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親節是不少人感恩

慰勞母親的佳節，人人

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

母親的愛與尊敬。但

由未成立已一直保持

「中箭」紀錄的「香

港眾志」，其主席羅

冠聰和秘書長黃之鋒

卻試圖藉母親節為自

己挽回形象，前者拉

着母親邀約傳媒採

訪，後者則在 face-

book貼文讚母親支持

自己投身政治活動，

紛紛被網民揶揄「擺阿

媽上枱」。一直狠批

「中箭」的仇思達就揶

揄羅冠聰︰「喂，你參

選定你老母參選呀？選

舉使唔使帶埋個老母出

嚟見工呀，不孝子裙腳

聰？眼冤。」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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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箭」聰鋒為票擺阿媽上枱
羅冠聰偕母約傳媒採訪 黃之鋒讚阿媽撐從政

批評羅、黃二人擺阿媽上枱言論
Kelvin Carl Lennox︰似乎「香港眾志」所
有母親都比她們的兒子能幹。倒不如改由
母親參選吧！一來可以減少「抹黑」，二
來可以表達兒子對母親的愛，三來她們深
經社會各種磨練，比較能面對各種壓力，
四來她們還未發生「關公災難」。可謂一
石多鳥啊！

John Leung︰裙腳聰好衰，消費埋自己老
母。

Andy Fung︰自己參選，搬埋屋企人出
嚟，真係好×仆×！

Cyrus Kai︰正宗選你老母。

Stanley Ho︰讀書唔成惟有舉孝廉。

陳志文︰為咗可以叫高薪厚職嘅議員，幾
無恥嘅事都做得出。

King Leung︰佢膠少陣既（嘅）話就俾人
問侯（候）少D（啲），已經叫孝敬老母。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甘瑜

選舉臨近，各激進反對派的爭鬥越趨激
烈。「香港眾志」副秘書長周庭日前在報
章藉丁屋問題攻擊該黨「仇人」、所謂
「城邦派國師」陳雲，批評他支持擴大丁
權。活躍網上世界的陳雲亦直接反擊稱，
自己並無建議擴大丁權，揶揄「這群『左
膠』的閱讀能力和邏輯能力，真的令人驚
訝」，並諷刺周庭的文章「沒寫到什麼政
策建議」，只在指責對手。大批陳雲粉絲
留言附和，並湧到周庭及「眾志」其他
facebook留言作批評，「眾志」又再「中
箭」。
有見周庭批評自己對丁權方面的見解，

陳雲周五深夜就在fb貼文，稱自己是建議
政府以回購的方式補償沒法建屋的丁權及
容許現有丁屋在補地價之後加建，並且用
地積轉移的方式獎賞鄉村保留的綠化地及
復耕地，並非擴大丁權，順便揶揄有關人
等的閱讀能力和邏輯能力，又晦氣留言
稱︰「香港教育改革令好多青年人的閱讀
能力及智力降低，這是令我擔憂的。」

「眾志」成員被嘲「智障」
一眾陳雲粉絲留言力撐「國師」，批評
周庭「識條鐵咩」，又指「香港眾志」等
人是「香港智障」。「Danny Lo」表示︰
「無知小兒根本不知丁屋為何物，還以為
是政府無償送地給原居民建屋。」
「Terry Cheung」就說︰「好，我就睇吓
『香港眾志』班人如何收拾丁權，有本事
就行入任何一條圍村宣揚理念吖。」
陳雲前日下午又再力銷自己的「真本

土」理念，稱自己有很多原居民朋友，又
聲言有關問題在其帶起下，已「神速」進
入「較為理性及平衡的談論」。
不過，周庭亦不甘示弱，前晚又再於fb

回應陳雲，稱丁權不是原居民的法定權
利，又指責陳雲的「加建論」是「不折不
扣的擴大丁權」等，並大讚「中箭」的
「日落條款」旨在2047年取消所有丁權，

有助覓地建屋等。不過，有關帖文不見周庭粉絲力
挺，反而見到陳雲粉絲洗版，有人批評周庭所寫的
文章是抄襲，有人更要求她向陳雲道歉。專門狙擊
周庭的「救救庭庭親衛隊」亦勸周庭「退黨保平
安」，指整個「眾志」均為「垃圾」，認為「眾
志」主席羅冠聰不應「利用女人，淨係識搵女人出
post（文章）」。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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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冠聰日前趁母親節臨近，自製媒體
曝光機會，邀約傳媒採訪，說要

