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亡短訊訣別同窗 14歲女墮樓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聖誕及新年
長假期後首日開學，一名年僅14歲，品學兼
優的中三女生昨晨上學前，突用手機發短訊
給一名要好的女同窗告別。同窗大驚致電事
主母親，惜不久事主已被發現墮樓身亡。警
方其後檢獲遺書，相信事主因學業壓力問題
不開心而自尋短見。家人驚悉噩耗，傷心欲
絕，校方對事件感到震驚及難過。至於接獲
好友自殺短訊的女同窗，事後需接受心理輔
導。
現場為屯門良景邨良偉樓，墮樓死亡女學
生姓熊（14歲），生前就讀屯門順德聯誼總
會梁銶琚中學中三年級。由於學校在聖誕及
新年長假期後開始上學期期終試，老師昨晨
發現熊同學無故缺席，聯絡其家人始得悉事
件。
該校副校長對事件感到震驚及難過，指熊
同學事前的確曾向一名女同學發短訊，該名
女生目前正由校方安排接受輔導。
副校長續稱，熊同學與同學關係良好，是
學校辯論隊隊員，成績優異，聖誕假期前有
參與班際演藝比賽，校方並無發現她有任何
異樣或尋死跡象。
教育局亦對事件感到難過，已派員到校提

供支援，而有關學校亦已啟動危機處理小組
跟進事件，包括為有需要學生提供輔導服
務。局方會繼續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絡，提供
適切支援和協助。
事發昨日早上7時許，一名女學生突接獲

熊的手機短訊，表示要離開這個世界，女生
慌忙致電熊的姓陳（43歲）母親，熊母在早
上7時22分報警求助。惟約同一時間，警方
再接獲良景邨一名保安員報案，指發現一名
身穿校服的女學生自良偉樓高處墮下，倒卧2
樓石屎簷篷上重傷昏迷。

遺書稱因學業壓力尋短見
未幾，消防員、救護員及警員趕抵現場，
經檢查證實女生已明顯死亡。警員隨後經調
查，相信死者就是早前家人報案指懷疑想自
殺的女兒，並在現場檢獲一封內容透露因學
業壓力問題不開心而自尋短見的遺書，事件
無可疑。
墮樓女生的家人其後到場認屍，一度相擁
而泣。至上午11時許，死者遺體由仵工舁送
殮房，以便法醫稍後剖驗死因。
下午，死者父母及一名男親友帶同香燭冥

鏹返回現場簷篷拜祭，各人神情哀傷。

中六男生留遺書墮樓亡
另訊，昨日下午5時許，在慈雲山慈康邨

康添樓亦有一名17歲中六男生被發現由高處
墮下重傷昏迷，經送聯合醫院搶救無效證實
不治。警方事後檢獲一封遺書，內容大意是
透露因生活及學業壓力問題困擾而尋死。
消息指，死者生於單親家庭，與母親及妹
妹同住，他於區內中學就讀，成績中等，早
前曾透露擔心DSE成績不理想。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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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蕭景源）一輛載
有大量塑膠花的貨櫃
車，昨在屯門公路近
油柑頭行駛途中，疑
因拖架後尾轆爆胎致
與地面摩擦過熱起
火，司機一度用小型
滅火筒撲救，但不成
功，幸在危急關頭，
司機仍臨危不亂，迅
將拖架與拖頭分開，
未致火勢波及拖頭，消防員其後到場
將火救熄，無人受傷，惟部分貨物已
嚴重焚毀，現場交通一度受阻。
事發昨午12時許，一名男子駕駛一

輛載有大量塑膠花、封箱膠帶及鈕扣
等貨物的40呎長貨櫃車，沿屯門公路
往荃灣方向行駛，當至油柑頭附近
時，拖架其中一個尾轆突然爆胎，未
幾更疑因與路面摩擦過熱，起火及冒
出濃煙。
據悉，當司機由後鏡發現車尾起火

