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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少女陳彥霖去年9月失

蹤後被發現浮屍油塘海面，死因

庭昨日進入第三天研訊。被陳彥

霖視為男友的在囚筆友作供指

出，陳彥霖從未提及有自殺念

頭，不過，她於很多信件中也描

述自己並不開心，曾在探望他時

表現恍惚，並在他追問下承認自

己曾吸食大麻。該名筆友的父親

則作供表示，陳彥霖情緒很波

動，行為異常，亦曾向他承認有

吸食過兩口大麻，而她自覺與其

兒子是男女朋友關係。

在囚筆友：陳彥霖認曾吸大麻
很多信件描述不開心 曾在探望他時表現恍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正於塘福懲教所服刑的22歲青年伍
紹剛，昨日於死因庭作供指出，自

己是陳彥霖的筆友，在囚期間於院所介
紹下去年2月與陳書信來往，至9月期間
共收過陳21封信。他憶述，陳彥霖探望
他時表現活潑開朗，不過，她於信中則
很多時描述自己不開心，提及與家人、
宿舍朋友關係欠佳，曾因要入住女童院
而感到「個天好灰」，但未有提過想自
殺。

指兩人如「朋友與戀人之間」
死因研訊主任問伍紹剛，當時與陳彥
霖是否男女朋友關係，他回答說：「可
以咁講。」指兩人關係介乎朋友與戀人

之間。
伍紹剛續說，陳彥霖去年8月12日到

懲教所探望他，但已過探訪時間，他着
她下次再來。有職員翌日表示陳彥霖再
要探望他，而她12日當晚通宵於院所
外迴旋處露宿。伍指出，陳彥霖當時表
現恍惚，答非所問，他問對方是否曾經
吸毒，她則否認，但又表示與朋友吸過
幾口大麻，而他當時多次勸告陳彥霖回
家，擔心她的安全。
死因研訊主任問到，陳彥霖有否提及

她於去年社會運動的角色時，伍紹剛表
示陳彥霖從來沒有提及，但陳彥霖曾講
過「見到有人畀警察打唔開心」。
他表示，陳彥霖13日當天探望他後

不願離開，等待伍的父親到來才離開，
不過，她傍晚時再折返懲教所，更因襲

警被捕。她後來繼續有寫信給他，內容
大致正常，沒有提過有自殺念頭，亦沒
有提及擔心人身安全。
伍紹剛的父親伍錦雄作供時指出，兒

子在塘福懲教所服刑期間，曾向他表示
自己有一名筆友叫陳彥霖，而陳彥霖去
年8月曾致電給他，相約8月12日一起
到塘福懲教所探望其兒子，但他當日因
臨時有事無法前往，其後接到懲教所職
員來電，表示陳彥霖不願離開懲教所，
希望他游說陳離去。

筆友父：陳行為異常與陌生人說話
他及後相約陳彥霖到東涌港鐵站見

面，並發現她在站外派發「反修例」宣
傳單張，兩人之後去吃飯，只見她行為
異常，與旁邊不認識的人說話。另外，

陳在用膳後又哭着要求載她回東涌，其
間跳車離開，並自行折返懲教所。
伍錦雄續指，他8月13日再次收到懲

教所來電，表示陳彥霖於院所外露宿不
肯離去，要求他把陳接走。他於是搭乘
的士再到懲教所帶走陳，打算送她到東
涌港鐵站，並約了陳的外公會合，惟她
發脾氣不肯下車，最後還衝出車，跳上
另一輛的士離開。
他表示，陳彥霖的情緒十分波動，曾

向他承認從朋友處取得大麻和吸食過兩
口。他並表示，陳彥霖覺得自己與他的
兒子是男女朋友關係。
研訊今日繼續，預計傳召在調景嶺站

拾到陳彥霖財物的港鐵職員、陳於知專
設計學院的同學，以及疑曾遭陳彥霖襲
擊的女警員上庭作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3月曾替
陳彥霖診斷的精神科醫生昨日作供表示，陳彥
霖當時表現平靜及穩定，沒有幻聽或者幻覺，
不過，患有「急性壓力症」和「對立反抗
症」，曾因被安排入住女童院、在環境轉變下
感到壓力，醫生曾向陳母建議跟進診治，惟遭
對方拒絕。陳母承認去年3月時曾拒絕讓女兒
接受精神科診斷，但8月起已沒有阻止女兒覆
診，只是女兒拒絕前往求診，又指醫生向她透
露女兒有幻聽情況。
駐青山醫院的歐陽穎賢醫生表示，去年3月

