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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輪阿婆」混入義工隊宣邪教
疑區選對手故意攪局疑區選對手故意攪局 何君堯籲何君堯籲「「保持距離保持距離」」

昨日清晨7時許，數名身穿淺藍色競選背心的
何君堯義工照常在屯門碼頭站路口向途人派

發單張，現場並插有多幅寫有「改變，好緊
要！」的競選直幡。此時，也有「熱血公民」的
義工在附近派發單張。至7時35分左右，一名同
樣穿着淺藍色背心的老婦突然走進何君堯義工群
中，由於其穿着與何君堯義工穿着背心的顏色十
分相似，因此也就沒有人對此名「外人」特別留
意。

途人20分鐘後返回查詢揭發事件
該老婦進入人群後，隨即熟練地拉開一個宣傳
用的易拉架，而掛幅上也有一個大大的「1」
字。由於「一號」也是何君堯獲分配的參選號
碼，令到不少不知底蘊的路人還以為該老婦也是
何君堯的競選義工，而收取她派發的報紙。直至
有人走出義工群展開報紙看後，才奇怪地發現該
份竟然是「法輪功」組織的宣傳品。
如此這般直到20分鐘後，有路經的途人返回
向何君堯義工查詢時，義工們才發現有外人趁
機混入團隊，在「魚目混珠」下派發宣傳品。
但他們轉身查看時，發現該老婦及易拉架早已
不見蹤影。

誤導途人 疑對手幕後支持
有義工氣憤地表示，本來作為宣傳街站「各有

各做」，大家也相安無事，但有「法輪功」分子
故意以極為相似的打扮混入義工團隊中派發宣傳
品，而且刻意展示與何君堯一樣的參選號碼，明
顯是企圖誤導途人，她懷疑是有競爭對手故意在
幕後支持。
對此，何君堯義工特別展示競選直幡及義工

所穿的服飾，以正視聽。其中，在直幡上，有
何君堯的參選相片，並寫有「何君堯律師」、
「改變，好緊要！」的字句；至於義工們身穿
的淺藍色背心外套，左胸上貼有何君堯的剪影
相，下面寫有「改變，好緊要！」字句，至於
背後則寫有「請支持何君堯律師」的中英文字
句。
而何君堯在得知有「法輪功」分子混入義工隊

伍事件後向本報指出，由於其所穿的服飾和展示
的號碼容易造成混亂，相信有人是故意要「影
射」他而影響選情。「佢哋做嘅嘢同我完全無
關」，何君堯並表示，已通知所有義工日後要留
意有否「不明分子」混入，如果發現，一定要與
他們「保持距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屯門樂翠選區是今屆區選中競爭最激烈的一個選

區，共有6人競逐。以獨立身份參選的何君堯連日積極在該區宣傳，以爭取選民支

持。不過，昨日清晨，何君堯競選團隊的義工在輕鐵屯門碼頭站外派發單張時，竟

有穿着打扮與何君堯義工十分相似的「法輪功」分子混入義工隊伍中，企圖魚目混

珠，博懵派發邪教宣傳品。有義工懷疑是競爭對手故意安排「邪教分子」攪局，而

何君堯指出，有「外人」穿着相似服飾及展示與他同樣的參選號碼，明顯是想故意

混淆。他強調，已通知所有義工，日後要與有關人等「保持距離」。

「北動」義工家遭淋油 被質疑自導自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與民主
黨有積怨的「傘後組
織」「北區動源」上
星期六晚報稱，當晚
北區祥華選區「北
動」候選人黃嘉浩有
助選團成員家門疑被
對手淋紅油恐嚇報
復，質疑有人以非法

手段以圖「滅聲」，聲言對事件「忍無可忍」，
已報警處理。有網民留言認為，事件正影射早前
有言論指民主黨勾結黑勢力有跡可尋，但亦有網
民反質疑事件是「北動」自導自演，以圖誣害同
區對手的競選手段。
「北動」上星期六晚在facebook展示一張被潑

