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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因鼓吹「港獨」失去立法會的參選資格，反對派陣營隨即掀起「抽水分裂大混戰」。消
除了一個競選對手的傳統反對派，得了便宜還賣乖，極速組織「聲援」行動，卻連陳浩天名字也不提，引來激進「本土
派」和「港獨派」的攻擊和不齒；激進「本土派」未有「陪葬」去齊齊退選，也引來傳統反對派的冷嘲熱諷；因「超級
區議會」參選問題而與傳統反對派結下新仇舊怨者，又乘機呼籲選民「超選投廢票」。剛過提名期就如此內訌，有理由
相信，在接下來的競選過程中，反對派更多的分裂與對立，陸續有來。

■記者 甘瑜、陳庭佳

消費獨浩天 反對派反枱
傳統陣營抽水遊行遇主角當透明 激進「本土」罵娘

傳統反對派抽水陳浩天事件，引發反對派陣營大分裂。當獲悉陳浩天
參選提名無效後，向來擅於極速抽水的傳統反對派，隨即組織遊行抗議
「政治審查」，但遊行隊伍與陳浩天狹路相逢時，卻當人無到、直行直
過，被質疑是騎劫。陳浩天指控「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撞中他，並對
他講「唔該借借」；而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更叫激進「本土派」支
持者「收皮」。一眾傳統反對派似乎鬧「本土派」仲狠過鬧政府，場面
一度混亂。另外，傳統反對派的聲明中隻字不提陳浩天，被激進「本土
派」支持者狠批是「走狗」，祝福他們趕快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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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反對派前日極速組織遊行，聲言
「反對政治篩選，捍衛公平選

舉」，由政府總部遊行至特首辦，途經添
馬公園。當時陳浩天及激進「本土派」正
在公園內集會抗議陳浩天參選提名無效，
但遊行隊伍卻當事件主角無到。

袁彌明撞中陳浩天 促讓路

長毛被喝「收皮」反譏「勇武」
梁國雄隨即不滿：「我無出過聲？我而
（）家咪行過去同佢講！……我無資格
叫佢唔好選呀，又唔係我叫！」他又指責一
個年輕「本土派」支持者：「𡃁 仔，收皮
啦，勇武！我而（）家企喺你面前呀，勇
武啦！返屋企啦，四眼仔，勇武！」
梁國雄被勸開後，該支持者大叫「×你
老母」，社民連曾健成接力：「你×咩嘢
老母呀？後生仔做乜嘢×人老母？」最後
由街工梁耀忠調停：「細路仔就算啦。」
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支持者離開時，也不
忘諷刺「本土」：「打特首嘛！兇特首嘛！

你兇個平民做乜嘢啫？咁×叻『本土』」、
「除口罩啦！×你老×」、「『熱血公民』
簽衰仔紙（指確認書）！」

誰抽水 主角獲邀婉拒又到場
傳統反對派又發表聲明，聲稱對「有個
別候選人剛剛被選舉管理委員會取消其參
選資格」的「政治審查」非常憤怒，但未
有提到陳浩天的名字，其行為引來「本土
派」網民狠批，其中仇思達就稱：「出份
聲明『強烈譴責梁振英』，裡面居然以
『個別候選人』去代替陳浩天個名。×你
老母！……使唔使咁×縮骨呀？陳浩天係
『佛地魔』呀？唔提得架（㗎）？成班走
狗驚死益人，快×啲×街死啦去！」
有傳統反對派為力抗激進「本土派」網
民攻擊，竟然「神邏輯」反指陳浩天「自
己抽自己水」，批評他「唔跟大隊」。
「街工」葵青區議員周偉雄在 facebook
稱，「泛民」有邀請陳浩天參與遊行，
「但是陳浩天拒絕後自己又走出來，到底
是抽誰的水，誰人借故挑釁搞事呢？」

