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名期結束未獲候選資格 夥「青政」組單選新東激嬲「國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昨日結束，一直鼓吹

「港獨」、參選新界東的「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仍未獲通知提名是否

有效，遂決定「搵替身」：「本民前」昨日宣佈與「青年新政」合組一

張名單出選新界東，由「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排第一，再加上因旺

角暴亂被控「參與暴動」的「前」「本民前」成員李東昇。不過，激進

「本土派」對此組合並不滿意，質疑「青政」是「鬼」。「熱普城」也

趁機打落水狗，為自己友拉票。（見另稿）

粉絲怒插拒過票
Marco Chan：「青年新政」一路飄忽遊移
（猶疑），差館都未入過，提名狀都未交
過，佢哋堅得去邊？同乜鬼路？佢哋除咗同
你哋一樣後生之外，諗唔到有乜同路。

Marco Chan：我哋支持的，係「本土
派」，唔係新「泛民」和理非，講完。

Millicent Kwok：如果幫「青政」係還人
情，唔該（黃台仰）私底下還，唔係用社會
大義來交換。

Frankie Leung：「青政」？乜都冇做過想
抽水攞票？你當我地（哋）係白痴（癡）黄
絲咩！

Castor Ho：絕對反對搵「青年新政」做
「plan b」，呢班友好多係鬼。

Jon Lamberta：咪玩啦，梁頌恆同整個
「青年新政」都是渾水摸魚的！

Mandy Wong：好幫唔幫，支持「本土」又
點會支持「新政」，查實，再一次証（證）
明港豬一大堆，不要問只要信。真係支持你
地（哋）都灰。

詹次郎：好似你地（哋）逼緊我放棄你地
（哋）恁（咁）。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為了進入立法會，激進「本土
派」無所不用其極。「本民前」啟
動所謂「Plan B」，與另一激進「本
土派」組織「青年新政」合組新名
單參選。不過，該「Plan B」觸動了

不少「本民前」粉絲的敏感神經，稱「『青政』係
鬼」、「你當我地（哋）係白痴（癡）黃絲咩？」
云云，拒絕「過票」給「青政」。

「本民前」前日在facebook稱，將緊急協助「另
一組織」收集提名，「現召集新界東選民義助」，
聲稱「曾提名梁天琦之市民亦可再提名，我們會篩
走重覆（複）的提名」。「本民前」發言人黃台仰
在其個人facebook轉載了有關的呼籲，稱「緊要野
（嘢），大家幫幫手」。

不過，當激進「本土」支持者知道所謂「另一組
織」就是「青政」時，即紛紛「上水」怒插所謂的
「Plan B」。「Castor Ho」稱：「絕對反對搵『青
年新政』做 plan b，呢班友好多係鬼！」「Jon
Lamberta」指：「咪玩啦，梁頌恆同整個『青年新
政』都是渾水摸魚的！」「鍾定池」更怒罵：
「On×架（㗎）你哋，『青政』邊忽同你哋理念相

同走去幫人攞提名？」

群情洶湧滅火不成反惹怨
黃台仰見粉絲如此憤怒，即試圖「滅火」：「我

們明白大家的疑慮，事情待所有候選人資格塵埃落
定，定必向公眾交代明白。感謝所有對『本民前』
不離不棄的市民，我們不會輕言放棄！」不過，班
粉絲拒不接受。「Mandy Wong」罵道：「好幫唔
幫，支持『本土』又點會支持『新政』，真係支持
你地（哋）都灰。 」「To Thomas」更質疑相關決
定是由誰人作出，「（梁）天琦有冇份做呢個決
定？」更「暗串」黃台仰：「畢竟出名鍾意還人情
果（嗰）個係你！」 ■記者 鄭治祖

搵「鬼」拍檔死忠怒
拒受擺布鬧台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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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慧不滿「本民前」的霸氣態度。
facebook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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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 Fai Lionel Wong：不幸言中，
「青政」果然選新東，如無意外，勢
將拖累「國師」（陳云根）。

Kiis Prince：有「教主」（黃毓民）
「國師」護航，出左（咗）名，飄飄
然，做野（嘢）已經學識不擇手
段，……（黃）毓民都係咪再提拔後
生啦，獲獲（鑊鑊）都係反骨仔收
場。「本民前」都係投機主義，……
佢地（哋）唔會堅守立場，宜（）
家只係想長期撈政治飯食。

