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議員為癱瘓議會運作，不理後果和

有無意義，事事拉布，最終卻「現眼報」。

有消防員救火殉職令社會關注對消防員的支

援，親激進「本土派」的仇思達，昨日就在facebook上貼

出3名反對派議員陳志全、梁國雄及李卓人兩個月前提出

削減消防處開支的修訂，直斥道︰「『泛民』草菅人命又

一實證！唔怪得工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笠晒水，原

來兩個月之前，呢班×街曾經提出削減消防開支，簡直係

泯滅人性，天地不容！」不少網民紛紛加入怒斥這些反對

派議員做法離譜，漠視消防員和市民的安全。

■記者 甘瑜、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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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削消防開支 拉布「現眼報」
陳志全梁國雄李卓人曾倡削到零 網民斥無人性

網民怒爆抽死人水
ChunTing Fan：火都未救熄就急於抽
水，年紀輕又冇學歷又冇常識的小政棍，
祝你9月連保証（證）金都攞唔番（返）！

Steve Leung：衝住出黎（嚟）食人血
饅頭。

吳浩賢：死左（咗）個勇敢既（嘅）消
防員，個心成晚已經好嗡（噏），真
係×佢仲要出黎（嚟）抽政治水，未俾
人×過咩？

Chun Kit：希望張耀昇（升）先生安
息！可以入靜（淨）土，唔洗（使）比
（俾）任何政治野（嘢）消費。

Marco Fung：由是觀之，無惻隱之
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每
刻每秒只係為政治籌碼，為 cap
水。……全黨上下一模一樣，由黃之鋒
到黎汶洛，都係會拎死人黎（嚟）抽
水，又（由）十一海難（南丫海難）到
依（）家都係咁。

Suki Ling：場火重（仲）未救熄，重
（仲）有好多消防員努力緊，隊長殉
職，全城哀痛，……佢條×頭就叻唔切
咁出嚟諗住狙擊制度，timing 錯哂
（晒），宜（）家喺人傷口曬（撒）
鹽咁樣。

Leo Yu：係咪恨做議員恨到發癲啦？

Samuel Lo Chun Yin：恨攞（立法會
議員）八萬蚊月薪嘅人真係好恐怖！

To Thomas：其實要做到好似你咁，
次次想抽政治水次次想呃credit但次次
都出錯次次都抽著（着）火水，都真係
非常唔容易嘅一回事。

Ray Wong：選立法會的條件，其實應
該加多項智力測試。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反對派削資被圍插
Howard Au︰班×人玩CUT（削減）
預算都唔好搞消防同救護啊！死人架
（㗎）！……每一個修訂，都應該抱住
認真的態度去看待，不是行禮如儀，照
版（辦）煮碗咁。×，佢地（哋）梗係
知唔可能通過。但世事無絕對，將來難
保有一次突然「意外」通過了，咁點
算？自裁吧（罷）啦！

Kira Lui︰消防醫療教育，呢啲公用
budget（預算）係絕對唔可以郁。拉布
都要拉得有智慧，衡量不只是表面上既
（嘅）得失。所以佢地（哋）根本唔識
點運用拉布。

Marco Khan︰叫佢解釋吓點解當初主
張要CUT（削資）而（）家又話唔
好CUT囉！吟詩都吟唔甩架（㗎）
喇。

Pak Sam Chim︰飯民（「泛民」）真
係戇×。想拉布，想辯論，何不只削一
蚊？削一蚊，仍要辯論，仍係拉布，卻
表明飯民（「泛民」）志在拉布。當日
若此，今日何需又兜一鑊？

KH Wong︰呢3條×街議員唔動議減
自己人工？佢地（哋）既（嘅）存在明
顯就係多餘！

Nwn Yoko︰再公平啲咁講，既然佢地
（哋）視×拉布為佢地（哋）嘅政績，
又鐘（鍾）意借啲二（意）抽水話其他
人唔拉佢地（哋）啲布，咁佢地（哋）
係好應該為佢地（哋）亂入修訂而負上
責任。

Haha Manyu︰人蠢無藥醫，當成個立
法會都坐住呢班人，真係癱瘓左（咗）整
個立法會。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甘瑜

就在普羅大眾都在為殉職消防員傷感
之際，陳志全、梁國雄及李卓人被

激進「本土派」翻出他們兩個月前要求削
減消防處開支的舊賬。
當時，3人在財政預算案提出修訂，要
將消防處運作開支及個人薪酬全年撥款削
至0元，並要削去更換和購置消防車輛等
開支，其時消防處5個工會已發表聯合聲
明，指有關修正案若果通過，會令市民生
命財產受到極大威脅。

