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民批駁「學民三核心」

為選票「學民」消費輕生學生
借連串學生輕生事件大抽
政治油水的激進組織豈只一
個？有意組黨及派員參加今
年9月立法會選舉的「學民
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成員

黎汶洛及周庭，在其facebook中不斷轉載學生
輕生的新聞及留言「抽水」，但轉頭就質疑報
章的報道是在「消費學生」，被網民狠批他們
正正是在「用年輕的生命『呃like』」，在網
絡散播負面情緒，或令問題惡化，「為選票，
（『學民』）真係可以去到好盡。」
黃之鋒、黎汶洛及周庭近日在連串學生輕生
事件後不斷出「抽水post」。黃之鋒在其fb貼
文，借學生輕生事件大抽其水，稱「今天談起
教育，實在不僅是染紅赤化或洗腦的問題，更
關乎於接受教育後的學生，到底還能否保留自
己的個性，自主地抉擇自己的前途，抑或整個
教育體制只是迫使教育工作者和家長，建立重
重規範和制約，以教育之名把學生的獨特個性
一概磨平，把他們訓練為面目模糊的『好學
生』，促使他們在進入社會以後，成為體制高
牆的磚頭，以及整個現代化的機器齒輪。」

連環抽水 網民齊批
周庭及黎汶洛也抽個不亦樂乎。周在帖子中
稱「官員、校方不正視問題，還要假惺惺出來
說『感到悲傷』，再補多句『已有機制處
理』。若身為香港人的你，也不好好反思青年
自殺問題成因，然後繼續盲目認為『要生存就
要捱得苦』，那你就只是在和那些流着鱷魚淚
的人同流合污而已」，又乘機「自爆」，稱自
己讀中學時也曾被「排擠」，但自己沒想過自
殺，hardsell味甚濃。
黎汶洛也就此發帖，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

「是政府與社會菁英在學生自殺問題上，聯合
成一個霸權聯盟。……官員與校長現在做的，
就是恃着官僚體制的傳統優勢和地位，趕快把
學生自殺的燙手山芋丟給沒有社會力量的師生
家長。把問題歸咎於前線教師輔導不善、家長
缺乏關愛、學生目光淺窄，而政府則繼續無所
作為。」
其後，黎也在「唔該唔好消費自殺學生」一
段貼文中，指稱一份報章在報道學童輕生新聞
時「處理不當」，「傳媒主事人們，請不要用
年輕的生命『賣紙』、『呃like』。」
這連串抽水行動激怒了不少網民，紛紛在3

人的fb中留言批評，他們為了未來的選舉而不
斷將學生自殺原因簡單化，正正是在「消費自
殺的學生」、「呃like」，又批評他們不斷在
其fb散播負能量，或會令事件惡化，要求他們
「收聲」，不要「為選票而害人」。

■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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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狗」咬岳「教主」中箭
議會打完仗 反對派支持者場外互片

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時，新生

的激進反對派打着「本土」的名

號參選，力搶傳統反對派的選

票，更稱進入議會後將「勇武抗

爭」。最後，代表激進「本土」的梁天琦落

敗，公民黨的楊岳橋當選。不過，由於梁天琦

得票「理想」，反映有激進選民不滿傳統反對

派，原屬激進派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等即見獵

心起，也舉起「本土」旗號，一方面「收割成

果」，一方面加大狙擊傳統反對派的力度。

高鐵廣深港香港段追加撥款昨日通過，成為

了兩派互攻的「戰場」。支持黃的「熱血公

民」狂砌楊岳橋「咩都做唔到」，傳統反對派

則踢爆黃毓民在會議期間「齋坐」，為選舉互

揭瘡疤。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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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本土派」早前表
示要透過當選立法會議員
再辭職，以推動「全民制
憲」的「五區公投」，其

圖謀於社會上未見迴響，立法會議員、普
羅政治學苑召集人黃毓民日前宣佈稱，為
加強宣傳，他們本月底將會舉辦每席3萬
元的晚宴以籌募經費，被網民揶揄所謂
「公投制憲」實為「公投祭獻」。
自稱其角色是「搵水」的黃毓民，前

日在其網台節目稱，他們未來會印文
宣、擺街站，尤其希望可影響到學生，
並打算到大學演講，以吸納他們的支
持。為了將計劃付諸實行，他公佈本月
底舉辦「公投制憲運動晚宴」的計劃。
他稱，希望擺約30席晚宴，以籌募推

