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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父拋高女童頭撼天花板
兄揭天天挨酷刑：藤條打身 拖鞋摑臉 剪刀拮心口

5歲女童陳瑞臨（臨臨）在屯

門時代廣場家中疑被虐打致

死，其生父及繼母前日被警方

落案控告合共一項謀殺罪，兩

人昨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控

方庭上透露，有人曾對小兄妹

「藤條打身、拖鞋摑臉、剪刀拮心

口」，更已維持數年，並引述8歲

胞兄逸仔錄取的初步口供指，看到

妹妹死前一天，被父親挾着腋下舉

高向上拋起十多次作為懲罰，其間

頭部撞中天花板。裁判官將案件押

後8星期至3月6日，以等候臨臨

的死因報告和證物化驗報告，兩名

被告須還押懲教署看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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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被告分別為女童生父陳海平（26
歲）和繼母黃曉彤（27歲），昨由

囚車押解到庭。
生父出庭時全程低垂着頭，繼母則戴着
口罩。控罪指，兩名被告於本月6日在屯
門時代廣場住所內，謀殺5歲女童陳瑞臨
（臨臨）。裁判官問兩被告是否明白控罪
時，兩人均以微弱聲線回答「明白」。
控方在庭上透露，兩名被告於2016年底
結婚，是案死者臨臨與8歲的兄長為男被

告與前妻所生。兩童在案發時與兩名被
告，及女被告與前夫所生的7歲女兒一家
五口住在涉案單位。
警方於本月6日下午1時許接報指女死

者暈倒家中，送院後一個多小時證實死
亡。
警方其後發現臨臨身上有多處可疑傷

勢，臨臨的8歲哥哥逸仔亦有多處瘀傷和擦
傷的痕跡。周日（1月7日），警方曾於寓
所檢走兩袋證物，包括拖鞋、一條短藤條
和一把剪刀，另外還有火酒及多樽喝剩的
藥水。
死者哥哥逸仔在警署錄口供時表示，本

月5日，他見到妹妹被父親挾着腋下舉高
向上拋起不下十多次，聲稱要懲罰她，導

致妹妹頭部撞中天花板，有人更捉着臨臨
的手腳左右搖動。

小兄妹長期無飽飯食
控方還透露，兩被告幾乎每日都打臨臨

和逸仔，包括「藤條打身、拖鞋摑臉、剪
刀拮心口」，又不提供足夠食物，兩童還
曾經被罰在沒有毛毯的情況下睡在客廳地
下，不准入房。
根據初步觀察，女死者和兄長沒有得到

足夠飲食，即使是聖誕節也只有小量食物
果腹。
控方透露，男被告陳海平在警誡下曾承

認用藤條打過死者，女被告黃曉彤亦承認
陳海平有打過死者，但兩名被告在警方錄

影會面中沒有作回應。

旁聽者逼爆法庭
案件押後至3月6日再提堂，以待警方

進一步調查，包括追查臨臨何以會受如
此冷血對待，將會循施虐者下毒手動機
方向調查，等候死因報告和兄長的醫療
報告、鑑證現場染血的證物等，兩被告
還柙候訊。
同案涉嫌虐兒被捕、獲准保釋的53歲
的臨臨外婆暫時未有被落案檢控。
由於是案引起廣泛關注，吸引大批記者

和公眾人士到庭旁聽，法庭近百個座位爆
滿。多名不能入庭旁聽的市民不滿，並向
法庭保安投訴。

（）

5歲女童臨臨疑遭
長期虐待致死，社會
各界既感惋惜，同時

亦流露出對暴力的憎惡。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恒鑌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回應
今次事件之餘，亦暗批案中男被告，即
死者父親是「黃絲」，臨臨生父更曾分
享「瀆誓四丑」之一的劉小麗的片段並
發表支持她的言論。陳恒鑌指，現時的
社會風氣每況愈下，如任由鼓吹暴力的
人士不斷製造「暴力文化」，年輕人便

會潛移默化，以為用暴力便可以解決問
題，呼籲各界堅持反暴力。
陳恒鑌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指出，