長毛扮失憶火速抽水
諷刺的是，當前日出現消防員在工廈救
火而殉職的事件後，梁國雄就立即打倒昨
日的我，在其fb上稱︰「用在不辭勞苦、
冒著（着）生命危險救人的消防員的裝
備，必須要最好，這不是錢的問題，也如

醫療開支一樣涉及人命關天，絕不應胡亂
剝（削）減，要減的該是跨境大白象工程
上。」
仇思達就在其fb貼出早前長毛等人要求
削減消防處開支的新聞，直斥是反對派
「草菅人命又一實證」，又在另一帖文寫
到︰「成個立法會得你同陳志全提出削減
消防開支咋喎，你思覺失調呀梁國雄？」
事件隨即在網上發酵，不少人都批評3

人做法離譜，直斥反對派「禍港」、「賣
港」。

「反咬」批評者曲解動機
雖然明明是激進「本土派」作出批評，

但傳統反對派則稱這是「保皇黨」在「借
傷成毒」，想將是次人命意外的責任推到
傳統反對派身上。

他們辯稱3人提出修訂是為了拉布和發
言，並非真的要削減開支，而他們最終也反
對修訂，議案也不獲通過，聲言「不應單看
項目主題便曲解他的動機或歪曲事實」。
仇思達則「突破盲腸」狙擊道︰「啲

『泛民』打手又撲晒出嚟死兜爛兜。大佬
呀，白紙黑字講到明，想將消防開支削到
零，仲想抵賴？咁多個部門你唔去搞，係
要搞消防？拉布拉到懵×咗？自己提出、

自己反對，即係『×拉』。何況提得出
『削減消防開支』都已經係有病，根本零
藉口。『泛民』打手過主啦，個屎坑越揭
越臭架（㗎）咋！」
不少網民都加入批評陳志全、梁國雄及

李卓人的陣營，「Edward Ho」就說︰
「呢個佢地（哋）自己一手製造既（嘅）
災難，我真係唔知社民連同『人民力量』
可以點樣同市民解釋。」

■民建聯議員當時已表明反對梁國雄、陳志全等提出刪減消防處開支的修訂。

黎汶洛抽死人水 挨批鬼祟刪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牛頭角道淘大工業村時
昌迷你倉發生四級大火，民建聯觀塘區區議員，包括柯
創盛、張琪騰、歐陽均諾及張姚彬即時到現場了解情
況。不過，有反對派支持者就以他們其中一張現場合
照，聲稱他們「抽水」、「阻礙救援」云云。民建聯觀
塘支部昨日發表聲明，指4人昨日趕到現場，是為了解
火場附近居民的需要，在不影響救援工作下進行拍攝，
以便向居民匯報，同時承諾會汲取是次的經驗及作出檢
討。

赴火場拍攝向居民匯報
該聲明指，視察區內重大事件、向居民通報最新情況
及提供協助，是區議員的基本責任。4名觀塘區議員前

日趕到現場了解災場附近居民的實際需要，同時直接向
觀塘民政事務處人員反映，要求即時處理，完全是在不
影響救援工作和現場秩序的情況下進行拍攝工作，以便
向居民匯報。
他們對高級消防隊長張耀升殉職深感哀痛，向其家人

及受傷的消防員表示深切慰問，並向所有英勇無私、奮
力救災的消防員表示崇高的敬意。
聲明強調，他們會在觀塘區議會跟進今次事件，包

括召開緊急會議，要求當局徹查，及促請當局加強關
注迷你倉及所有舊式工廈的消防安全和消防員裝備等
問題。
針對有網民批評，聲明指，民建聯非常重視市民的意

見，又承諾日後必定會汲取經驗和作出檢討，細心聆聽

市民意見，將工作做得更好。
柯創盛在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他們前日得悉火警

後，約下午1時到現場了解情況。
由於有附近居民及商戶關注事件，故他們與民政事務
處及消防處溝通，後來火場情況轉差，有市民要求政府
開放臨時庇護中心，就再與民政事務專員聯絡，至昨日
凌晨12時許才離開。
他表示，會虛心聆聽網民的意見及批評，及汲取這次
教訓再作檢討，若下次發生類似事件，會考慮用其他方
法向居民匯報，又會在區議會上跟進舊工廈的消防安全
及建築物條例等。