動「公投制憲」的經費，晚宴設兩種餐
券，一種是2,500元1位，買1席就3萬
元；另一種是600元1位，讓金錢不多的
支持者參與。他坦言︰「去年普羅政治學
苑，一圍1.2萬元，也有三四十圍。」
有網民指晚宴可籌到約百萬元，揶揄

所謂「公投制憲」實為「公投祭獻」，
供黃毓民等人「賺錢」。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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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VS傳統「口水戰」
激進反對派圍插楊岳橋

Alvîn Pang：楊岳橋出左（咗）絕招未？

Isaiah Ng：出左（咗）「大聲公」。

Leo Lau：絕招，獅吼功之大喇叭！

Peter Chun：公民黨嘅秘密武器就喺（係）大聲公，
不如你用攞你命3千？都低低地嘅！

李早唲：×！班飯民又咪係排排企喺度俾陳鑑林表決，
楊岳橋做到啲乜呀？都話選6號仔（梁天琦）入去先有
用架（㗎）啦！港豬！……（楊）用大聲公咁高招呀！
呢招真係好×有力量喎，多謝曬（晒）呀，楊議員！

Ben Wongt：原來呢個就係行動升級，果然係公民袋
（公民黨）做事方式。

Ching Piu Chung：多謝公民黨2011年支持修改議事
規則！

激進反對派硬撐梁天琦

Billy Ha：可惜無天琦衝出去打×陳鑑淋（林）！

Chun Man：9月有人支持佢（楊岳橋）投佢票，一定
只有係左膠或白癡、港豬。正常思惟（維）的人都唔
會投佢。做埋d（啲）又膠、又對阻礙通過高鐵潑
（撥）款的毫無寸進的行為，咁樣就叫有所作為。

陳陶陶：（高鐵撥款）過左（咗）了…9月一定要換人！

傳統反對派圍插「本土派」

林兆彬：泛民+人力+社記在佔領主席台，「本土派」
議員黃毓民原來去左（咗）同林大輝、梁美芬吹
水！？

Tsang W. K. Charles：對住班食蕉（保安），（黃毓
民）作狀推幾下就算「衝」？

Dave Wu：熱狗仲話得毓民一個衝唔到，要選多幾個
本土派入去。哂（嘥）×氣啦，而家200群眾衝擊立法
會大堂，本土叫返當日有份去梁天琦造勢大會嘅過千
人出來，即刻衝到入去添啦！

Ivan C. Y. Lo：開會冇得矇（幪）面，要上身架（㗎）喎！

Ray Yeung：大佬要選呀，還同你衝？

艾迪巴羊奧巴美羊：依家班熱狗X話俾梁天琪（琦）入
左（咗）去就打×左（咗）太監（指陳鑑林），spin
到好似楊岳橋乜都冇做。

Sharon Tsang：熱狗本土已傾巢而出鬧泛民，岳少，
唔知對大長慢岳（指陳偉業、梁國雄、陳志全、楊岳
橋）有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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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民製
圖諷刺「熱
狗」對黃毓
民所作所為
持「雙重標
準」。

fb圖片

■「熱狗」製圖恥笑楊岳橋只識持大聲公站着叫，就像選了企鵝進立法會。 網上圖片

■林兆彬上載圖片，顯示黃毓民會議期間並無參與「佔領主席台」，而是在與建制
派議員「吹水」。 網上圖片

■網民惡搞黃毓民的籌款大計。 網上圖片

■黃之鋒不斷借學童輕生事件「呃
like」。 fb截圖

■黃之鋒和黎汶洛在fb借學生輕生
事件「抽水」。 fb截圖

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高鐵追加撥款後，打着
「本土派」名號的激進反對派與傳統反對派即

在網上爆發罵戰。事前稱「不會坐以待斃」的楊岳
橋，在會議期間用自備「大聲公」叫喊而被代主席
陳鑑林趕離場，激進反對派即時嘲弄及「圍插」，
稱「早知和理非非冇用」，「港豬」當初應選「本
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進入議會，又稱今年9月立
法會選舉一定要「換人」。

