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粗口塗鴉煽「獨」毀郊園
惡行如「鼠輩」當局應嚴打 同道都鬧「正一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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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誠聘
香港文匯報港聞部政治記者（若干名）
崗位職責：

專責港聞政治日常採訪工作，撰寫政治新聞稿

件和專題稿件。

任職要求：
中英文良好；

熟悉內地和香港情況；

組織能力強；

性格外向，表達能力強；

工作態度積極，對工作投入；

懂攝影，有港聞或政治記者經驗優先；

高級職位需3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有意者請將中英文個人履歷用電子郵件發送至：
hktakp@takungpao.com.hk及 hrd@wenweipo.com或郵寄
至：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七號興偉中心3樓，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人力資源部收，請注明應聘職位。合則約見。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以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葉政淳：咁令我極反感。

Tabris Siu：忍咗好耐。惹人生厭係「建
國」之途嗎？我只見此行為與「蝗蟲」無
分別。若果「建國」靠你哋，香港死得。

Koya Yuen：切勿干擾地政總署大地測量
基準站。

Carol Man Man Ko：破壞公物當圖騰，正
一垃圾。

Sui Yuk Ku：字都未識寫學咩人講「文化
建國」呀。

Vincent de Paris：笑「黃絲」掛旗，又唔
知自己塗鴉都係白痴（癡），好似公廁啲
精神病佬咁……

Wiliyum Shi：做乜×周圍畫山呀，打飛機
打上飛鵝山咩家陣？

Catt Sing：塗鴉「建國」，破壞風（公）物！

資料來源：facebook 製表：陳庭佳

Man Betty：我支持高導演。

Elizabeth Cheuk：好主意，絕對讚（贊）成
和支持。

Fung So：無任何理由值得反對。

Amy Chang：高導演，你這個提議實在太好
了。拉布議員嘅人工我同你都有份俾
（畀），即是我地（哋）有 say（話語
權）！

Hunghung Poon ：我贊成拉布個（嗰）班捐
晒一年薪金，因他們無資格袋呢D（啲）
錢！

Coco Chan：係就好囉，時間太短會唔夠誠
意，4年差不多啦！

Ricky Chan ：好似學生考勤一樣，出席合
格，先發薪水。高導帶頭發起啦？

Ricky Wong：支持！仲要好似外國咁唔夠時
數要扣人工。

Ken Leung：缺席幾多次、喺議會入面嘅時
間嚟計就最好！果（嗰）啲講兩句就比
（俾）人抬出去嘅咪照計鐘數捐出去囉！等
班×樣咁早博收工丫（啊）……

Tam CF：「泛民」將啲黑金嘔晒出嚟捐獻，
罪孽會減輕啲！

蔡莎穎：D（啲）垃圾議員肯至奇，佢地
（哋）自己只會唸（諗）點樣賺到盡，好似
長毛（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個（嗰）D
（啲），一邊賺議員高薪，一邊住公屋，但
係其它（他）人就要扣到盡，比（俾）佢地
（哋）捉到你邊到（度）用多左（咗）錢，
又要解釋又要落台。