13日曾因應屯門醫院要求，到該院急症室診
斷因自殘入院的陳彥霖。她說，陳彥霖當時表
現平靜和穩定，說話有條理及有眼神接觸，沒
有幻聽、幻覺或妄想情況，亦沒有說與自殺或
暴力行為相關的說話。陳彥霖多次透露，不滿
社工違背諾言，延長她住寄宿學校的時間，覺
得安排無理，因而感到不開心。陳之後要入住
屯門女童院，當時有哭泣及傷害自己，歐陽穎
賢認為由於環境急速轉變，陳才有此反應，初
步診斷她患「急性壓力症」和「對立反抗
症」，但不等於有自殺傾向。
歐陽穎賢又指，臨床判斷陳彥霖的病情嚴重

性不高，毋須留院和服藥，而她曾詢問陳彥霖
母親是否要帶女兒到精神科覆診，認為可以有
較多時間觀察陳和給予意見，但陳母認為並不
需要，拒絕為女兒安排精神科跟進。

「成日聽到有男人聲耳邊說話」
陳母何姵誼昨日研訊開庭時則補充，去年3

月雖曾拒絕女兒接受精神科診斷，但同年8月
時已沒有阻止，又指當時是醫生致電指陳彥霖
拒絕求診，並引述醫生表示其女兒稱：「成日
聽到有把男人聲在耳邊說話。」陳母表示相信
對方專業判斷，女兒因反叛出現異常行為。
死因裁判官高偉雄庭上指出，青山醫院精神

科醫生鍾加詠前日（25日）作供時表示，排
版上沒有列明陳彥霖有幻聽或幻覺的記錄，由
於有關講法出現兩個版本，交由陪審團作事實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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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犯法就
是犯法，一定要負責！」今年2月29日，大
批示威者藉港鐵太子站「8．31」事件為
名，在旺角及太子一帶通宵非法集結及破
壞，警方先後一共拘捕115名男女（15歲至
54歲），當中五人包括一名休班輔警因拒
絕警方保釋，獲暫時釋放。警方西九龍總區
刑事部人員其後經進一步調查及徵詢法律意
見後，前日（25日）至昨日（26日）分別
於全港多區採取行動，再將五人拘捕。
被捕三男兩女，年齡介乎16歲至28歲，

其中一名23歲休班男輔警被控一項「在公

眾地方行為不檢」；一名28歲男子被控一
項「藏有攻擊性武器」；一名27歲女子被
控一項「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
產」；一名16歲女童被控一項「藏有工具
可作非法用途」，4人將在今日（27日）下
午於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至於最後一名
21歲男子則被控一項「管有任何物品意圖
摧毀或損壞財產」，9月2日下午於九龍城
裁判法院提堂。
對於案中疑犯涉及一名休班輔警，警方

強調警隊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任何人員干
犯違法行為，警隊定必嚴正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去
年聖誕節有人於多個商場發起「和
你shop」行動，當日傍晚有示威者
於朗豪坊外聚集及叫喊口號，一名
知專設計學院男生被搜出摺刀及鎚
子，被控一項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
毀或損壞財產罪。案件原定昨日於
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審，男生昨獲准
以1,500元簽保守行為1年。
被告為17歲姓唐的學生，被控於

2019 年 12 月 25 日在旺角彌敦道
外，無合理辯解而攜有1把摺刀及2
個鎚子，意圖使用或使他人使用以

損壞屬於另一人的財產，案件原定
昨日開審，不過，控辯雙方同意以
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最終被告同
意案情，裁判官批准被告以1,500元
簽保守行為1年。
案情指，案發當日有人發起「和你

shop」行動，其中1個目標為朗豪坊
商場，有示威者於傍晚時分，在朗豪
坊商場外遊走及叫喊口號等，警員巡
經恒生銀行外，發現被告於彌敦道不
斷來回，截查下發現被告褲袋及背包
藏有摺刀及鎚子，被告在警誡下稱是
學生，並承認事發時在現場。