盲挺梁天琦 插埋李卓人
他們也針對其他傳統反對派議員，包括「新民主
同盟」的范國威。「Keith Chung」稱：「咖哩飯
（范國威）同（楊岳）橋等主席宣佈完表決結果先
衝出去做咩呢？！」「Andy Chio」稱：「做戲做
全套，豆腐業（陳偉業），李卓人衝去打×個主席
啦……」
一直為「熱狗」的「鍵盤戰線」成員、「滑鼠娘
娘」鄺頌晴也稱：「香港人，我不得不說，這200

億（高鐵追加撥款），是你一手送出去的。有個放
在你面前，表明為你光復香港、以武制暴的人（梁
天琦）你不選。還是要眼目的舒泰，迷戀小清新
（楊岳橋），貪圖穩定的假象嗎？那等着滅亡
吧。」

嘲毓民齋坐 只顧去吹水
不過，前學聯副秘書長林兆彬就在facebook上載

了多張黃毓民在會議期間的照片，反擊稱：「泛
民+人力+社記在佔領主席台，『本土派』議員黃毓
民原來去左（咗）同林大輝、梁美芬吹水！？」另
有網民則說：「投完票，藍（身穿藍身衣的黃）毓
民先衝左（咗）出去鬧太監林（陳鑑林）幾句！」
有關貼文引起不少迴響。有疑為黃毓民支持者的

「陳亦輝」即貼圖為對方解圍：「泛民企喺道
（度），教主已經諗偈……教主已經爬咗枱……泛
民仍然仲係企喺道（度），教主已經唔理泛民跳落
枱想突圍……泛民仍然仲係 on ××咁企喺道

（度），教主已經周圍走。」但就被傳統反對派支
持者「秒殺」。
「Ken Ho Ming Hong」直言：「都表決左

（咗）la，行為藝術！」「Swana Luk」道：「跳就
跳，企係（喺）度扮跳就係擺post 影相，知道
未！」「Cheung Tk」就揶揄：「你覺得企係
（喺）張枱，就夠既（嘅），咁未ok囉，企左
（咗）幾多分鐘？咁快要透坐去建制果（嗰）邊吹
水？……黃生中段幾勁呀！威過成堆飯民（『泛
民』）呀！高興啦？」
「Kidd Ho」試圖「反客為主」，稱：「又係得
毓民一個衝，其他人死×晒呀？」「Janet Chung」
即揶揄道：「佢有衝咩？睇過？」
他們又批評激進「本土派」在財會審議高鐵時

「唔見晒」：「呢個時候，熱狗竟然集體潛水，
躲在鍵盤後，話只要選多幾個本土入去就通過唔
到。咁唔係販賣假希望、消磨群眾抗爭意志係咩
呢？」

Alvin Kapo：既然（黎汶洛批評一
份報章）報導（道）不當，又何苦轉
載呢！請你也不要用年輕生命「呃
like」！
HF Ng：唔該唔好消費自殺學生！
Benny Wong：請不要用年輕的生

命「賣紙」、「呃like」。
Gary Cheung：其實你地（哋）咁

樣出個post又何嚐（嘗）唔係呃like
同消費呢一班學生呢？講呢番說話自
打嘴巴其實真係好_。真心想學生
好，就唔好再share呢啲信息。

Yiusing Lau：不要再講涼簿（薄）
話啦！想想作為父母的痛！孩子的冇
（無）助情緒／心情！
Kenneth Ho：只要果（嗰）句係關

心既（嘅）說話，……但落井下石既
（嘅），就麻煩收收口。
Shuk Kwan Yip：負面嘅能量係會

感染其他人，河童（黃之鋒）日日發
放一啲負面嘅消息，又話今日又死一
個聽日又死一個，因為香港政府迫
（逼）死佢哋，令到一啲自信心唔夠
嘅學生，覺得自己生活係（喺）壓力

當中，可能就會跟住去尋死。
ho king fung：就算教育制度好了，

那些國家的自殺率有降低嗎？所以有
人就只是在消費死者。就算一個國家
的制度極好，還是有人會想自殺。抑
鬱症是隻怪物，要打倒牠，改變制度
還不足夠。……有太多野（嘢）要
變，但卻有班人說得只是制度和家長
的錯……
Wong Wei：繼續撒（散）播負面

情緒，繼續令更多學生自殺。為選
票，真係可以去到好盡。 整理：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