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普城」「本民前」互轟

「獨粉」狂鬧
Cat Chiu：你（戇橋）可以唔支持佢（獨琦），但唔應該視而
不見，什（甚）至助紂為虐打壓對方應有既（嘅）權利。

Tramy Chan：係咪當乜事都冇，繼續選，繼續更見承擔，繼續
你有你干預，我有我拉票，選到就可以？

William Ngan：梁天琦被取消參選權，泛民繼續積極地擁抱這
個有篩選的立法會直選，為日後的選舉論壇備戰，配合港共政
權組成新一屆垃圾會。根本佢地（哋）就是建制派的一部分。

Wendy Wong：楊生，為香港好，不如你退落黎（嚟）幫梁天
琦助選……

Joanne Poon：突然覺得佢當日「扮」同梁天琦惺惺相惜，好
很假。

Ting Ting Lo：得罪講句，投你都有病，又睇住你拎住個大公
聲（大聲公）嗌？嗌完有X用？衝又唔去衝！

雷兆潔：你由補選一刻話革新，革新到咩？醫委改革一事，貴
黨投咗乜？做咗乜？廢話一堆！

Ng Yuen May：貴黨醫改三邊都投，你仲要掩飾喎！叫人如何
選你呀？怒！

獨粉橋粉互砌
「橋粉」反擊

Jeremy Ng：所有名單確認咪出來交代下（吓）囉，唔
好吓吓扯去天琦到(度)，唔係所有人的世界都圍住梁天琦
轉的。係咪痾（屙）個屎又要問下（吓）天琦先？

Jasmine Ho：你地（哋）平時唔係成日鬧公民黨嘅咩？而
（）家又叫人幫？……難道你是泛民支持者？只怪你地
（哋）平時鬧公民黨太離地，乜都做唔到。

Renee Renee：點解唔見梁天奇（琦）師傳（父）：教
主（黃毓民）/陳暈（陳云根）出來幫手呀?鬧泛民就最兇
狠最勇武。

Kong Chan：挑，如果熱普城做左（咗）野（嘢），之
後岳少再搞集會都唔遲，佢自己隊友都唔急我地（哋）急
乜？

Chi Lin Noreen：有啲人，一味要威，又要戴頭盔，不停
攪（搞）針對，抹黑，當楊生係敵人一樣，但瀨屎瀬尿又
埋怨人唔全力幫……呢啲「人」，呢啲事，還見得少嗎？

Kong Chan：究竟AY（戇橋）同梁天琦係咪失散兄弟？
點解佢一出事甘（咁）多人問岳少？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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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票」成肥肉 傻根「青政」爭咬
「熱普城」不滿「本民前」圖「自動過戶」網上粉絲大戰

獨琦（「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冇

得選，激進「本土派」內訌即時加劇：一直想

爭獨琦新界東支持的「熱普城」中的「城邦派

國師」傻根（陳云根），連日搵「馬前卒」批評獨琦搵「青年

新政」做替身，試圖將選票「自動過戶」是不道德的欺詐行

為。他們又批評「青政」是兩面搖擺的政棍，新界東選民「最

明智的選擇」當然是傻根啦！不過，有其他激進「本土派」對

此不以為然，稱即使無「獨」，也不等於要盲目將選票利益

「送比（畀）中間保守路線」。看來，「熱普城」與「本民

前」之爭，只會隨着選舉日近越趨激烈。 ■記者羅旦

■有「獨粉」
質疑戇橋和政
府「聯手」打
壓「獨琦」。

fb圖片

■戇橋一張笑嘻
嘻的大頭照，令
「獨粉」即時着
火洗版。

fb圖片■「獨粉」製圖質問傳統反對派支持者。 網上圖片

根粉進擊
Joshua Lo：點解唔幫陳雲拉票？我亞（阿）姨話無
得投梁天琦都唔會投陳雲。

Beyond Wong：天琦，國師才是本土理論之始……
由國師陳雲頂上也未嘗不是更好的結果。

Watergun SC Poon：一個組織可以突然過戶，咁原
先呢個組織係為左（咗）乜而存在？

Annie Wong：怕佢（獨琦）已被利用還不知，……毓
民已不下一次表示青年新政非常有問題。

Hoi Yuen：人情政治嘛，私下人情最大！

陳太：這是不道德的，如果是獨派，應該全面杯葛選
舉，罷選罷投，揭竿起義！

Ada Cheung：（梁頌恆）口窒窒一臉苦惱咁嘅樣，
點樣領軍？

Anthony Mark：如果青政唔系（係）同本民前行咁
埋，其實真系（係）同中箭（香港眾志）冇咩分別。

Solar Kit Ma：投梁頌恆=投青政=放棄港獨。

Eric Lam：新飯（泛）民借殼上市，完。

Marco Or：今次支持熱普城，信唔過青年新政。

Mo Yung Suet：好野（嘢），可以專心支持熱普城
lo（囉）！

琦粉還擊
Cheung Tk：熱普城幾時退選撐陳浩天、梁天琦，搞革
命？

Cheung Siu On Cheung：劇本原來已寫好，（熱普城）咩
永續基本法，咩香港維新，原來就是晨早收到風，希望班傻
仔唔好過票俾（畀）痴（黐）線佬陳雲（云）根同熱普城。

