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淘大工廈迷你倉大

火，導致兩名消防員殉

職。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長毛」梁國雄及陳志全（慢咇）等

被批評在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時，

提出刪除消防處所有開支，所為極為

冷血。為了轉移視線，有傳統反對派

的支持者近日在facebook貼文，抹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在今年3月2

日立法會大會上，提到「要在樓齡約

50年、沒有電梯、地方擠迫的舊式樓

宇加裝消防設施，基本上是不切實

際」。陳恒鑌昨日強調，自己一直建

議消防處准許6層高或以下的舊唐樓的

消防系統直接駁街水，令安裝進度可

以加快又省錢，而消防處也採納了意

念，又批評有人斷章取義，「抹黑可

以去到幾盡。」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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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石「自焚」網民「招魂」
Ka Hei Edmund Wong：做錯事咪認，改，企起身
囉！不負責任，成日笠水，點做男人……丫（吖）唔
係，點做社工呀！

Keith Chung：（中箭）成班都無黎（嚟）承擔郁啲就潛
水，但又唔識吸取教訓，過幾日又出黎（嚟）×過。

Gary So：買定西瓜。

Chun Wai Lo：西瓜召喚術！返來嚕～返來嚕～

Chau Sheng：招魂啊！洛仔返來囉！

Kin Chu：返嚟喇洛仔！

StormGen C. NG：每次都想呼喚你的名字，告訴你
心中的話～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羅旦

「 香 港 中 箭 （ 眾
志）」中擁有一般人類
不可企及的智商的副主
席攝石仔（黎汶洛），
此前借殉職高級消防隊

長抽水被鬧爆，從前日開始到昨日下午一
直「潛水」。
激進「本土」支持者、追箭神駒仇思達，
前日即在自己facebook恥笑道：「沒有黎汶
洛的日子。第一天，晴。黎汶洛自從昨日抽
錯火水，引火自焚之後，就潛水了。」
有網民在跟帖時，就揶揄攝石人「極度
深潛」，更多網民不約而同地上載在海難
時尋找屍體將西瓜拋落海的照片，招攝石
仔的魂。
網民「ChunTing Fan」就稱，「昨
（前）晚黎汶洛在派膠指數方面走勢可以

說是一時無兩，而今（昨）天周庭亦展開
猛烈攻勢再加上黃之鋒助攻，奪回不少真
心膠支持，反觀羅冠聰到現時為止都俾
（比）較為沉靜，投膠耆（者）應該審慎
觀之。」
昨日，攝石仔一直未有蒲頭，仇思達就再

發帖，「平時每天更新臉書的黎汶洛，至今
依然失蹤。為了拒絕向公眾道歉，不惜『韜
光養晦』，暫停曝光，務求事件丟淡之後，
『凱旋而歸』。……你的惡行每天會被重複
報導（道）一次，直至蒲頭為止。」
同日傍晚六時多，攝石仔終於再發帖，
但已不敢再提火災，只講自己擺街站。網
民「Clement Chu」揶揄道：「×左
（咗）就認，DEL POST扮冇野（嘢）即
係迴避責任，咁都做得出仲想學人選議
員？」 ■記者 羅旦

攝石黎潛水避責 網民招魂拋西瓜

反對派抹黑陳恒鑌防火計
掩飾長毛慢咇圖削消防開支 斷章取義轉移視線

「娘娘」抽着火水
「觀音兵」護航

Yan Ki Chan：見到新聞片段消防員都很感謝
市民捐贈的飯盒、蒸餾水！其實小市民送水都只
是出於關心、肯定和支持一班消防員的勞苦！

Kin Yan Yuen：其實人地（哋）真係飲緊市民
送去嘅嘢……冇阻礙工作，送支水去支持下有
咩好鬧？支持一定只可以用口，唔可以行動？

Ming Chun Tsang：你上香港突發市民報料
區見到大×把市民企係側邊送水。我都唔支
持，但你似隔（夾）硬搵野（嘢）嘈。

Thomas Lo：原來好多熱心市民博出位，但
應該都唔夠打鍵盤嘅熱心。

Louis Ip：先不要只批評送物資的人的背後動
機，批評別人太容易，可否嘗試去欣賞？即
使不懂欣賞，亦不需要加多兩腳……

吳宗遠：加油，雖然只係幾支水，不過都已
經足夠令消防員撐落去。

Fung In：消防封路位置附近都有泊低消防車而
嗰度並唔完全係封鎖區（好似叫彩雲路嘅斜路），
你放低就可以。有時前線消耗會畀後勤補給快架
（㗎）。之前台灣救災時啲市民都畀唔同物資予救
災人員，香港市民都贊（讚）許架（㗎）！

