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a Sum Lee：長毛食盡人血饅頭，必有報應。

Eric Lam：乞兒要跪，有乜出奇？

NG Ka Lun：立（霎）下（吓）眼睇錯梁國雄向文匯報下跪。

Mike Tse：又可能係跪低向陳秀惠（慧）道歉？

Ray Wong：一個領頭的抗爭者淪落到要跪票，亡黨矣。

Cain Ng：預咗佢今年會跪票，不過估唔到未正式選就跪定先。

Sharon Ho：脆（跪）得好！社會人渣連線！脆（跪）多十世你都唔夠還！

Sunny Sunny：跪就係無辦法說服人，要靠賣小強，唔該可憐下（吓）啦！

Mui Choi：肚滿腸肥到呢……皮下脂肪太厚，（切腹）好難切到內臟。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激進反進派互咬，可謂無日無之。社
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近日的

宣傳刊物，封面選用了他一張跪在地上的照片，題目為
「長毛 向您匯報」。曾經被「長毛」以「一雙玉臂千
人枕」來形容的「熱狗」頭目黃洋達（狗達）之妻陳秀
慧，近日就在其fb上載該張照片，發文稱：「跪得好丫
（吖），不過我還嫌你跪得不夠。切腹啦。」
陳秀慧更在帖子中標註「矯情就是賤人」、「社會

人渣連線」、「請捐款」、「肚滿腸肥」。她其後又
在留言中寫道：「奴才先會跪係（喺）到（度）匯
報。」大批「熱狗」則留言齊罵長毛是「乞兒」，
「食盡人血饅頭」、「隨便下跪的人不可信」等等。
私怨在前，選舉在後，看來小學雞式的互罵，有排都
唔會夠。 ■記者 羅旦

「狗達」妻嘲長毛跪 小學雞式互罵任睇

「熱狗」直播蝦細路
目擊者踢爆歪曲事實

繼粗口大罵在其居住大廈演習的警員
後，李政熙又「獻新猷」。網民

「Vincent Ho」在自己的fb發帖，「有
個細路有情緒問題，俾個×樣直播，職
員叫佢唔好影，我話叫報警，跟住佢×
人老母，竟然係（喺）d（啲）仔女面前
做d（啲）咁嘅野（嘢）！做家長做到
咁，冇同情心，冇忍耐力，講粗口，侵
犯人私隱，唔忍受不特止仲要拍片！」
「Vincent Ho」在原帖留言回應網民
時又指，「我堅嬲，唔係佢×老母，因
為佢有報應㗎，但人家小孩有病，大家
唔可以忍受下？忍唔到可以搵職員，而
唔係post人家的病態出黎（嚟）……我
好明白個女人，做人父母，佢已經盡力
控制個細路，佢冇唔理，氹、打、鬧、
講、拉佢走，乜都試過，但個賤男仲用
facebook 直播。……睇下幾個人 stop
佢，佢仲要×埋其他人，我真係好擔

心，佢點教佢的下一代！」
有網民一眼認出，該名拍片的「×

樣」、「賤男」，就是「熱狗」李政
熙。李當時原來在自己的fb直播，更以
《蝗蟲死都要食雞翼之一群偽善嘅便宜
英雄沙田狗》為題。片中拍攝一名胖小
童大吵大鬧稱要吃雞翼，而其母多次揚
聲喝止，其間曾拍打其手臂。其後，在
有人勸李不要拍攝時，李就大講粗口。

稱「母親狂打仔」但冇片
李政熙聲稱自己之所以拍片，是因為該

名小童「真係滋擾到我」，又稱「個老母
狂打個仔」，「個小朋係承受左（咗）不
必要嘅傷害」等等。不過，所謂「狂打個
仔」，原來是「冇片冇真相」：「原來打
仔果（嗰）段lag機冇左（咗）。」
一批「熱狗」信到十足，紛紛留言侮
辱阻止李拍片的人。「Jerry Lam」

稱：「好多港豬。」「Will Lo」更聲
言，「依（）條片拍得好，睇×到香
港人係點×樣。總之唔×關自己事，一
關自己事就要自己企係（喺）道德高
地。」他們更將發帖的網民「起底」。
不過，有自稱當時在場的「勇士」

