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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水管變水炮 射穿 4 車傷人
2018年6月17日（星期日）

百磅衝力毀玻璃 巴士乘客變落湯雞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蕭景源、劉友光）
荃灣昨日發生罕見爆
水管意外，疑楊屋道
一條地底鹹水管受工
程影響發生爆裂，水
柱夾雜沙石如「水
炮」激射而出，先後
擊毁 3 輛巴士及 1 輛貨
車的玻璃，一名九巴
乘客受傷；警方列作
「水管爆裂及交通意
外有人受傷」案處
理，現場需要封路進

▲其中一輛被水柱射穿車窗玻璃九巴停在現場協助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行搶修。

◀工人趕至關水掣進行搶修。

巴男乘客姓楊，26 歲，報稱
九手部受傷，自行到仁濟醫院

求診，未有大礙。
現場為荃灣楊屋道1號荃新天地對
開路邊一個水務署鋪設鹹水管地盤。
消息稱，昨晨 10 時許，工人操
控挖泥車進行掘地工程期間，地底
一條鹹水管突然發生爆裂，大量鹹
水夾雜沙石打橫激射而出，威力猶
如「水炮」，途經車輛紛紛減速接
受「洗禮」緩慢而過。
其間，相繼有2輛九巴、1輛城巴
及1輛密斗貨車駛過時，車窗玻璃被
水柱射爆，大量鹹水湧入車廂，乘客
狼狽不堪，一名九巴乘客受輕傷。
事故吸引大批市民在對面馬路駐
足圍觀及拍攝錄影。
警員接報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其

間由水務署派人員到場關上水掣及
進行搶修。受事件封路影響，現場
交通一度嚴重擠塞，直至解封始逐
步恢復正常。

封路閂掣搶修 交通一度塞爆
香港文匯報分別向水務署、九巴
及城巴查詢了解事件。水務署回
覆，涉事鹹水管直徑 200 毫米，爆
裂原因疑與工程有關，已派員到場
關水掣及進行搶修，預計至今日凌
晨完成。
其間楊屋道萬景峯的沖廁水供應
受影響。

1乘客輕傷 九巴慰問傷者
九巴發言人表示，事件中 2 輛
49X 及 41M 線九巴左邊車身有玻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莽撞衝水柱 車長累事

爆裂，兩名車長查問沒有乘客受傷
及協助乘客過車離開後，將巴士駛
回車廠修理。其後一名受輕傷乘客
荃灣昨日罕
&
自行到醫院治理，九巴已派員慰問
見爆水管事故
傷者情况。
中，相繼有九
城巴發言人則指，事件中一輛開
巴及城巴冒險駛過水柱時被射破
往灣仔的 930 線城巴的上層有玻璃
車窗玻璃，大量鹹水湧入車廂，
遭水柱射破，車長即時停車通知車
有乘客走避不及導致「濕身」，
務中心及安排乘客轉乘車離開後，
幸未有造成嚴重受傷意外。
將車駛回車廠檢查維修，無乘客受
據「親歷奇景」的九巴乘客向傳
傷。
媒表示，事發時在車廂內見前方的水
理大機械工程學系前工程師盧覺
柱橫射而出，將行車線完全封鎖。
強表示，爆水管意外中夾雜沙石激
他當時感到巴士車速收慢，估
射而出的水柱，能夠擊破巴士及貨
計車長應該不會冒險駛過去。
車的玻璃窗，估計沙石擊中車窗時
詎料巴士未有停下，車長只是
的壓力約有 100 磅如果直接射中人
減慢車速而過，結果下層左邊車
體時，相信沙石可以入肉造成受 ■車輛駛經時也需減速及經過水炮的「洗 身中間一塊玻璃應聲被「水炮」
傷。
禮」才可通過。
網上截圖 擊破，水柱夾雜沙石射入車廂，

