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東地區直選候選名單：
陳克勤、葛珮帆、鄧家彪、容海恩、林卓
廷、方國珊、李梓敬、張超雄、范國威、侯
志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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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金成、梁頌恆。

九龍東地區直選候選名單：
柯創盛、黃國健、胡志偉、陳澤滔、胡穗
珊、譚香文、譚文豪、謝偉俊、呂永基、譚
得志、黃洋達、高達斌。

九龍西地區直選候選名單：
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毛孟
靜、譚國僑、黃毓民、吳文遠、游蕙禎、劉
小麗、朱韶洪、何志光、李泳漢、林依麗、
關新偉。

轟「熱狗」

Nobori Leung：衹（只）記得梁天琦一拎到6萬
票，第日即刻有人夾佢出嚟，話要5區出選，但
新東就擺陳雲！天琦出嚟變抬轎，畀人閹割成
果！果然有道德！

Kei Wong：梁天琦屍骨未寒，蝗后就搶奪梁嘅
政治遺產。

Hoi Shan Fan：阻人老公（黃洋達）搵食wor
（喎），即刻開你波。

Joel Yu：梁天琦睇倒（到）熱狗係想收割，梗
係唔會益你班熱狗啦！

Cliff Lee：個追擊由上星期五出plan b開始無停
過，今日仲火力全開添（）！

Sharon Tsang：之前只係扮friend，而（）家
梁天琦冇得選，連本民前都打埋！

Akeno Chan：乜野（嘢）兄弟爬山啦，眼見自
己食不到呢六萬個人血饅頭，都不好比（畀）其
他人食到。熱普城不會是你地（哋）同道。

Fandy Law：有一班人，專登伏住响到（響
度）掟毒彈，其他蝦兵見到即刻散出去，到你
見到時，啲豬豬已經吸晒，然後上咗鏈咁念念
有詞。

批「過戶」

Tony Yu：大家忘記上以（次）補選，根本好多
人不認識天琦，唔係熱普城吹鷄，何來六萬票？
不是叫天琦感恩，只是講出事實。

Ivan Ho：有冇覺得佢地（哋）兩個組織（「本
民前」及「青政」）鬼鬼地（哋）咁？呢（）
家大部分撐梁天琦既（嘅）都俾佢冇得參選而憤
怒，但係冇就佢地（哋）plan b而質疑佢地
（哋），個人覺得佢地（哋）道德上有問題，當
選民同埋佢地（哋）既（嘅）粉絲傻既（嘅），
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咁。

Hoi Yuen：人情政治嘛，私下人情最大。

Helen Lee：本民前如果完全無講自己會比
（畀）資源青政/plan b，咁陳秀慧就真係錯，但
宜（）家你有，就自己要下次更小心。

Chan Joe：當選民儍仔任你舞？你當本土支持
者是黄絲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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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y Fan：在選民立場，青年新政不等如本民
前。對不起，我不支持。

Man Johnny：本民前不宜久留。

「熱」食琦貨 道義人情鬥噏

激進「本土」狂砌

Fleco Mo：你地（哋）（傳
統反對派）除左（咗）搶出
鏡同抽水，識做咩？

William Lau：收皮啦，惺惺
作態，有鏡頭係（喺）面前
就做 show，鏡頭背後叫又
（就叫）人收皮。

Owen Wong：我淨係知衝
上台嗰群全部今年都有份
選，即使梁天琦今日衝上台
打×馮驊又有咩用，再講多
句今日啲人衝上台有×用
咩，平時又唔見你咁×勇
武，選舉先泥（嚟）咁，收
皮啦！

Andy Leung：佢哋始終如
一，不會鬥爭。立法會的議
席只是一件（份）工而已。

「泛民」嘲「勇冇」

Eric Chang：呢D（啲）就是
武勇（勇武）派？連佢地
（哋）口中嘅左膠都武勇
（勇武）過班契弟，班契弟
有咩資格笑人呀。

王成志：班講（港）獨呢？吹
雞？虎頭蛇尾？係神係鬼？

Paul Yeung：梁天琦好勇武
呀，大叫收皮！

Wong Eric：本土勇士只有×
吹，看清楚誰是真本土。

Cheung Tk：熱普城幾時退
選撐陳浩天、梁天琦，搞革
命？青政企係（喺）隔離，
除左（咗）繼續選又做咩？
梁生話（議會）無用，仲支
持青政選？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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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
旦）「本土民主前線」發言
人梁天琦被選舉主任裁定立
法會選舉提名失效後，有激
進「本土派」中人搞所謂
「白宮聯署」，要求美國制
裁香港以至整個中國。有
「熱狗」聲稱，美國應以核
彈「夷平中國」，「炸死十
億人最好」。不過，也有
「熱狗」相對現實，揶揄
「白宮鬼得閒理你」。
在梁天琦被裁定提名失效
後，有激進「本土派」中人發
起所謂「白宮聯署」，聲稱此
舉「剝奪港人的言論自由和選
舉權」，反映「中國加強控制

香港，損害全球利益」，故此
「要求美國政府制裁香港和中
國政府，包括經濟、外交和軍
事方面」。
「熱狗」的網媒《熱血時

報》轉載了有關新聞，一批
「獨人」即時發神經，留言稱
要美國介入，甚至有人要美國
以核彈襲中國，更鬼拍後尾枕
地稱「有邊場革命唔關外國勢
力事」。
不過，也有「熱狗」仍然有

