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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太」勾「台獨」踩入嶺大搞事
鄭松泰率「熱狗」挑機 妄圖挽救低迷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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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海怡西
「人民力量」候選人袁彌明，和海怡東
公民黨候選人陳家洛的「網絡口水戰」
打個沒完。「人力」黃大仙龍星選區候
選人譚香文，涉嫌以自己身為星河明居
業主委員會主席身份，要求保安主管派
人監視對手，又要求管理處人員扣起報
道其負面消息的免費報章。陳家洛的支
持者就要求「人力」主席袁彌明交代。

袁撐區元發掀「網絡口水戰」
袁彌明近日在其facebook（fb）中發

帖，貼出海怡東「海怡關注組」候選人
區元發與其他對手的「分別」，代對方
大賣選舉廣告，掀起「網絡口水戰」。

為區元發對手的陳家洛，其支持者
在帖子下就留言為陳家洛「吶喊助
威」。「Yee-chai Gor」留言稱：「票
投陳 家 洛。」但袁的支持者「Pele
Cheung」即揶揄道：「票投陳家洛，居
民好大獲（鑊）！兼職再兼職，居民無
人識！」

「訟粉」質疑譚濫用職權
不過，疑為公民黨陳家洛的支持者隨

即針對「人力」成員譚香文近期涉嫌濫
用職權，及侵犯他人私隱一事提出質
疑。「Cheungshek Lee」留言稱：「人
民力量主席（袁彌明）：譚香文，在海
怡半島（應為星河明居）做偷雞摸狗的
事，無綫剛才（前晚播出的節目）8點

問佢，佢不回應，袁彌明妳可回應。」
「Roy Yeung」也質問道：「袁彌明，
請回應一下人民力量，譚香文的所作所
為。」「SH Sun」就以取笑的口吻代袁
彌明回應道：「譚香文絕對忠於黨
（『人力』）路線，行動符合黨政策
的！」

不過，袁的支持者也「以牙還牙」。
「Lloyd Lam」就在陳家洛的fb中留言
稱：「對公民黨極之失望，對陳先生更
加冇期望。」「Jonathan Lui」就指：
「就算『海怡東人』認同你（陳家洛）
的能力、社會地位及工作表現等，不一
定會投你一票，東選區還有一位服務了
20年的民主派人仕（士）， 攬炒， 恐
漁人得利！祝海怡居民好運！」

網友批訟黨民主霸權
袁彌明曾經批評陳家洛家住大埔，卻

「空降」海怡東參選，其支持者自然借
此數陳家洛一番。 「Deep Batra」就聲
言：「I will only vote for a councillor
who lives in this district. When are you
moving in to your “hometown”?（我
只會投票給住在區內的議員。你什麼時
候回『祖家』（大埔）？」

「何生」則批評，「口講民主，實質
民主霸權，公民黨大晒？有D（啲）名
氣，空降就得？」

海怡東候選人還包括獨立的林啟暉。
海怡西候選人還包括新民黨的陳家珮。

■正當袁彌明
與陳家洛兩派
連日忙於口水
戰的時候，袁
的對手陳家珮
就積極和居民
溝通，了解居
民所需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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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民主黨立法會議
員何俊仁今屆區選在屯門樂翠選區競逐連任，但任
內他在地區「失蹤」，更在立法會會議期間睇性感
照片而備受批評。在昨日一選舉論壇上，何俊仁被
對手引述街坊狠批為「鹹濕佬」，又指一旦他當選
後「搵佢就難」。另一對手則質疑他在任期間，屯
門興建了焚化爐及實施擴充堆填區方案，如今要其
他對手替他「執手尾」，奉勸選民在明日要慎重投
票。

前業委會主席責「搵佢就難」
香港電台昨日舉行選舉論壇，4名樂翠選區候選

人包括何俊仁、前香港律師會會長何君堯、「熱
血公民」鄭松泰（「蟲太」）及阮偉忠，在互相
質詢環節火花四濺。曾任區內美樂花園業主委員
會主席的阮偉忠向何俊仁發炮，指自己在地區聽
到不少街坊因為何俊仁曾在立法會議事堂看性感

