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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覆核入獄「短髮令」
懲教署：免勒頸逃獄

「鳩嗚男」涉拒捕咬警下月裁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27歲裝修管工高偉智於去年11

月26日參與旺角「鳩嗚」行動時，涉嫌帶頭叫人衝出馬路，及在被
捕時咬警員，他早前否認阻差辦公及襲警兩罪受審。案件昨日在九
龍城裁判法院結案陳詞。辯方律師表示，高在事發時確曾叫囂，可
能會令警員執法難度增加，但不足以構成阻撓。當高被勸喻回到行
人路時，他也聽從指示，故不能證明他阻礙警察執法。案件押後至
下月13日裁決。
另外，涉嫌於去年10月12日「佔旺」期間，到旺角「湊熱鬧」，

混亂時被警員撞到，爭吵之際被指踢傷執勤警長而遭控襲警的32歲
音響器材技工溫泓權，由於裁判官在聽取供詞及翻看片段後，認為當
時被告被人從後拉扯，身體搖晃，考慮他可能無意踢到警長，其襲擊
意圖存有疑點，昨日被裁定無罪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於
2011年衝擊遞補機制論壇被定罪，去年入獄4周，懲教署即時向他
執行針對男囚的剪髮規則，令他一夜間變成「短毛」。他早前申請
法援並提出司法覆核，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聆訊。懲教署在庭上引
述美國數據指，男性濫藥及使用暴力的風險較女性高，為避免男囚
使用長髮勒頸及逃獄等，才訂立男囚「短髮令」確保安全。
梁國雄的代表大律師潘熙在庭上稱，社會將男性定型為較不衛生
及較暴力，男囚亦較女囚易逃獄及較有自殺傾向。懲教署基於此廣
義假設，而不作個別評估，「清一色」規定男囚須盡量剪短頭髮，
法律不容許此性別歧視觀念。
代表懲教署的大律師鮑進龍指，世界各地均沒有男囚須剪髮構成
非法歧視的案例。懲教署不是因性別定型而訂立該規則，而是因外
國數據顯示男性濫藥、使用暴力及傷害別人的風險比女性高，為確
保獄中安全而訂立的。他指，即使男女囚所受的待遇不同，也不等
於男囚待遇較差或受歧視，懲教署的最終目的都是達到「統一
性」。
法官區慶祥回應稱，有關數據不能證明每位男性都較女性危險，

規定所有男性剪短髮構成性別歧視。鮑進龍即舉例指，「如果規定
殺人犯或強姦犯才須剪短髮，也同樣是歧視。」區官則笑稱：「是
的，但法律上不構成歧視。」是案押後至下月8日再續。

法院塗鴉翁在家落網

停牌的哥避警狂飆
累9車串燒5傷

「開心著數」開鑼 岳少購物響應
參與商戶增逾4000「反水客」損港譽 盼「大行動」挽回形象

關注組倡深水埗試設周末露天市集

醫療「遺言」僅三成人聽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中區警區重案組人員，昨午2
時許在屯門大興邨興泰樓一單位拘捕一名68歲姓陳老翁，他涉嫌與
上周三(22日)，金鐘高等法院及灣仔區域法院的連環寫大字刑毀案有
關。
據悉，當日兩間法院共7處地方的牆壁及門被人噴寫「還錢」兩

字，警方列作刑事毀壞案，交由中區重案組調查掌握目標疑人資料
後，至昨日採取拘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一名被罰停牌的士司機，
昨上午11時許駕車接載一名
女乘客，沿青葵公路往新界方
向行駛，途至貨櫃碼頭對開
時，疑因高速遇上警方以鐳射
槍影快相，在「中槍」後衝路
障，載住女乘客瘋狂駕駛，被
警方窮追3公里，至葵涌警署
對開葵涌道遇上塞車，卻意圖
撞開車輛突圍，結果釀9車相
撞5人受傷，包括被捕的士司
機。
被捕的士司機姓陳、47