上紅油的鐵閘照片，揚言「我哋被抹黑收錢，我
哋忍！支持我哋的街坊被抹黑，我哋忍！今日街
坊朋友守護自己家園都要被恐嚇，這絕對不能容
忍，竟用非法的手段去滅聲，已經完全越過我們
所能容忍的底線。」該帖文截至昨日有約1,300

名網民「點讚」，約700網民轉載，「北動」祥
華選區候選人黃嘉浩當晚亦即時轉發到自己的
facebook。
翌日，「北動」在同一facebook再刊發聲明，
詳述事發經過。聲明稱，上星期六晚8時50分，
街坊W先生離開住所做助選工作，他前往黃嘉浩
的街站協助宣傳，遺下太太及家人在家。突然，
W太太聽到屋外傳來「沙」一聲，她初時不以為
意，後來嗅到刺鼻的油漆味，於是走出門外探頭
察看，卻驚訝發現家門被淋紅油。W先生10時離
開街站回家，赫見家門鮮紅斑駁，紅油飛濺滴滿
地上。他立即通知「北動」黃嘉浩並報警求助。
現場未有發現疑兇蹤跡，事件現交由警方調查。

網民：事件或涉鴿黨勾結黑勢力
「北動」聲稱助選團義工被潑紅油後，網民議

論紛紛。其中，網民Lin Rox影射事件或與民主
黨早前被指勾結黑勢力有關，提到「唔通之前有
傳某個政黨同黑社會合作係真嘅？」網民「梁智
楓」說，「咁都做得出，同黑社會無差別」。資
料顯示，早前有facebook專頁「熊圖製作」曾發

帖指，「民主黨勾結黑勢力」，「『和記』頭馬
級人物今年成立『祥華法團關注組』，與民主黨
『合謀』壟斷祥華邨，包括總值 4,700萬元的更
換食水管工程。」民主黨其後發表聲明，指「熊
圖製作」發佈的內容嚴重歪曲事實，屬惡意和虛
假的陳述，已經將事件向廉署舉報。
另一方面，資料又顯示黃嘉浩早前曾與同區對

手民主黨陳旭明結怨，批評對方是空降部隊。雖
然「北動」就紅油事件再三聲稱自己是「受害
人」，但網民「Power Man」在黃嘉浩轉載的帖
文上質疑事件是該組織「自導自演」，藉以誣害
對手。「時間上真係好巧合，巧合到好似拍戲
咁，但完全做作，呢件事嘅最大得益者會係邊
個？邊個就極大可能係幕後者」、「好一件自
編、自導、自演嘅事，我都好認同真係有人咁
做，犧牲一個街坊，然後就博人同情，再無限放
大，咁樣對於毫無勝算嘅候選人的確係可能可以
增加到少少幫助」。黃嘉浩其後對有關留言即時
反駁，聲稱對方講法是「陰謀論」。
祥華選區還有兩名報稱獨立的候選人阮海偉及

葉曜丞。

■「北區動源」助選團W先
生的住所被淋紅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鼓吹「本
土」的「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在區選中以
「新民主同盟」名義在荃灣馬灣選區出選。他
昨日在選舉論壇上，多次被對手質疑激進及不
是住在該區，他參選是要「搞禍」香港和馬
灣。
在昨日一電台選舉論壇上，代表「新思維」
出選馬灣的陸偉良說，自己在處理地區事務
上，不會以激進、抗爭方式爭取，會與居民用

和平、理性，建設快樂、和諧的馬灣，「我希
望未來4年的馬灣不要太多爭吵……如果繼續
抗爭，無論香港也好、馬灣也好，最後那條路
也是很難走的。」
譚凱邦聲稱，陸偉良說要凝聚街坊是沒有說

