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女友嘈後燒屋 男住客口窒斷正

中大生會假研究真播「獨」
所謂屬會挾「自由」吸「獨」資 校董批「掛羊頭賣狗肉」

市民鬧爆「港獨研究」
Ken Tang：以討論為名，宣傳為
實……

Gk Yuen：這不是言論自由！言論自
由有限度，可否成立《如何謀殺而不
用負責研究會》？！

Joyce Chan：中大越演越激烈……
校長應強硬應付，否則後果不堪（設
想）……

Alan Chan：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虫
（蟲）生！一所大學如非管理層的腐
敗，是絕對不會容忍有此類事情發
生！

Chin To Chung：政府應速速停止對
該校包括對學生資助，收回貸欵
（款），取消助學（金），獎學金，
還需邀交該校租金和差响（餉）。

Wwoonngg Jjoohhnn： 似 詐 騙
案，班港「獨」乞衣（兒）每次可以
呃$40：「參與有關活動的學生可登
記及交40港元會費成為會員。」

資料來源：網絡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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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劏房虐兒案的一對小姊
弟，目前仍在廣華醫院留醫，其
中8歲姊姊似乎一早感受到媽媽
的辛勞和困擾，去年已自拍短片
表達對媽媽的愛：「我知道你好
辛苦……好唔開心……身體好
差……腰骨痛……我淨係要媽媽
細佬得㗎喇！」該短片去年8月
由涉案母親上載到 fb，並留言
「一路睇一路喊」。至於前晚已
獲保釋的女事主，即在fb留言否

認虐兒「我無事更加無虐兒……謠言
止於智者」，感謝父親、朋友、客

人、姊妹的支持和關心。
昨日網上流傳一段長約1分20秒的短片，內

容可見虐兒案中的8歲女童向媽媽表達關心和
愛意「我知道你好辛苦，媽媽唔好唔開心……
我知道媽媽你身體好差，又好唔舒服，腰骨
痛，但係你唔駛（使）驚㗎，有我哋喺度。」
她續說，「我之前願望就係呢，好想爸爸、

媽媽、細佬、家姐（自己）響埋一齊，依
（）家唔駛嚟喇，我淨係要媽媽細佬得㗎
喇！我真係好想我哋一家人開開心心咁樣食餐
飯，開開心心咁樣，媽媽你身體好番呢，我哋
一家人開開心心，唔駛（使）理爸爸㗎喇！」

母「一路睇一路喊」
原來該短片早在去年拍攝，並在去年8月26

日由涉案母親上載到fb及留言「一路睇一路
喊。」可見年幼女兒當年已深深感受到母親的
辛勞及困擾。
涉及虐兒案的高姓（31歲）母親，前晚已獲
警方保釋候查，下月上旬再向警方報到。高其後
即在fb留言「我無事更加無虐兒，我仲係宇宙最
強的可兒！……你哋應該清楚知道我為人係如何，
應付到所有，謠言止於智者。」她又稱「多謝咁
多位智者、朋友、客人、姊妹關心我。」
及至昨日，她又在fb貼出網上的「經典語
錄」「如果有一天，我變得很強大，謝謝你
們，曾經噁心的狗眼，謝謝你們，扭曲事實的
爛嘴」。
其父親亦留言：「爸爸永遠的（地）保護你，

企在你身旁！」高女則回應「Love You Dad-
dy」。
高的好友亦紛紛在她的fb留言支持「加油丫

（吖）媽媽，為左（咗）兩個寶貝要撐住啊！
要振作喔！」「我聽日生日，我嘅願望系
（係）希望你大步攬（檻）過，一家三口平平
安安就夠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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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5
歲女童陳瑞臨（臨臨）疑受虐身
亡，引起大眾關注虐兒個案。
防止虐待兒童會署理總幹事黃