製表：鄭治祖

網民寸陳雲
Bruce Lai Yung：不要問，只要信。

Panda Ho：青山佬（指陳雲）話贊成「五區公投」，但
反對「公投自決」。

Anderson Tsoi：我都唔明。「國師」一邊鬧「公投」無
用一邊又倡議「公投」，好難明……

Alex Kwan：佢幾時正常返（㗎）？呢篇立場「又」可以
出喎，勁。

Dominic Leung Hiu Fung：你要懂得「國師」邊啲文係食
藥前，邊啲係食藥後（㗎）。

Ada Lee：「城邦派」：「公投自決」唔同「公投」。

Candy Chow：佢哋只識呃神騙鬼。

Sunny Chan：我想問「熱城普」（熱血公民、城邦派、
普羅政治學苑）入面有無律師？無律師點「制憲」？「立
法制憲」係咪最少都要有呢方面嘅人士呢？

Lawrence Lau：陳雲根係道長、天師，佢講嘅就係天
意、法律。

資料來源：facebook 製表：陳庭佳

激進反對派不
斷以「公投」為
名 鼓 吹 「 港
獨」，日前英國
舉行歷史性脫歐

公投，脫歐陣營勝出，英國和歐洲金
融市場即時地震。香港著名導演高志
森以英國「瀨嘢民主公投」諷刺公投
制度，又藉此調戲推動「公投」的激
進反對派，表示應該發動「公投」，
把拉布立法會議員一個月薪金支付給
九龍灣迷你倉大火中救火的消防員，
獲得不少網民支持。
高志森昨日在facebook發文，表

示「我又學人發動公投，拉布議員
呢個月啲糧攞出嚟出俾（畀）消防
員，全港市民一人一票，如
何？」，網民紛紛留言表達對拉布
議員的不滿，認為他們長期缺席會
議，應該「扣人工」。還有不少網
民齊齊話，捐一個月糧給消防員太
少，「唔夠誠意」！ ■鄭治祖

一個名為「建國圖騰」的facebook專頁於上月成立，上
載多張山野公物被塗上「港獨」及針對內地人字句的

照片。有漁護署呼籲止步的告示牌，被塗黑部分內容，再
以白字寫上「共匪蝗蟲切勿內進」。另一個漁護署呼籲帶
走垃圾的告示牌，則被人以紅色噴漆「加料」，變成「中
國人請把垃圾帶走建立人格」。
地政總署三角測量站也不能倖免，一個測量站已標明
「切勿塗污或破壞」，但無阻「港獨」分子在「地政總
署」前加上「香港城邦」字樣；另一個測量站被塗上「建
國香江必有日，舉頭見月定思圓」疑似對聯，但並不工
整；更有測量站被塗上大量粗言穢語及不雅字句。該些破
壞行為更在網上惹來同道質疑，紛紛表示「反感」及批評
塗鴉「白癡」（見右表）。

帶齊噴漆 非路過「手痕」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昨

日批評，在山野塗污公物的「港獨」分子是「鼠輩」，因
怕被捕而不敢在鬧市搞事，而在人跡罕至、執法力度較低
的郊野下手。他又指，該些人帶齊噴漆才上山行事，可見
並非路過「手痕」。他表示，香港郊野公園舉世聞名，不
少旅客都愛到香港遠足，擔心若情況持續，越來越多告示
牌被塗污，將損害香港國際形象，呼籲當局嚴正執法。

何俊賢：欠輿論支持 想人注意
對於「港獨」分子寫下針對內地人字句，揶揄內地民眾

欠缺公德心等，何俊賢說︰「很多內地人有公德心。」他
又認為，此舉是「港獨」分子在欠缺輿論支持下，於立法
會選舉前把「港獨」議題滲入民間，強調香港絕不可能
「獨立」。
根據《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第十二條，任何人不得
在郊野公園內污損、損壞、弄污或弄髒任何由郊野公園及海
岸公園管理局總監（即漁護署署長）建立、使用或保養的告
示、標記、圍欄、建築物、遮蔽處、設備或裝置。同例第二
十條列明，違者可處2,000元罰款及監禁3個月，如該罪行
屬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持續期間每日罰款100元。

陳雲疑「未食藥」「公投」自打嘴巴

■網民製圖揶揄陳雲。 facebook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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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公投結束，「城邦派
國師」陳雲借題發揮，攻擊「香
港眾志」、「傘兵」等「公投自
決」主張，最後卻是自己「中

箭」。陳雲大玩方法學，聲稱公投勝負雙方若得票
接近，會引起負方不服而出現變數，「逐步修憲」
或「革命獨立」將是「香港建國」之路，「只有這
兩條路，『公投自決』是廢話」。不過，陳雲似乎
忘記「熱普城」正推動「制憲公投」，有網民質疑
他發帖前是否「未食藥」，也有人製圖「抽水」，
諷刺他同樣在講廢話。
不時借外國新聞月旦港事的陳雲，前日在facebook