歲，面及肩受傷送院，由於被
揭發在停牌期間駕駛，共涉瘋
狂駕駛、停牌期間駕駛、超速
駕駛及無第三者保險下駕駛四
宗罪被扣查。意外中4名傷者包括肇事的士上女乘客、巴士女乘
客、私家車女乘客及另一輛被撞的士的司機，同清醒送院。

■■瘋狂駕駛的士司機最終在連撞瘋狂駕駛的士司機最終在連撞88
車被捕車被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
森）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聯同香
港旅遊發展局舉行的「開心．
著數大行動」，昨日首天推出
優惠予顧客，近14,500間商戶
及公司參與，包括多間酒店提
供住宿優惠。旅發局主席林建
岳、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郭
少明及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
人昨晨到銅鑼灣巡察優惠推行
情況。林建岳指，早前的「反
水貨客」行動損害香港形象，
希望是次推出優惠的活動可以
推廣本港好客之道，但暫時難
以估計是否可以刺激消費市
道。

■■林建岳等到銅鑼灣林建岳等到銅鑼灣
巡察優惠推行情況巡察優惠推行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職業訓練局男生因母親
無法終止有線寬頻服務合約，更被不斷催促繳付逾期費用
600多元，前往有線電視大樓投訴又不獲受理，遂取出軍刀
等武器斬傷保安被捕。他早前承認有意圖傷人及兩項管有
違禁武器罪，昨被判入勞教中心。區域法院法官判刑後強
調，法庭無意批評商業機構的經營方式，惟若有客戶親自
到訪尋求解決合約問題，職員卻只客戶透過電話溝通，
而非委派職員接見，此做法「是否合適的待客之道，公眾
自有定論」。
律師昨引述20歲被告吳仕文的精神科報告，指被告有人
格障礙，較為自我中心，才會為了數百元有如此異常反應
並犯案。律師又強調若有線的取消服務做得好些，便不會
發生本案情況。

官指有線待客之道「公眾有定論」
法官指無論對有線如何不滿，其服務條款多苛刻及不
公，遭被告斬傷的保安是無辜的。但考慮到職訓局願意保
留被告學籍直到明年9月，遂判被告入勞教中心。
法官判刑後表示，法庭無意批評商業機構的經營方式，
訂立合約亦是文明社會的基本權利及自由市場的可貴之
處；惟客戶親自到訪尋求解決合約問題，對方卻只客戶
透過電話與職員溝通，而不委派職員接見，其做法「是否
合適的待客之道，公眾自有定論」。
案發於去年9月22日，被告前往荃灣有線電視大樓地下
大堂，求見客戶服務主任。職員卻他透過電話聯絡，其
投訴最終不獲受理，被告從背包取出軍刀及蝴蝶刀，走向
大堂保安稱要求找有線寬頻主席吳天海，保安拒絕後遭他
以刀砍傷。被告成功闖入大樓後遊走梯間，最後在停車場
梯間以染血的手寫下血書「吳天海有報應」後，遭到場警
員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在中國
傳統思想中，「生」是一件喜事，可到處
與人分享歡樂；「死」卻是一個忌諱，免
不了都不想談及。然而，隨時代轉變，
不少人對死亡觀都有轉變。港大行為健康
研究中心於去年訪問1,123名市民，發現
他們對死亡的態度正面，惟對「預設醫
療」及捐贈遺體的認識不足。

僅6.8%信「無仔送終好無面」
調查發現，不少人對死亡的觀念較以前

開放，只有6.8%受訪者認為「無仔送終
是一件好無面的事」、9.5%人相信「諗或
談論有關死亡的事會帶來惡運」及11.5%
人認為「在重病的人面前講死亡會令他更
快死亡」。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任陳

麗雲表示，雖然社會對死亡的態度比以前
開放，但調查中仍有31.9%人相信「喪親
家庭在喪親後幾個月不應該參與任何社會
場合」，這樣可能會令喪親者得不到支
援，變得孤單。
陳麗雲指，「較多人相信喪親後不應

