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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重建地盤拆彈 疏散610人
兩度引爆戰時炸彈 恐危及醫院員工屋苑居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3名青
年今年2月1日疑響應網上「反北區水
貨客」號召，到上水巷仔街涉嫌企圖放
火燒水貨倉。其中一名19歲報稱中五
學生的青年，早前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
「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
成，昨在粉嶺裁判法院被判接受100小
時社會服務令。裁判官提醒被告，作激
進行為前要考慮後果。
19歲被告李自強報稱中五學生，案情

指事發當日，警員離遠見李手上有火光
「閃吓閃吓」，上前從其身上搜出打火
機及粉筆等物件。裁判官相信李手機上
通訊群組內出現「燒烤」及「不留痕
跡」字眼並非由被告提出，但質疑被告
沒有吸煙習慣，並非煙民，卻持有打火
機，認為李有可能在人多情況下，以打
火機作出燒垃圾桶的行為。

官提醒被告搞激前要諗後果
裁判官昨日向被告李自強指出，幸好
今次事件中得警方阻止，否則後果可能
不堪設想，因火勢或難以控制，又稱明
白被告的行為並非為自身利益，但提醒
被告作激進行為前要考慮後果。
裁判官考慮被告的背景及感化令等報

告內容正面，與家人關係良好及得家人
支持，相信被告在還柙38天期間已深
得教訓，相信其經反省後已有悔意，明
白自己行為存有不當，以後會守法地表
達對社會的不滿，因此採納判以較低時
數的社會服務令。

辯方早前在求情時透露，李沒有刑事記錄，與
父母及姊姊居於港島南區公屋，他純粹出於個人
政治理念犯案，曾在錄影會面中承認「希望發
聲，使水貨客不要這麼猖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港

島薄扶林道瑪麗醫院重建地盤，昨日下午驚

現一枚戰時生銹炸彈，警方接報與消防員到

場戒備，並以安全理由疏散地盤及就近醫院

與兩座屋苑逾610人。警方爆炸品處理課專

家到場檢查發覺是日軍的高爆炮彈，由於有

爆炸危險，需就地引爆，及至深夜經兩度引

爆才成功銷毀炸彈，解除威脅。

現場為薄扶林道122號瑪麗醫院第一期重建地盤。昨日
下午4時許，工人在泥堆中發現1枚嚴重銹蝕的懷疑

戰時炸彈，擔心它爆炸造成傷亡，報警求助。警方趕至即
封鎖地盤及疏散所有工人，消防則在場拉喉戒備。
其後，警方將疏散範圍擴大，附近100米範圍內的醫

院行政大樓、護士宿舍等醫院員工，以及靖林和豪峰兩
幢私人住宅的居民，合共約610人需要暫時疏散。此
外，警方亦封閉通往地盤的道路，但瑪麗醫院運作不受
影響，附近交通亦未出現嚴重擠塞。

醫院急症服務運作如常
瑪麗醫院發言人表示，就醫院重建地盤發現懷疑爆炸
品，警方已疏散鄰近數座辦公大樓的員工及地盤工作人
員，但醫院服務，包括急症室及住院服務維持正常。

受到威脅需疏散私人屋苑居民，有不少人在停車場內
暫避。有居民表示，下午5時許接獲管理處通知，指不
要靠近窗戶，不久後警方上門通知要疏散；有人指以往
附近曾試過找到炸彈引爆，他並不擔心。
爆炸品處理課專家到場經檢查後認為有需要就地引爆，

從外運送沙包到場，晚上9時引爆炸彈時傳出聲響及閃光；
之後發覺仍未完全銷毀，須進行第二次引爆，在晚上10時
53分第二次引爆，終成功銷毀炸彈，解除威脅。兩座受影
響疏散的私人屋苑居民，深夜可以上樓回家。