無視胡穗珊郭紹傑「自拍」

事實上，工黨主席胡穗珊及成員郭紹傑前晚也到火場
「自拍」。不過，傳統反對派支持者就對此視而不見，
可謂雙重標準得緊要。

民記區員助災民 反對派粉絲屈抽水

■柯創盛表示，昨日與民政事務處及消防處溝通，至昨
日凌晨12時許才離開。 網上圖片

當全港為迷
你倉四級大火
導致高級消防
隊長張耀升殉
職 一 事 哀 慟
時，「中箭」
（香港眾志）
不 忘 抽 水 。
「中箭」副主
席攝石仔（黎
汶洛）前晚在
其 facebook 貼
文，稱「誰殺死我們的救火英雄？難道不是政府這種草率為政的態
度？」（上圖），又無厘頭地將是次火災歸咎於特區政府的「起動
九龍東」計劃。大批網民紛紛批評攝石仔為選舉「食人血饅頭」，
連死人水都抽，「泯滅人性……喪心病狂，千刀萬剮都死有餘
辜！」眾怒難犯，攝石仔只得鬼祟刪帖。

打定帖文殉職即出
一直狙擊「中箭」的激進「本土派」支持者仇思達，在其fb上載
了攝石仔的一篇帖文，批評攝石仔將是次導致一名英勇高級消防隊
長殉職的火災，作為批評「起動九龍東」的工具，且上載時間是在
證實張耀升殉職不久，證明他「打定篇文抽水」。他罵道：「場火
仲未救熄，你就打定篇文出嚟，等到有人不幸喪生，就即刻貼出嚟
抽水！你黎汶洛為咗做立法會議員，已經喪心病狂，千刀萬剮都死
有餘辜！……篇文水蛇春咁撚×，佢話唔×係打定都無人信啦！呢
個×街簡直係喪盡天良！」
「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之妻陳秀慧，也在其fb發文，「有救火
的英雄死了，有人失去了心愛的極具紀念價值的東西，他們（『中
箭』）卻第一時間告訴你消防條例什麼什麼，東拉西扯起動九龍東
什麼什麼，文創什麼什麼，大概都是香港眾志的政綱吧。……這個
人表現的就是無知，無同理心，毫無分吋（寸）地愛表現。」
少談政治的網絡紅人「瓊姐」也對攝石仔借死人抽水不滿，「成

班消防員成晚落力救緊火，偏偏有啲人係都要出嚟抽水先安
樂。……究竟呢條友有無惻隱之心？場火都未救熄，調查都未進
行，report都未有，岩岩（啱啱）過咗身嘅消防員咁快就要比（俾）
你拎去做政治籌碼，比（俾）你用嚟做政治議題去攻擊政府，繼而
加強你係（喺）九龍區民望，幫助你立法會（選舉）嘅選情？真係
人渣嚟。鬧完就算，唔希望視線轉移去呢件垃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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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箭攝石人」黎汶洛因發
文抽殉職高級消防隊長水而被
鬧爆，但為了今年立法會換屆
選舉，他豈會放過這個「大

好」宣傳機會？聲稱有意參選九龍東的他，前
晚在火災期間在其facebook發帖稱，其「九東
工作團隊」致電得悉藍田（西區）社區中心會
開放予受影響人士使用，更「體貼」地教人由
九龍灣的得寶「行」到該位於藍田地鐵站附近
的中心。不少網民都揶揄，「中箭」似乎無人
懂得看地圖兼唔做功課。

神級說明無人識睇
由得寶經彩盈邨天橋行到啟田社區中心？兩

者相距4個港鐵站，要行幾多個鐘至到？真係
唔識嚇死，識就笑死。在該附有地圖的帖子
中，攝石人如此描述如何由九龍灣「行」到藍
田：「住得寶附近既（嘅）朋友，你可以經地
鐵站往彩盈邨天橋過去，之後再由停車場旁既
（嘅）商場入口上去，或者斜路入口都可以入

到架（㗎）！」
文字加上圖片，都唔知講咩。網民「Eric

Phoebe」就留言道：「上面『得寶附近既
（嘅）朋友……』段文字講得唔係太清楚，開
頭看以為由得寶可以行到去（啟田）社區中
心， 其實係居民點樣行上九龍灣地鐵站。」
「Yim Po Ki」就質疑，「其實唔係點去地鐵
站喎，佢講經地鐵站往彩盈。講到尾，唔知佢
up乜×！」「Lo Chi Man」就揶揄道：「彩
盈邨天橋行去藍田？……香港眾志冇人識睇地
圖？」
就算唔提攝石人話要選九龍東，但竟然係

「地理盲」，仲要唔做功課就上門「教」人千
里走單騎，都已經夠惹笑，原來民政事務處前
晚已確認，決定開放離災場較近，位於觀塘振
華道的樂華社區會堂供有需要或受影響的居民
暫住，攝石仔做咩無厘頭叫人捨近取遠，要特
登由九龍灣「行」去藍田的啟田？只能夠講一
句：抽水嘅嘢我哋普通人識條鐵咩！

■記者 羅旦

老點災民行路去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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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汶洛老點災民山長水遠「行」去啟田社區
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