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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生不快樂 校呔自縊亡
遺書稱「要去另一個世界」父悔帶兒來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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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開心
果是春節最受歡迎的應節食品之一，走私分子窺
見商機，3年間經由香港的3家貿易行從美國進
口，轉運越南後，再以邊民互市形式，將涉案貨
物走私進入內地，走私乾果達1,685噸，涉案價
值約2.5億元。內地海關昨日公佈拘捕集團5個主
要疑犯。
2014年12月17日，內地海關緝私人員在廣州

白雲區查獲3台貨車，載有涉嫌從越南走私入境
的開心果逾百噸。該批開心果受人委託，在廣西
百色與越南毗鄰的某口岸裝載，委託人身份不
明。由於案情重大，緝私警察赴廣西口岸調查，
發現該批開心果是由何某及其子申報進口，且何
氏父子經常組織人員在口岸活動。2015年4月，
廣州海關緝私局以刑事立案，代號為「3．22」專
案。

藉3港企訂貨 經越南運內地
經查證，陳某、姜某在茂名註冊某食品加工

廠，陳某同時在瀋陽開辦一家乾果加工廠。經有
關渠道了解，負責這批開心果的內地通關人員陸
氏姐妹，因涉嫌走私澱粉、棉紗，已被青島海關
緝私部門刑事拘留。經提審，陸氏姐妹對受內地
貨主魏某（茂名食品廠員工）委託，並指使何氏
父子走私進口3車開心果的事實供認不諱。
辦案人員篩查、比對陸氏姐妹與陳某團夥交易

單證，以及四萬餘條來往通訊信息，案件走私脈
絡逐步顯現。經查證，內地貨主陳某、姜某、魏某集團通
過香港3家貿易行向外國訂貨，陳某還安排其子陳某輝常
駐美國加州，從美國加州直接訂貨。訂購完成後，貨物由
境外發貨，經香港轉船或直接運抵越南海防。
隨後，陸氏姐妹通關集團先指使越南某貿易公司以收貨

人身份，辦理涉案貨物清關入境越南，並將貨物由海防轉
運至中越邊境的邊民貿易口岸，然後指使何氏父子等邊
民，以邊民互市形式，將涉案貨物分散走私入境。貨物進
境後，隨即通過內地貨運發往內地走私貨主的自有加工廠
加工，或在內地直接銷售。

近百緝私警拘集團5主犯
經統計，該走私集團從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走私
包括核桃果、開心果、殼杏、榛子等十餘類乾果及手套
1,685噸，涉案價值約2.5億元。
2015年10月22日，內地指揮部派遣近100名緝私警察，
組成17個行動小組，分別奔赴廣東茂名、遼寧瀋陽、廣西
等指定位置，拘捕了陳某、何某、魏某等疑犯，查扣大量
涉案走私單證，現場扣押涉嫌走私乾果106噸。12月16
日，海關緝私辦案人員在地方公安配合下，在瀋陽拘捕姜
某。至此，5名內地主要疑犯已經落網，案件仍在進一步偵
查中。

兩炮彈就地引爆 村民疏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將軍澳馬游塘村昨發

現兩枚懷疑戰時迫擊炮彈，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檢查後
認為有危險，遂先疏散附近居民，再先後將兩枚炮彈
就地安全引爆，其間消防在場戒備，未有造成傷亡。
事發昨午2時許，有途人在馬游塘村附近山坡發現兩
枚已生銹的懷疑戰時炮彈，於是報警。警員先封鎖現
場，再通知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到場處理，消防員亦奉
召到來開喉戒備。
爆炸品處理課高級主任周錫健表示，該兩枚炮彈為

迫擊炮彈，約1呎長及3吋直徑，英國製造，爆炸品處
理課人員經檢查證實有即時危險，要即場引爆，由於
估計爆炸影響範圍可達50米，故須疏散附近居民到安
全位置。
至下午5時至6時，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先後將兩枚迫
擊炮彈引爆，並檢走碎片，現場證實己無危險後解
封，數十名居民可陸續回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黃大仙龍星選區前區
議員蔡六乘於2011年區議會選舉中尋求連任，其非該
區選民的七旬胞姊更改登記住址後跨區投票。其胞姊
早前承認選舉舞弊罪，裁判官指種票欺騙當局、選民
及參選人，法庭會不惜任何代價阻止，但考慮案件不
涉金錢轇轕，減刑至即時監禁6周。
報稱家庭主婦的蔡熙君（73歲）早前承認作出關於