激進「本土」被鬧「跪低」
「香港民族黨」陳浩天參選提名無效，傳統
反對派抽水被怒轟，激進「本土派」陣營未有
「陪葬式」杯葛選舉，同樣被傳統反對派和激
進網民拿出來狠批。有網民就諷刺激進「本土
派」：「水就照抽、選舉照去！」網民並製圖點名說︰「『香港
民族黨』就選管會取消參選資格之嚴正聲明︰呼籲杯葛立會選
舉！『本民前』。『青年新政』。『熱普城』。睬你都傻！拜
拜！『民族黨』。多謝晒！」
陳浩天日前被通知其參選提名無效，傳統反對派抽水抽着火水
之餘，激進「本土派」也惹火上身，被激進網民和傳統反對派就
陳浩天的「罷選」呼籲拿出來「抽秤」。除了有網民製圖點名批
評「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熱血公民」、「普羅政
治學苑」和「城邦派」對「罷選」呼籲明顯是「睬你都傻」外，
也有網民製作「企硬大丈夫，跪低正契弟」的圖片，對比不同人
對簽署確認書參選的態度。該圖讚揚一直鼓吹「港獨」未有轉軚
的陳浩天是「頂天立地不選猶榮」，而「本民前」的梁天琦則是
「入閘屎都食」，「熱血公民」頭目黃洋達是「跪低正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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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留言洗版 照登競選資訊
多個激進「本土派」的fb專
頁和專門針對激進「本土派」
都充斥一大堆「單打」留言，
當中有激進網民怒責他們未有
「共同進退」，也有傳統反對
派被激進「本土派」攻擊後反
擊揶揄之作，主要都是問他們
何時會杯葛選舉等。
不過，激進「本土派」當然
是水就照抽，但參選決心依
舊，昨日各自的專頁都貼上新
的競選資訊，包括街站活動直
播，索性你哋洗我版，我用選 ■ 網 民 改 圖 諷 刺 梁 天 琦 、 黃 洋
舉資訊洗返自己版。
達。
網上圖片

激進「本土派」不肯「陪葬」挨轟
Wu Ma︰好快就係你條四眼仔（梁
天琦）！
Justin Fong︰面對一個咁唔公義嘅
選舉，「本民前」仲係發聲明打口
水戰。
Kit Ka Ko︰行禮如儀發聲明同「泛
民」有咩分別？和平集會講兩句就
和平散去？仲要好少人……請現在
就表態是否支持杯葛選舉！
陳冠軍︰你班傻仔又被玩了。「民
族黨」？關我「本民前」×事呀？
許洋洋︰又和平散水？消耗民氣？
同「飯民」(「泛民」)有乜分別？
黃持漢︰仲未掟磚？令人失望。
郭偉誠 ︰(「青政」)咪再做戲啦，7
．1晚露晒底啦！
Zenith Supra︰起碼（陳浩天）唔係
又要做雞又要（立）貞節牌坊。
Cheung Tk︰鄭生（指鄭松泰）幾
時杯葛是次選舉以響應陳浩天呼
籲？
Kei Wong︰叫你主人黃毓民帶頭罷
選啦笨！

傳統反對派被轟抽水
仇思達：梁國雄叫陳浩天「收皮」？企開啲啦×你老母！你稍有廉恥都應該退休
啦，饅頭雄……你袁彌明係乜×嘢貨色呀？成班「泛民」走狗去金鐘抽水，竟然
叫陳浩天「唔該借借」？
Tokutaro Law：飯民（指「泛民」）有種就杯葛是次選舉啦。
ToBy Yeung：成班衝出嚟慶祝打壓，慶祝失敗，班後生入唔到閘，班「泛民」
係幾咁開心。
Dave Leung：天哥（陳浩天）太偉大了，免費提供自己的鮮血畀一眾無恥政棍
來做人血饅頭。這一刻要好好記住。佢哋每一個嘅嘴面亦要好好記住。
Chiu ChiWai：為吸光環可以去到幾盡，去人哋葬禮遮住人哋個名話幫佢出頭。
Peter Chun：你哋班友都幾好嘢喎，咁都計到條路，過鏡博影相。
To Thomas：陳浩天喺添馬公園，你哋拉人去特首辦。拉晒自己政黨旗落去，經
過陳浩天時當睇唔到，直行直過，仲叫陳浩天讓路。×你老母「泛民」死全家。
Anthem Mark：真係驚忍唔住手打×班飯民（指「泛民」）。
Noel Wong：「泛民」呢班冚×剷，搵磚頭扔×佢哋。先安內，後攘外。