外殼比預期厚 須再引爆
助理炸彈處理主任黎遨遊事後指該枚是日軍150毫米

高爆炮彈，相信是於1941年由九龍發射到港島，由於
經過發射及處於準備爆炸狀況，故十分危險，頭一次未
能成功引爆原因是外殼較他們預期厚，故須再度引爆。

去年跑馬地「巨彈」花16句鐘切割
建築地盤發現戰時炸彈時有所聞，去年2月6日，跑

馬地皇后大道東一個擬建酒店地盤挖出一枚二戰時期美
製2,000磅巨型炸彈，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經16小時
通宵切割，終將炸彈威力解除，未釀破壞或傷亡，其間
現場附近逾2,200名居民及酒店旅客須疏散。
去年8月26日，前北角邨地盤發現一枚約二戰時期日
軍遺下的穿甲彈，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即場引爆，其
間除地盤工人需疏散外，附近書局街、北角碼頭巴士總
站，以至地盤對上一段東區走廊均一度封閉，引爆時炸
彈部分碎片更飛射至100米之外，幸無釀成傷亡。

■警方爆炸品處理課專家到場，引爆在地盤挖出的戰時
炸彈。

■瑪麗醫院重建地盤昨發現有戰時炸彈出土，消防員到場戒備，警方則疏
散附近人士，等候拆彈專家趕來處理。 鄺福強 攝

■黎遨遊（右）指出，涉事炸彈為日
軍150毫米高爆炮彈。 鄺福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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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編曲作品包括
吳若希的《越難越愛》、有「編曲俠」稱號的音
樂人嚴勵行，前晚駕駛其紅色法拉利超級跑車，
在跑馬地黃泥涌道與的士相撞，繼而越線剷上行
人路撞毀路牌，的士司機受傷送院，嚴則「車毀
人無恙」，但被警員揭發酒後駕駛被捕。
現年38歲的嚴勵行，洋名Johnny Yim。他在事
發後接受警方酒精呼氣測試時超標，涉嫌酒後駕
駛被捕，已獲准保釋候查。肇事法拉利超級跑車
配以自訂車牌，根據運輸署資料，該車以公司名
義登記，公司董事為嚴勵行，於2008年以約300
萬元購入。
事發前晚深夜11時許，嚴勵行駕駛其法拉利跑

車沿黃泥涌道行駛，途至馬場公眾席對開，與一
輛自跑馬地馬場駛出的一輛的士相撞，跑車繼而
越過對面行車線再衝上行人路，撞歪一個路牌才
停下。43歲姓張的士司機事後感到頸痛，在現場
通過警方酒精呼氣測試後送院治理。而嚴則被警
員揭發涉嫌酒後駕駛被捕。

曾編《越難越愛》《青春常駐》等歌曲
嚴勵行曾就讀聖若瑟書院，後來留學加拿大。6
歲就開始學習鋼琴的嚴，2004年憑「黑洞」獲得Cash
流行歌曲創作大賽冠軍後，開始走上音樂之路，以
編曲為主，贏得「編曲俠」稱號，曾與其合作的巨
星歌手包括譚詠麟、李克勤及張敬軒等，主要作品
包括吳若希的《越難越愛》，張敬軒的《青春常駐》
更由他包辦作曲、編曲及監製。另外，嚴去年在商
業電台的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中，獲「叱吒樂
壇編曲人大獎」。

揸法拉利撼的士
「編曲俠」涉酒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亞視欠薪
案昨日第三日續訊，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在
沙田裁判法院以「亞視重生」奮鬥史自辯，
講述他臨危受命出任執行董事，為顧及逾
700名員工生計曾心力交瘁，自言「我點忍
心放棄他們」，其庭上親友不禁感動落淚。

稱曾致電催投資者注資出糧
葉又透露，去年11月多次以電話及短

訊催促投資者及大股東注資，內容提及
「又到出糧的日子，公司水深火熱中」。
去年12月發生亞視股東爭議案，台灣旺
旺集團主席兼亞視股東蔡衍明勝訴，而大
股東黃炳鈞敗訴，自此黃便不注資亞視。
葉家寶在自辯中指，僅63名亞視員工在