Ma Queenie：全部中晒伏，兩三月前
開始已感到rw（黃台仰）的言行有點
不對路，最近更寸×「國師」。按今
日情況看，並非突然，已是早有計
劃……以前「國師」（前）「國師」
後，依（）家……

Hong Yan：啲小朋友為咗利益真係可
以幾不擇手段，完全不顧道義。半年
都冇就現晒型（形）。為咗養活一個
政黨，做到幾核凸（突）都要搶到一
個立法會議席。

Apeiron Cheung：（梁天琦）無得選
就唔好選，然後公然話衝入議會乜
乜××好過。而家自己拿嚟×，光環一
直（陣）好快耗盡，下場是「眾志」。

Ko Cat：「本民前」班友仔出賣支持
者，無哂（晒）誠信，都係「熱普
城」可信及可靠。一路走來 始終如
一。

Chan Joe：「本土」支持者要投就投
「貨真價實的本土派」，最忌投些
「次貨本土」，香港無幾多時間可以
畀（俾）你玩膠……

Katarina Ling Ling：太可怕了～這麼
小就學壞！

Kinman Cheng：年青（輕）人腐敗加
兒戲重（仲）衰，隨時衰多幾十年。

Kentus Choy：本身會推介人推天琦
多D（啲），而（）家會叫人痾煙
（all in）「國師」。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
人梁天琦多次公然鼓吹
「港獨」，白紙黑字難狡
辯甩身，故搞出一個
「Plan B」搵替身，但該

替身並非「熱普城」，而是「青年新政」。一
直與梁票源重疊的「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
根）乘機發難，在facebook接連轉載「熱普
城」支持者批評「本民前」的言論，指對方
「忘恩負義」，而要求支持者「不要問，只要
信」，是視他們為棋子擺佈，是「政治騙
子」，更形容「本土民」和「青政」的「結
合」是玩忽民意，當選民係白痴。為了選舉，
鬼打鬼的戲碼，相信將會愈來愈好睇。
在梁天琦宣佈搞「Plan B」，與「青政」結
盟後，傻根即在其fb多次形容自己與記者對答
是「美國總統的級數」、「與美國對壘的級
數」，更不斷轉發「熱普城」支持者的帖文。
其中「謝孟謙（Martin Tse）」的帖文稱，
「奉勸『本民前』朋友，不要玩忽民意。你們
背負『本土』二字，領了民命，任重道遠，必
須認真。……你們領了『本土』之名，卻又幫
助『新泛民』『青年新政』收集提名，事前還
要掩飾『青政』的名義，欺世盜名，這是不對
的！『本土』大事，關乎香港生死存亡，不是
政客打混的遊戲，你們好好反省。」

揶揄「政壇Pokemon Go」
傻根又轉發了死忠粉絲「余振緯」的帖文，其

中指「立法會的禍根不是高齡化，而是道德敗
壞。故此，年青（輕）人參選我們樂觀其成，但
對其道德情操要求是一樣地高。否則，一味的追
求年青（輕）、新面孔，我們的議會只會由腐敗
轉型為腐敗加兒戲，大家要保持清醒」。傻根在
此帖中也發文揶揄，「童星帶童星，湊夠七公
主，政壇Pokemon Go，香港人可以安心追星。

到時我也返回神壇，樂得清靜。」
傻根轉發的「劉明」帖子則指「本民前」與
「青政」結盟，「踩咗幾個界」：「一、為神
秘組織取提名不提供人名和組織，等於叫人簽
白紙，存在有心可簽名後玩野（嘢）提告欺
瞞，……二、早前『本民前』極速取得的過百
提名，組織居然有做記錄留底，非法保留個人
私隱資料作其他用途。……對選民而言，此舉
道德淪喪，呼籲支持者以蒙眼（面）狀態前來
街站，其個人資料卻是『賣』給其他組織。」
「劉明」更稱，「『本民前』由於議程議題
皆欠奉，理念不能宣揚，剝到赤裸裸的最後最
後，就叫支持者同佢講講個信字。政治不是請
客食飯，選民的意願也不是任由你過繼，此舉
等同以蒙騙手段，將支持者當棋子擺佈。」

