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工呃錢「本民前」急撇清
稱去年已退出 網民：或選舉前「先下手」唱衰

北區近日多處有
人張貼街招，指控
一對男女行騙，借

錢不還，街招中的男子被指為「本
土民主前線」中人。有關消息在網
上傳後，「本民前」即在其face-
book急發聲明，承認該男子是前
義工，但去年已經「因私人理由退
出」，急急劃清界線。有網民暗
示，有人通街貼街招，可能是「同
道中人」為了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
而抹黑「本民前」。 ■記者甘瑜

該則「尋人啟示」（啟事）指控稱，傘兵組織
「北區動源」的成員「Suki」和「本土民主前

線梁×恆」以需要周轉為藉口，向親朋戚友借款數十
萬元不還，更有人因被騙去畢生積蓄而自殺和患上精
神病。
「本民前」有見事件在網上瘋傳，或影響未來的選
情，遂迅速在fb發聲明，承認該男子確是去年中加入的
義工，「但兩個月後已退出。」
「本民前」又為其割席行為「補鑊」，稱該組織「一
直關心」成員及義工的身心健康，也「感激他們的落力
付出」，又聲言該組織不干涉各人的私生活，故對街招
內容「無法作出任何評論」。

「北動」聲明與「本民前」相似
被追債街招點名的「北區動源」則在fb發表聲明

稱，該組織「目前未能確認街招所指女子與北動前成員

Suki 是否同一人」。不過，他們承認，該組織確曾有
一名Suki，負責處理組內行政工作，但至去年8月已因
「私人理由」而離開組織。
「北動」聲明的核心內容則和「本民前」的澄清聲明
極為相似。
聲明稱，「北動感謝其（Suki）付出並尊重她的決

定，但對她的私人生活所知不多亦不會干涉。」作為曾
經的戰友，「北動」稱會嘗試接觸Suki及了解其現
況，再作出「可行的協助」，又聲言有關欠款人聲稱已
報警求助，「北動」不會對此發表任何評論。
網民「Mandy Wong」留言揶揄：「黨員做錯事，就

話私事，就沒有問題，不作評論，別人做錯就殺人全家
咁！ 真合理！」「區錫群」則留言稱：「抹黑開始因
為你們九月可能選新東有威脅。」目前，最擔心「本民
前」出選新東，被分薄選票的是誰？相信不少人都心中
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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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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
(24小時精神健康熱線諮詢服務)： 2466 7350

■北區近日多處有人張貼街招，指控一對男女借錢不
還，街招中的男子被指為「本土民主前線」中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清明節將至，大批孝
子賢孫昨趁周日掃墓，其中在粉嶺和合石墳場一條路邊
泊滿掃墓車輛的上山小路，一輛剛駛擬駛走的私家車突
失控前衝，如脫繮野馬般橫越馬路直剷上山坡，掃倒兩
名剛落的士的掃墓男女，再衝落山坡撞撼水渠沙井始停
下，受傷司機與兩名無辜被撞傷男女掃墓客同須送院治
理，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不排除有人將油門當腳掣而
肇禍。
現場為和合石墳場近橋頭路一條單線單程上山小路，

昨因前往掃墓人士眾多，路邊行人路上泊有不少到來掃
墓的車輛。
昨早11時50分，一輛泊在左邊行人路上的私家車擬駛

出離開時，突高速失控橫越馬路直剷向山坡，適時一輛
的士剛停在路中落客，私家車橫越的士車尾，將兩名正落車的男
女掃墓客撞倒，其中姓馮(81歲)老婦更跌落山坡水渠，頭面及手腳
受傷流血，同行的黃姓(27歲)男子僅手部受傷。
私家車掃倒兩人後，再撞毀路邊一排鐵欄，復剷上小山坡跌落

約兩米下山坡，撞撼一個沙井渠口石壆始停下，私家車姓謝(50歲)
男司機頸部受傷，事後通過酒精測試，3人經送醫院敷治後並無大
礙。警方經初步調查，不排除有人將油門當腳掣而肇禍，惟真正
原因仍待進一步調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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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杜法
祖) 葵涌石蔭
路一名7歲頑
皮男童昨傍晚
在家中做功
課，趁母親在
廚房埋首弄晚
膳期間，疑頑
皮爬出屋外3
樓平台外牆鐵架，結果失足墮樓，幸先被地下食肆帆布帳蓬卸
力，再滾下撞中停泊路邊私家車車頂始反彈着地受傷，得以保
命，受傷男童送院後情況危殆，警方經調查懷疑有人涉及疏忽照
顧，將其母親拘捕，並調查男童爬出外牆動機。