「Adams Chung」就到李的 fb留言挑
機，批評李歪曲事實，「你簡直係侮辱
『本土』， 首先個小朋友唔係蝗蟲，
突然小朋友有問題你直播係咪對個小朋
友造成一定傷害呀， 如果『本土派』
係咁樣樣嘅話，好簡單啫，九月睇下
你哋有幾多票囉！」

他直言，「其實係有人勸對母子，
甚至乎有人去同小朋友好細聲講野
（嘢），母親亦都想帶個小朋友走，當
睇直播你淨係睇到中間嗰度嚟又睇唔到
前面到後面， 就覺得人哋個老母好有
問題，但係人哋個老母事後喊又有幾多
人知，我親眼就睇到佢喺個門口度喊，
個老母已經要控制個仔仲要比（俾）人
拍片，承受其他目光個老母好好受，你
話我左膠又好乜都好我都係講道理！」
「熱狗」當然狂攻這名「勇士」。不

過，歪曲事實咁又點喎？「熱狗」不嬲
都係咁㗎啦！ ■記者 羅旦

■一個懷疑有情緒病的
小童在舖內大發脾氣，
李政熙趨前拍攝直播。

■網民發帖
批評他歪曲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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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近日的宣傳刊物，封
面選用了他一張跪地的照
片嘲笑黃洋達妻陳秀慧。

立 法 會 恢 復
《醫生註冊修訂
條例草案》（下

稱草案）二讀辯論。民建聯認為，政府實有責
任釐清各種誤解，讓市民正確認識草案的真正
目的，凝聚社會共識，爭取市民的支持，共同
推動醫委會改革，保障病人權益。
現時醫委會有逾900多個投訴個案有待處理，

處理一個需要聆訊的個案，平均需時58個月，
有欠效率，民建聯認同醫委會實有需要進行改
革，以保障公眾及病人權益，而草案正是良好
契機。
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改醫委會的組成，增加

業外人士和審裁顧問數目及醫委會秘書處人手和
資源，提高醫委會的公信力及透明度，縮短處理
投訴個案所需時間；同時，延長有限度註冊醫生
的註冊有效期，以吸引更多海外醫生到港執業，
紓緩醫護人手不足。
草案的出發點是惠民，但在某些團體及政黨
的誤解及誤導下引起爭議。市民對草案存有以
下三大誤解：一、草案將影響醫委會的專業自
主；二、草案將令醫委會遭受政府操縱，失去
公信力；三、草案將降低海外醫生來港執業的
門檻，影響醫療服務水平，最終令病人權益受
損。這些誤解和誤導，實有需要釐清。

醫委佔大多數 不礙專業自主
針對醫委會專業自主，草案只建議增加3名由病人組織提

名及1名由消委會提名的業外委員，即草案經修訂後，整個
醫委會32名委員之中，醫生委員有24位，業外委員則只有8
位，醫生委員仍佔大多數，絕不構成所謂影響專業自主。
根據政府的修正案，醫委會內委任與選舉委員比例將維

持一比一，即委任與選舉委員各有16位。而委任委員必
須先經中大、港大、病人組織及消委會等具公信力的機構
提名，因此，有指醫委會將遭受政府操縱的言論，實缺乏
事實根據，有欠公允。醫委會偵委會主席張德康及食衛
局局長高永文明言，醫委會根本沒有權力降低招收海外
醫生的門檻，草案只建議把有限度註冊醫生的註冊有效
期，從現時1年延長至3年，以增加誘因吸引更多海外醫
生到港執業。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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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宣佈不再角逐連任的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日前接受網絡電視now訪問時笑言，自
己的性格適合擔任行政長官，至於是否「落場」角逐，他
就重申「拭目以待」，相信會有多名參選人競逐。
曾鈺成接受訪問時強調，自己是「百分之百支持行政

長官梁振英，同時亦支持特區政府的施政」。至於被認
為常在專欄「抽水」，他笑言「最緊要好玩」，又說
「不是凡事都要板起面」，「自己嘅水都會抽下」，最
重要是「好玩嘛」。
特首梁振英餘下任期不足一年，曾鈺成相信假如梁振英

競逐連任，將會面對有競爭的選舉。至於會否「落場」角
逐明年特首之戰，曾鈺成重申需拭目以待。他表示「時間
不多，很快便會揭曉」，又笑言「我的性格也不錯」，還
指作為特首，一定能夠和各方面包括中央及香港社會中不
同背景、不同主張的人，有相當好的溝通途徑，自己亦做
到以上條件。
曾鈺成早前在專欄出了一條和動物有關的數學題，表

