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狗蟲遭斥無事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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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激進組織「熱血公民」骨幹的鄭松泰（花名「熱狗蟲」），這
次高調空降屯門樂翠選區，聲言要狙擊在該區尋求連任的民主黨前主
席何俊仁（「AV仁」）。不過，這名號稱是「熱狗」成員學歷最高的
「泰博」，多次在街站宣傳時，遭到屯門居民的當面怒斥，指他假借
「民主」之名搞事，令到「泰博」也是灰頭土臉。

前日下午，鄭松泰等「熱狗」成員在屯門輕鐵站路軌旁派發單張。
他們在嗌咪宣傳時，不講如何為社區居民服務，反而大講所謂如何
「爭取民主」，此時，一名屯門居民走近，大聲譴責「熱狗」是胡
說，只會以所謂「民主」搞事，根本不會為居民服務，並指着鄭松泰
說「熱狗」無事生非，簡直是「食屎」。由於聲音洪亮，一時間，令
到「熱狗」成員手持的「大聲公」也幾乎「失聲」。

只好一臉無奈搖頭
面對居民的憤怒指責，惱羞成怒的鄭松泰一改「斯文人」偽裝，故

意用挑釁的語氣說：「你唔好掂我，你唔好掂我（你不要碰我）！」
該名屯門居民不受其挑釁，回應說：「我唔會掂你（我不會碰你），
我只會指責你！」面對居民的憤怒譴責，只見一向囂張且自感口齒伶
俐的「熱狗蟲」也敗下陣了，最後只好一臉無奈地搖頭，不敢再與對
方辨論。

樂翠選區是本次區議會選舉其中一個競爭最激烈的
選區，共有6人參選，除鄭松泰及何俊仁外，還有律師
何君堯、退休公務員沈錦添、教師阮偉忠，以及張永偉
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譚得志

■■「「快咇快咇」」昨日在小西灣瑞益樓對開空地昨日在小西灣瑞益樓對開空地，，指着一個指着一個
施工地盤擺甫士照相施工地盤擺甫士照相，，扮為居民服務扮為居民服務。。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攝攝

■■「「快咇快咇」」今年初在立法會公聽會上今年初在立法會公聽會上
「「打傘打傘」」擾攘秩序被趕離場擾攘秩序被趕離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游美寶

■■游美寶昨舉着紙牌站在藍田游美寶昨舉着紙牌站在藍田
啟田邨路口宣傳啟田邨路口宣傳。。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攝攝

■■游美寶游美寶77月月2828日衝進港大校委會會日衝進港大校委會會
議室議室，，站在桌上大罵校委站在桌上大罵校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鄭松泰

■■鄭松泰鄭松泰（（掛頸鏈者掛頸鏈者））在今年在今年33月月11日組織率領日組織率領
「「熱血公民熱血公民」」進行進行「「光復元朗光復元朗」」行動行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錢寶芬是長期聚集在
旺角鬧市的「鳩嗚團」
組織者之一。 資料圖片

■■鄭松泰鄭松泰（（左左））前日下午在屯門輕鐵站遭到一名路經前日下午在屯門輕鐵站遭到一名路經
居民怒斥時居民怒斥時，，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模樣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模樣。。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譚得志昨
日清晨雖有
現身在小西
灣的街站，
但一直沒有
派傳單和嗌
咪，只顧與
友人聊天。
本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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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扮斯文 區選博當選
街坊譏為「雙非空降兵」選後難覓蹤影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張得

民、齊正之）新一

屆區議會選舉正進行得如

火如荼，各候選人自然要不時在

街頭「嗌咪」及派發宣傳單張。不過，

不少街坊發現，一些參選者的面孔很生，這

些參選者高調鼓吹的，也不是該區居民切身

關心的議題。有街坊形容，這些人是「雙非

空降兵」（既非該區居民，也從未在該區服

務過），「都唔知佢哋係乜水」（都不知他

們是誰）？據本報調查發現，原來有不少候

選人曾參與過激進衝擊行為，甚至被警方拘

捕（見表）。有政界人士指出，這些人是為

了參選而故意裝斯文「落區」，企圖「博

懵」當選。

調查報道

昨天早上七時許，記者在藍田啟田邨天橋發現，一
名穿恤衫及背心夾克的中年女子舉着紙牌向路過

的行人微笑，還不時點頭哈腰，但匆匆而過的行人並沒
有駐足留意。原來，她就是參選觀塘藍田選區的游美
寶，其競選對手是工聯會的現任區議員簡銘東。游美寶
向選委會報稱的職業是「物流經理」，並沒有公佈其
「政治聯繫」。