乘客被嚇至紛紛退到車尾位置躲
避，有乘客被水沾濕，幸未有被
直接射中，否則不堪設想；事後
不少乘客也對車長冒險駕車駛過
水柱行為感到不滿。
對於有車長冒險駕駛巴士經過
水柱導致破窗意外。
九巴職員權益工會理事長李國
華表示，若巴士在行駛途中突然
遇到爆水管遭水柱射破車窗，可
說「避無可避」；但如果已經發
生爆水管及有水柱射出，為安全
起見，車長駕車駛至應即時停止
及通知公司有關事件，並在場協
助乘客轉乘其他車輛離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頑猴闖邨搵食 漁護署
「出蕉」
生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荔枝角發生
頑猴大鬧美孚新邨。一隻猴子昨晨闖入屋苑內
覓食，四處翻摷垃圾桶及在大廈外牆爬上爬落，
更與漁護署人員玩「捉迷藏」。事件擾攘近
2小時，最終人員以食物作餌成功將猴子擒獲
帶走，警方列作「動物發現」案處理。
消息稱，昨晨 8 時許，一隻大猴子疑闖至
美孚新邨覓食，不斷在邨內四處亂竄摷垃圾
桶尋找食物，有市民見狀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及通知漁護署派員圍
捕，但猴子身手非常敏捷，人員一時間束手
無策。
其間，猴子跑到美孚新邨 6 期範圍，攀上
其中一幢大廈外牆爬上爬落，有住戶見狀急
急關上門窗，以防遭猴子入屋搶掠食物。但
見頑猴一度爬上大廈近天台樓層單位露台遊

走，佔據高位與人大玩「捉迷藏」，引來大
批途人駐足圍觀及拍攝。
事件擾攘近 2 小時後，最終漁護署人員以
食物作餌誘捕下，成功趁為食猴子走近拿取
食物時將牠「一網成擒」。工作人員將猴子
困入鐵籠帶走作進一步檢驗，稍後如果證實
猴子健康無問題將會野放回山林。
早年因本港猴子數量過多及對市民造成
滋擾下，漁護署從 2007 年開始為本地野生
猴子進行大規模避孕及絕育計劃，以及立例
禁止市民在禁餵地點進行餵飼。
雖然措施成功令本地野生猴子總群落數
目及幼猴出生率有所下跌；但根據資料，過
去數年漁護署接獲猴子滋擾的個案數目，仍
分別高達 437 宗(2014 年)、550 宗(2015 年)及
447宗(2016年)。

水車撞客貨車 殺司機傷途人
■車禍後，
肇事水車停
在現場接受
警方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深水埗昨晚發生嚴重車
禍，一名男子將客貨車停泊路
邊往車尾落貨期間，一輛駛至
水車收掣不及狂撼客貨車尾，
客貨車司機及一名男途人走避
不及被撞傷，客貨車司機送院
不治。警方拘捕涉案水車司
機，正調查車禍原因。
被撞客貨車男司機，60 歲，
雙腳及身體多處骨折重傷昏
迷，送院經搶救不治。另一名
被撞的南亞裔男途人，手腳擦
傷，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
礙。
消息稱，事發昨晚 8 時許，一
輛客貨車駛至北河街近醫局街
交界對開停泊路邊後，司機落
車行到車尾落貨，其間一輛水
車沿醫局街往旺角方向駛至，
疑司機收掣不及下，水車狂撼

■客貨車司機被撞至飛彈數米
外，送院不治。
讀者供圖
向客貨車尾，客貨車司機首當
其衝被撞至飛彈數米外倒地重
傷昏迷，客貨車則被撞至連打
白鴿轉衝前，一名行經的南亞
裔男途人走避不及被客貨車撞
中受傷，途人見狀報警。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兩名傷
者由救護車送院搶救，其中客
貨車司機傷重不治。警方以相
關罪名，拘捕水車司機帶署扣
查。

■警方檢獲總額約 240 萬元非法投注記錄等證
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頑猴一度攀上大廈近天台樓層單位露
台欄杆上閒坐（紅圈示）。
網上圖片
◀頑猴大鬧期間吸引大批市民圍觀及拍
攝。
網上圖片

女警駕鐵騎撼旅巴復遭輾 傷重不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青衣發生奪命
車禍。一名曾在 2016 年農曆新年旺角暴動中奮
勇執勤的休班女警，前日在駕駛電單車往上班途
中，失控與一輛旅遊巴相撞墮地，復遭旅遊巴輾
過下半身重傷昏迷，送院延至昨午傷重不治，警
方正調查車禍原因。
遇車禍女警葉佩貞，32 歲，下半身嚴重受傷
昏迷，其中左腿及盆骨碎裂，被送深切治療部搶
救，其間醫生數度為葉進行手術搶救，但情况未
有好轉，生命危在旦夕。
昨日葉的家人、同袍及好友相繼到醫院了解情
况，其間眾人顯得憂心忡忡；惟葉經過近 33 小
時搶救後，延至昨午3時41分傷重不治，一直守
在病房門外的家人驚聞噩耗，傷心不已。
消息稱，前日（15 日）清晨 6 時許，當時葉如
常駕駛電單車往青衣警署上班，其間途經青衣青
敬路近海悅花園對開迴旋處時，電單車懷疑失控
與鄰線一輛旅遊巴發生碰撞，葉隨即「人仰車
翻」墮地，復遭旅遊巴輾過左大腿致重傷昏迷，
由救護車送院經搶救，延至昨午傷重不治。
警方初步調查，旅遊巴 44 歲姓鄭男司機通過
酒精呼氣測試，涉事車輛被拖往扣留中心作進一
步檢驗。