服力，在陸擔任區內屋苑珀麗灣的業主委員會
主席期間，業委會開會時要報警收場，陸更
「指住阿婆去罵」。陸偉良反駁指，譚凱邦並
沒有參與業委會會議，說的不是事實。

譚凱邦被質疑「搞禍」馬灣
陸偉良的助選團質疑，譚凱邦所屬的「新民主同

盟」在議會拉布，又不是住馬灣，譚是否要「搞
禍」香港和馬灣。譚凱邦說「新民主同盟」沒有拉
布，又聲言是否住馬灣不重要，最重要是有心及親
力親為，「如果純粹中立、扮中立，這些解決不了
馬灣的問題。」報稱獨立的曾文典的助選團也質
疑，譚凱邦是激進環保分子，譚竟稱激進文化的催
生，是由於特區政府「蠻不講理」。
馬灣選區候選人還有新民黨黃超華，他昨日

沒有出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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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偉良倡「和諧馬灣」冀勿爭吵

現任沙田耀安選區區議員現任沙田耀安選區區議員、、民建聯李世榮在區選競逐連任民建聯李世榮在區選競逐連任，，並於並於
前日舉行造勢活動前日舉行造勢活動，，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沙田婦女會榮譽會沙田婦女會榮譽會
長黃戊娣及約長黃戊娣及約6060名街坊到場支持名街坊到場支持。。耀安候選人還有沒有申報政治聯耀安候選人還有沒有申報政治聯
繫的繫的「「傘兵傘兵」」張碧霞張碧霞。。葛珮帆在沙田頌安選區出選葛珮帆在沙田頌安選區出選，，該區候選人還該區候選人還
有工黨葉榮有工黨葉榮。。 ■■記者記者 陳庭佳陳庭佳

李世榮爭連任

鍾樹根林翠蓮辦事處遭淋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在今屆區選中，民主黨立法會議
員何俊仁（「AV仁」）在屯門樂翠選區競逐連任，遇到前香港律
師會會長何君堯及「熱血公民」鄭松泰等人挑戰，6名候選人之多
更令該區成為競爭最激烈的選區。在昨日一電視台論壇上，何俊
仁連遭多方「圍剿」，出席的候選人都以他看性感女郎照片、地
區工作不力等劣績向他發炮，其中何君堯批評他失職、失信、失
德，「還有什麼顏面向選民招手？」
有電視台昨日播出樂翠選區的選舉論壇。在互相質詢環節上，曾任

區內美樂花園業主委員會主席的阮偉忠率先向何俊仁發炮，批評他在
選舉前作出很多承諾，當選後有許多事情不做，如出席業主委員會會
議。何俊仁聞言「疊聲」道：「我想沒有區議員會承諾出席所有業主
委員會（會議）。」
阮偉忠又指，何俊仁在立法會會議上「睇AV」，何俊仁回應時聲

稱，自己多年來在議會及地區的表現，大家可以整體評價，自己做錯
事會承認也會接受批評，相信市民、居民會對自己有公道評價。
鄭松泰「接力」稱，何俊仁標榜自己是唯一有地區政績及「民

主派」的候選人，過往叫選民投票給他時，也標榜自己是「關鍵
少數派」，問到他在上周五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上，創科局撥
款要通過時，他去了哪裡？為何整個民主黨缺席？
何俊仁聲言，民主黨對撥款的立場非常清楚，就是要棄權，而

自己在競選特首時贊成設立創科局，但不同意現時的創科局的職
能減少，但鄭松泰不滿他答非所問：「我現在是問你去了哪，你
在投票的一剎那你去了哪？……你棄權可以在議會內投棄權票
的，你不需要缺席的。」
鄭松泰又批評，何俊仁在過去兩年政改爭議期間多次提出「辭

職公投」，「為何你經常信口開河？經常說謊欺騙香港人？」他
並重提何在立法會會議上看性感女郎照片。何俊仁此時開始不忿，稱鄭
松泰口講不針對，實際就經常針對他，講一套做一套，「配合《文
匯》、《大公》嘛，配合『愛港力』就整天說這些吧。」

何君堯轟失職失信失德失敗
何君堯指出，何俊仁在屯門區議會多年，期間所有厭惡設施如堆填
區、淤泥焚化爐都在樂翠區興建。「你除了反對之外，有什麼方法可以
糾正現象？在這些事情當中，你只懂提出反對，又沒有新意，我真的覺
得你在這十幾年來很失職。」
他又批評，何俊仁曾經講過要辭去立法會議席，最後卻不辭職，又講