該出席社交活動，可能因此得不到別人
的支持。」被問及為何有此習俗，陳估
計，由於以前較多人死於傳染病，家屬
害怕自己也受到感染，所以數個月不出
席社會場合，避免傳染給他人。然而，
陳麗雲稱，現時大多數人都是死於慢性
疾病而非傳染病，因此此習俗其實可以
改變。
調查結果又顯示，市民對「預設醫療

指示」的認識不足，只有30%受訪者聽
過此計劃。陳麗雲稱，預設醫療是指患
者在精神健全的時候，指明自己一旦因
陷於末期病患、長期昏迷或植物人狀態
等情況而精神不健全的話，他希望或不

希望接受的醫療。
陳指，「預設醫療指示可以令醫護人員

及家人清楚患者的意願，同時減輕親友在
決定患者生死時的困難、矛盾及壓力。」
正所謂「生死有命」，親友離世當然會

感到哀痛，但同時亦可以為去世者作最後
一件有意義的事。陳麗雲表示，調查中發
現市民對器官及遺體捐贈的反應正面，
40%受訪者表示已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
並有66%未登記的人表示願意死後捐贈器
官；10%人已登記捐贈遺體，47%人表示
願意捐贈遺體作醫療教學用途。然而，只
有52%及31%人曾經向親人表示願意捐贈
器官或遺體的意願。
親人離世，未必一定要風光大葬。陳

麗雲指，「很多人臨終時，最想就是有
家人陪伴在旁，或是完成未了的心願，但
風光大葬則是排最後的事。」陳指，51%
受訪者希望花費少於二萬元處理身後事，
一切從簡；同時，為了紓緩骨灰龕位不足
的問題，52%人表示願意死後把骨灰放入
親人的骨灰龕內。陳麗雲認為，「繁複的
儀式及風光大葬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
珍惜與親人相處的時間。」

■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希望政府聽到「由下以上」的聲音，並展開為期3
個月的露天市集試行計劃。 翁麗娜攝

為期五星期的「開心．著數大行動」昨日展
開，主辦單位早前公布，有逾萬商舖、食

肆、商場、酒店及主要景點參加，昨日公布新增超
過4,000間商戶，總數近14,500間。新加入的優惠
包括於231間指定麥當勞分店可享優質即磨咖啡
（細）買一送一優惠；於百佳咖啡餐廳惠顧滿100
元，展示網頁上的優惠券可以1元換購百佳/百瀧
特式咖啡一杯；九龍海逸君綽酒店、AHotel、富豪
機場酒店等逾10間酒店提供多項住宿優惠。

林建岳等時代廣場巡察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總幹事劉鎮漢，優質旅遊服
務協會主席郭少明及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昨日
到銅鑼灣時代廣場部分食品及健康用品店舖購物，
4人合共消費約6,000元，包括購買睡眠機、朱古

力和湯包等。

「五一黃金周」酒店訂房率差
林建岳表示，向業界了解過，得悉「五一黃金

周」本港酒店訂房率不理想，局方統計發現4月
份首兩星期的來港旅客數量錄得單位數跌幅，他
認為之前的「反水貨客」示威損害香港形象，甚
至令本港市民都覺得滋擾，形容多次的示威連累
本港旅遊業，令香港不及以前般受旅客歡迎，
「一鋪清袋」。他希望行動可重建本港作為購物
之都的形象，被問到能否刺激「五一黃金周」的
消費市道，他認為難以預計，不過推出優惠「有
好過冇」。
郭少明指，今次參與的商舖分布，當中零售業約
有5,000多間，餐飲1,000多間，商舖7,000多間

等。他指除「反水貨客」示威及「佔中」外，港元
匯價上升亦加深對市道的影響，因此希望是次行動
可刺激消費，挽回香港購物天堂美譽。他又指，香
港產品貨真價實，旅客取道前來亦容易，均是本港
旅遊優勢。