激進「本土」怒插

Jerry Wong：好日都唔出現，一出現就出黎
（嚟）抽水。係咪諗住送幾樽水，就有議席
呀×街？

Emilia Wong：周庭，其實對正在忙碌搏命救
火的消防員來說，最好的支援就是不要打
擾。而且市民到現場吸濃煙和膠都是有損健
康的。

Loki Fung：你咁樣呼籲唔單止阻礙消防，仲
好影響九龍灣、觀塘一帶交通，個（嗰）頭
咁多人返工放工，真係多得你唔少，拎光環
就死遠D（啲）啦！

Wing Lin：人地（哋）出緊勤，你叫人送野
（嘢）過去，佢地（哋）又要分人手出黎
（嚟）同招呼你地（哋），你俾（畀）佢地
（哋）休息下啦好唔好？

Cheuk Yin Lee：亂咁擺水樽係（喺）地下都
叫送物資，我扔d（啲）鋁罐落地下應該都叫
助養緊d（啲）拾荒阿公阿婆～

Cristian Poon：5（唔）差在順便買埋西瓜、
雪糕丶廿四味吧丶退熱貼吧！妳班垃圾政棍
偏要阻×住人地（哋）工作。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羅旦

一場火災，不少市民自發向在火
場奮戰的消防員送水送食物。不
過，只要牽涉到立法會選舉，一切
就變得醜陋。「香港中箭（眾
志）」副秘書長周庭前日在其face-

book稱，自己曾到火災現場向消防員送上蒸餾水，更
呼籲市民到現場「每人付出一點點，為他人做點事情
吧」，即遭到激進「本土派」支持者瘋狂洗版，批評
周庭要求其支持者到現場，只會阻礙救火，更害其支
持者吸入有害氣體，「真係多謝晒你。」昨日，「中
箭」在其 fb專頁出post，呼籲「事態危險 請勿前
往」，可謂狠狠摑了周庭一巴，今次真係要計計條
數，計一下周庭目前心理陰影的面積了。

被斥叫人聚集阻救火 靠害市民
周庭在其fb貼文稱，自己「從九龍灣買了堆蒸餾水
到淘大那邊。拜托各位，每人付出一點點，為他人做

點事情吧」。「中箭」秘書長河童鋒（黃之鋒）也即
時分享。「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即在其fb抽水稱，
「請所有政客政棍，現在不要呼籲巿民前往淘大火
場，送水也好圍觀也好，都不要！一來阻住消防工
作，二來有危險，現場仍然濃煙密佈，附近居民告訴
我，大煙中有濃重膠味，吸入後喉嚨乾涸。一人行多
一步，推廣常識。」

觀音兵不敵 鬼祟改帖避責
不少激進「本土派」支持者狠批，消防處其實已經
有充足的物資供應，去送水只是添煩亂。「Amy Lu」
留言稱，「對比冷血嘅黎生（在高級消防隊長殉職時
即在其 fb貼文抽水），周庭真係好好。」「Loki
Fung」反駁道：「拎光環方式一個係下賤，一個係無
知，有分別咩？」
大批網民即在周庭fb留言，批評她到現場抽水只會
阻礙救援，呼籲支持者去現場完全是「靠害」。

有「周庭親衛隊」留言，指前日不少市民也自發到
現場送上蒸餾水及物資，消防員也對市民的熱心表示感
激，而這只是表達一下市民的關心，在封鎖線外送物資
不會妨礙救火，激進「本土」不應「為鬧而鬧」。
中箭太多，周庭不得不修改其帖文，加上「p.s.九龍
灣地鐵站距離現場很近，一個人走幾步路搬大約十枝
（支）水過去絕對不是難事。拜托大家了。注意不要
阻到現場消防員的工作，也不要留下圍觀，把水放在
封鎖線旁就好」。不過，激進「本土派」網民繼續追
咬，質疑周庭是將消防員當作乞兒。
昨日，「中箭」終於發帖，引述新聞指「九龍灣迷
你倉火勢仍未受控，大樓外牆更出現裂痕，各位市民
請避免前往現場」。前日發帖後潛水的周庭，同日就
鬼鬼祟祟地在原帖更新一句「大廈或有倒塌危險，請
勿前往」，再被批評不肯道歉，毫無承擔。關公關
公，只要中箭一日存在，看來你想休息多一天也是奢
望了。 ■記者 羅旦

