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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本土」 爭利「互片」
「熱普城」借艇割禾 「血汗派」斥老欺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得民、齊正

道 之）目前距 9 月立法會換屆選舉還有半年
報
調查 時間，但早前在新東補選中嘗到甜頭的「本土
派」爆發嚴重內訌，原因是在「本土派」中勢力最大的

「熱普城」（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城邦派）日前搶
閘宣佈派人參加 5 個區的選舉，但在區選及補選中流血出
汗、聲名大噪的「青年新政」及「本土民主前線」事前卻
毫不知情。「熱普城」的霸道行徑引起眾多「本土派」支
持者強烈反感，批評他們「倚老賣老、以大欺小」。事件
持續一周仍在網上發酵，雙方支持者互相攻擊，有人更不
斷在網上披露曾參加補選的「本民前」發言人梁天琦「黑
材料」。有知情者直言，相信越臨近選舉，內訌會更加惡
化，「分分鐘未選就已經散晒。」

屬

於 90 後的「安仔」是「本民前」支
持者，在新東補選時他和友人曾多
次為梁天琦在大埔、上水及馬鞍山等地
開街站拉票，在 2 月 28 日投票日，他又
到調景嶺體育館與眾多梁天琦支持者通
宵觀看新聞中心公佈的點票結果。

選後翌日匆忙公佈 排斥異己

青壯派自嘲被當「爛頭卒」
由於「熱普城」欲獨霸「本土派」席

巧合地是，正當「本土派」激烈內鬥
時，一些「抹黑」梁天琦的材料也不斷
見諸媒體，如投票當晚他在調景嶺體育
館外抽煙的相片就在網上瘋傳，而梁天
琦其後被揭發是在武漢出生，之後才移
居香港。因此，有「本土派」指他根本
是「大陸仔」、「偽本土」。
「我哋係用『血汗』換來選票，但點
知班『老鬼』卻坐享其成。」對於「本
土派」近期出現的內鬥，「安仔」直言
很失望，「我本來以為新組織會好有朝
氣，可以帶領社會向前走，但而家咁鬥
法，可能未到 9 月就已經自己散咗。我哋
又被呢班老人家呃咗！」

■普羅政治
學苑主席黃
毓民（左）
在補選投票
當天已盤算
「今天握你
手，明天搶
你票」的策
略。
資料圖片

策略：疏堂去衝鋒 嫡親食果子
據悉，對於新東補選，在激進「本土

■2月29日的參選陣容（左圖），其實也在2月20日的「挺琦」造勢場合上演過（右圖）。

派」組織中，最早有意參選的是「熱血
公民」，但黃毓民擔心萬一大敗將影響
其 9 月的參選部署，於是則以「政治倫
理」為由，送個「順水人情」給公民
黨，並當面向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保證不
會派人參選，但暗地裡則鼓勵「本民
前」參選。
當旺角暴亂發生後，黃認為這是爭奪
激進年輕人選票的好機會，更是主動聯
絡梁天琦表示願意全力為其助選。
只不過，當 2 月 28 日的投票結果顯
示，梁天琦出人意料地得到 6.6 萬張選票
時，以黃毓民為核心的「熱普城」組織
也明顯感受到未來派人參選，最大的敵
人將是並非嫡系的「本民前」及在區選
中聲名大噪的「青年新政」，為了盡早
搶得「參選高地」，「熱普城」為籌備 9
月選舉而成立的「共同陣線」，就故意
將「本民前」及「青政」排斥在外。
對此，有網民直言：「如果教主欣賞
年輕人，能言行一致的話，就應該一早
正式宣佈不再參選，否則就是『呃人唔
使本，龍門任你搬』。」

本報記者 攝

資料圖片

網民譏責「雙黃一陳」摘要

忽然爆出梁天琦「黑材料」

「教主」口讚青壯 堅拒讓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齊正之）這次激
進「本土派」內訌的另一個焦點人物是
被不少追隨者稱為「教主」的黃毓民。
據悉，黃毓民本來並不看好梁天琦參加
補選，但為了將他收歸旗下，只是冷淡
應付，但後來見到梁天琦行情漸漲，又
趕緊為他助選，不過，當發現梁天琦的
得票可能威脅到其勢力核心「熱普城」
參選部署時，又毫不猶豫地將這些「爛
頭卒」排斥在門外。
為了爭奪年輕人選票，黃毓民刻意製
造年輕人對社會主流階層的不滿心理，
多次在其網媒節目中指「現在是年輕人
的世界，不是我們這些老人家帶領年輕
人，而是年輕人帶領我們走，要『打倒
老×忽』，畀年輕人機會。」
不過，對於自己今年已 65 歲，但是否
仍會繼續參選則是另一套「標準」，自
圓其說的理由是：「我嘅心態上與年輕
人一樣，因此唔算係『老×忽』。」