游美寶曾大鬧港大校委會
記者翻查資料發現，在今年7月28日晚發生的衝擊港
大校委會會議室事件中，一名打扮中性的女子當時跳到
桌上大叫大嚷，原來她就是游美寶。資料顯示，游美寶
經常參加政治性活動，是一名「示威常客」。僅在今
年，無論是4月的旺角「鳩嗚鬧事」，還是「七一遊
行」，甚至是上個月強佔國金二期大堂的聚集者中，都
可見到她的身影。早前，她在接受一個網媒訪問時自稱
是「政治素人」，但據了解，她曾參與籌組反對派的
「香港廚師聯盟」，在今年的「七一遊行」時，她便公
開打出該組織「名號」。
記者昨日在啟田邨隨意詢問了數名居民，他們表示，
在區選報名前，從未見過游美寶有在啟田邨一帶設過街
站，更從不知道她曾經服務過該區居民，「都係為咗區
選先至喺呢度企街，我都唔知佢做過乜？」也有居民直
言，一旦選舉過後，這種「忽然企街者」大概就再也不
見其蹤影。

錢寶芬組織「鳩嗚」叫囂
與游美寶一樣熱衷於激進行動的還有「人民力量」的
錢寶芬，這次她空降參選屯門友愛南選區，對手是民建
聯的現任區議員曾憲康。由於「旺角鳩嗚團」一直是由
「人民力量」在幕後操縱，錢寶芬為求在該組織中「出
位」，於是組織一批人幾乎每晚都在旺角西洋菜南街一
帶聚集叫囂，由於「鳩嗚」活動甚為擾民，也極大地影
響了附近商戶的正常經營。據悉，錢寶芬長期追隨「人
力」元老陳偉業，而陳偉業也是「人力」新界西支部主
席，因此，這次她就因利乘便，空降屯門參選。

周嘉發「佔領區」兩邊走
這次以社民連身份參選深水埗又一村選區的周嘉發，
對手是自由黨的李梓敬。資料顯示，周嘉發是與前學聯
秘書長周永康同期的港大學生，並曾任港大學生會常務
秘書。在去年「七一佔中預演」時，他被警方拘捕；在
違法「佔中」期間，他也先後在旺角和金鐘「佔領區」
駐防。去年11月27日旺角清場後，周嘉發和其他人企
圖將「佔旺」物資搬往金鐘，涉嫌「管有物品可作非法
用途罪」被警方拘捕。
昨日清晨記者所見，周嘉發和另兩名男女在達之路的
港鐵站外派發單張，可能由於場面太過冷清，前社民連
主席陶君行也來「撐場」。不過，周嘉發等人雖然滿臉
堆笑派發單張，但途經路人少有接收。「你係乜水
呀」，有又一村居民直言，平時不見此人服務社區，但
選舉時才出現，明顯是為了「抽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本報記者連日在部分候選
人的街站觀察其宣傳活動，發現許多候選人、特別是一些反
對派候選人經常偷懶「蛇王」，有的就算到場也無心宣傳，
只是照幾張相，然後再貼到其臉書（fb）上就算數，而以一
向「大聲夾惡」示人的「人力」執委譚得志（快咇）為其中
最「表表者」。
昨日清晨8時許，記者在小西灣巴士總站附近所見，多名
義工已豎起「人力」及貼有快咇頭相的多面旗幟，不過卻不
見「快咇」本人的身影。快咇這次空降小西灣選區，對手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及商人朱日安。
直到半小時後，一身斯文打扮的快咇才和一名友人施施然

抵達。不過，快咇到場後，根本沒有「企街」派發參選單
張，而過往在歷次遊行聚集活動時，往往聲嘶力竭嗌咪的
他，也沒有拿「大聲公」進行宣傳，反而將這些本來應該是
候選人做的「辛苦嘢」，丟給手下的幾名義工去做。