送水抽水阻救火 中箭中招摑周庭

有鏡頭的地方，就有被嘲為「攝石人」的「香
港中箭（眾志）」副主席黎汶洛。中大校董會會
議早前遭激進「本土派」衝擊，大批傳媒到場採
訪。有網民發現，人稱「攝石黎」的他出現於人
群中。但未知是否知道自己「冇水抽」，他只在
後排舉起手機拍攝（紅圈示）。該網民更諷刺
道：「黎生，真勇武，嚟緊會投你票！」另有網
民諷刺他在賣手機廣告，甚至在圖中加上辛棄
疾的名句：「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
處。」 ■圖：fb圖片 文：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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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選舉，「自己友」都無情講。因今年立法會
換屆選舉而「彈出彈入」的區議員譚香文，近日
四處攻擊可能成為她立會選舉時的「敵人」的傳統
反對派中人。有意參加立法會九東選的工黨主席
胡穗珊，早前到淘大工業村「打卡」而被鬧抽水，
譚香文即時抓緊機會，再加一腳。她在其face-
book以《胡亂抽水 是為穗珊》為題發帖，稱「引
用網友一句：『此乃衝出來×』！」她又在帖子中
標註了「工黨」、「衝出來×」等字眼。

■圖：fb圖片 文：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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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鑌在今年3月2日立法會大會上，討論到
「三無大廈」的消防安全問題時指出，「要

在樓齡約50年、沒有電梯、地方擠迫的舊式樓宇
加裝消防設施，基本上是不切實際。所以，我們
之前曾與政府商討，希望想出折衷辦法。……除
了當局對大約樓高3層的大廈推行折衷的試驗之
外，亦希望當局能盡快在大約樓高6層的樓宇推
行折衷辦法。事實上，加裝水箱對大廈的負重不
太理想。所以，我希望政府告訴我們，當局試驗
至今都差不多1年了，會在何時為樓高6層的大
廈推行試驗計劃呢？」

陳獻計解舊樓消防問題獲採納
有反對派支持者為了掩飾「長毛」等刪除消防

處所有開支的「罪惡」，就試圖轉移視線，斷章
取義稱陳恒鑌在該次會議上「反對」在舊式樓宇
加裝消防設施。
陳恒鑌昨日在自己的fb反擊道，「我（當時）

提出更有效的方法，建議消防處准許6層高或以
下的舊唐樓的消防系統直接駁街水，令安裝進度
可以加快又省錢。而消防處也採納了意念，現正
在3層高樓宇試驗，爭取政府加快測試6層樓高
的大廈。」
他強調，「過去絕大部分舊樓消防令無法執

行，是因為根本難以執行，例如硬要6層高唐樓

安裝超大水箱，的確有難度和脫離實際，恐怕未
防火已先變危樓！……」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才能真正保障市民大眾生命財產安全。所謂「有
片有真相」，他還附上了Youtube上該段影片的
連結（https://youtu.be/ez4BimJgCSE），又標註
到「識睇要睇前文後理」、「抹黑可以去到幾
盡」、「斷章取義真可怕」等。

群眾批「泛民」抽火災水故意抹黑
不少民建聯成員以至市民都為陳恒鑌抱不平，

在自己的fb分享了陳的反擊。郭芙蓉說，「抹
黑，有時真係幾恐怖，不過事實係點？大家睇全
文、睇片啦！」
李世隆、呂迪明也發帖指，「就有人借迷你倉

大火事件來斷章取義陳恒鑌話『舊式樓宇加裝消
防設施，基本上是不切實際的』現在有完整的發
言，請大家幫手傳出去，令大眾明白，在政治抹
黑背後的事實真相！」
「向香港警察致敬」的 fb專頁也貼文指，
「有泛民之人借迷你倉大火事件來斷章取義，陳
恒鑌話『舊式樓宇加裝消防設施，基本上是不切
實際的』，現在陳恒鑌放左（咗）完整的發言，
大家去評論下（吓）。不過監近（臨近）立法
會選舉，呢D（啲）行為就會越來越多，習慣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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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鑌昨日在自己的fb擺事實反擊反對派斷章取義式胡
扯。還附上了Youtube上該段影片的連結，又標註到「識睇
要睇前文後理」、「抹黑可以去到幾盡」、「斷章取義真可
怕」等。 fb截圖

■黎汶洛截至昨
日凌晨仍維持該
「最後帖文」，未
有更新。fb截圖

■激進「本土派」
揶揄黎汶洛「極
度深潛」。

網上圖片

■「中箭」昨日補鑊，在fb貼文着市民不要去火災現
場，被譏「精神分裂」。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