在選舉中投票的舞弊行為罪，昨聽取判刑。辯方求情
指，被告是良好市民，因對法律認知不足，沒有考慮
案件嚴重性而犯案。雖然被告投了票，但其弟最終落
敗，她事後亦向選舉事務處改回地址。辯方又指，被
告因照顧患癌的女兒感到心力交瘁，沒有仔細考慮其
弟的要求，惟被告不想為一己之私，公開在法庭上指
證其弟。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考慮片刻後指，本案非常嚴重，

不論任何層次的選舉都幾經辛苦、得來不易，又指社
會不單要得到選舉，更需要公平的選舉，這亦是文明
民主進程的重要一環。他又引述案例指，種票欺騙當
局、選民及參選人，浪費時間及資源重選，法庭會不
惜任何代價阻止。
羅官指，雖然蔡六乘最終在選舉中落敗，但被告行

為破壞公平選舉及社會核心價值，勝與敗非影響判刑
的因素。惟考慮被告因家人健康問題勞心勞力，或影
響判斷，且她受胞弟要求，不涉金錢轇轕，故予以減
刑，量刑起點由監禁12周減至6周。

改住址為弟種票 老婦囚6周

■廣州海關查貨的大批走私開心果。 海關供圖

死者何×亮、15歲，生前就讀中華傳道
會李賢堯紀念中學，與父母同住福來邨

永昌樓。據悉何是獨子，雙親均任職保安
員，其中58歲何父當通宵更，46歲母親則返
早班。何父稱自己籍貫廣東開平，妻是湖北
人，夫婦均由內地來港，兒子內地出世，5
歲時才來港定居。

死者內地出世 5歲來港定居
昨清晨5時20分，何母擬叫醒兒子起床準

備上學，詎甫出睡房，即見身穿睡衣的兒子
在房門框上以兩條校呔上吊，大驚忙奔出屋
外向女鄰居求助報警。救護員到場證實事主
已氣絕身亡，其間正在上班的何父接獲噩耗
趕返家，聞悉噩耗悲痛欲絕。警員在房內發
現一張相信是遺書的字條，內容透露感到生
活不快樂「要去另一個世界」。

妻望子成龍 阻兒與友踢波
何父指兒子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喜玩網上
遊戲，學業成績一般，但妻卻望子成龍，不
時叮囑兒子除要讀好書外，亦要學好鋼琴及

返教會等，兒子有時想落街與朋友踢波，亦
會被妻以容易結交損友為由阻止，兒子雖感
不悅但仍聽話甚少出街，唯一較抗拒返教
會。
何父續指，兒子上月返學時在巴士上跌

傷，腳部骨折須撐杖行路。由於昨為長假後
首日返學，妻遂請假陪他，詎料清晨卻出
事。何父指兒子在鄉間有很多朋友，生活更
開心，說到此處他不禁哽咽：「好後悔帶佢
來香港！」
死者就讀學校對事件感愕然和難過，已啟

動危機應變機制為同學提供輔導，協助他們
疏導情緒，亦會發信提醒家長留意子女情
緒。姓廖副校長指何在校成績中等，有參加
課外活動，毋須社工跟進，近日亦未見他有
任何不開心先兆。
有專家則指學生一般都會期待能在長假

期中玩耍，惟很多時被功課和興趣班填
塞，而15歲青少年正值反叛期，若事事都
被安排，會令他們失去自己生活圈子而不
開心，家長應保持與子女溝通，讓他們發
洩及傾吐負面情緒，並加以正確引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10年前由內地來港定居15歲中四男生，昨在

聖誕及新年長假後首日開學前，突在荃灣福來邨寓所以校呔上吊身亡，遺書

稱感到生活不快樂「要去另一個世界」。死者任保安員的父親指妻望子成

龍，冀兒子着重學業及學琴，直言：「後悔帶佢來香港！」警方相信事件無

可疑，列作「自殺」跟進。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 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389 2222
生命熱線 2382 0000
向晴熱線 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 18281
醫管局24小時電話諮詢(葵涌醫院精神健康熱線) 2466 7350