女郎照片，批評何是「鹹濕佬」，又批評過往在
地區「失蹤」的何俊仁，「（若果）佢選到後，
搵佢就難。」

何君堯質疑「AV仁」失職失德
何俊仁聲稱，這些街坊言論是來自親政府的「藍

絲帶」陣營，又聲言自己在地區處理過不少個案，
包括阮偉忠「被人告」時，也曾經尋求他協助。

阮偉忠反斥當時請身兼律師的何俊仁幫手要「計
錢」，而在最重要時刻也「唔見咗你」。何君堯亦
質疑，雙料議員何俊仁在地區失職，在立法會表現
也失德。

多次狙擊何俊仁操守問題的鄭松泰，今次轉移目
標，就「熱血公民」旗下的《熱血時報》日前報道
稱，何君堯以嶺南大學校董身份找學生助選一事，
繼續添油加醋。鄭松泰在毫無證據下，宣稱何君堯
「以權謀私」，又誣衊他「利誘」內地學生幫忙派

傳單，違反入境條例。
何君堯重申，很高興很多朋友在他競選期間給予

支持，幫忙做義工，他對任何人自發性助選都表示
歡迎。但他強調，自己沒有主動邀請嶺大同學幫他
做選舉義工，而內地生在港自由活動，也不涉及違
法行為。他批評身為大學講師的鄭松泰，為人師
表，在發表任何言論前都要小心求證。

圖「扭劣勢」被諷要人「執手尾」
何俊仁則企圖借環保議題「扭轉劣勢」，要求何

君堯表明是否有意在屯門興建等離子垃圾氣化爐。
何君堯揶揄在何俊仁任內，屯門已興建了焚化爐，
也推行了擴充堆填區的方案，故自己才建議引入等
離子氣化技術，用更環保的方法處理廢物，「幫你
執手尾。」

屯門樂翠選區候選人，還有無申報政治聯繫的張
永偉及沈錦添，兩人均沒有出席論壇。

街坊狠批「鹹濕」何俊仁被嘲選後失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黃大仙
龍星選區「人民力量」候選人譚香文可謂
負面新聞多多，繼被報章揭發她涉嫌利用
其星河明居業主委員會主席身份，要求保
安主管派人監視對手、獨立候選人林作
後，又被質疑要求屋苑職員助選，以及無
理收起報道不利其選情的報章。無綫電視
前晚播出的《東張西望》節目訪問了星河
明居一名業主，對方指自己收到一張「神
秘光碟」，內裡的錄音多次提及其名字，
令他感到不安及受威脅，遂向廉署舉報。
該段錄音更爆出，有人懷疑將屋苑內選民
的名單交給管理處，更要管理處人員逐家
逐戶打電話「提醒」他們投票。

星河業主不安 赴廉署舉報
該節目訪問了前日上午到廉政公署舉報

的星河明居業主陳先生。他指自己數天前
收到一張光碟，發現在光碟內的錄音中，
有管理處人員提到他的名字，「將我和很
多住客列為黑名單」，令他感到不安及受
威脅，故決定向廉署舉報，包括懷疑有人
向管理處洩露選民名冊，違反選舉條例；
有人公器私用；有人侵犯星河明居住戶私
隱，以及懷疑有人與管理處職員作違法行
為。

另一名也收到光碟的星河明居女業主則
向該節目指，最近她碰上管理處職員時，
對方向她說在管理處工作很辛苦，「上
頭」經常迫他們做一些涉嫌違規的事。其
後，她收到光碟及聽取其中內容，感到很
震驚，認為其中的確涉及可能違規的事。
為了公義，又為了是次區選的公平公正，
所以她才決定披露這件事。