一直關注有關臨臨疑被虐致死事件的報
道，每次看後都心痛得良久說不出話。
陳恒鑌同時轉貼facebook群組「理性撐

國民教育」同日一則帖文，當一件涉及暴
力的社會運動發生，當中其實就已經影響
了很多年輕人的思想與行為，一旦當負
面、埋怨、暴力的思想成為一種習以為常
的態度，最後就會以行為表現出來，演變

成慘劇。

獸父曾撐「小麗老千」暴力言論
「理性撐國民教育」的帖文亦上載一些

圖片，顯示「臨臨」父親曾在其facebook
轉用「黃絲」頭像，也曾分享劉小麗過去
於立法會會議上的片段連結，當時劉小麗
曾指自己身為教師，「點止想減『吳得
掂』（暗指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人工，
佢剖腹自盡都唔得掂！」「臨臨」父親竟
然留言指「香港家長應該聽下」。不知他
的暴力傾向，是早早植根還是被社會一些
思想影響而來呢？
陳恒鑌在其facebook上說：「我們一直

堅持反暴力，一直向外界多表達理性、正
面的訊息，就是因為我們看見現在的社會
風氣每況愈下，假如我們不出聲，任由鼓
吹暴力的人士不斷製造『暴力文化』，久
而久之，年輕人就會潛而（移）默化，以
為用暴力就可以解決問題。」
他表示，這是他們最不想看到的，所以一

定要堅持發出正面的聲音，「儘管有人認為
老土，但是絕不能沒有理性的聲音，去平衡
暴力的風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女童陳瑞臨（臨臨）從屯門
富泰邨祖母家遷入繼母時代廣
場寓所後，變得沉默膽怯，疑
因被人長期虐打，有人不斷在
旁慫恿，令施虐者變本加厲。
臨臨自從搬入繼母位於屯門

時代廣場的寓所後，她與兄長
連月來同遭人虐打。

臨臨生前就讀的路德會富泰幼兒
園日前稱，死者於去年10月27日缺
課前一直沒有異樣，表面亦沒有傷
痕。
不過，有知情的學生家長稱，臨

臨近月變化頗大，以往與兄長阿逸
由祖母照顧時生活愉快，但自去年8
月搬離富泰邨祖母家後，臨臨天真
活潑不再，有次遇到臨臨由繼母帶
到興德學校，等候接胞兄阿逸及繼
姊晴晴放學，當時臨臨戴着口罩，
呆站操場上，沉默膽怯，眼神迴
避。
臨臨8歲哥哥逸仔亦疑受虐。有

同學稱曾見阿逸眼部瘀腫，似曾被
虐打。其就讀的興德學校則稱，早
前於11月初已發現逸仔有異樣，當
時他穿着夏季校服，身上有疑似傷

痕，之後該校將逸仔個案交由社工跟進，
並向社署尋求諮詢，惜未及時察覺嚴重
性，社署交回校方自行處理。
其後再有消息傳出，當日學校所聯絡

的是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作出
報告後，社署要求先進行學校監察及家
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陳恒鑌促遏暴力免禍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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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臨事件曝光
後，全港震怒，不
少網民將臨臨生父

繼母「起底」，在臨臨生父 facebook上
瘋 狂留言（繼母 facebook 已 刪 除賬
號），狠插二人「無人性」、「人
渣」、「渣中渣」，更有人建議法庭因
應個別事件，應將二人即時判以死刑，
整個頁面漫天粗口，港人憤怒之情盡顯
無遺。有網民也上載臨臨的相片悼念她
並祝早日安息。
近20年前港人陳健康北上尋歡「包二
奶」，致令其妻將兩名兒子從住所拋落
地下再自殺身亡，陳健康被冠以「人
辦」之名。今次臨臨疑被虐致死事件，
案情顯示其被虐情況堪稱人神共憤。網
民在社交網站上更以「渣中渣」等詞語
來形容其生父陳海平，對其憎惡程度尤
勝陳健康。二人被網民起底，包括挖出
男被告曾就讀的中學及被捕前任職的連
鎖電器店等。
「Kay Liu」於陳海平的facebook上直斥
「你兩個人渣！×街！」，「Wing Lau」
更指他們是「人渣，渣中渣！咁多人死，唔
見你死？你搞到對仔女營養不良，仲要拋高
狂打，咁毒既（嘅）事都做得出？最慘係個