陳國強報復超區 籲投六票

沙田區議員陳國強昨晚在 facebook 稱，
當時陳浩天以為傳統反對派是來支持他，
「還即收起食到一半的包」，但隊伍未有
理會他，袁彌明還對陳講「唔該借借」，
「今日完全體會如何政治抽水。」「熱血
公民」成員鄭錦滿就揶揄道，「不知情的
旁人定會以為『泛民』才是被政治審
查」，更質疑傳統反對派預先印好橫額是
「有備而抽水」，「抽完水仲要叫陳浩天
及其支持者收皮！」陳浩天就在陳國強的
直播中證實，「袁彌明撞落我度嘅，兜口
兜面，跟住就話『唔該借借』。」
在特首辦外完成擲紙飛機等儀式後，傳
統反對派中人經添馬公園離開，而「熱

狗」喉舌《熱血時報》就拍攝到，當陳浩
天坐在石壆上時，民協馮檢基，工黨李卓
人，社民連吳文遠、梁國雄及袁彌明等人
直行直過。激進「本土派」支持者不滿傳
統反對派騎劫，喝道「收皮啦」、「被政
治迫害嗰個喺呢度呀，又掂行掂過又撞
人」、「你話反篩選，第一個苦主喺度
呀，你有無幫佢出過聲呀？」

資料來源：facebook

沙田區議員陳國強恨選
「超區」恨到出面，被反對
派「兄弟」出賣後，曾經拜
訪鄉事派，又試過通宵開街
站「恭候」其他區議員「賜票」，最後「入
閘」不成唯有轉戰新界東選區。他日前藉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被撤消參選資
格一事展開「復仇大計」，矛頭指向傳統反
對派，呼籲選民在「超區」投廢票，全投 6
張反對派名單，「一張選票六個印，一個印
也不能少」。另外，近期轉向「本土派」埋
堆的他，未知是否博出位，在 facebook 上稱
已向選舉主任表明主張「港獨」。
陳國強在 facebook 發帖，呼籲選民在超
區全投 6 張反對派名單，「不要投白票，
不要投建制；要投，就每張選票都投晒畀
選票上所有『泛民主派』！一張選票六個
印 ， 一 個 印 也 不 能 少 ！ All In Six！ 」 不
過，他或許害怕支持者不知其「曲線」用
意，之後加上「投廢票運動」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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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民留言支持，也有網民質疑他假仁假
義：「叫人『超區』投晒 6 個以彰顯正義，
做咩新東唔做埋呀」、「如果你唔係×到閘
都入唔到，有你份玩的話，今時今日你會叫
人投咩呀，契弟！」

向選舉主任申明推動「港獨」
另外，陳國強近期轉投「本土派」懷抱，
在前日聲援陳浩天前，先遞信予選舉主任，
信中明言自己雖然已簽署提名表格上擁護香
港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的聲明，「但
事實上我仍然繼續主張和推動『香港獨
立』！」不過，他未有講到自己是否收到選
舉主任的電郵，未知他是否「主動投案」。
已報名參選新界東的名單還有葛珮帆、陳
克勤、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方國珊、
侯志強、林卓廷、楊岳橋、張超雄、梁國
雄、陳志全、范國威、梁天琦、梁頌恆、陳
云根、麥嘉、李偲嫣、廖添誠、陳玉娥、
黃琛喻、鄭家富、李慨俠。

網民對
「超區」
的反應

支持者

反對者

Beck Kong：All in 6，絕不含淚，6 個
投晒，笑住離開。

Rainbow Wong：含淚投 6 個販民
（指「泛民」參選人）！

李展佑：咁投傻仔明（指何啟明）囉，
因為佢輸×梗，啲票畀佢會同倒落海冇
分別。

Cheung Tk： 你 知 唔 知 自 己 做 緊
咩？話選舉唔公平，自己去參加，
叫人「超區」投晒 6 個以彰顯正
義，做咩新東唔做埋呀？

Mic Wong：你班友無雷氣！我會畫強
哥個樣落選票，吸（蓋）印畀佢！

Hkgolden Dieguito：係你班「泛民」
×自己戇×××出 6 條隊又唔畀陳國強
入閘咋，乖乖投畀你就會爭到第三席
咩？智力正常都知一定冇可能。

To Thomas：既然叫人投 all six 咁
你一開始選咩「超區」呀，如果你
唔係×到閘都入唔到，有你份玩的
話，今時今日你會叫人投咩呀，契
弟！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陳庭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