譚涉濫權 促管理處「提醒」投票
該節目指，光碟內的錄音記錄了多人的

對話，其中一人的聲線與譚香文近似。錄
音內容為管理處擁有一份懷疑屋苑選民的
名單，再結合管理處的業主名單，逐家逐

戶打電話去「提醒」選民明日（22日）區
選日投票。一把女聲更提到此舉「一定會
有人投訴我」，其他人齊齊附和。

不過，根據選舉活動指引，選民資料只
供候選人及其代理人用作選舉宣傳之用，
有關錄音令人懷疑有人將選民資料交給作
為第三者的管理處。有保安員就稱「是譚
小姐給我們的」。錄音中還提到似乎名單
人數太少，有人立即稱「打電話給譚小
姐」。電話聲響過後，傳來一把聲線近似
譚香文的電話錄音的回應：「你好，這裡
是譚香文議員辦事處。」其後，他們再撥
打另一個電話，這次疑為譚香文者接聽電
話，對方詢問其選民名單是否有遺漏。

該節目更收到另一段錄音，內容疑是譚
香文要求管理處職員，收起11月13日刊
有其涉嫌濫權消息的《頭條日報》。錄音
中疑為譚香文的女聲要求保安暫時收起
《頭條》不派，讓她先看一看，直至她們
說派，才可以派。

其後，該節目人員在17日以電話聯絡
譚香文，其助理稱不接受訪問。翌日，他
們派員到譚香文的議員辦事處，譚即時要
求他們離開，否則報警。其後，該節目再
致電及以電郵詳述事件並要求回應，但並
無回覆；前日到其辦事處時，譚香文更

「失蹤」。屋苑管理處也拒絕接受訪問。

譚龜縮多日 圖轉移焦點
一直龜縮的譚香文直至昨日才舉行記者

會回應。譚聲稱，選舉票站被搬離屋苑，
管理處「有責任」通知住客有關的安排；
又稱涉事的管理處經理周女士，以人手及
時間不足為由，「主動」向她索取選民名
冊，而非由她提供給對方。

被問到節目播出的錄音中，多名疑為管
理處職員均提到有關資料是從譚香文得
來，譚則迴避稱，有人錄音是「下流、無
恥」的行為，又聲稱會對有人洩漏短信和
電郵內容「循法律途徑追討損失」。

譚香文在回應錄音中她涉嫌命令管理處
職員收起《頭條》的內容時，稱自己當時
「並無回應」，因覺得要「尊重」管理處
自行決定，又稱事發時她正在街站拉票，
根本「不知情」。其後，她試圖轉移焦
點，聲稱今次事件明顯是「有計謀、有部
署」的「抹黑」，和她「10年前投票否決
政改有關」，她又稱自己只是「手無寸鐵
的小女子」，近日被傳媒「圍剿」，有義
工被嚇得「不敢再做義工」。

黃大仙龍星選區候選人，還有岳敬寬和
何偉權。

區選投票日迫近，但視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為「教主」的
「熱血公民」6名參選人的選情一直低迷，為了抬高聲

勢及趁機宣揚「港獨」主張，黃毓民特別請來長期鼓吹「台
獨」的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港澳在台民主同盟」發
起人梁文韜來為「熱狗」助陣。

「台獨」梁文韜助陣打氣
在香港出生並於港大畢業的梁文韜，2002年起到台灣成功

大學任職，但其「台獨」主張卻日趨激進，在他的facebook
（fb）標注上，更叫囂台灣要「立國約、設國號、定國
界」。這次他趁返港期間，連續出席了多場黃毓民旗下的網
台節目，大肆宣揚其台港「獨立」的主張。昨日，他不但到
屯門樂翠選區為鄭松泰打氣，還跟隨鄭松泰等眾「熱狗」成
員一起進入嶺大校園「踩場」。

昨日下午，鄭松泰在目前仍有多宗刑事官司纏身的「四眼
哥哥」鄭錦滿等十餘名「熱狗」成員的簇擁下湧進嶺大，聲
稱要向嶺大校長鄭國漢遞信，「要求鄭國漢公開交代警告信
中提及的『投訴內容』、收回警告信，以及就事件侵犯學術
及言論自由，向陳雲道歉」云云。