後，立即將車駛至路肩停下，並取來

一個小型滅火筒撲救，但不成功，眼
見火勢越燒越烈，為免波及拖頭，司
機立即將拖頭與拖架分開，並將拖頭
駛前數米待援。
未幾，消防員到場開動一條喉灌

救，約10分鐘後將火警救熄，無人受
傷，惟貨櫃內部分塑膠貨物已被燒
毀。經調查，消防認為火警無可疑，
但受事件影響，屯門公路往荃灣方向
近麗城花園的慢線要封閉，車輛大排
長龍，龍尾一度遠至約1公里外的汀
九。

污水處理車翻側釀大塞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一輛污水處理貨車，昨日上
午11時20分，沿將軍澳環保大
道往堆填區方向，駛至近日出康
城附近失控，突鏟上路旁撞毀砍
支路牌，再衝向山坡向左翻側，
司機當場被困車廂，其後需由消
防員救出送院敷治，幸僅輕傷。
由於失事貨車需由拖車拉回路
面，加上漏出油污，需清洗路
面，受事件影響，現場往將軍澳
工業邨方向交通擠塞，車龍一度
延至5公里外的將軍澳隧道公路
將軍澳隧道口，直至數小時後的
傍晚始逐漸消散。

櫃車爆胎起火 司機「甩拖保頭」

■將軍澳環保大道失事的污水處理貨車車頭嚴
重毀爛及漏出油污。

■■屯門公路有貨櫃車拖架尾部起火屯門公路有貨櫃車拖架尾部起火，，火勢火勢
猛烈猛烈，，司機將拖頭與拖架分離免被波及司機將拖頭與拖架分離免被波及。。

抗日老戰士促建館銘記歷史
嘆港青不熟國情亂舉「龍獅旗」冀多認識抗戰史傳承薪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二戰期間香港淪陷

3年8個月，是上一輩港

人的慘痛回憶。多名東江

縱隊港九大隊的抗日老戰

士連同多個學會組成「香

港抗戰紀念聯席」，促請

特區政府於香港建立「香

港 抗 日 戰 爭 歷 史 紀 念

館」，讓戰時的歷史流傳

下去。有抗日老戰士表

示，近年有年輕人高舉

「龍獅旗」及拒絕推行國

民教育，與他們未有深入

認識國家及歷史有關，希

望建立紀念館可以讓年輕

一代認識抗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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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抗戰紀念聯席由中華精忠慈善基金
會、歷史監察網民自發、警察軍事博物

學會以及國民教育學會等組成。約20名聯席
成員昨日於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外舉行集會
及展覽，展示戰時的資料及文物，包括：國
軍的頭盔、日軍的刀及頭盔，以及日本侵佔
時期發行的明信片等。
聯席表示，香港應保育抗戰時期珍貴的歷
史，彰顯香港的歷史人文傳統，否則對不起
在民族災難時期捨身救亡的前人，欠缺對下
一代及對國家民族的一個交代。
發起團體之一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
軍捷表示，1941年12月8日日軍侵港，經歷
苦難的港人與中英美三軍合作，終戰勝了日

本法西斯。他讚揚先人在重大關頭，與全中
國及全世界正義人們共奮鬥、萬眾一心及同
舟共濟的香港精神，形容是港人刻骨銘心的
集體記憶。
不過，聯席指隨着歷史遠去，年輕一代對
抗戰歷史認識不夠全面，有必要興建「香港
抗日戰爭歷史紀念館」，傳承精神。
聯席又要求紀念館需展出資料，包括：香
港淪陷苦難生活的歷史、香港市民及各界參
加中國抗戰的歷史、當年在港共同抗戰的英
軍和各國軍人，以及反映當年日軍暴行的形
象場景等。

憂戰士凋零 難完整「留史」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
會會長林珍憶述，抗戰當年她年僅8歲便加
入游擊隊擔任通訊員，認為全國各地亦有抗
戰的紀念館，香港亦應建館以保存歷史。
她又說，隨着愈來愈多親歷抗戰的戰士逝
去，擔心抗戰歷史不能完整保留予年輕人薪
火相傳。
她續指，近年部分港人高舉象徵「獨立」
的「龍獅旗」、拒絕推行國民教育等事件，
與年輕一代未有深入認識國家及民族歷史有
關。她希望香港建立紀念館，有效保護抗戰
文物之餘，亦能增設途徑讓年輕人於書本以
外認識抗戰歷史，「紀念館內學生可以親身
接觸到文物，以及看到一些歷史片段！」