■在新東補選投票當日，「安仔」等大批「本土派」支持者在調景嶺體育館的新聞中心觀看開票進度。

■「城邦論」骨幹溫皓宗（右圖）在網上譏
諷「國師」陳雲對本土運動無實質貢獻。

陳雲臨失業 圖立會出糧

「 天 琦 嘅 得 票 雖 然 只 係 15% 、 排 第
三，但成個公眾席上嘅幾百人幾乎都係
佢嘅支持者，如果唔知情嘅人來睇，仲
以為係佢（梁天琦）勝選。」不願上鏡
的「安仔」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直言，當
結果出來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如果
梁天琦參加 9 月立會改選，肯定能拿到席
位，「點知選舉第二日，就有所謂嘅
『本土派大佬』連一聲唔該都冇，即刻
搶閘宣佈9月嘅參選部署。」
「安仔」口中的「本土派大佬」就是「熱
普城」的話事人黃洋達、黃毓民及陳雲，他
們2月29日下午在聯合記者會上宣佈，將會
派人角逐5個分區的直選議席，參選者分別
是：陳雲（新界東）、鄭松泰（新界西）、
鄭錦滿（港島），至於「雙黃」（黃洋達與
黃毓民）則會分別在九龍東西參選。
可能感到「搶閘」屬於不義之舉，被追
隨者奉為「國師」的陳雲及「教主」的黃
毓民連番辯解稱，「是在半年前就已考慮
好」、「每區可容納兩名『本土派』參
選」，但卻無法解釋清楚為何要在補選投
票翌日就急忙宣佈參選決定，也無法解釋
在公佈前為何沒有與份屬友好的激進「本
土派」青年組織「青年新政」及「本土民
主前線」商量。

位的用意明顯且手法拙劣，立即引來眾
多「本土派」支持者強烈抨擊，紛紛怒
斥「呢班老鬼」想「收割」年輕人的成
果，而社交網絡平台 fb 上更是一片「洗
版」，大部分的留言內容均是指責「雙
黃一陳」是「倚老賣老」、「以大欺
小」，「呢班老×忽要後生仔向前衝，
當我哋係『爛頭卒』，用完即棄，佢哋
自己就坐享漁人之利。」
在區選時風頭甚勁的「青年新政」社
區主任游蕙楨雖沒有公開譴責「熱普
城」行徑，但直言「做人都唔應該有雙
重標準」。
就連被陳雲封為「城邦大鵬金翅神
將 」 的 溫 皓 宗 （Sammy Wan） 也 不 恥
「國師」強搶新界東選區的行為，多次在
FB 上留言，欲言又止地表達對陳雲的不
滿：「又要傲嬌，又要hide（隱藏）。」
他又批評陳是「躲在象牙塔的學者、
躲在 fb 塔的 KOL（網絡紅人），同樣都
係被阿諛奉承養大。」

今年 55 歲、從無參選經驗的陳雲聲稱要參加9 月的立
法會選舉，隨即遭到大量「本土派」支持者的怒斥，認
為這個在「象牙塔」（校園）裡整天「打嘴炮」（只講
不做）的「國師」，參選完全是出於私利。可能是網民
的指責捅到其痛處，陳雲不惜撕下學者面具，竟多番用
粗言穢語辱罵年輕人。
據網媒早前報道，陳雲在嶺南大學的任職合約至今年
8 月結束，嶺大方面也極可能不再續約，而陳雲在自己
fb 上宣稱「預備撤離嶺大」。換句話說，陳雲可能在半
年內將加入「失業大軍」，更重要的是，如無學者光
環，其「城邦論」的宣傳也會大為褪色。一名曾是陳雲
的追隨者透露，早在非法「佔中」失敗後，陳雲就透露
有意參選立法會，但一直舉棋不定，一是不敢輕易「試
水溫」，二是不知道去哪區落腳，因為擔心萬一敗選，
甚至大敗，不但會有更多追隨者離他而去，而他的「城
邦建國論」則會變成笑柄。
「呢次梁天琦一舉攞到 6.6 萬票，對陳雲刺激好大，
認為如果佢 9 月空降新東，即可坐收漁人之利。」據知
情者透露，梁天琦經補選一役後，在本土派中聲名大
噪，因此在九月選舉時，如無意外，肯定會是「本土
派」在新東的第一人選。也正因為如此，梁天琦就成為
了陳雲的最大「絆腳石」。
為爭奪議席，陳雲唯有搶先宣佈參選，以製造既成事
實，逼迫其他「本土派後來者」就範，否則就被扣上
「欺師滅祖」罪名。「『國師』呢份人好小器，如果有
追隨者發表唔同睇法，即刻會被佢逐出『城邦』。黎志
恆、馬駿朗、CK（何志光）都係呢個下場。」