■仵工到榮昌樓舁走在家中上吊亡的男生遺體。小圖為用校呔吊頸
身亡的何姓15歲中四學生。

輕鐵撞違規單車 老夫妻男死女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劉友光、杜法祖) 屯門藍地
及落馬洲路昨晨4小時內接連發生兩宗奪命車禍，
共釀兩死3傷。其中一對鶼鰈情深八旬夫婦，在藍
地由丈夫踏單車涉違規載同妻子駛過輕鐵路軌過路
處時，慘遭馳至列車撞倒，其中踏車丈夫死亡，尾
座妻子亦受傷，輕鐵車長則涉嫌危險駕駛被捕。另
在落馬洲路，一輛新界的士失控撞壆，司機送院不
治，車上一對母子乘客亦受傷。

司機涉危駕被捕 親友路祭
被輕鐵撞死老翁姓馬(83歲)，其82歲姓莫妻子僅
面及手腳輕傷，卻從此與相伴大半世紀的丈夫陰陽
永隔。據悉夫婦居住屯門青磚圍多年，現時三代同
堂，事後親友趕到醫院得悉馬翁不幸離世，神情哀
傷。及後有約廿多名親友返回車禍現場路祭，其中
女婿表示，岳丈岳母相當恩愛，出雙入對不分離，
每早均一起推單車外出往藍地飲茶、打麻雀及聊
天等。
現場為屯門青山公路藍地段，妙法寺附近輕鐵路
軌的行人過路處，昨清晨6時35分，馬翁疑踏單
車違規搭載老妻，在上址路旁單車徑駛出橫過路
軌，適時一輛駛往友愛的751線輕鐵列車駛至，33
歲姓朱車長疑收掣不及將兩老撞倒，其中馬翁捲入
車底重創被困，其妻則彈到列車旁仍清醒。
消防員接報趕至迅將被困車底老翁救出，惜送院
證實不治，受傷老婦則無生命危險。警方隨後封鎖
現場一段路軌調查車禍肇因，包括是否有人不依燈
號過路、以及釐清該對老夫婦事發時是否正在騎單

車等，而肇事列車車長則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
死亡」被捕。
受車禍影響，4條輕鐵路線610、614、615及751

線服務受阻，港鐵發言人表示期間有接駁巴士免費
接載乘客，受影響服務至早上7時35分後復常。港
鐵已派員聯絡死傷者家屬提供協助，亦會全面配合
警方調查，有關車長亦已調離駕駛職務。

的士撞壆 司機不治兩客傷
另外，昨晨10時18分，一輛新界的士沿落馬洲
路駛至落馬洲徑交界處落斜時，突失控撞向左邊路
壆，車頭嚴重損毀，車上3人包括58歲司機梁×全
(58歲)、後座的55歲姓許女乘客及其同姓兒子(29歲)
俱受傷，座椅滿佈血跡，消防員到場將3人救出，
其中司機送院證實不治，昏迷男乘客則直送往設有
創傷中心的沙田威爾斯醫院搶救，傷勢嚴重，至於
女乘客敷治後無大礙。
由於現場無煞車痕迹，有目擊者指肇事的士由斜

路衝下，並無減速直撼石壆，此外的士司機位一邊
的車身損毀並不嚴重，警方正循多方向調查車禍原
因，包括司機事發時是否突然暈倒，以及汽車的煞
掣系統是否正常等。
今次是不足兩周第二宗的士司機撞車身亡事故，

上月25日（聖誕節），一名疑有長期病患的6旬的
士司機，在機場接載一家四口遊客往大嶼山愉景
灣，甫離的士站駛落行車隧道時突暈倒，致的士失
控直撼隧道牆身送院不治，其中3名乘客幸僅輕
傷。

婦闖軌圖自殺 夾困車底傷腳 南丫搗「砍樹黨」檢150公斤土沉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中
年女子疑工作問題困擾，昨上午涉在
港鐵東鐵線旺角東站走落路軌企圖自
殺，幸被職員及時發現，趁列車剛開
行時按下緊急制煞停列車，惟女子腳
部仍被輾傷困在車底，救援人員花約1
小時始將她救出送院，雖重創但無性
命危險。受事件影響，東鐵線列車服
務一度受阻。警方將案列作「企圖自
殺」處理。
女事主姓洪、55歲，送院時重傷昏