仔親眼目睹自己個親妹咁樣俾你打死。無陰
公。」「Mioni Min」更希望法庭因應個別
事件，即時判處二人死刑，「死刑前要俾
（畀）我地（哋）全港咁多個香港人虐待佢
地（哋）先可以死，人神共憤！」

斥人前人後一個樣可恥
「Nickie Fok」認為，最可恥的是二人

於facebook上載一些家庭溫馨照，「扮有
愛心，實情喺屋企打到佢×街。」「Aki
Li」更指，未試過咁想打人！
另有網民指唐朝武則天曾親手殺害自己

女兒上位，並以她比喻臨臨繼母，但有網
民指出，武則天女兒的死算是歷史懸案，
其實她是明君，「不要侮辱武則天。」
另有網民指二人毫無人性，愧對祖宗，
「不懂做人父母便不要生小孩。」也有人
希望他們日後入獄時不會好過，並應早死
早着及死後下地獄。
「Apple Chan」則對事件感到心痛，並

指「眼淚亦忍唔住流了很多次，已經沒有
言語可以表達對呢個殘忍父親丶繼母的憤
怒！只希望小妹妹好好安息！天堂比呢個
殘酷嘅家庭好多了，開開心心做個小天使
守護着小哥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全城震怒 網民促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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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謀殺的生父（左）和繼母（右），
由囚車押解到庭應訊。 星島日報圖片

■男被告經常在fb上載與女兒的合照。
網上圖片

■陳恒鑌在fb發文，呼籲各界堅持反暴力。 fb截圖
■男被告曾分享劉小麗的
「教育」言論。 fb截圖

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寓所有僭建一事，備受社
會關注。昨日特首林鄭月娥首次回應事件，指鄭若
驊沒有隱瞞，不涉及誠信問題，仍然相信鄭若驊是
司長的理想人選。寓所僭建曝光後，鄭若驊迅速向
特首和公眾交待，誠懇致歉，並無刻意隱瞞；但亦
顯示她敏感度不足、警覺性不高。本港社會對問責
官員和公務員、擔任公職人士要求很高，特區政府
有必要吸取教訓，對官員的個人事務要有更嚴謹的
指引，防止類似事件重演；更要慎防有人為打擊管
治威信，刻意將事件政治化，上綱上線，令賢能之士
對進入「熱廚房」敬而遠之，讓政府更難選賢任能。

鄭若驊在僭建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向特首林鄭
月娥報告情況，林鄭月娥亦要求鄭盡快公開說明，
以釋公眾疑慮；當日鄭若驊急召記者會作出解釋，
指寓所涉及的僭建是購入物業時「情況已是這
樣」，之後無作出其他結構性改動，承諾會配合屋
宇署的工作，如有違規會隨即跟進，對事件引起不
便再次致歉。鄭若驊已承認僭建事實，並積極配合
屋宇署入屋調查，可見她並無任何隱瞞。

本港社會要求官員、公職人員比「白紙更白」，
進入管治團隊或擔任公職的人士，入職前應該認真
審視、徹底撇清各種過往的種種問題，防範瓜田李
下，避免影響自己形象，削弱政府公信力。可惜鄭
若驊警覺性仍然不足，雖然她以往擔任公職為香港
和國家盡心盡力，貢獻良多，但是進入管治團隊、
出任律政司司長要職，公眾的關注和要求已經與擔
任一般公職不可同日而語。

如今，鄭若驊已向公眾交代事件，坦承不足，並

且願意配合當局作出適當處置；特首林鄭月娥亦指
當中不涉隱瞞，事件應盡快告一段落，讓政府和當
事人集中精力處理政務、服務市民，坊間沒有必要
窮追猛打，持續炒作放大，甚至抱持非要有人下台
否則不善罷甘休的心態。經一事，長一智。未來政
府在挑選、任命問責官員，尤其是重要崗位的負責
人，有必要進一步完善申報和審查機制，設定更嚴
格的標準和指引，既要當事人在入職前主動申報，
政府也要加以核查，有任何僭建、金錢及其他利益
糾葛都必須在入職前處理妥當，確保任命的官員身
家清白，不再因一時疏忽而掀起軒然大波，損害管
治威信。