性格好動 被同袍視為「開心果」
據悉，不幸車禍喪生的葉佩貞，於 2009 年投
身警隊，未婚，被同袍稱呼「阿貞」，曾駐守將
軍澳軍裝巡邏小隊及東九龍機動部隊，出事前駐
守鐵路警區；阿貞為人性格樂觀開朗，早在警察

■ 現場遺下女警所駕
電單車。
電單車
。 網上圖片
學院受訓時已被同學視為「開心果」。此外，阿
貞非常活躍好動，經常跑步及游水，又喜歡到不
同地方旅遊。
阿貞在同袍眼中，思想正面，做事積極勤奮。
據了解，2016 年大年初二旺角暴動中，當時駐
守東九龍機動部隊的阿貞，被派到旺角協助處理
示威期間，與同袍合力拘捕涉嫌襲警及拒捕的
「熱血公民」成員陳柏洋；最終陳被裁定一項襲
警罪和一項拒捕罪罪成，判入獄9個月。
警方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警方對事
件深表難過，警隊福利服務課正與有關人員的家
人保持緊密聯絡，並會向他們提供適切的協助。
青衣青敬路過往亦曾發生致命車禍。2016
年，一個由廣東來港旅遊的三口家庭在青敬路近
青衣城橫過馬路時，一輛專線小巴駛至收掣不及
撞向一家三口，其間35歲姓田母親捨身保護6歲
女兒，被撞至重傷昏迷，送院延至翌日不治，其
同齡丈夫及女兒則受輕傷。事後警方拘捕 55 歲
姓李專線小巴司機帶署扣查。

嚴打外圍波
警拘 31 男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警
方在世界盃舉行期間，繼續展開打擊非法賭波
及相關犯罪活動，連日再破獲兩宗非法收受賭
注案及掃蕩西九龍區多間酒吧，共檢獲約 250
萬元波纜、毒品及武器等證物；行動中，共拘
捕31名涉案男女帶署扣查。
被捕 31 人，23 男 8 女，21 歲至 50 歲，部分
人有黑社會背景，分別涉嫌非法收受賭注、販
運危險藥物、管有危險藥物及自稱三合會成員
等罪名。警方行動仍在進行中，不排除會有更
多人被捕。
非法收受賭注方面。前日傍晚 6 時許，新界
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根據線報經調查
後，趁世界盃開賽前展開代號「戈壁」及「風
盾」打擊非法收受賭注行動，突擊搜查位於葵
涌石籬(二)邨一目標單位，拘捕屋內 26 歲姓梁
男 子 ， 檢 獲 約 240 萬 元 非 法 投 注 記 錄 、 約
2,000元現金、手提電話及電腦等證物。
同日凌晨約 1 時，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
再展開代號「戈壁」行動，在元朗安信街截查
一名 32 歲姓林目標男子，在他身上檢獲一部
手提電話及約10萬元外圍投注記錄等物。
今年 3 月開始，西九龍總區刑事部根據線報
展開代號「天網」的反罪惡行動，派出人員喬
裝顧客到西九龍多個地區的娛樂場所調查，搜
集區內多間目標酒吧販賣及吸食毒品罪證。
直至昨凌晨時分，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聯同西
九龍機動部隊趁世界盃重頭戲西班牙對葡萄牙
開賽前採取行動，突擊搜查尖沙咀、深水埗及
旺角區共 7 間目標酒吧，檢獲約 11 包共重約
4.5 克可卡因毒品、西瓜刀、東洋刀、雙截棍
及伸縮短棍等武器。行動中，人員共拘捕 29
名涉案男女帶署扣查。
警方提醒市民，根據香港法例第一四八章
《賭博條例》第七及第八條，任何人從事非法
收受賭注，最高可被判處罰款 500 萬元及監禁
7 年；而向收受賭注者投注亦屬違法，最高可
被罰款3萬元及監禁9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