母涉疏忽照顧被捕
墮樓男童與家人同住石蔭路113號至117號一住宅大廈3樓平台

的鐵皮屋。昨傍晚6時許，有街坊突聞巨響，發現一名男童跌在地
下路邊一輛私家車旁，並不停叫痛。救護員接報到場將男童送院
救治。
警員登樓調查尋獲男童的35歲陳姓母親，驚悉兒子墮樓受傷，
即乘警車趕往醫院了解，並通知丈夫及其他親人趕來。據悉，有
人透露事發時丈夫外出未歸，她正忙於弄晚膳，而兒子則在客廳
做功課，未知他因何會墮樓。
警員在現場調查，初步相信男童從寓所走出3樓平台，並爬出

石壆在外牆鐵架爬行時失足墮樓，幸地下食肆簷篷及私家車先後
缷去衝力，男童僅嘴部受傷，一直清醒仍能呼痛，送院後情況危
殆。警方正調查男童爬出平台原因。

7歲童爬鐵架墮樓 中車頂命危
■■男童由男童由33樓住所樓住所
跌落跌落11樓簷篷樓簷篷，，再再
反彈壓中地面一反彈壓中地面一
輛私家車車頂輛私家車車頂。。
（（箭嘴示箭嘴示））

■■77歲男童墮樓壓中路旁一歲男童墮樓壓中路旁一
輛私家車頂近車尾位置輛私家車頂近車尾位置。。

■■肇事私家車在和合肇事私家車在和合
石墳場附近失控石墳場附近失控，，衝衝
落山坡落山坡，，並撞傷兩名並撞傷兩名
掃墓市民掃墓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文森) 仁安醫院發生醫療
事故，一名25歲男病人本月初進行手術期間突然
心跳停頓，經急救後恢復生命表徵，其後轉送伊
利沙伯醫院留醫，現時情況危殆。
醫院兩日後向衛生署呈報個案，衛生署表示，

暫時未發現醫院的房舍、人手及設備方面出現問
題，並已要求院方於4星期內提供報告。

仁安指儀器正常 正調查原因
兩名仁安醫院「掛單」醫生於本月2日為男病人
進行足踝關節內鏡手術，手術以監察麻醉方式進

行，病人進行手術期間突然心跳停頓，經醫護人
員急救及注射強心針後恢復生命表徵，病人現時
於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
仁安醫院表示，對事件相當關注，醫護人員已

檢查過事件中所有儀器運作正常，現正調查事件
原因，對事件及其家屬深感難過，已聯絡其家人
了解及提供一切可行協助。
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表示，3月4日收到醫院報

告，懷疑事件屬醫療風險警示事件，署方已作出
跟進，暫時未發現醫院的房舍、人手及設備方面
出現問題。她又稱，現時病人情況危殆，正在公

立醫院留醫，並要待仁安醫院提交報告後才知道
事故的絕對成因。
至於病人進行的手術是否屬高風險，她表示要

視乎病人體質才能決定手術屬於甚麼風險。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醫院會盡力

為病人提供適當治療，期望情況好轉，亦要視
乎醫院的報告分析，才能決定衛生署的跟進工
作。
被問到為何沒有即時公佈事件，高永文表
示，要向醫院了解重要醫療資料才可將事件定
性。

仁安病人足踝開刀心跳突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劉友光、杜法祖) 令人痛惜的學生自殺事件何時
了！昨再有一名理工大學的20歲女護士生被發現在將軍澳康盛花園寓
所墮樓身亡，警員事後檢獲7封遺書，除留給家人、師長和朋友外，更
有一封給傳媒，望能傳達其對社會現狀的不滿。警方初步相信她不堪生
活問題困擾而選擇輕生，事件無可疑。理大對事件深表悲痛。這已是短
短9日內第七宗學生跳樓輕生事件。
墮樓自殺女生姓葉(20歲)，與母親及兩名胞妹同住將軍澳寶琳北路康盛
花園2座一單位。她就讀理工大學護理學院精神健康護理學系的學士學位
課程，該課程需修讀5年，葉已讀至3年級。
昨午1時15分，警方接獲上址屋苑一名59歲清潔女工報案，指發現一
名年輕女子疑由大廈高處墮下，倒卧地面奄奄一息，救護員趕到證實女
事主已明顯死亡。警員登樓調查證實死者身份，其家人立即到樓下認
屍，其間各人相擁而泣，場面哀傷。

囑親友師長「好好生活下去」
消息指，警員事後檢獲姓葉女生遺下的7封遺書，其中6封分別留給家
人、師長及朋友，內容透露因受生活問題困擾而感到不開心，並着各人
「好好生活下去」。其餘一封是給傳媒，據悉是希望透過傳媒表達其對
現時社會的不滿。
警方調查後相信葉女是由寓所廚房躍下，壓毀樓下一個晾衫架，再連
人帶架一起墮地，事件無可疑。
理大發言人指，校方對事件深表悲痛，已聯絡其家人盡力提供協助，
並即時啟動應變機制，接觸葉同學的同班同學提供支援。發言人稱，同
學如感到情
緒困擾，應
即時與輔導
員聯絡。
連 同 今
次，短短9
日內已是第
七宗、更是
連續3日有
學生跳樓輕
生。而由去
年9月開學
後計算，本
學年度至今
已 有 多 達
23 名 學生
自殺。