嘲弄「死小孩黨」賣年輕
傻根另一支持者「Edward Ho」更在帖文中
「嚴厲譴責『青年新政』同『本民前』合組名
單出選新東」，「梁頌恆單頭選，已經係唔理
想既安排，而家仲要同『本民前』直系人士合
組名單， 兩個政見大不同既（嘅）組織撈埋
做瀨尿牛丸，係愈做愈錯，你當選民係白
痴？……我睇到既（嘅）係，兩個組織希望梁
天琦入到閘，然後想用梁天琦既（嘅）光環搏
多一席！『本民前』想用梁天琦光環迫支持者
硬食『青年新政』，毫無政治道德，係政治騙
子既（嘅）行為！」
「熱狗首領」黃洋達的太太陳秀慧，也在其

fb發文暗寸梁天琦，「不要問，只要信，叫你
提就提，堅霸氣。」傻根粉絲「藍鳳凰」在其
fb稱，「一個政治智力短拙嘅『革命黨』，只
能帶來無窮災難。Btw，我唔會稱呢班友做
『革命黨』，因為政黨要有理念，有執政計
劃。佢哋只不過係賣弄年輕，純粹玩情緒化鬥
氣嘅黨。即係死小孩黨。」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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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普城」支持者喪插

梁天琦在提名期結束前夕，聲稱自己「不會推動
『港獨』」，更簽署了選舉管理委員會的確認

書。但從其過往的所作所為，相信梁天琦自己也不相
信此「承諾」。因此，「本民前」推出所謂「Plan
B」，決定派一名「退出本民前」的成員，夥拍「青
政」參選新界東，作為梁的「替身」。
「本民前」發言人黃台仰昨日宣稱，自上周出現確
認書風波開始，「本民前」已開始游說理念相近者共
組名單，而梁頌恆政見雖然與「本民前」有出入，但
對方願意「放下個人立場」協助「本民前」，故他是
最適合的人選。

「前梁」准入閘「後梁」變抬轎
他續稱，倘梁天琦成功參選，「本民前」會把資源
投放在梁天琦身上；若梁天琦未能參選，會支持梁頌
恆名單，並會支持其他選區一些與「本民前」理念相
近者，及會呼籲梁天琦支持者投票予相關者。
原本排在新界西黃俊傑名單第三的梁頌恆稱，他昨
晨已退出新界西參選名單，又聲言自己與「本民前」
理念「相距不遠」，而若梁天琦成功參選，自己在新
界東直選的角色就會完結，並會在合法方式下支持梁
天琦及「本民前」，但他沒有透露什麼是「合法方
式」。

拒簽確認書 避答「港獨」立場
梁頌恆又稱，不會簽署確認書，又指之前參選新界
西時，選舉主任確認了其參選資格，看不到這次改到
新界東當局可以用另一個準則排拒入閘。被問到今後
是否支持「港獨」，他表示「今日唔答」，又稱「港

獨」並非這次選舉的政綱，但每人對香港前途均有個
人看法。
李東昇則稱，有部分參選人無論是否簽署確認書都

獲確認提名，故稱確認書「形同廢紙」，代表性不
大。他又指，前日已「策略性」退出「本民前」，
「因自己熱愛和擁護基本法。」
已經報名參選新界東的還有︰葛珮帆、陳克勤、鄧

家彪、容海恩、李梓敬、侯志強、林卓廷、方國珊、
張超雄、范國威、楊岳橋、梁國雄、陳志全、麥嘉
、李偲嫣、廖添誠、陳云根、陳玉娥、黃琛喻、鄭
家富、李慨俠、陳國強。

■梁頌恆稱，若梁天琦成功參選，自己在新界東直選的
角色便完結，亦會在合法方式下支持梁天琦及「本民
前」。 文森 攝

■網民不滿黃台仰公佈的「Plan B」方案，跟帖留言
批評。 facebook截圖

■傻根趁機打落水狗，揶揄「本民前」與「青政」合
組名單，為自己友拉票。 facebook截圖

梁天琦搵梁頌恆做「替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