祖父返家驚見孫女燒炭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

名姓左（24歲）的年輕女子，昨晨7時
50分左右，在北角模範邨民康樓寓所
房間燒炭自殺昏迷，其75歲祖父發現
後慌忙報警求助。
惟救護員趕至經檢驗證實事主已明

顯死亡，警員其後封鎖現場調查，並

無發現遺書，初步不排除有人因感情
問題困擾而尋死，案件無可疑。警員
事後檢走一個用來燒炭的鐵盆及一包
木炭等。
當仵工到場將死者遺體抬走時，死

者兩男兩女親友目送遺體離開，一度
痛哭流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已停業的
健身中心California FITNESS，其兩名健
身經理訛稱與女會員簽下私人教練協議
書，誘使她支付5萬元，其後再用假協議
書，向公司訛稱該合約是與另一名男會員
所簽，藉此詐騙公司共6,000元佣金。兩
名經理分屬上司下屬關係，下屬早前承認
兩項欺詐罪，再上庭指證上司。下屬被裁
判官斥責違反誠信，令女會員及公司受
損，考慮下屬有份出庭頂證上司，令上司
被定罪，昨判監兩個月。
辯方呈上由被告潘偉峰（33歲）撰寫
的求情信，顯示他已對所犯過錯有所覺
悟，亦計劃投考的士牌照以改過自新。且
事發於2012年，廉政公署2015年開始調
查，距今近5年，被告於2015年因工傷需
要領取綜援，這亦令被告不適合履行社會
服務令要求。辯方又指被告同時患上不適
應症，指被告認罪、協助控方及廉政公署
令他人定罪，望能判緩刑或盡量輕判。
資料顯示，被告是J.V. Fitness Limited
的前助理健身經理及健身經理，而J.V.
Fitness於案發時以California FITNESS名
稱經營健身中心。
California FITNESS現已全線停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海關去年
底分別截獲兩名旅客走私沉香，估計市
值合共逾50萬元，兩人日前分別在屯門
裁判法院被判罪名成立，判處監禁四星
期至六星期。漁農自然護理署發言人表
示，沉香受《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
例》管制，任何人士如非按照條例規定
而進口、出口、再出口或管有列明物
種，均屬違法，呼籲市民切勿走私沉香
或非法砍伐土沉香。
漁護署表示，海關人員去年12月31

日在深圳灣管制站截查一名出境男旅
客，在他攜帶的背包內檢獲約4.4公斤
沉香木片，估計市值約35.2萬元。漁護
署經調查後，該名男子被控非法出口瀕
危物種，昨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判罪名成
立，被判監禁六星期。
另外，海關人員去年12月28日在深

圳灣管制站截查一名出境男旅客，在其
攜帶的背包內檢獲約2.2公斤土沉香木
片，估計市值約17.6萬元。漁護署經調
查後檢控該名男子非法出口瀕危物種，
翌日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判罪名成立，被
判監禁四星期。
漁護署發言人指出，沉香屬所有品

種，包括土沉香，屬《瀕危野生動植物
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II的物種，受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管制。任
何人士如非按照條例的規定而進口、出
口、再出口或管有列明物種，均屬違
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五百萬元
及監禁兩年，有關物品亦會被充公，呼
籲市民切勿走私沉香或非法砍伐土沉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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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旅客走私沉香罪成判監

■深圳灣管制站一名出境男旅客的背包
被檢獲的土沉香木片。

■■約約2020名香港抗戰紀念聯席成員昨日於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外舉行集會及展覽名香港抗戰紀念聯席成員昨日於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外舉行集會及展覽，，前排左四為林珍前排左四為林珍。。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警察軍事博物館學會會長林建強
多年來收集戰事文物，希望保留歷
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展覽提供抗戰時期的資料及多件文物展覽提供抗戰時期的資料及多件文物，，吸引市民圍觀吸引市民圍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攝

■展覽提供抗戰時期的資料及多件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