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公災難」

其實多數唔關關

公事，而係當事

人真心膠，或者當事人有所隱

瞞、講話吞吞吐吐而導致的。

「青年新政」唯一的區議員鄺葆

賢近日突爆退黨，但完全無說明

原因，搞出一地花生，政界各有

各猜測，不少人更要求她和「青

政」身為從政者，必須向市民交

代。鄺葆賢昨日就與其「拍

檔」、「青政」社區主任游蕙禎

現身一個主打娛樂的網台節目，

更稱會「講退出真相」，但結果

兩人兜來兜去大打官腔，被網民

狠批「未選到都咁官腔」，「真

係有力成成（為）垃圾會嘅青年

新政棍！」 ■記者 羅旦

20162016年年66月月1919日日（（星期日星期日））A11 香 港 新 聞■責任編輯：甄智曄

鄺葆賢「青政」打官腔遭鬧爆
Patrick Cho：重點：睇完片都唔會知真相，講左
（咗）等如（於）無講！

Fung Lam：其實出得嚟講，點解（鄺葆賢）唔講清
楚佢唔鍾意青政啲咩呢？

Alex So：你（鄺葆賢）以青政成員身份參選贏得議
席，現在退黨有必要交待（代）清楚原因，這是政
治倫理。

Ciu Wong Au：我聽唔到有乜真相，只是好虛偽
的氹細路語言偽術，想取代舊一輩拜託不要用上
世紀官腔，好刺耳！

Alvis Yip：要認真睇定當笑話咁睇？青年新政都
要打官腔？認真講事實原來係講唔到？我以為同d
（啲）大政黨會好唔同！原來都係一樣！好失望！

Gagarin Yu：兩條囡囡（鄺葆賢及游蕙禎）系（係）咁
講D（啲）不倫比喻。喂後生女，應該主動D（啲）開放
D（啲），中門大開講清楚，咪學老泛民打官腔左閃右
避。做個可以一戰嘅後生女！

Leo Ngai：未選到都咁官腔，青年新政真係有力
成成（為）垃圾會嘅青年新政棍。

Cheung Kin Hung：遊花園遊到咁，即係呢個政
黨既（嘅）成員連面對問題都要左閃右避？

Danny Law：其實唔係用咩媒體好，而係佢本人
（鄺葆賢）應該正式開個記者會，用一個認真小小
既（嘅）態度交代，而（）家其實好有小朋友玩泥
沙既（嘅）感覺。

Ryan Yau：認真講，係咪即係青政內部有解決
唔到既（嘅）問題……如果要選立法會，我諗要搞
清楚青政入面既（嘅）人都要有共同既（嘅）理念，
如果選舉前未搞清楚，選完之後再話意見不合既
（嘅）話，好難再有人會支持你地（哋）。

黑哨狗人渣馬德里：青政淨（剩）係識搞政治明
星，完全無論述無定向咁去選立會，但又打住本
土旗號，點比（畀）到人信心呀？選你同選個泛民
入去唱歌一×樣，真正做大事點會留係（喺）度？

Vincent Yau：我估都係有人想同泛民玩，另外
又有班人想跟本土派玩，一直講唔掂數……但係
臨近選舉，知道再唔明確表態的話就會攬炒，所
以開始迫得過左（咗）火位，係咁踩到人隻腳，最
後咪分家各有各玩。

Billy Rex Chow：青政除左（咗）擺游惠禎出嚟之外
仲識啲乜？只不過係一個政治花瓶，得個擺字。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羅旦

兒戲交代退黨獲封「青政棍」
娛樂網台「講真相」遊花園 網民批未選入立會先「耍官腔」

網民批AV仁戀棧權位
Joel Y：從來阻人上位，都係大把藉口，一句就
KO AV仁（何俊仁）：佢唔得，你又請佢？無諗
住栽培無問題，請既（嘅）時候講明丫（吖）嘛！

Alfred Chum：政黨實際由幾個大佬大姐和金
主話事、大佬大姊話你唔夠Quali（資格），便
晤（唔）夠「哥喱」、亦冇一套公平制度挑選人
才出戰、大佬大姐又不願交捧（交了棒自己冇
位冇收入）所以香港參加政黨的很難有出路。

傅智章：政治，分贓分得好既（嘅），就係成功
既（嘅）政黨；分得唔好既（嘅），就係失敗。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報稱「獨
立」的激進反對派沙田區議員陳國強，昨日
宣佈將出選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俗稱「超
級區議會」的區議會（第二）選舉。他批評
傳統反對派在議會內惺惺作態、尸位素餐，
「比建制派更evil（邪惡）」，又稱自己一
旦當選，會將激進文化帶入議會。
陳國強昨日在葵興一工廈單位，宣佈以

「獨立」身份出選「超級區議會」議席，約
有三十人到場支持，全部都是所謂「傘兵」
及「本土派」等新興團體，包括「本土民主
前線」發言人黃台仰、「青年新政」成員黃
俊傑、「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召集人梁金成
等等。
陳國強在記者會上大打「本土」旗幟作為