零售業對成效保持樂觀態度
零售業界代表希望行動能刺激零售市道，為公司
營業額帶來約一成增長，他對成效保持樂觀態度，
希望除旅客外亦可以吸引港人消費，惟相信未必短
時間能見成效。
不過有受訪旅客及市民表示，不知道有上述優

惠購物行動。公眾可於優惠網址(www.HAP-
PYatHK.com)查詢參與商店，惟優惠詳情須向有
關店舖店員查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政府
鼓勵發展地區墟市，民間覓地冀實行
先導計劃。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進行
「墟市計劃」意見調查及研究，建議
政府撥出深水埗九江街與海檀街交界
的空地，用以設置周末露天市集，並
展開為期3個月的試行計劃，以測試人
流量及運作情況。關注組今日將遞交
「墟市計劃」予深水埗區議會。
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上周末於深水
埗街頭，訪問201位市民，發現超過8
成人支持當區設立基層墟市，認為可
以幫助基層檔主謀生，亦可讓市民買
到較便宜的貨品，及多一個購物選擇
等；超過9成人支持政府善用區內的閒
置土地，撥作墟市用途。同時，有超
過7成人希望政府准許墟市範圍內售賣
熟食。
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成員李國權表

示，周末露天市集可為區內無牌擺檔
的小販提供穩定場地，有助基層小販
謀生。他指九江街行人路寬度與籃球
場寬度相若，面積約1,400平方米，可
以擺放30個尺寸約3.5米乘2米的檔
攤，適合發展成墟市。不過考慮附近
民居及學校關注環境衞生及噪音，墟
市屆時只會售賣乾貨，而且不會叫
賣。
目前於午夜墟擺檔的檔主黃太表

示，自己需要照顧長期病患的丈夫，
小販職業容許她彈性選擇上班時間。
她指3年以來一直於深水埗大南街擺
檔，但去年尾開始，頻頻遭食環署掃
檔，現時每月收入驟減三分之二至
1,000多元，期望有固定地方開檔，繼
續自食其力，「不用好像做賊般，膽
顫心驚。」她又促請政府盡快開設墟
市和重發小販牌。

■港大行為健康研究中心於去年訪問
1,123名市民，發現他們對死亡的態度正
面。 葉佩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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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
商報社昨日沉痛公
布，該報前執行總編
輯陳南（見圖），因
病於本月 26日晚上 6
時45分，在葛量洪醫
院逝世，享年60歲。
陳南為資深新聞工

作者，過去36年堅持
「愛國愛港」，奉獻
香港，兢兢業業耕耘
在香港傳媒事業，堅

守崗位，在報業貢獻良多，成就斐然。他為人謙
遜、隨和豪爽、與人為善，爽朗的笑聲尤其令朋
友們難忘。

1978年加入文匯報任記者
陳南1978年於香港大學畢業後，放棄外間高薪

厚祿，加入香港文匯報任記者。他就職文匯報期
間，曾採訪過的名人，包括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
小平、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等。憑出色
的工作表現，他屢被擢升，深受器重，由採訪主
任至副總編輯、第一副總經理。

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
1992年，陳南應李祖澤社長及馬力總編輯邀

請，過檔《香港商報》擔任總經理，1996年調任
總編輯，1999年任執行總編輯至去年8月榮休。
在《香港商報》任職總編輯期間，他夙夜在報，

致力報社編採和經營管理。在回歸以來的十餘年，
他一直關心關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發展，除了在商
報編務領導崗位上投入個人全部精力外，在與社會
各界人士，包括特區政府官員交往時，懷抱赤子之
心，不時提出精闢的見解。在病重期間，他還心繫
香港，關心政改，關注國家的進步。
陳南歷任報業公會總幹事、新聞發言人；歷任

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執委；香港資深傳媒人員
聯誼會顧問等公職。他去年獲特區政府委任為太
平紳士。
《香港商報》將籌組「陳南先生治喪委員

會」，籌辦陳南的喪禮及公祭，特設聯絡電話：
2590 5369；電郵：adm@hkc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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