翠玲昨日表示，按現行機制，幼
稚園學生缺課達30天，校方才需
要申報，促請教育局把幼稚園納
入申報機制之內。
她又說，不少家長不自覺把負

面情緒發洩在子女身上，希望立
法禁止體罰。
黃翠玲昨日於港台節目《香港

家書》中撰文指，家長過度重視
子女的學術成績、不理解子女的
成長所需、欠缺管教的技巧等，
均為常見的虐兒成因。
同時，環境及家長的個人因素

亦會造成影響，包括：家庭的生
活條件、家長管控情緒的能力、
家長的成長經歷及工作壓力等。
她直言，不少家長不自覺地把

負面的情緒發洩於子女身上，但
以體罰管教子女並非有效的方
式，反而會令孩童身心健康受
損。她又解釋，體罰或會破壞親

子關係，家長是子女的模範，子
女可能會學習以暴易暴，長大後
可能充當施虐者的角色，或者以
說謊逃避責任，促請當局立法禁
止體罰。

倡幼園生缺課7日需呈報
陳瑞臨生前就讀的幼稚園指，

其父為死者辦理退學前未有發現
其身上有傷痕。
黃翠玲表示，按現時的教育條

例，家長有責任確保年齡介乎6
歲至15歲的子女定時上學，而學
校亦須在學生連續缺課或輟學7
日後，向教育局呈報。
黃翠玲要求當局把幼稚園納入

呈報的範疇之內。
她續指，政府有需要就早期預

防虐兒服務上投放更多資源，包
括加強探訪服務、推行有系統的
家長教育課程，灌輸正確的管教
技巧，了解子女的需要等。
她並呼籲家長若於管教上遇上

困難亦應主動尋求機構及學校協
助。

憂暴力也「遺傳」團體盼禁體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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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旺角荔
枝角道一住宅單位昨晨發生縱火案，一對
年齡相差18歲的同居男女爭執後，有人
疑趁女友熟睡之際縱火離開，火勢一度十
分猛烈，產生大量濃煙，消防員到場迅將
被困火場女住客救出，送院證實情況危
殆，另外大廈有約70名住客緊急疏散逃
生，當中3人包括1名女嬰吸入濃煙不適
同需送院，警方事後在樓下拘捕涉案男住
客列作縱火案處理。

同居女命危 3人捱熏不適
現場為旺角荔枝角道175至185號嘉福
中心3樓一住宅單位。
消息指，肇事起火單位住有一對同居男
女，即是涉案被捕的姓黃（39歲）男子及

其在火警中命危的葉姓（21歲）女友，另
外3名吸入濃煙不適的大廈住客，經送醫
院敷治後，其中姓嚴（33歲）女子情況穩
定，其餘42歲女子及18個月大女嬰無礙
出院。案件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
隊跟進。
事發昨晨9時許，上址單位突然冒煙起

火，一時間火光熊熊，大量濃煙由窗口冒
出。警方接獲多人報案，大批消防員迅速
到場開喉灌救，約20分鐘後將火救熄，
其間在起火單位救出一名被困吸入濃煙不
適的少女，迅速由救護車送往廣華醫院救
治，火場單位則告嚴重焚毀，屋外走廊牆
壁亦被熏黑。
另外大廈有約40名住客緊急疏散到樓

下暫避，當中有人抱同愛犬逃生，樓下商

場補習社內的學童亦被疏散離開，其間有
3名女住客包括一名女嬰，疑吸入濃煙不
適，需送院治理。
據其中一名疏散逃生的婆婆稱，火警發

生時她仍在屋內睡覺，突被拍門聲驚醒匆
忙逃生。她形容當時梯間及走廊很大煙，
吸入令胸口及喉嚨不適難受。
另一名抱同愛犬疏散的黃姓男街坊則

指，當時聽到火警鐘響起，即與街坊一同
疏散到樓下，場面並不混亂。

男友：不滿女友徹夜不歸
火警發生後，警員在樓下為住客登記期

間，發現一名男子徘徊，神色有異，截查
證實其是起火單位男住客，惟對起火原因
及起火時身在何處等問題支吾以對，一時

說在早上7時已離家吃早餐，一時又說
「外出約咗人」。
其後經警誡下，警方不排除有人因不滿

女友徹夜不歸，昨晨7時回家與女友爭執
後，趁女友入睡後，在雜物房縱火後離
開，遂以涉嫌縱火將他拘捕帶署扣查。
另在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2座一