政綱要領，聲稱要在五區推動「抗共反赤，
推動本土」的理念，更稱一旦當選，會將作
為立法會議員所得到的資源，用作推動「本
土運動」。

批新同盟無誠信
他批評，「『泛民』比evil更evil」，又稱

今次參選是因為政黨政治在香港發展相當失
敗，不滿傳統反對派在議會內惺惺作態、尸
位素餐，「改變香港係唔需要再靠呢班『泛
民』！」
陳國強又點名「新民主同盟」，稱該黨當

年因為反對「超級區議會」而取得立法會議
席，但事隔四年又準備參選「超級區議
會」，是缺乏政治道德和誠信的做法。
被問及會否被反對派指「鎅票」時，陳國

強反駁「『泛民』自己都攬炒，民主黨都出
兩隊」，並反問道：「啲票你嘅咩？」
「超級區議會」提名門檻為獲得15名區議

員支持，陳國強聲稱，自己已取得13名區議
員提名，又稱自己有信心可以取得足夠支
持，更聲言要取得18個提名。
被問及已表示會支持他的13名區議員的名

單時，他就拒絕透露，只稱部分人仍需與所
屬團體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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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內的「大佬文化」一直受
到黨內外批評。原民主黨創黨成
員、現公民黨東區區議員黎志強，
近日在接受網媒訪問時批評，民主

黨眾大佬在成功上位後，就不再理會地區事務，謀求
的盡是自己的名與利，在找接班人時更重視的是派系
多於地區實力。
他又指，公民黨對地區的重視還不及民主黨，而兩
者的思維相同，「總之個黨認為邊個適合，就扶植邊
個。」

指派系鬥爭阻能者上位
黎志強在接受網媒《立場新聞》訪問時，憶述自己
成為民主黨創黨成員後，每次選舉都被游說做樁腳。
一直到2008年，在港島區長年期任立法會議員的李柱
銘及楊森均宣佈不再競逐連任，一直在名單中排三四
的他，和同樣由地區工作出身的甘乃威均報名參選。
不過，該黨港島支部僅通過由甘乃威排名單首位，他
唯有申請另組名單出選。
他稱，甘乃威當時提出要和他合組名單，但甘要排
頭位，「我資歷深過你，點解要排第二呀？」最後，
民主黨的內部民調顯示，黎志強在黨內的支持率不足
1%，他另組名單的申請最終被否決，「他（甘）有楊
森撐腰，我就是李柱銘那邊，派系問題令我上不到
位」。

批鴿黨大佬只為名利
2008年7月23日，黎志強宣佈退出民主黨，以獨立
身份參選，翌日即有「泛民報章」刊登以《傳獲親京
人士支持》為題的特稿，引述「民主黨內部消息」
稱，黎志強是次參選「獲中方出錢支持」，為的要令

民主黨「一席不保」，令他最終低票落敗。
黎志強批評，民主黨很多地區出身的「大佬」，在
成功上位後就不再理會地區事務了，所謀求的盡是自
己的名與利。「我覺得他們愈來愈為自己。何俊仁做
議員做到今日啦，李永達、楊森都做（過）主席啦。
我費事與他們為伍，我不想這樣。」

AV仁指黎唔掂被批涼薄
黎志強其後加入了公民黨，更有傳獲該黨「栽

培」。不過，所謂「栽培」最終無聲無氣，黎慨嘆，
公民黨和民主黨的思維根本無大分別，如原為該黨主
席的陳家洛毫無地區背景，但上屆立法會選舉就選派
參選，「他是黨主席，他話要，無辦法。……總之個
黨認為邊個適合，就扶植邊個。」

何俊仁在該訪問中回應黎的指控時稱，「我哋搞組
織嘅，最痛苦係搵唔到人才。黎志強喺區內可能『也
文也武』，但要佢攞咪出去講嘢，開記者會、答問
題，又係咪掂呢？如果得，有邊個唔想推佢上？」
「人民力量」的支持者歐陽英傑在facebook上分享

了該訪問，更貼文道：「特別cap了何俊仁呢句回
應，『涼薄』一詞，完全躍然紙上。」「人力」主席
袁彌明和成員蘇浩等都按讚。 ■記者 羅旦

兩姓鴿訟黎志強 爆兩黨大佬離地

香港成日畀人話乜都「政治化」，真
係一啲都冇錯。本周四，英格蘭在今屆
歐洲國家盃上首次贏波，「本土」組織
「紅磡人 紅磡事」成員陳柏豪話自己

「好開心」，開心到要宣佈「參選」9月立法會選舉。
人哋英格蘭贏波，關你參選咩事啊？
由「港獨」組織「城邦派」成員成立的「紅磡人 紅磡

事」，經常四出挑事，又在「佔中」、旺角暴亂等事件上
到現場抽水。前日，有關的facebook專頁發出一段視
頻，聲稱「紅磡人 紅磡事召集人有事宣佈」。
視頻中，陳柏豪在一間食肆，手持有線咪，面對鏡頭