過不參加區選，「但又行返出來，我覺得你又好像是失信」，另外其他
攻擊何的人更指何是「AV仁」，「你失職、失信、失德，那麼失敗的情
況下，你還有什麼顏面向選民招手？」
被「圍剿」的何俊仁轉移視線，稱區議會已經同意當局不應再在屯門

興建厭惡設施，「但你（何君堯）竟然還要帶頭主張在屯門興建氣化焚
化爐……我不明白你是否自打嘴巴。」何君堯諷刺何俊仁是老電池、無
新意，對新穎科技既不懂也不去學，「直到現在，我和你出場那麼多
次，你還未講清楚哪個是等離子氣化。」
樂翠選區候選人還有沒有申報政治聯繫的張永偉及沈錦添，二人均沒

有出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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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鄭治祖）角逐
連任東區區議會「漁灣」選區議員的鍾樹根，其
位於漁灣邨的地區議員辦事處，昨日清晨時分發
現遭人潑淋紅漆刑事毀壞。鍾樹根透露，上周一
遭一名男子撕毀門外海報，並打傷前來阻止的保
安員，事隔一周辦事處又遭到破壞，不明涉事者
的動機，但要強烈譴責有關暴力事件。此外，同
樣角逐連任的東區「佳曉」選區議員林翠蓮，位
於小西灣邨的議員辦事處，亦被揭發遭人潑淋紅
漆，並貼上向一名男子追索逾300萬元賭債的大
字報。警方表示，不排除兩宗淋油事件屬同一批
人所為，正展開追查，暫無人被捕。
鍾樹根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由於區議會選舉
臨近，近期每天的清晨，都與太太到晨運客聚集
的地點派發單張，前日清晨6時15分左右，如常
與太太返回柴灣漁灣邨漁安樓地下的議員辦事
處，準備拿取單張時，驚見辦事處的大門及玻璃
窗遭人潑淋紅漆，於是馬上報警。警員到場檢獲
數張追債大字報，內容同指一名男子在澳門欠下
300萬元賭債。

上周保安圖阻止被打傷
鍾樹根指出，不清楚事件原因，但自從區議會
選舉工程開始後，一直受到很多滋擾。其中於上
周一，一名男子在漁安樓地下的議員辦事處外搞
事，除撕毀門外海報外，更向辦事處內的職員噴
油漆。鍾樹根還說，當時太太正在辦事處內打點
選舉物資，立即挺身阻止，但被對方噴中，頭髮
沾了漆油，而前來阻止的保安員亦被該名男子打
傷，需要警員到場協助。對於發生連串的暴力事
件，鍾樹根表示要向犯案人士作出強烈的譴責。
另外，前日午夜零時39分，東區區議員林翠蓮
位於柴灣小西灣邨瑞強樓地下的議員服務處，被
保安員發現遭人向窗戶外牆及海報潑淋大片紅
漆，並張貼10多張內容涉及一名男子在澳門欠下
300萬元賭債的大字報，更附有一個手提電話號
碼供欠債人聯絡，於是報警。林的助理事後向警
方表示，被追債男子與林翠蓮僅屬前黨友關係，
並強調事件與林翠蓮無關。警方將事件列作「刑
事毀壞」處理。

由於警方在鍾樹根辦事處檢獲的大字報，與林
翠蓮區議員服務處的大字報相同，警方懷疑兩宗
刑毀案，屬同一批人所為，遂交由東區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7隊合併調查。鍾樹根參選的「漁灣」
選區，有另一名候選人徐子見；林翠蓮參選的
「佳曉」選區，亦有另一名候選人植潔鈴。

■鍾樹根地區辦事處被淋紅油。

■■左右圖左右圖：：何君堯的競選義工展示背心上的前後標誌何君堯的競選義工展示背心上的前後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