「分享與母親的相處之道」，並於訪問中
力銷母親對自己的默默支持，「側面烘
托」自己政務繁忙等形象。對於早前立法
會議員葉劉淑儀指年輕人因議員薪酬高等
原因而參政，羅冠聰藉母親作出反擊，說
自己不需要兒子「搵咁多錢」；羅又讚媽
媽批評葉劉「幾十歲仲霸住個位席，唔畀
後生去發展」的說法「好有型」。

仇思達批羅「帶埋老母見工」
有關說法一出，有心水清網民已直言︰

「立法會選舉將至，『羅三七』先生選擇
打『溫馨家庭牌』。」仇思達亦在其fb
批評羅「帶埋個老母出嚟見工」，不少
人都讚好仇思達的說法，網民「老駱」
更說︰「假若當選，羅三七應會帶同母
親開會。」更有人留言揶揄，指該黨的舒
琪應該會留待父親節時出馬。
雖然黨友已因此「中箭」不斷，但向
來「關公災難」得毫無包袱的黃之鋒，
昨日亦發表文章，繼續營造其政務繁忙
的形象，稱自己忙到未能回家休息，又
提到自己之前成立「學民思潮」、「佔
領」行動等「事跡」，去「感謝」母親

無條件的愛。

網民：不如改由母參選
網民「Kelvin Carl Lennox」隨即「以

子之矛，攻子之盾」，表示︰「似乎
『香港眾志』所有母親都比她們的兒子
能幹。倒不如改由母親參選吧！一來可
以減少『抹黑』，二來可以表達兒子對
母親的愛，三來她們深經社會各種磨
練，比較能面對各種壓力，四來她們還
未發生『關公災難』。可謂一石多鳥
啊！」也有網民批評他「擺阿媽上枱掩

飾自己罪行」。另外也有人揶揄其Insta-
gram出現艷照的事件說︰「睇J圖（艷
照）我地（哋）理解既（嘅），攰呀
嘛，明架（㗎）。」
雖然如此，二人繼續在fb貼出自己母

親節擺街站的相片，希望繼續力銷溫
情，並「唱雙簧」般互相留言，其中黃
之鋒說︰「啲小朋友對Nathan（羅冠
聰）好Nice（友善）。」羅冠聰即回應
稱「啲媽咪對我都好nice」，黃之鋒則懶
好笑說「師奶殺手」，被網民冷漠批
評︰「做鴨咩，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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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眾志」秘
書長黃之鋒繼「種
族突變」不認自己
是中國人之後，日

前又在 facebook貼文攻擊內地快遞公
司，稱該公司因玩具模型的貨品名稱
寫了「榴彈槍」，而拒絕運送，聲言
「這就是中國國情，只要見到任何敏
感字眼，大陸快遞公司就會連高達模
型也不敢運送」。帖文一出隨即被網
民揶揄他「細路仔唔識嘢」，着他
「你寫榴彈砲去香港郵政睇下會
點？」另有網民亦說︰「地球並不環
繞你轉架（㗎）：人哋有責任要知道
你嘅嗜好相關產品嗎？」
黃之鋒稱，自己在某群組看到有人上
淘寶購買「壽屋MSG重武器改造件 M.
S.G MW-22R 火箭發射器 左輪榴彈
槍」，概括指這即是買了「高達模型的
武器裝備」，但因為貨品名稱寫着「榴
彈槍」三字而被快遞公司順豐國際集運
退回，聲稱「相信順豐以後也不能運送
任何高達模型」。

網民：寫塑膠模型玩具保證冇問題
明明想抽內地水，但黃之鋒的帖文下卻

滿是批評他的留言。「Aimé e Lau」就
表示︰「你自己睇下，唔寫『榴彈槍』
直接寫玩具咪冇事lor（囉），自己冇腦
仲要post（貼）埋出黎（嚟）話人地
（哋）……若果真係幫佢寄左（咗）榴彈
槍……大鑊果（嗰）個係速遞公司lor
（囉）好嘛？」「Wilson Huen」也說︰
「黃細佬哥見識少就唔好下下（吓吓）抽
大陸水。你寄咩嘢去邊個國家有危險物品
字眼都會扣關，呢個係安全原因你知道
冇？你報關寫塑膠模型玩具我保證你冇問
題，做事應（認）真啲好冇？」「Tony
Chung」表示︰「模型槍在大陸出入口是
有規範的，玩具都不例外。」
另外，也有「真．高達迷」留言指證黃

之鋒的荒謬。「Tsz Hin Ng」就指出︰
「然而這不是高達模型。」「Hit Yao」也
說︰「首先，這不是高達武器。」
「Jacob Wu」則直接批評︰「唉×。好心
喇你想講高達講到幾多歲？」■記者 甘瑜