稱，「由於今屆（歐洲國家盃）第一場英格蘭贏咗波，我好
開心，所以我積極喺度參選，九龍西嘅立法會選舉。」
據了解，陳柏豪是「城邦派」活躍分子，曾於2015年5

月1日舉起「龍獅旗」參與遊行，又於2015年8月1日參
與激進「本土派」在中環舉行的遊行。 ■記者 鄭治祖

抽英贏波水「紅磡豪」九唔搭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正積極考慮

參選9月立法會選舉新界西直選的民主黨副主席
尹兆堅，近日開始有所動作，在荃灣及葵青區
一帶到處「插旗」，但昨日有街坊投訴他的旗幟遮
擋了交通燈，更差點釀成交通意外，非常不滿
他趁周末沒有公職人員執法而「偷雞」掛旗。
尹兆堅近日在荃灣及葵青區周圍「插
旗」，企圖在選前增加曝光率，但昨日就有
荃灣街坊投訴指，有部分旗幟遮擋了路面的
交通燈，「差啲搞到交通意外撞車。」該街
坊指相關旗幟旁邊又沒有民主黨的人，「想
叫佢掛返好都唔得。」
該街坊估計，尹兆堅是趁周末公職人員沒
有執法，以及不少議員辦事處都沒有開放，
令受影響的市民不能投訴而「偷雞掛旗」，
對他這樣的行為非常不滿。

尹兆堅「偷雞」掛旗 遮燈位險釀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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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葆賢前日宣佈早於6月3日已退黨，成為網絡熱
話，但鄺葆賢就簡單在fb指自己已經退出，網

上不少人均批評她和「青政」拒絕清楚交代原因。
昨日，鄺再做鍵盤戰士，在自己的fb貼文：「離
開唔係容易的決定，關係就似兩個人跳舞，大家都心
想畫一個完美的圈圈， 在過程中互相踩到腳，曾嘗
試變更、修正，可惜情況無好轉， 明明兩邊都想跳
得好，但腳被踩還是會痛的， 發現分開應該對雙方
比較好。」

大玩語言偽術 講咗等於無講
「兩個人跳舞」如此模棱兩可的形容，當然難令人
滿意。網民「T.W. Alex Siu」留言道：「這種看上去
很美的語句除了撩動情緒之外根本沒有解釋到她決定
退黨的原因，或者清晰一點就是她與青年新政到底在
什麼方面發生衝突。」
網民反應不佳，鄺及游蕙禎接受了網上節目、與激
進「本土派」關係密切的「毛記電視」的訪問，聲稱
會「講真相」。
不過，認真你就輸了。鄺游兩人在節目上大遊花

園，左兜右兜，完全未有清楚解釋事件。有網民批
評，該節目本身是「主打後生仔」的，但「從政唔係
只係對後生負責」，鄺及「青政」應該正式舉行記者
會認真交代，而非像「小朋友玩泥沙」般。
識睇梗係睇留言。更多人批評的是，鄺游兩人在節
目上一直耍官腔，對問題左閃右避，「睇完片都唔會
知真相，講左（咗）等如（於）無講！」「我聽唔到
有乜真相，只是好虛偽的氹細路語言僞術，想取代舊
一輩拜託不要用上世紀官腔，好刺耳！」「未選到都

咁官腔，青年新政真係有力成成（為）垃圾會嘅青年
新政棍。」

過來人爆「青政」各自為政欠凝聚力
鄺退出「青政」，最有可能的是「理念不合」。於
今年2月退出「青政」的前發言人周世傑，在接受網
媒訪問時分析，鄺退黨或與該黨組織架構不清晰，也
沒有人具有果斷執行力，令他們在關鍵時刻沒有一致
的看法，自說自話，更缺乏凝聚力、各自為政有關，
更不點名稱「組織裡面有啲人，係可能為咗係（喺）
青年新政攞咗個職位，跟住令到個人名聲可以更高
嘅。」
所謂「合則來不合則去」，這本是常事，但鄺葆賢和

「青政」為何至今仍吞吞吐吐？實令人無法不懷疑還有
其他「不可告人」的因素。不過，政治嘅嘢普通人識條
鐵咩，唯有在今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時帶眼識人吧！

鄺葆賢&1&1����

游蕙禎

■鄺一直未有清楚交代退出「青政」的理由，有支
持者仍為她打氣。 fb圖片

■鄺游兩人稱會在節目「講真相」，卻只是「打官腔」。 fb圖片 ■網民猜測鄺因參選排位爭輸游而退黨。資料圖片

■■AVAV仁於訪問仁於訪問
中暗指黎無能中暗指黎無能，，
被被「「人力人力」」成員成員
批評涼薄批評涼薄。。

fbfb圖片圖片

■陳揚言當選將把激進行為帶入議會。

■有街坊投訴尹兆堅「偷雞」掛上的旗幟遮擋了交通
燈，更差點釀成交通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