今年1月申請離職，又形容他們「喊住走」。
他深知亞視是全球首間華語電視台，透過很
多人脈，才成功借出頻道予中央電視台及深

圳衛視，獲取合共逾千萬新資金。他透露，
亞視每月收入約1,000萬元，惟員工薪酬支
出約1,400萬。他強調適逢通訊局追討1,000
萬續牌費，但他決意用新資金出糧。
法官質疑葉作為公司架構中最高決策人，

為何財務部凌駕於他。葉解釋，財務部有權
否決他簽批的文件。他稱，自己上任後出糧
事一直順利，去年8月才獲銀行接納他作為
亞視銀行戶口簽名人，惟需多一名董事簽
名，才可動用100萬以上的資金。他就戶口
曾有逾900萬存款額解釋，款額均待員工兌
換其現金支票。案件今日續審。

講亞視重生自辯 葉家寶賺人熱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
祖）葵涌石籬邨發生嚴重傷人及畏罪自
殺案。22歲青年疑與拍拖8個月的19歲
女友情變，涉箍煲不遂，昨晨在女友寓
所樓下大堂以鎅刀鎅傷外出上班女友頸
部後，再將其強拖入升降機。保安員一
度以為發生挾持人質劫案，當警員趕至
時涉傷人青年已由大廈16樓墮樓重傷昏
迷，送院搶救11小時後不治；女傷者亦
頸部大量出血昏迷，情況嚴重。案件列
作「蓄意傷人」及「有人從高處墮
下」，由葵青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原
因。
遭伏擊刎頸一度命危女傷者姓張（19
歲），英文名阿May，與家人同住石籬
邨石寧樓一單位。她頸部、臉及身體多
處被割傷，情況嚴重。涉嫌傷人後畏罪
跳樓青年姓朱（22歲），是阿May的前
男友，延至傍晚6時33分不治。

兩個月前分手 疑因愛成恨
現場消息稱，兩人拍拖大約8個月，惟

兩個月前分手，但有人仍死纏爛打多次
箍煲，惜均被拒絕，警方不排除有人因
愛成恨。
朱任職保安員的母親事後接通知趕到
醫院時憂心忡忡。張女的父母事後亦趕
到醫院了解情況，惟迴避傳媒。據朱母
其一名親友透露，朱在內地出生，3歲時
來港與母及繼父同住。又指朱與張女就
讀同一間中學，惟兩人10個月前才開始
拍拖，但至兩個月前已分手。

親友續稱，張女曾在卡拉OK場所工作，
與朱相戀期間，每周會有數晚到朱家過夜，
但女方脾氣大，兩人不時爭吵。男親友又
稱，朱母昨日清晨6時已離家上班，當時朱
仍在睡覺，萬料不到他趁母上班後即離家
往找前女友，並釀成血案收場。
事發昨晨約7時26分，張女如常出門上

班，在門外走廊遇見朱，對方再要求復合，
張一口拒絕並進入升降機落樓，朱亦尾隨。
當升降機到達地下大堂張女快步離開時，
有人突情緒失控從後向張女箍頸，並拔出
一把鎅刀揮舞，張女大叫救命，混亂間遭
割傷，再被人拖回升降機內。
消息稱，當時正在大堂當值的女保安

驚聞張女呼救，以為有人打劫及挾持事
主，馬上奔前喝止並按停升降機，另一
名保安員則報警及召援，惟持刀男子迅
再挾持女事主轉乘另一部升降機上樓。
未幾警員趕至，惟發現一名男子已由大
廈高處墮下，壓毀有蓋通道的金屬上蓋
後再着地重傷昏迷；隨後又在16樓走廊
發現頸部大量出血昏迷的女事主，立即
將兩人急送瑪嘉烈醫院搶救。其後被警
方拘捕的疑兇，延至傍晚不治。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並翻查大廈閉路

電視片段。現場石寧樓地下大堂、涉案
升降機及16樓走廊均血跡斑斑。初步相
信事件涉及感情糾紛，不排除有人揮刀
傷害前女友後，畏罪自16樓走廊跳下。
警方在地下大堂檢走女傷者一個女裝手
袋及一對拖鞋，又在16樓檢走一把染血
鎅刀及一把雨傘調查。