個低層單位，昨日下午2時許亦發生火
警，消防員到場開喉灌救約45分鐘將火
救熄，起火單位嚴重焚毀，外牆熏黑，窗
框亦被燒至變形，初步不排除是女戶主在
客廳燃點香薰時不慎燒着雜物再波及梳化
一發不可收拾，幸屋內各人及時逃生。
大廈有約90名住客疏散到樓下及天台

暫避，當中1名林姓（79歲）老翁吸入濃
煙不適送院檢查。

屯門時代廣場恐怖虐兒案，5歲女童陳瑞
臨（臨臨）疑遭生父及繼母長期虐打致死，
引起全城關注及悲慟，昨是「臨臨」的頭
七，分別有網民及團體發起悼念活動，在女
童寓所樓下及政府總部門外為死者默哀，點
起蠟燭和獻花，盼「臨臨」可以安息。有市
民形容「臨臨」的事件荒謬和令人心痛，望
政府能檢討及改善整個保護兒童的制度，防

止再有悲劇發生。
昨晚7時過後，在屯門時代廣場「臨臨」生前

的寓所樓下，開始有市民到場放置「臨臨」的遺
照，燃點上白蠟燭，僅約15分鐘，已有30人至
40人向遺照鞠躬，包括小朋友及坐輪椅人士，
各人放置了逾20束鮮花，還有心意卡、毛公仔
及零食等。
有心意卡寫道「臨臨妹妹：遠離你身邊的惡
魔，天堂冇痛苦，一路好走！」、「去到天家，
一切都會快快樂樂，沒有痛苦，沒有怨恨，會為
你禱告，不要留戀世上……」。

聞訊難眠 盼判刑阻嚇虐兒
專程從西灣河到來悼念的張女士，一度落淚稱
「臨臨監生被打死，我幾晚瞓唔着覺。所以我好
憤怒，呢種事唔可以再發生，要好好懲處虐待兒
童嘅人……」

從九龍坐車到來的葉小姐亦哽咽道「覺得心噏
囉，好殘忍囉……點解要咁樣對呢個小朋友？你
生得佢出，唔應該咁對佢！」
坐輪椅到來的唐女士難忍激動，泣道「我睇見

呢段新聞我好傷心。雖然我唔認識佢哋，我覺得
犯案者應該判終身監禁，因為太殘忍，無可能將
一個咁細的小朋友日日打，打到佢死為止，我幾
晚冇瞓……」
帶同女兒前來悼念的周太稱「小朋友慘啊！覺

得佢好慘，政府應正視虐待兒童的案件，判得重
啲，等犯事者有啲警惕。」
疑遭生父及繼母長期虐打致死的「臨臨」，生前

與8歲哥哥，26歲生父，27歲繼母，異父異母的
7歲姊姊及繼母的53歲母親，同住屯門時代廣場一
單位。警方早前已落案控告「臨臨」的生父及繼母
謀殺罪，並在本月9日於屯門裁判法院提堂。
庭上控方引述「臨臨」的哥哥證供，指在案發

前一日（本月5日），生父曾將女兒舉高及拋
起，令女兒頭撞天花板逾10次、兩名被告亦有
捉着女童四肢搖晃，又要女兒及胞兄在沒有被的
情況下睡在地上。
「臨臨」翌日（本月6日）表示不適，及至中

午時被發現昏迷，送院後證實不治，全身傷痕
纍纍。案件押至3月6日再訊，兩人繼續還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市民燭光悼「臨臨」冀完善護兒制度

去年9月開學之初，香港多間大專院校出現
宣「獨」歪風，中大是其中的重災區。在

學生會瀆職包庇煽動下，違規違法違憲的播
「獨」標語在校內懸掛多天。其後十所大學校
長發表聯合聲明，譴責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
並強調不支持「港獨」。