理大女生留7封遺書墮樓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禮傑）
昨日將軍澳理大女生輕生，為9日內
第七宗學生自殺個案。有青年服務機
構指本年大專生求助個案特別多，截
至3月上旬的求助數字已是去年全年
的八成，而本月頭10日的求助有一
半都是大專生，機構指學生可能怕校
內輔導留下記錄而影響前途，故開設
專線為受情緒困擾大專生服務。
香港青年協會的媒體輔導中心，包
括熱線、網上聊天室及WhatsApp求
助，在本月截至10日已收到44宗企
圖自殺求助個案，當中大專生已佔
22宗，而本年已累積102宗，大專生
個案有30宗，相比2015年全年的
127宗個及大專生當中的24宗求助，
不僅整體數字上或是大專生求助比例
都有大幅上升趨勢。

青協督導主任徐小曼指，本學年
大專生求助個案特別多，原因要留待
專家分析，但認同輕生原因複雜的講
法。

拒校內輔導 怕記錄損前途
徐小曼認為本月5日中大醫科生輕

生在社會回響較大，因為醫科生予人
印象是天之驕子。徐小曼指有醫科生
個案因學業壓力而出現抑鬱徵狀以至
有自殺問題，卻因害怕尋求校內輔導
會留下記錄而影響自己在醫院實習以
至仕途，最終尋求青協的網上支援，
在社工的跟進下該學生情況已有好
轉。
徐小曼認為學生會害怕自己資料在

校內外傳而不尋求輔導，校外機構的
支援可消除他們這方面的疑慮。

她希望因近期接連輕生報道而不安
或本身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不要獨自
承擔壓力，不妨與人分享自己感受，
「只要願意踏前一步，哪怕是親友師
長或社工，總會有人幫到手。」
「青協U Line大學生專線」今天

正式開始運作，學生可於星期一至星
期六下午 2 時至凌晨 2 時致電
27770309求助，青協指專線已獲7間
大專院校支持及推廣，而不想致電的
青年仍可瀏覽utouch.hk聯絡網上社
工。

大專生求助增 青協設熱線

■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徐小曼（左）希望因近期接連輕生報道而不安或本
身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不妨與人分享自己感受。 青協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姜嘉軒）
接連發生學生自殺事件，社會對
悲劇成因深表關注。有教界代表
指，香港教育制度以成績掛帥，而
不少人視入大學為學生唯一出路，
都令學生承受沉重壓力。
港台《城市論壇》昨邀請多名嘉

賓探討學生自殺問題，其中學友社
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指，
香港教育制度僵化，着重競爭，特
別看重成績高低，導致學生其他才
能難以發揮。
教評會副主席何漢權亦質疑教育

局課程發展處「為追求國際認可」
而將新高中課程調深，課程架構無
顧及學生多元才能發展，有學生為
應付入大學條件，不敢選擇喜愛的
非學術科目，才能白白埋沒。
他又認為應改善目前教育心理學

家和學校1：7的比例，長遠更應落
實「一校一教育心理學家」。
中學生議會發言人黃泳其認為學

生自殺並非不成熟所致，而是社會

認定「入唔到大學就咩都做唔
到」，教育制度「分數大於一
切」，惟實際上學生入讀大學比率
低，年輕人上游機會少，易感到前
路茫茫而失去生存動力。
港大防止自殺中心總監葉兆輝則

指，除資助大學外，社會仍有各種
進修及銜接課程供選擇，呼籲各界
「別只看到大學一條出路。」
他又認為教育制度及社會風氣問

題需時處理，當務之急是要暫停轉
載或報道自殺新聞，「假如精神健
康稍弱的同學不斷接受到同類訊
息，或會導致『傳染、模仿、學
習』」，希望各界幫忙中止連鎖，
發放正能量減少悲劇發生。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

心理服務）劉穎賢昨亦於該局網頁
《局中人語》撰文，引用廣告標語
「每日暫停十分鐘，聽聽少年心底
夢」，提醒家長抽一點時間，放下
工作和手機認真與子女溝通，成為
他們最大的後盾，共渡難關。

教育成績掛帥 分數大於一切

■■警員用三角帳篷覆蓋女生屍體警員用三角帳篷覆蓋女生屍體。。

■■女生墮樓現場將軍澳康女生墮樓現場將軍澳康
盛花園盛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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