本港近年高度政治化，官員成為政治攻擊的主要
目標。「熱廚房」難捱，問責官員、公務員長期處
身風眼中被批評，不僅個人承受巨大壓力，連家人
都被連累，在任的意興闌珊，更嚇走外界有意進入
政府的人士。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會，要維持良好
的城市管理，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
地，非常需要一個高效優質的政府，需要大量優秀
的管治人才。任由無底線的政治指控嚇走人才，絕
對不是香港之福。

香港不缺乏人才，有不少有心、有力及有承擔的
精英，還是願意放棄高薪厚祿、舒適生活，投身政
府為民服務，社會對於問責官員、管治團隊的監督
要公道合理、實事求是，不能用放大鏡、顯微眼看
待、對待官員的失誤，問責與批評要有平衡點，切
忌政治化，否則只會嚇怕人才，最終受害的是全體
港人。

僭建事件應吸取教訓 更要摒棄泛政治化
商務及經濟局計劃在深水埗設立「深水埗設

計及時裝基地」，以落實《施政報告》提出讓
年輕設計師利用深水埗傳統服裝布藝基地發展
的計劃，搭建一個結合設計與時裝的新平台，
推動本港傳統優勢產業升級，給年輕人更多的
發展出路。這無疑是一件大好事，可惜預料最
快2023年才能落成，其效率與香港社會的期待
有較大落差，也令到相關行業與周邊地區距離
更加擴大。作為一個成熟經濟體，講求合法合
規本是好事，但如何兼顧與效率之間的平衡，
則是與時俱進的標誌。規矩是人訂定的，其目
的是為又快又好地做好每一件事，如果只為遵
循規條而放棄效率，就有必要作出檢討。只有
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抱着時不我與、只爭朝夕
的心態做事，才能讓香港與時俱進，重拾蓬勃
生機和高效率。

曾幾何時，時裝及紡織成衣、玩具、鐘錶及
電子業曾經是香港製造業的四大支柱行業，長
沙灣、深水埗一帶更是早年香港的製衣業中
心，其中深水埗區以售賣布匹及手工設計原材
料聞名，是不少時裝設計師的「蒲點」。不
過，隨着香港本地製衣業日漸萎縮，服裝設計
行業已逐漸被廣州等周邊地區超越。直到2015
年，上屆政府才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投放資
源在時裝設計上；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更在
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支援年青設計師發展的計
劃。這次落實興建的「基地」，可以發揮聯繫
行內組織，協助設計師製作及支援初創公司的

功能，也可以為本港新晉時裝設計師提供展覽
及創業用途地方，將令這個前景看好的行業起
死回生。

這一激活本港傳統優勢產業，為年輕人提供更
多出路的政策，無疑會得到行業及社會各界的支
持，問題在於執行的速度和力度。本港多年來有
一種陋習，就是凡事以規矩、程序為由，把本來
已經達成共識的好事也一拖再拖，推動一個項目
或政策，動輒需要十年八載。例如研究發展郊野
公園邊陲地建屋，開口就需要15至20年時間才
能完成，這種超低的發展速度，已經不適應當今
時代的要求，更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世
界發展一日千里，一家企業、甚至一個地區的浮
沉，往往在幾年至十年的光景就見真章。香港股
王騰訊的拳頭產品微信，推出至今也就7年時
間，已經成為活躍用戶數量達10億的巨無霸。
如果做什麼事都要拖上十幾二十年，最終只會蹉
跎歲月一事無成。

香港人講求做事有規有矩，是一個成熟社會
的表現，但規矩、程序與速度、效率並不矛
盾，關鍵是要明確規矩是為人服務的，需要隨
着時勢與科技的發展與時並進，可精簡的精
簡、能科技化的科技化，不能反其道而行，讓
規矩、程序成為束縛社會發展的桎梏。必須有
打破陳規陋習的勇氣，要善於根據實際情況，
提高各項政策、項目的程序效率，既要做好更
要做快，這樣才能讓香港社會抓住發展機遇，
跟上時代步伐。

設計時裝基地好計劃 須破除陋習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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