Sky Knite：而（）家就知道五區×頭（投）佢哋點解一
早唔預埋梁天琦啦。哈哈哈！

Toby Chiu：投向陳雲係我最擔心嘅嘢。佢得手，本土派就
真係會變成嗰邊（熱普城）天下，以後屣（嘥）鬼氣。所以
必要時睇住嗰邊，如果佢哋出手，還拖係必要。

Raymond Yeung：本民青政仍有希望，支持梁天琦但討厭
熱普城嘅係（喺）我呢個較高年齡層嘅有好多！

Phil Cochrane：青年新政其實都仲可以，民主嘛？總好過
咩熱普城，咩雙黃一陳。

Ivy Charlotte：熱普城我選唔落。既然梁天琦幫青年新
政，我應該改為投佢哋。

陳玄奘：睇下熱普城既（嘅）Fans即刻將佢地（哋）同天
琦割席……曾幾何時有班人話要獨立建國，支持天琦，跟着
變左（咗）丙申維新，再變埋永續基本法，而加（家）比
（畀）人發現就話埋點解泛民唔洗（使）比（畀）人DQ，
熱普城既（嘅）質素令人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呢！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所謂「新仇舊恨」：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時，
公民黨的戇橋（楊岳橋）與「本土民主前線」發
言人獨琦（梁天琦）爭奪反對派的選票。今屆立
法會選舉，選舉主任裁定獨琦提名無效，最開心
的係咪戇橋？事實就真係無人知。不過，戇橋在

獲悉其候選人號碼後即在自己的facebook上載一張笑口噬噬的
「大頭照」，即時辣着一班「獨粉」，瘋狂洗版，狠批對方在獨
琦事件中「冇做嘢」，就是「助紂為虐」，要他退選，更有人陰
謀論稱這是戇橋「夾埋」選管會令獨琦冇得選，引起網絡罵戰。

在新界東補選時，傳統反對派陣營以所謂「守住議會關鍵一
票」的口號拉票，更稱「梁天琦還年輕，可以參加立法會換屆選
舉」要求選民支持戇橋。結果，戇橋當選，獨琦落選，成班獨粉
已非常唔爽，一有機會就洗版。

獨琦前日在選舉管理委員會舉行候選人簡介會前被選舉主任裁
定提名無效，獨粉本已群情洶湧，戇橋唔知攞景定贈慶，即晚上
載了其笑口噬噬的「大頭照」，獨粉即時上火，瘋狂洗版。

獨粉質疑戇橋「助紂為虐」
不少獨粉在留言中，稱獨琦不能參選「證明」這次是「有篩

選」的選舉，戇橋不應說自己是「直選」候選人，又質疑身為大
律師的戇橋，點解唔運用其法律知識幫獨琦，還要繼續參加這次
「不公義的選舉」，是「助紂為虐」。「Jackie Mak」稱：「點解
仲要參選？而（）家擺明是不合法不文明的選舉，為什麼還要
配合違法政府的拍子起舞？點解唔一切（齊）罷選？」

不過，橋粉也不是省油的燈，立時反唇相譏。「Celia Au」以
獨琦此前搵「青政」中人做替身參選一事稱，「不如問下（吓）
點解『青政』仲要參選先啦！」「Peggy Yiu」也揶揄道：
「『青政』係plan b，咁即係天琦都仲相信議會啦！」

獨粉「Wayne Po」聲言，「你（戇橋）就開心仔啦，唔簽確
認書都有得選，睇相都完全感受到你有幾開心！」「Li Yat」則
稱：真正對政權不利既（嘅）都唔會入到閘。」不過，橋粉
「Kong Chan」即揶揄道：「你講『熱普城』？」

「陰謀論」指獨琦被玩死
也有獨粉提出「陰謀論」。「蔡煜熙」稱，「 新東補選嗰陣

話大局為重，二月要投楊岳橋，九月先投梁天琦嗰班人去晒邊？
原來守住關鍵一席就係要守到今年立會選舉政府諗到藉口DQ梁
天琦！」「Hip Kee」就聲言，「楊岳橋當年所謂『守住關鍵一
席』，於（如）今真相大白，就係為『港共』頂到九月，好讓選
舉特別（事務）處諗定招數對付梁天琦。」