發帖，以英國有人聯署要重新舉辦脫歐公投，聲稱
公投結果如非大比數，始終有一方氣憤難平，「公
投那種機械數量的對決，最是麻煩，故此好少地方
會通過公投脫離獨立，多數是議決獨立，例如捷克
與斯洛伐克的分離，就是用主權共識而分開。」
他又聲言，香港用「公投」來「自決脫離中
國」，只要有三成人反對，日後也是政治災難，
「『香港建國』，靠與中國這個『宗主國』『修
憲』，重新立約，或者『革命獨立』。只有這兩條
路，『公投自決』是廢話。」
「熱普城（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城邦

派）」正推動「制憲公投」，陳雲身在其中卻對公
投大潑冷水，如此高深莫測的言論，一眾「迷雲

黨」一於少理，吹捧「國師好
嘢」。不過，「Ken Chan」就向
陳雲「弱弱一問」：「咁即係有無
『五區公投』？」自稱深諳中華文
化的陳雲，就大耍太極：「五區變
相『公投』是最終威脅。之後，是
『革命』。故此，最終威脅是迫不
得已才出。」
經常揶揄陳雲一方是「青山城邦

派」的博客林忌，稱陳雲既然認為
「獨立」可以用主權共識，「咁點解
修改（香港）基本法唔可以用『共
識』？……用你的邏輯，『修憲』
都唔應該投票啦。因此，立即叫中共
幫你修改（香港）基本法咪得囉，就
唔使驚選唔上5席啦大師。唔得呀？
咪開壇作法，五雷轟頂加求雨毀滅北京囉，仲勁過核
子彈呀！」

林忌嘲「自己反對自己」
林忌又謂，陳雲有份發起「制憲公投」，但反對
「公投獨立」，「請問『反對公投獨立』的陳雲，
又如何成為黃洋達口中用來『獨立』的『五區公
投』的發起者先？自己反對自己，咁點樣發起？發
起一個自己都反對用公投方式解決問題的『公

投』？」

網民揶揄「熱普城」一時一樣
更有網民製圖，諷刺陳雲既然覺得「公投自決」是
廢話，那有份發起「制憲公投」的他同樣也是在講廢
話，並揶揄「熱普城」言論一時一樣：「我哋唔好怪
陳雲老師，我敢用成副身家賭芒果佬（指黃毓民）過
兩年會話佢day one（第一天）就唔支持『公投』，陳
雲老師只係先行一步！」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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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不

少人希望保留郊野公園這片淨土，

但有「港獨」分子竟把「戰場」移

師至此，塗污公物宣示主張。一個

由「港獨」分子成立的facebook專

頁，上載多幅在山野拍攝的照片，

漁護署告示牌、地政總署三角測量

站及中電電箱均被塗上「港獨」及

針對內地民眾字句，夾雜粗口及意

淫文字。有郊野公園委員會委員批

評，「港獨」分子在較少執法人員

巡邏的郊野塗鴉，如同「鼠輩」，

呼籲當局嚴正執法。就連同道也質

疑其行徑惹人生厭，「破壞公物當

圖騰，正一垃圾」。

網民插塗鴉

■「港獨」分子在「地政總署」前加上
「香港城邦」字樣。 facebook圖片

■漁護署石碑被塗污。
facebook圖片

■漁護署告示牌被塗上仇視內地人內
容。 facebook圖片

■有三角測量站被塗上「港獨」
對聯。 facebook圖片

■漁護署呼籲止步的告示牌被塗黑
部分內容。

facebook圖片

■「港獨」分子破壞公物，公然主
張「香港不是中國的」。

facebook圖片

■電箱被塗污，寫上侮辱特首梁
振英字句。

facebook圖片

■三角測量站
被塗上大量粗
言穢語及不雅
字句。

facebook
圖片

■「港獨」分
子塗污公物，
寫上「香港建
國」、「血祭
天地」。

facebook
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