運送「榴彈槍」被拒 黃之鋒玩嘢挨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有意循九龍西出選
立法會選舉的「青年新政」成員游蕙禎，日前接受
「挑機」，公開自己的出世紙以證明自己香港出世，
刺中「熱普城」的要害，包括「熱血」成員鄭錦滿在
內地出生，及同被「挑機」的另一成員鄭松泰至今仍
未回應。「普羅政治學苑」創辦人、立法會議員黃毓
民則稱，本來對游的印象不俗，可在九龍西「分啲票
畀佢」，但質疑其舉動是想表達「沒有出世紙者不是
『本土派』」的意思，爆粗狠批她：「×你講乜×嘢
啫？」不過，有人卻質疑黃毓民轟游蕙禎，是因為游
可能會搶走其選票。
與黃毓民素有私怨的社民連前主席陶君行，日前
在另一網台節目上稱，黃毓民對游蕙禎的行動如此緊

張是「身有屎」，因自從「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
天琦及鄭錦滿被揭發在內地出生後，「本土派」完全
無法回應關於身份的問題，「你講到咁憎啲『蝗
蟲』，×，原來你老母係『蝗蟲』，你老豆又係『蝗
蟲』，講呀？」他又謂，如果游蕙禎在九龍西出選，
同區的黃毓民會跌一些票，「後生嗰啲可能會仆去
（游蕙禎）嗰邊」。

楊繼昌料游可「剁走佢萬五票」
矢言要在九龍西狙擊黃毓民、稱有意和游蕙禎合

作的「香港民進黨」幹事長楊繼昌就稱，黃毓民在上
屆立法會選舉取得38,000多票，樂觀估計他及游蕙
禎可以「剁走佢萬五票」。

黃毓民疑怕搶票 爆粗鬧游蕙禎

偽文青的世界有時真的難以理解。以
作家自居、出過數部作品的民主黨元朗
區議員鄺俊宇，為迎接立法會選舉，日

前推出新一輯「小清新」橫額，上面寫
着「讓世代改寫我們的時代」，說法之
空洞更讓網民「回味無窮」，瘋狂轉載

和恥笑。有人更「回帶」指鄺俊宇要考
6次會考才獲得五科合格，「白鴿連文
盲都要出，係咪無人到咁？」
初步獲民主黨推薦出選「超級區議

會」的鄺俊宇，日前更換宣傳橫額。橫
額以白色為底色，身穿白恤衫的鄺俊宇
沒有直望鏡頭，本應有「小清新」感
覺，但卻出現「黐地」（衣着與背景顏
色一樣）之嫌，加上一句「讓世代改寫
我們的時代」，令上載橫額照片至
facebook的網民大嘆「噏乜×」，有
200多人「忍唔住」分享其「佳作」。
為《熱血時報》撰文、與鄺俊宇份屬
「同行」的史健仁就揶揄道，鄺的fb專
頁令他「大開眼界」，「佢facebook每
日嘅更新，幾乎全部都係空洞虛無、自
傷自憐嘅情傷語錄或文章……真正令我
佩服嘅，係竟然有咁多唔理三七廿一嘅
女人日日追睇！」

史健仁：唔知講乜
他稱，鄺俊宇的橫額「中文唔知講

乜，背景乜都無」，「如果我係鄺俊
宇，我喺橫額上只會寫四個字：『我
需要妳』。反正有女人嗒糖，你吹×
得我漲呀？」他更創作了一系列「鄺
式選舉口號」，如「妳會和我一起，
走好立法會這段路嗎？」、「就讓我
們一起譜寫那美麗的故事，一切從選
票開始」等。

仇思達：唔接受盲毛做議員
鄺俊宇更被網民「回帶」，指他要6

次應考會考英文科，到2011年終考獲
僅僅合格的第二級，才能獲得包括中英
文科在內的五科合格資歷。曾恥笑「香
港眾志」副主席黎汶洛缺乏學識、親激
進「本土派」的仇思達，就將矛頭轉向
鄺俊宇身上：「我接受唔到一個要6次
會考先得五科合格嘅盲毛，走去做立法
會議員……我唔相信佢
有能力審議法案，民主
黨鄺俊宇，行開啲
啦。」 ■記者 陳庭佳

宣傳橫額空洞 鄺俊宇被嘲「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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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俊宇的「小清新」橫額劣評如潮。 網上圖片

■陳雲（左下）在網上留言痛批周庭（右下）。
網上截圖及資料圖片

■黃之鋒
（左）及
羅 冠 聰
（右）利
用老母拉
票，被網
民狠批。
資料圖片

■黃毓民（左）疑怕搶票爆粗大鬧游蕙禎（右）。
資料圖片

■黃之鋒所謂的「榴彈槍」，其實不外是玩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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