17歲生涉藏摺刀鎚簽保守行為涉太子站藏武器 五人被落案起訴

■今年2月29日，有市民到港鐵太子站外參與所
謂「8．31事件」半周年悼念活動。圖為有黑衣人
於活動後走到旺角街頭大肆縱火破壞。 資料圖片

■陳彥霖母親（白衫）表示，女
兒拒絕求診。 資料圖片

■陳彥霖的在囚筆友父親作供
後離開法院。 有線電視截圖

■死者陳彥霖的在囚筆友伍紹剛供稱，她曾於很多信件中描述自己不開心，並於他追
問下承認自己曾吸食大麻。圖為西九龍法院大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深間第7座陸路口岸蓮塘/香園圍口岸
昨啟用。新口岸令香港與粵東、贛南、閩
南的跨境運輸更為便捷順暢，為粵港澳大
灣區增添了新的物流大通道。目前港深已
有7座陸路口岸，加上已建成開通的廣深
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粵港澳大灣區互
聯互通的大型跨境基建已基本建成，如何
發揮大型跨境基建作用，切實融入灣區發
展，是香港未來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香
港必須擺脫政治化干擾，打破部分人抗拒
內地的迷思，善用國家統籌建設的灣區跨
境基建，和鼓勵港人融入灣區的政策優
勢，大膽破除制度藩籬，為香港開創新未
來。

蓮塘/香園圍口岸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出台後，深港間首個建成投入使
用的大型互聯互通基礎設施，也是完善深
港口岸布局，實施深港跨境交通「東進東
出、西進西出」戰略調整的重要一環。口
岸定位為客貨綜合性口岸，是中國車輛
「一站式」通關模式的改革試點口岸，通
關只需一次停車，便可實現口岸查驗單位
共同檢查、一次放行，通關時間可縮短至
10至15秒。口岸令惠州抵港貨櫃車普遍節
約半個小時以上，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的
生產要素便捷流通。

為發揮港澳優勢、發展粵港澳大灣區，
國家在大灣區統籌建設了多項重大大型跨
境基建，包括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
港深間建有7個陸路口岸等，加上正在建
設的深中通道、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間一小
時輕鐵系統等，可以說粵港澳互聯互通的

硬件設施，已經相當完備。國家又實施了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灣區制度
創新繪製藍圖，相信在即將制定的「十四
五規劃」中，會有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的更多政策和更多重大項目安排，未來粵
港澳大灣區將與長江三角洲一起，成為中
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區域，並將為國家改
革開放和創新發展提供重大支撐。這無疑
為香港發展帶來新機遇。

改革開放以來，港深合作、粵港合作成
果豐碩、基礎深厚穩固。但近年來、尤其
是修例風波以來，攬炒派不斷抹黑內地、
宣揚分離乃至「港獨」思潮，以各種政治
謊言、謠言，煽動仇恨內地情緒、製造部
分港人與內地的隔閡撕裂。受攬炒派政治
化思維的洗腦和毒害，一些港人對內地產
生抗拒心態，部分青年更出現盲目「抗
中」情緒，阻礙了港人與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間的交流和融合，加上新冠疫情影響，
灣區重大基建作用難以很好發揮。香港只
有排除泛政治化的干擾，才能更好發揮跨
境基建的效益。

蓮塘/香園圍口岸的開通、投入使用，
恰逢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紀念日。口
岸開通成為港深合作的新助力，也應成為
港人思考如何善用粵港澳大灣區大型跨境
基建、在互聯互通上發揮更大作用的新契
機，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應該借鑒深圳
看準方向就大膽試、大膽闖、在實踐中完
善的做法，打破抗拒內地迷思，發揮香港
優勢，大膽推進互聯互通制度創新，在融
入灣區中開創香港的新未來。