明答案可以告訴大家誰是下任行政長官。但他在訪問中
確認，問題的答案是「30」，但到底「30」代表什麼，
他就表示「天機不可洩漏」。

阿曾笑言「最緊要好玩」

就銅鑼灣書店事件所見，一個惟利是圖、反口覆舌的小人，被說成是「揭穿內地黑暗的勇

者」；有賴「一國兩制」的保障獲得言論自由的記協，卻將「一國兩制」污衊為「一國兩

魘」，如果我們對這些人的所為無動於衷，當無恥的謊言化為真理，惡毒的詛咒變成現實，

這才是香港真正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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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即將開始，摩
拳擦掌準備大舉出擊的激進「本土
派」，本來打算在「七一」當晚大
幹一場。據傳媒透露，多個激進
「本土派」組織不但揚言要包圍中
聯辦，更計劃以高爾夫球投擲到中
聯辦，企圖製造一場微型的「恐怖
襲擊」。最終在警方的嚴密佈防下

「縮沙」，不但自暴其醜，更被傳統反對派政黨大加
嘲諷，民主黨胡志偉在電視台節目中更借機狠批「熱
血公民」黃洋達「無膽」、「推群眾去死」，片段更
在網上大量轉載。
激進「本土派」包圍中聯辦的行動雖然失敗告終，

但事件也反映激進「本土派」為9月立法會選舉搶位，
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激進「本土派」以至
其他「本土派」組織要在五區各取一席，對手不是建
制派，而是傳統反對派，原因是「本土派」的支持者
都是從傳統反對派而來，彼此絕不會有合作關係，只
有競爭關係。
以五區估算，九龍東「香港眾志」黎汶洛要取得議
席，主要對手是政治光譜類同的公民黨譚文豪。譚文
豪連在區選中都未能獲勝，地區實力、星味、能力都
嚴重不足，所以才要梁家傑出來為他抬轎。但公民黨
是一個明星型政黨，票是歸於個人而不是政黨，梁家
傑抬轎的「過票」作用仍待觀察。公民黨不穩，黎汶
洛必定向譚文豪下手搶票。

在九龍西，「青年新政」游蕙禎表面上是狙擊梁美
芬，但誰都知道，兩人票源極少重疊，在九龍西增加
議席之下，梁美芬一席更穩，游蕙禎要贏，上屆得票
排第六的民協譚國僑就一定要輸。所以，游蕙禎的選
舉工程一定針對民協。
新界東梁天琦是「本土派」中最有機會勝出的一

位，但他之得，也必定是激進反對派之失。新界東補
選已反映梁天琦的得票主要來自「人民力量」和社民
連。所以，梁天琦的真正對手是梁國雄、陳志全。
「人社」結盟真正對準的也是梁天琦，「七一」當
晚，「人社」衝擊禮賓府鬧劇正反映彼此的競爭關
係。
港島「香港眾志」「打機聰」羅冠聰要勝出，基本

上只能從現時的反對派議席下手。比較而言，民主黨
的許智峯最弱，加上其得不到民主黨港島支部支持，
未必會出力拉票，而民主黨支持者的光譜也與「香港
眾志」相近，自然是搶票對象。至於剛報名參選的王

維基，也對羅冠聰構成極大威脅，所以近日羅冠聰連
番向王維基開火，正說明港島的選舉工程已經展開。
至於新界西，「青年新政」黃俊傑實力及知名度最

弱，要有勝望只能拿同樣弱勢的民主黨尹兆堅和「街
工」黃潤達開刀，這兩人都是接班，同樣實力、聲望
遠遜前任，黃俊傑要突圍，必定要全力狙擊這兩人，
將兩人攻擊為不堅定、「民主叛徒」、「出賣香
港」，藉此爭取當區的激進票源博取一席。
前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走了，接替他的是美國

國務院經濟及商業事務局首席助理國務卿唐偉康
（Kurt Tong），以他的層級派駐香港，反映美國依然
將香港視作重要的戰略重地。據政壇消息指，唐偉康
在立選有兩大任務：一是保住反對派三分一以上的議
席；二是設法使至少兩名激進「素人」進入立法會。
如果消息屬實，這次立法會選舉將是反對派的一次大
洗牌，「本土派」要爭上位，傳統反對派要保住議
席，外國主子則心意難測，9月的混戰可想而知。