刎前女友頸拖入𨋢 「箍煲男」跳樓亡

■石寧樓地下大堂是19歲少女被前男友刎頸的第一現場。

有資深社工昨日指出，青年男
女因感情問題鬧分手，如處理不
善易釀悲劇。他認為，現今男女
間動輒分手甚為普遍，惟處理時
要十分小心，避免發生衝突，被

拋棄者應緊記生命最為重要，絕不應以
自殘或傷害他人來解決問題。
有心理學家認為，近年屢有涉及感情糾

紛的傷人血案，與現今年輕人混淆了「愛」
與「佔有」的不同觀念有關，皆因如今不
少年輕人是獨生子女，父母均以子女為生
活目標，形成過分溺愛，他們活在一個事

事以己為先的環境，誤以為現實世界也是
「自己話晒事」，容易被「佔有慾」蒙蔽
理智，當戀愛亮起紅燈時，若涉及第三者，
有人可能會以暴力方法處理，「唔夠人爭
寧一拍兩散」。
心理學家提醒熱戀中情侶，就算日後

分手也應以冷靜態度面對，並應說明日
後的關係，不要拖泥帶水。若對方不肯
接受現實，提出分手的一方要清楚再次
說明情況，也可透過中間人或對方的親
友從旁勸說，減低悲劇發生的可能。

■記者 杜法祖

混淆「愛」與「佔」分手要小心
專
家
之
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被行山
友列為五星級難度的馬鞍山牛烏石澗昨日
又發生意外。一批行山友昨晨在馬鞍山遠
足途經牛烏石澗時，其中兩人懷疑被跌下
碎石擊中，雙雙失足墮澗受傷，其中一人
頭部重傷命危。由於山路崎嶇，飛行服務
隊派出直升機載送消防員發山搜索3個多
小時後，終將墮澗重傷昏迷傷者救起送
院，輕傷山友則由救護車送院。
墮澗重傷昏迷男子姓潘（62歲）由直升
機送往東區醫院救治後情況危殆，其同行
52歲姓胡山友則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
理，情況穩定。
現場消息稱，該批一行約30名男女的行

山友，昨晨在馬鞍山利安邨集合後，出發
到馬鞍山郊野公園行山，其間曾下大驟
雨，各人分頭躲避。
至上午約11時半，兩名事主沿牛押山途
至牛烏石澗時，在攀爬澗石期間，遇上山
上有碎石墮下，兩人閃避不及遭碎石擊

中，雙雙失足由約兩米高處墮下，其中潘
的頭部疑撞及石澗受重傷，胡則額頭受
傷，幸仍清醒，馬上致電報警求助。
警方接報與消防員登山搜索傷者，由於

路途遙遠兼山路崎嶇，需召飛行服務隊派
出3架直升機到場協助搜索，其間直升機
曾在沙田消防局接載消防員上山救援。
經陸空搜索3個多小時後，終在牛烏石

澗發現兩名事主，其中昏迷事主由消防員
協助救上直升機，急送東區醫院搶救。輕
傷事主則在落山後，由救護車送往威爾斯
醫院救治。

同地3年前一女墮崖亡
牛烏石澗在2012年11月曾發生奪命意
外。當日，一名40歲女子與友人在石澗岩
石攀行時，上方突有懷疑已風化的碎石滾
下，女子閃避期間失足跌落20米崖下重傷
昏迷，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將其救起送院證
實不治。

天降碎石砸兩山友 墮澗一命危一額傷

大欖隧道昨晚近7時下班繁忙時間，發生涉拖頭車及巴士交通意外。在大
隧往元朗方向管道內，一輛拖頭行駛途中失事打轉，車頭逆向險與尾隨一
輛雙層九巴相撞，惟緊貼巴士的另一九巴涉收掣不及，釀成兩輛巴士互
撼。事件中最少25人受傷，由於傷者眾多，當局派出多輛消防車及救護車
到場救援。意外導致大隧住元朗方向管道慢線須封閉，連帶青朗公路交通
也嚴重擠塞，車龍一度伸延至汀九橋。 ■文：杜法祖 圖：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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