拍攝：指着地盤唸唸有詞
現場所見，快咇一會與友人不停聊天，一會又來回踱步，

原來他這次是帶了一名攝影師專門為他拍「街頭宣傳相」。
只見快咇走到小西灣商場及瑞益樓對開空地的一個施工地盤
旁，只見他對着攝影機「手指指」被鐵馬攔着的地盤，口中
唸唸有詞。似乎是在展示自己如何「為居民服務」。講完
後，他再與攝影師研究拍攝畫面。此時，快咇似乎顯得不太
滿意，然後又再次進行拍攝工作。
如此來回，大約進行了45分鐘。在9時25分左右，快咇走

進小西灣商場。記者以為他可能是到商場「嘆」一會冷氣後
再回來，但怎知5分鐘後，在場的「人力」義工已開始「拔
旗收檔」，而快咇則不見蹤影。看來他不是「借尿遁」，而
是早已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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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譚得志

錢寶芬

游美寶

鄭松泰

黃潤基

周嘉發

黃浩銘

中出
羊子

梁金城

葉錦龍

參區

東區小西灣

屯門友愛南

觀塘藍田

屯門樂翠

南區利東一

九龍城
又一村

沙田瀝源

油尖旺櫻桃

上水彩園

中西區
石塘咀

所屬團體

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

廚師聯盟

熱血公民

熱血公民

社民連

社民連

城邦派

北區水貨
客關注組

西環
飛躍動力

參與事件

清旺時涉嫌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被
捕，保釋期間禁足旺角部分地區；疑在
網上發佈恐嚇言論，涉不誠實使用電腦
罪被捕。

組織「鳩嗚團」長期在旺角鬧市叫囂。

衝擊港大校委會，站在會議廳桌上叫
囂。

組織率領「光復元朗」行動；在君悅酒
店外叫囂被捕。

參與「光復元朗」行動。

「佔中」期間涉「管有物品可作非法用
途罪」被捕。

涉嫌在立法會大樓亂按升降機，疑阻止
有關人員進入會議廳。

舉牌「光復十字路」，煽動再次「佔
領」；涉嫌藏有疑似槍械被捕。

在「鳩嗚行動」中被指涉毆打被捕；在
遊行活動中高舉「龍獅旗」。

衝擊政改諮詢會，涉阻差辦公被捕。

■■疑似中出羊子的蒙面者去年疑似中出羊子的蒙面者去年1010月月
1818日在日在「「佔旺區佔旺區」」展示紙牌展示紙牌，，煽動再煽動再
次佔領次佔領「「十字路十字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齊正之）「城邦
論」作者、鼓吹「港獨」的嶺南大學中文
系助理教授陳雲早在年中就高調宣佈將派
五六人參加區選，聲言會「遍地開花」，
但直至報名截止日，「城邦派」只有兩人
報名，不過，由於其中一人未能達到最低
的有效提名人數（10名該區選民），因此
只剩下「易服男」中出羊子一人參選油尖
旺櫻桃選區。陳雲「雷聲大雨點小」成為
網民的笑柄，指「城邦」只剩一人，差點
就要「國師」赤膊上陣。
被追隨者稱為「國師」的陳雲，在「佔
中」期間一直在幕後煽動以「港獨」為目
的的「建國主張」，聲言要「勇武行
動」。今年7月，陳雲稱「城邦派」將派出
五六人參加區議會選舉，並稱要「遍地開
花」。

國師幾乎要「赤膊上陣」
「國師」雖有號令，但真正響應的卻無幾

人。由於無法找夠參選最低標準的10名有效
提名人，因此在區選報名時，「城邦派」幾
乎毫無動靜，直至本月15日報名截止日當
天，「城邦派」只是號稱「國舅」的楊偉業
及選前才改名的中出羊子報名，但楊偉業的

提名人數因達不到有效提名門檻，因此無法
參選，最後只剩下中出羊子報名。
面對城邦派連提名人最低標準都達不

到，陳雲也不敢再囂張。對此，不少網民
紛紛留言，「『城邦』剩羊子，好彩唔使
老人家赤膊上陣。」
與中出羊子競逐櫻桃選區的還有民主黨與中出羊子競逐櫻桃選區的還有民主黨

的林浩揚和報稱獨立的鍾澤暉的林浩揚和報稱獨立的鍾澤暉。。

「城邦派」提名難 僅一人參選

部分參與區選的激進派成員

■周嘉發昨日早上在又一
村港鐵站派單張，但路人
鮮有理會。 本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