迷，幸無性命危險。事發昨上午11時
許，現場消息稱有港鐵職員在旺角東
站，發現一名女子在往紅磡方向列車
車底被困，當時列車剛開車，職員立
即按下緊急煞車掣阻止列車開動，同
時報警求助。
消防員趕至發現女子腳部被夾困，
於是為她作初步急救穩定傷勢，再用
工具花近1小時將女子救出送院。消息
稱，港鐵職員事後翻查閉路電視影

帶，發現該名女子於上午11時10分，
突由往羅湖方向月台步落路軌，再打
橫行過對面線往紅磡方向，而當時紅
磡方向路軌正有列車停站。

東鐵「單軌雙程」行車句鐘
港鐵發言人表示，昨上午11時10分
發現有人進入東鐵線旺角東站路軌，
受事件影響，來往紅磡至九龍塘站列
車，須要在旺角東站進行「單軌雙
程」行車，故列車服務延至每12分鐘
一班；來往九龍塘至羅湖維持10分鐘
一班；九龍塘及落馬洲則20分鐘一
班。整體行車時間亦延遲約10分鐘至
15分鐘。列車服務至昨中午12時18分
恢復正常。
另外，一名60歲姓薛男子，昨午3

時半在落馬洲鐵路站疑不慎墮軌，致
腳、頭及面部受傷，清醒送院，警方
相信事件無可疑，列「有人意外受
傷」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水警近日根據村民舉報，在南丫島搗
破一個「砍樹黨」，拘捕5名涉嫌來
港砍伐土沉香的內地漢，共檢獲150
公斤土沉香，市值約150萬元，是過
去兩年總和的3倍。土沉香具藥用價
值，相信是運到內地出售圖利。

警拘5人 揭犯案手法變
5名被捕內地男子年齡23歲至61

歲，均持雙程證來港，其中61歲男子
相信是集團骨幹成員，警方稍後將落
案控告他們盜竊罪，案件由水警總區
重案組第三隊跟進。
水警南區指揮官麥志雄表示表示5

人於上月31日（上周四）來港，至星
期日乘坐渡輪到南丫島，在榕樹灣一
帶涉嫌非法砍伐土沉香樹。警方相信
疑人乘坐渡輪，有別於過往乘坐快艇
到目的地，相信是想掩人耳目。
他們的犯案手法亦有改變，以往用

刀在樹幹上劃下割痕，讓樹汁分泌後
滲入樹皮，隔一段時間再返回削走樹

皮，帶回內地售賣，但今次是尋找目
標土沉香樹後直接砍伐，再轉移到工
場切割成小木塊，方便運走，亦可避
開警方巡查，故相信大灣舊村現場為
切割工場。
水警南分區特遣隊聯同長洲分區人

員根據南丫島村民的情報，過去幾日
展開聯合反罪惡行動，至前日下午1
時許，在南丫島大灣舊村拘捕5名涉
非法均砍伐樹木的內地人，當場檢獲
150公斤土沉香。警方呼籲市民包括
村民或行山人士，見到有人非法斬伐
樹木，要向警方舉報。
土沉香學名是牙香樹，具藥用價

值。野生土沉香屬國家二級保護植
物，在內地已經差不多絕跡，令不少
不法之徒「轉戰」香港，導致香港的
野生土沉香被非法砍伐的情況愈來愈
嚴重，甚至有可能在8年至10年內在
香港絕種。
香港的土沉香生長於樹林中，廣泛

分佈於西貢、將軍澳、大澳及新界東
北等郊區地帶。

■ 水 警 在
南 丫 島 檢
獲 大 批 遭
人 砍 伐 的
土 沉 香 木
材。

■女子在旺角東站步下路軌，
遭列車輾斷腳受困車底，消防
員趕至拯救。 讀者供圖

■男子在落馬洲車站意外墮軌
撞傷頭部，事後送院治理。

■■肇事的士在落斜肇事的士在落斜
路面撞撼石壆路面撞撼石壆，，車車
頭嚴重損毀頭嚴重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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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同堂的八旬翁遭輕鐵撞死三代同堂的八旬翁遭輕鐵撞死，，
事後十多名親友到現場路祭事後十多名親友到現場路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