嶺大師生斥「假本土 真港獨」
有目睹現場情況的嶺大師生對本報記者表示，鄭國漢向陳

雲發出「警告信」是有實據的，而「熱狗」肆無忌憚地衝進
嶺大校園則是「無理取鬧」。鄭松泰找來「台獨學者」助
陣，更顯示其「假本土、真港獨」的真面目。

陳雲是因為今年3月在fb發表侮辱女性的言論而被投訴。3
月11日，他在評論一名在所謂「光復」行動中辱罵一對母女
的「四眼男」被警方拘捕時，竟稱「各位港女，先準備被大
陸佬當街揸波，遲些請洗乾淨陰道，準備好招待」。有嶺大
學生批評，陳雲公然發表如此侮辱女性的言論，他身為嶺南
學生，既感到恥辱，也更加憤怒。有分析認為，這封信早在8
個月前發出，但陳雲直到區選期間才突然公開，宣稱自己
「被迫害」，言論自由遭到「打壓」。明顯是想藉着區選製
造新聞，以抬高激進勢力低落的選情。

屯門樂翠選區候選人，還有何君堯、民主黨的何俊仁、報
稱「快信社會服務團」的阮偉忠、無申報政治聯繫的張永偉
及沈錦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自封「本土派」

的「熱血公民」組織一向行為激進，參選屯門樂

翠選區的「熱血公民」（「熱狗」）骨幹鄭松泰

（「蟲太」）竟漠視「港獨國師」陳雲根（筆名

「陳雲」）公開侮辱女性的言論，昨日率領一批

「熱狗」嘍囉衝進嶺南大學校園，稱嶺大校長鄭

國漢早前發信要求陳雲「慎言慎行」是「打壓言

論及學術自由」。為了壯膽，鄭松泰更特別帶同

「台獨學者」梁文韜到場「挑機」。有在場的嶺

大師生直言，鄭松泰此舉明顯是「假本土、真港

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立、杜法祖）區選投票日
迫近，「熱血公民」參選人的選情卻依舊低迷，其
「教主」黃毓民更「官司纏身」。因涉嫌在立法會特
首答問會上向特首梁振英擲水杯而被控「普通襲擊」
罪的黃毓民，昨日上午到東區法院預審。在進出法庭
時，「熱血公民」參選人在他的身旁「形影不離」，
如同「左右護法」。

戴「黑超」歎咖啡
據記者所見，在法庭開庭前半小時，黃毓民數名支

持者已在法庭外，豎起多幅「熱血公民」的旗幟「恭
迎教主」。其後，手持咖啡紙杯、戴着「黑超」
（墨鏡）的黃毓民慢步走近法庭大樓，而參選南區利
東一、二的「熱血公民」成員黃潤基和蔡文龍，兩人
儼如「護法」般左右伴隨，更不停打手勢撥開「阻路
者」。黃毓民在庭外向支持者發表「遭政治打壓」的
講話後，便進入法庭。

沒有代表律師的黃毓民庭上稱，控方有26名證人，
但他曾要求當時在場的司局級官員作為辯方證人均遭
拒絕。他又稱，梁振英是控方第一證人，故質疑無法
公平審訊，又稱會考慮申請永久終止聆訊。

裁判官批准於下月18日在東區法院進行開庭前的最
後一次預審。他稍後在法庭外稱，梁振英本擬書面作
供，但他強烈反對，聲言梁一旦作供就「無理由」不
親自上庭。

參選南區利東一選區的候選人，還有民建聯的李嘉
盈、民主黨的區諾軒。參選利東二選區的候選人，還
有民建聯的彭兆基、民主黨的羅健熙，及報稱「獨
立」的鄧嘉樂。

▶「官司纏身」的黃毓
民，有兩候選人當「左右
護法」。 鄧偉明攝

▲鄭松泰（左一）昨率領
一批「熱狗」嘍囉衝進嶺
大校園「挑機」。左二是
被稱為「台獨學者」的梁
文韜。 網上圖片

■譚香文疑向管
理處洩露選民名
冊，要求管理處
職員，逐家逐戶
打電話去「提
醒」住戶投票，
涉嫌違規「拉
票」。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