發揮跨境基建作用 打破迷思融入灣區
警方昨日以涉嫌暴動、企圖妨礙司法公正等

罪名，拘捕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和許智峯等
16 人，涉及去年「7．21」元朗站事件，和「7
．6」屯門私刑案。警方經過長時間調查，嚴謹
取證，相信當日事件的真相，並非煽暴派一直編
造的「恐襲」、「警黑勾結」，而是煽暴勢力刻
意扭曲事實、編造謠言來煽動仇恨，製造社會對
立撕裂。這是去年修例風波中一系列謊言的共同
真相。只有打破謊言、還原事實真相，才能讓社
會重回客觀理性、實事求是的正確軌道，這是香
港恢復法治穩定、修補撕裂的必由之路。廣大市
民需要認清反對派以謊言謠言煽動仇恨、激化矛
盾的真面目，尊重並呼喚由法律程序來還原真
相，從而重建香港尊重法治的社會基石。

「7．21」元朗站事件是修例風波中煽暴派編
造的最典型、影響惡劣的謊言之一。無中生有、
造謠抹黑，以達到煽動仇警、蠱惑人心的目的，
正是煽暴派的慣用伎倆。他們一方面將自己美化
為「追求民主公義」的受害者，將「7．21」事
件描述為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例如林卓
廷當日的所謂網絡直播正是處心積慮炮製這種假
象，再由部分立場嚴重偏頗的傳媒、網民轉發、
炒作推波助瀾，令社會不能全面了解真相，被經
過刻意修飾篩選的虛假影相、新聞所誤導。正如
警方指出，當日的直播片段中段有停頓和只影單
邊行為，根本未能反映真相。與此同時，煽暴派
刻意中傷抹黑警方，形容事件為「警黑勾結」，
對此警方昨日也進一步澄清，有人將警方推白衣
人離開的動作扭曲為「搭膊頭」，是利用鏡頭剪
頭剪尾，污衊警方。

事實上，警方過去一年已經就「7．21」事件
拘捕 44 人，其中多數是「白衣人」，並以暴

動、串謀有意圖而傷人等罪名提出檢控，案件已
在審理之中。可見，警方是嚴正執法的，「警黑
勾結」之說根本不攻自破。除了「7．21」事
件，去年煽暴派編造的謠言還包括刻意將15歲
女生陳彥霖的死因指向警方，「831」太子站打
死人、盲眼女、中大女生被性侵等。他們不斷利
用這些子虛烏有的事件，針對警方、政府的攻擊
抹黑變本加厲，令仇恨撕裂不斷加深。善良的市
民必須認識到，製造謠言、販賣悲情、煽動仇
恨 ， 正 是 「 顏 色 革 命 」 屢 試 不 爽 的 手 段 ，
「7．21」事件等修例風波中的一系列謊言，背
後埋藏的是煽暴派企圖顛覆特區政府、奪權亂港
的禍心。

對於警方拘捕林卓廷、許智峯等人的嚴正執
法行動，反對派污衊為「濫捕濫告」，「令原告
變被告」。這些說法毫無根據，更顛倒是非，只
是反對派繼續掩飾罪行、欺騙市民的最後掙扎。
警方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分析、充分搜集證據，將
當日雙方行為與律政司「逐格研究」，認為達到
檢控標準才檢控，是認真執法、維護法治的正
當、必要行動。「7．21」事件的是非曲直，最
終有待法院進行獨立審判，將真相還原於天下，
任何人都不應該在此時過早作出判斷，甚至藉此
再對警方、政府進行無理政治攻擊，干擾法院公
平公正地審案。

反對派近年不斷製造謊言、煽動仇恨，社會
高度撕裂，是香港施政寸步難行、發展停滯不前
的禍根。只有戳破謊言，還原真相，才能伸張正
義、傳遞正能量。期待警方雷厲風行的執法行動
陸續有來，更希望部分被反對派謊言蒙蔽的市民
幡然醒悟，讓香港回歸理性討論、和諧相處、尊
重法治的正常狀態，讓香港重新出發。

謊言遲早破產 正義終會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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