
阿嫲大義滅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元朗發生風化案，
一名不足40歲就成為祖父中年漢，前晚被年長10歲
的妻子指其涉嫌非禮僅 3 歲大的孫女，報警將他拘
捕。警方將事件暫列「非禮」處理，由元朗警區刑
事調查隊跟進調查。
被捕男子 40 歲，居於元朗達輝徑一單位，現場消
息稱，早前3歲大的孫女告訴祖母被人非禮，祖母懷
疑丈夫與事件有關，遂於前晚6時許報警稱孫女被人
非禮。警方接報到場，經了解情況後，將涉案 40 歲
祖父拘捕帶署調查，女童則被送往博愛醫院檢驗。

本報原業務經理
溫企鷹病逝

香港文匯報訊 本報原業務經理溫企鷹先生
因病於 4 月 5 日在香港逝世，享年 102 歲。溫企
鷹先生原籍廣東省梅縣，1950 年起歷任本報廣
告課副主任、主任，經理部業務經理，本報社
務委員會委員。他熱愛祖國、熱愛香港，追求
進步。1982年退休。

夫失手機在家舞刀 妻攜 兒匿入房

告

前新世紀証券創辦人之一，現任太平金融控股董事江黛茜女士不幸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下午七時零四分在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病逝，享壽一百有一。
江黛茜女士數十年來熱愛祖國，忠於職守，為中國太平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今遽然長
逝，各界友好同深悼惜。
謹定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下)午五時在世界殯儀館設靈，翌日（星期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於該館一樓恆基堂舉行大殮儀式，十時舉行追悼會，會後辭靈隨即出殯，奉柩歌連臣角火
葬場。謹此奉
江黛茜女士治喪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沈南寧

地址：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二八五二 七一三五

副主任委員：張惠萍、胡志雄、鄭國屏、權五奎、徐 鋒、李清華、李武好、朱活強
委
員：余路明、李曉明、李旭東、何國貞、姜中明、姚 珏、施能奮、陳沛良、
陳 可、陳應中、康錦祥、董聲旭、劉世宏、蕭亦煌
（以姓氏筆劃排列）

通訊處：

塌20米古樹壓平治 困夫婦嚇餐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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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於昨日下午約 3 時 11 分，該
棵大樹突連根拔起倒塌，跌落般咸
道橫跨來回行車線，適時一輛平治
房車，正沿般咸道往香港大學方向
駛至，車頂被大樹壓中，部分枝幹
則傾斜擋住司機門，幸未有插入車
廂內，否則後果堪虞。
67 歲姓黃房車司機及其 60 歲姓李
妻子婦同被困車內受驚，幸無受
傷。據悉，黃夫婦倆居於薄扶林置
富花園，事發時相信正回家途中。
消防趕至用工具將樹枝鋸斷救出兩
人，幸均無大礙，接受救護員治理
後拒絕送院。
由於塌樹橫亙來回兩條行車線，
般咸道因此須全線封閉，所有車輛
不能由西邊街右轉般咸道，影響附
近一帶交通嚴重擠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深水埗南昌邨發
生挾持家人事件。一名疑有精神病男子，昨晨 7
時許在家聲稱不見了手機，向妻子追問時情緒
激動，突失常由廚房取出菜刀揚言自殺，繼而
揮舞菜刀，妻子大驚慌忙與 3 名年幼兒子反鎖房
內報警求助。警方與消防到場，雙方對峙約 4 小
時後，男子終被警方破門入屋制服送院檢驗，
其妻兒幸未有受傷，案件列作「傻人發現」處
理。
現場為南昌邨昌遜樓 7 樓一單位，失常事主姓
鍾、46 歲，事後被警方以「藏有攻擊性武器」罪
名拘捕，由於懷疑精緒失常，被送院檢驗。現場
消息稱，鍾為三行工人，與妻育有 3 子，分別 12
歲、8歲及5歲。
據其 42 歲姓葉妻子表示，其夫的手機的確遺
失，其間他們 4 母子一直躲在房內，未有看見丈
夫持刀的狀況，故此「無話驚唔驚」。
昨晨事發後，消防除派出「飛將軍」在上層候
命，並在樓下張開氣墊以防有人墮樓。其間警方
談判專家亦到場加入游說。事件擾攘 4 小時至上
午 11 時許，穿上護甲俗稱「鐵甲威龍」的警員，
在消防員協助下破門攻入屋內，成功奪刀將狂漢
制服。
有鄰居表示，聽到談判專家隔門向事主游說期
間，專家遞上一杯冰凍啤酒給他，希望藉此令他
冷靜下來時，事主卻斷言拒絕說：「啤酒邊有一
杯杯㗎，梗係一罐罐喇！」繼而說：「走廊有咁
多女人（女警）喺度做乜！」語畢關門，拒絕與
談判專家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