2月29日
■ Wing Tang：好憎人雙重標準；你知道
嗎？做人雙重標準的話會令到（別人）好
失望的。
■ Meow Meow：以前叫雙重標準，宜家叫
搬龍門。
■ Johnny Hui：人在做，天在看，觀眾眼睛
是雪亮。
■ Sammy Wan（溫皓宗）：好多嘢想講，
但係一講咗就會×街。嗚呀……好辛苦
呀，好想發表我d19偉論呀。
3月1日
■ Ching Giuseppe Benso（游蕙楨）
：我覺得
點都好，做人都唔應該有雙重標準。呢樣嘢
真係要時時提住自己。
■ 王岸然：
（貼出游蕙楨和鄺葆賢的相片）你
（指黃毓民）用盡腦汁也難以抹黑到兩位小
妹妹吧？參政權是她們自己的，不是你的。
3月3日
■ Sammy Wan（溫皓宗）：又要傲嬌（外
表 傲 慢 ， 內 心 嬌 怯 ） ， 又 要 hide （ 隱
藏）。躲在象牙塔的學者、躲在 FB 塔的
KOL（網絡紅人），同樣都係被阿諛奉承
養大。
■ King To Leung：有人衝左（咗），未衝
果d唔抵得。
■ Louis：我出錢搞幾場造勢晚會同街站俾
（畀）你，你去坐十年監，睇你制唔制？
當人白癡。
3月6日
■ 容樂其：認同本土理念又唔妥熱狗一日到
黑×街搞亂檔既（嘅）人，係有道義肩負更多
責任。否則九月後本土派連同本土理念就會
被熱狗輸到×街一舖（鋪）清袋……

弟子斥霸道 被責「食懵咗」

爭位擺不平 矛盾勢惡化

在陳雲宣佈參選後，引起「本土派」一片譴責聲浪，
認為他想「坐收」梁天琦的成果。而被他封為「城邦大
鵬金翅神將」的溫皓宗（Sammy）也看不過眼，在網上
貼文暗示「國師」太霸道：「又要傲嬌（外表傲
慢，內心嬌怯），又要 hide（隱藏）。躲在象牙塔的學
者、躲在 FB 塔的 KOL（網絡紅人），同樣都係被阿諛
奉承養大。」青年新政社區主任游蕙禎也直言「做人都
唔應該有雙重標準」。
對於網上一片反對聲，陳雲不但沒有撫心自問，反而
多次用極其粗魯的語言回應，稱所有本土派的行動都是
在他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年輕人反對他參選「係食
懵咗」。
對於「國師」的一番言論，其「入室弟子」黎志恆斥
責說：「陳雲大言不慚，本身已欠缺從政者該有的謙
恭……過去幾年，他多番包庇自己人（指城邦弟子）在
社會上行種種的醜事，試問會支持他的人，是否流氓地
痞，盡是低下之人？……他們一夥（指雙黃一陳）要年
輕人供養政治資糧，甚至作為斂財的生產工具，才是最
不堪的地方。」

臨近9月選舉，各種所謂「本土派」近
期均在蠢蠢欲動。作為反對派政客，最重
要的考慮是自己或自己的勢力能否在選舉
中分一杯羹，「本土」只是選舉中的一種
宣傳手段，至於「非我族類」的「本土
派」是否當選，根本不屬於自己手裡的「那杯茶」。
反對派內部近年不斷分裂，說到底還是為了爭取選
票、爭奪席位，因此，這次激進「本土派」再發生內
訌其實也是為了一個原因—選舉。如果各派在選舉
利益上擺不平，也就不可能有「合作空間」。可以肯
定，隨着選舉日期的越來越近，「本土派」之間由於
票源嚴重重疊，各方為爭奪選票而出現的分歧和矛盾
只會更加惡化。
至於「本土」，它應是一個「生於斯 長於斯」的
居民自然心理，更不應被「泛政治化」，更不能成為
排斥他人的理由。如果過分強調「本土」，只重視本
身利益，那麼香港人的眼光只會越來越窄，香港社會
也會越來越故步自封，最後遲早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以
外。
■齊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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