激進「本土派」五區惡戰傳統反對派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林榮基心中有鬼 港記協自作夢魘

香港記協日前公佈最新年報，題為《一國兩魘：港媒
深陷意識形態戰》，聲稱香港高度自治受北京政府前所
未有更深的危害，年報以「銅鑼灣書店」事件為例，指
事件反映本港新聞及表達自由受到不利影響，令人質疑
「一國兩制」是否仍然可行云云。

林榮基根本不值得同情
「銅鑼灣書店」事件是由林榮基引發，事情由幾個唯

利是圖的小商人引起，林榮基自己也承認，他們所出版
的禁書，只不過是東抄西摘，故作驚人之說，內容十有
八九屬胡說八道，憑空污人清白，影響社會安定。這種

人的人格本來就有問題，更離譜的是，為多賺幾個昧心
錢，他們明知這種行為干犯了內地法律，還要火中取
栗，千方百計把這些書偷運到內地販賣。最終栽在內地
公安手裡，可說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
香港是一個自由氾濫的地方，污人清白被某些人當成

是天經地義的，其他不用說，就看壹傳媒多年來所干犯
的罪行，早已天怒人怨，他們幾乎每天都在造謠生事，
光是被法庭正式定罪超過百次，為其所害而無可奈何者
不計其數，內地法辦林榮基等人，可算是替天行道，為
污人清白者戒。簡單一句，林榮基等人的所作所為根本
不值得同情，他們並非是斯諾登式的英雄，而是穿着言

論自由的盔甲，散播謠言，製造社會混亂的另類販毒
者。
如果同類事件發生在內地人身上，恐怕早已坐牢了，

或許是給臉「一國兩制」，林榮基被內地公安拘留以
後，不但可以取保候審，行動自由，還為他安排工作，
免得他異鄉寂寞，可惜一番好意，卻換來恩將仇報，林
榮基回港後反咬一口，說內地對他實行白色恐怖，剝奪
他的自由，並不斷渲染被跟蹤受威脅，經過反對派及其
喉舌的炒作，風頭一時無兩。至於他的話是否可信，讀
者可以自行判斷。不過，林榮基所販賣的所謂禁書，幾
乎每一本的內容都牽涉到政治問題，所以，內地公安除
了從非法經營入手，一併調查其政治動機也是理所當然
的。事實上林榮基自己也將事件政治化，渲染「感受到
嚴重的威脅」，基於人身安全考慮，「被迫缺席遊
行」，「自製恐怖」恐嚇港人。

記協配合林榮基製造白色恐怖
記協將林榮基的謊言借題發揮，配合林榮基「自製

恐怖」，危言聳聽，可謂唯恐天下不
亂。一直以來，記協經常就涉及新聞
界的事件表態，動輒對政府和有關方
面扣上打壓新聞自由的帽子，但對
《蘋果日報》的不實報道和反對派侵
犯人身自由、對政府官員被無理滋擾
卻熟視無睹，這種雙重標準違背了新
聞從業員團體的專業操守，他們維護
的不是言論自由，而是打造自己至尊無上的地位，為
無恥的造謠者披上橫行無忌的黃馬褂。
雖然記協頭上頂着新聞自由的桂冠，其實只不過是西

方政治勢力的一隻棋子，明白內情的人自然也就見怪不
怪了。就銅鑼灣書店事件所見，一個唯利是圖、反口覆
舌的小人，被說成是揭穿內地黑暗的勇者；有賴「一國
兩制」的保障獲得言論自由的記協，卻將「一國兩制」
污衊為「一國兩魘」，如果我們對這些人的所為無動於
衷，當無恥的謊言化為真理，惡毒的詛咒變成現實，這
才是香港真正的夢魘！

梁 立 人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熱血公民」成員一向聲大夾惡，
講粗口多過講道理。網上有人發帖，
貼出一幅「熱狗」李政熙正在拍片的
照片。發帖的網民指，一個懷疑有情

緒病的小童在沙田宜家店舖內大發脾氣，身在現場的
李政熙就趨前拍攝直播，當職員勸告他中止拍攝時就
爆粗罵人。李政熙在fb稱自己「忍咗好耐」，又聲言
當時目睹該小朋友「俾阿媽狂打」，結果被自稱身在
現場的網民踩場，批評他歪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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