一輪沉寂後，宣「獨」黑手再現。「CUHK
Secrets」前日刊登「香港獨立研究學會招募幹
事」帖文，宣稱已於今年成立所謂學會，又揚
言其目的是「守護同學之言論自由」，及「長
遠希望建立同學的香港人身份認同。」

成立為宣「獨」妄言冇違法
活動還未開展，所謂學會就已伸手向同學索
40元會費，作為參與播「獨」的條件和支持其
運作，並招募首屆幹事會成員，舉辦不同活
動、派發單張、舉辦論壇、講座、電影會等。
所謂學會打着「研究」旗號，但其播「獨」
本質卻暴露無遺。
其籌委會聯絡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自打嘴

巴，假扮「容讓持不同立場的同學加入」，但
指明討論的就是「實現『港獨』的可行性」，
更公然表明成立學會的目的，是希望能夠提供
「平台」讓學生在校園內討論，甚至宣揚「港
獨」。
他宣稱，談論「港獨」是學生的「自由」，
並不違法，更稱希望校方尊重同學所謂「學術
自由」及「員生共治精神」，容許同學在校園
內討論「港獨」。

劉國勳冀校長導正「獨」生
中大校董劉國勳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直指，該會以學會之名包裝播「獨」主張，
是「掛羊頭賣狗肉，假研究真播『獨』」，批
評涉事者偷換「學術討論」和「傳播鼓吹」兩

者概念。他對近年來校園內三番四次有「港
獨」主張蔓延感到憂慮，認為長遠勢必影響大
學發展。
劉國勳認為，理工大學日前就「熱血公民」

主席鄭松泰一事的處理手法，有助對大學界給
予啟示，就校園內或與學校相關的不恰當行為
應該予以引導指正，期望中大校長段崇智能激
濁揚清，正面引導學生，讓中大脫離這類爭拗
與漩渦。

教界批害同學 中大：不容分裂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指，「港獨」違反基本法

非常清楚，成立這樣的播「獨」組織是「害自
己害同學」，「不要濫用言論自由、學術自
由，這是自由的放縱」，希望中大嚴正處理校
園內抵觸基本法的行為。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直言，「港獨」沒有什麼

值得討論，是違反基本法和憲法的，「不容許
他們這種公開宣揚或者公開去鼓吹」，希望校
方應該明確立場，「懂得Say No（說不）。」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亦針

對事件於facebook發文指，中大校方必須有擔
當，有責任指正，這才是教育及保護學生之做
法。
對於有關的「學會」，中大發言人回應指，

校方留意到相關消息，將會向學生會代表會了
解詳情，又強調基本法訂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希望所有和中大有關的
活動在尊重基本法的原則下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中文大學學生會

「獨」心不死。facebook

專頁「CUHK Secrets」前

日刊登一則中大學生會所

謂屬會「香港獨立研究學

會」招募幹事的帖文，該

會聯絡人向媒體宣稱，成

立學會的目的是提供學生

在校園「討論，甚至宣揚

『港獨』」，更聲稱談論

「港獨」是「自由」，並

不違法，又以「守護同學

之言論自由」作為擋箭

牌。有中大校董批評該組

織「掛羊頭賣狗肉，假研

究真播『獨』」，中大校

方則希望和大學有關的活

動都能在尊重基本法原則

下進行，並會向學生會了

解詳情。

■旺角荔枝角道單位縱火後走廊亦被嚴重熏黑。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樓下商場亦需疏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涉縱火的男子被捕扣查。

■一對母女吸入濃煙不適送院。

■涉嫌虐兒被捕的高姓單親母親獲保
釋後在fb發表「經典語錄」。 fb截圖

■fb專頁「CUHK Secrets」前日刊登一則中
大學生會所謂屬會「香港獨立研究學會」招募
幹事的帖文。 「CUHK Secrets」fb專頁截圖

恐
－
怖
－
虐
－
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