有獨粉則「回帶」，指稱戇橋在立法會審議有關醫委改革的條例
草案時，在二讀中投了贊成票，反映他無承擔。有人更將矛頭指向
整個公民黨，揶揄該黨在二讀時大包圍式投晒贊成、反對及棄權。

看來，為了選票，兩邊陣營看來還會有不少交可以嗌，睇嚟花
生可能隨時斷市。 ■記者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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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琦一直擔心因其宣「獨」立場而失去
今屆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參選資格，遂

在提名期截止前突然宣稱自己擁護基本
法，不支持「港獨」，更「搵替身」推
「青政」召集人巴治奧（梁頌恆）在新界
東參選作為「本民前」的「Plan B」。
獨琦的鬼話冇人會信，「如願以償」地

被選舉主任裁定其立法會選舉提名無效，
改由巴治奧上場。
不過，一直自言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時
為獨琦出力的「熱普城」，就不滿對方寧
揀「暗獨」的「青政」都唔益傻根，特別
是不少死忠的「本民前」粉絲，陸續表態
聲言要根據獨琦的「遺願」票投巴治奧，
於是發起網上攻擊。
傻根此前已多次發帖狠批獨琦，惟此舉
激起了「本民前」支持者的反感，遂改變
策略，由其死忠支持者輪流發帖，狂批巴
治奧及其所屬的「青政」。

陳秀慧揶揄：Friend到咁，合併啦
一直親「熱狗」的「手作達人」吳斯翹
（Billie Ng）則在其fb揶揄，「咁係咪即係
畀本民前的選舉捐款，而（）家由青年新
政用？」她又轉載了一張獨琦爆粗辱罵選舉
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的照片，稱：「你明唔
明，呢啲嘢你選咗Baggio（梁頌恆）入去，
佢都唔會做得嚟的。呢個就係本民前與青政
的分別。」「熱血公民」頭目黃洋達的太太
陳秀慧也在fb揶揄道，「捐款過底，以後唔
好鬧學民……Friend到咁，合併啦！」
死忠根粉「藍鳳凰」連日就在其 fb發
帖，稱「開始有人推銷含淚投票，話『投
梁頌恆李東昇＝投梁天琦』。其實上次梁
天琦補選先X完含淚投X，今次叫人玩含

淚投票，除咗班盲粉會照跟，仲叫人點
投？……只因為人情債就叫人含淚投票，
領左（咗）野（嘢）點算？仲未計私自用
選民資料。」
另一根粉「趙雲」發帖揶揄，「當獨派
一直沒有完整論述與路線圖，被否決『被
選舉權』後，最自然的做法就是放棄以議
會抗爭路線去推行港獨。……不過Plan B
過票對象係唔支持港獨的青政，呢個『贏
資源推港獨』之說就不能成立。……所
以，與其話『投梁頌恒＝投梁天琦＝支持
港獨』，不如話『投梁頌恒＝投青政＝放
棄港獨』」。
「教主鐵粉」虞瑋倩也稱，「請你（梁
頌恆）拱手俾（畀）梁天琦接收青年新
政，由佢領導，你要獲得熱普城祝福，我
哋支持梁天琦嘅先支持你哋。你哋往績太
似泛民，我哋唔會因為你撻梁天琦個朵就
一定撐你哋。……巴治奧而（）家係梁
天琦替身，唔可以當係佢自己選。」

史健仁：冇天琦就要投熱普城？
不過，也有其他激進「本土派」不吃熱
普城這套。「史健仁」就以《冇咗梁天
琦，就等於要投熱普城？》為題貼文稱，
「冇咗梁天琦，就代表轉投熱普城係明智
之舉？冇獨派候選人可投，就代表要盲目
將選票利益送比（畀）中間保守路線係合
理？……今日選委會成功封殺獨派嘅憲制
港獨之路後，將來封殺熱普城嘅修憲之
路，又有何難？」
現任《100毛》編輯「偽文豪」也在其fb

提出質疑：「好奇怪，點解熱狗同雙黃可
以選，梁天琦唔得？我係真係唔明，求答
案。」

&1&1���� ■有人製圖揶揄鼓吹「港獨」的
梁天琦冇得選，鼓吹「建國」的
黃洋達就有得選。 網上圖片

■「熱普城」支持者紛紛發帖批評
梁天琦的Plan B唔掂，最掂梗係票
投傻根啦！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