丁點腦筋，指美國根本就睬你
都傻，所謂聯署只是阿Q式的
精神勝利。真所謂：腦袋是個
好東西，希望「熱狗」人人有
一個。

「阿Q熱狗」發夢美核彈炸中國 「熱狗」賣國言論

林方：支持美國制裁中國。

Jimmy Cheung：不如叫美帝收回香
港主權。

曾奕航：希望obama（現美國總統
奧巴馬）幫我地（哋）做埋最後一
件事啦，一個核彈炸×左（咗）
「支那」北京，炸得幾多得幾
多。……全部死×曬（晒）仲好，
咪×違（遺）害人間。

Steven Kiko Chau：十×個核彈啦，
炸死十億人最好。

Jac Ky：搵美國有咩問題？試問近代
有邊場革命唔關「外國勢力」事？

同道反駁稱無聊

Kwan Chi Ho：美國佬？有×用！
（聯署）已經做咗好多次，咁點？白
宮有冇幫過拖？請問？

HuGo Ng：又關美國事？人地（哋）
有冇咁得閒彩（睬）你。

Cheung Tat Ming：白宮得閒理你
咩，又黎（嚟）精神勝利，咪傻啦！

Otto Sky：關美國佬屁事咩，靠自己
啦香港人，做人別要太「泛民」呀！

Gary Chan：正垃圾。呢啲野（嘢）都
要搵美國仲學人講咩獨立？而（）家
香港連做美國私家雞都不如，有咩利益
俾（畀）人？你連花生油都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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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琦「遺產」戰「本民前」惹「狗瘟」
「皇后」批如「中箭」接收「學民」獨粉反擊稱拒投「熱普城」

一路狗咬狗骨的激進「本土派」隨着選舉日近而進入白

熱化階段。「熱狗（熱血公民）首領」狗達（黃洋達）之

妻（皇后）近日出手，在facebook留言中質疑「本土民

主前線」發言人獨琦（梁天琦）搵「青年新政」梁頌恆做「替身」出

選，更「將捐款等資源過底」，做法就像「香港眾志（中箭）」被指將

前「學民思潮」的資產「接收」一樣，「係違反政治倫理」。一批「熱

狗」紛紛在網上「聲討」。「本民前」急發聲明稱並無此事，一批獨粉

亦紛紛反擊，批評「熱狗」試圖「收割」獨琦，猛「扔毒彈」，又稱就

算不能投獨琦，也不會投「熱普城」。 ■記者 羅旦

傳統反對派在選舉管
理委員會舉行的立法會
候選人簡介會上搞亂，
即被「熱普城」狂嘲是
在「抽水」。咁一向自

稱「勇武」嘅「熱狗」去咗邊？原來，其
「首領」狗達（黃洋達）在傳統反對派示
威時，一臉冷笑地在其座位上「攤屍」。
一直被「熱狗」批評的傳統反對派支持者
即時抓到機會狂轟「熱狗」。有人狠批
「連佢地（哋）口中嘅左膠都勇武過班契
弟（熱狗）」。「熱狗」當然要spin，稱
「衝要講時機」，或稱搗亂簡介會可能會
被取消候選人資格云云。

網民順便拖埋游BB落水
「熱普城」一直狂批傳統反對派只懂圍
爐取暖，唱完「今天我」就散band。「狗
達攤屍照」一出，即在網上瘋傳及被惡
搞，傳統反對派支持者也有機會出一口污
氣了。

網民「Koon Siu Man」揶揄道：「勇
武派：梁天琦更一邊向選管會主席馮驊大
叫『馮驊食屎、收皮啦！』一邊離場抗
議……同一時間『青年新政』游蕙禎則在
一邊玩自拍……死左膠：社民連及『人民
力量』多名成員衝上台搶咪……社民連主
席吳文遠被抬下台時將搶來的咪高峰掟
走……自己判斷啦……年輕人……」
有激進「本土派」支持者試圖為「勇武
派」spin。當時在場的「Haha Manyu」
稱，「一黎（嚟）係太急、情況太混亂，
第一下黎（嚟）唔切反應。二黎（嚟）係
見到班左膠，真係唔敢黐埋去。三黎
（嚟）係衝左（咗）咁又點？然後
呢？……我地（哋）今次嘅任務係要贏。
贏咗就會有議席、有話語權、有資源，投
放喺『香港獨立運動』之上。」
正如獨琦（「本民前」梁天琦）由銷

「港獨」突然聲稱自己「熱愛基本法」，
「勇武派」是言行不一還為了參選屎都
食，就要市民定奪了。 ■記者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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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武」變「勇冇」狗達「攤屍」被嘲

■網民製圖諷刺狗
達「勇冇」。

網上圖片

■網民鬧游蕙禎在
一邊玩自拍。

網上圖片

自選舉提名後，「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
根）一直對同一選區的「敵人」獨琦冷嘲熱

諷，而在「青政」變成「本民前」的「Plan B」
後，整個「熱普城」都投入網戰，狂數「青
政」。
「皇后」（陳秀慧）近日在一朋友的fb留言中

在批評「青政」的立場的同時，質疑「本民前」
「仲將捐款等資源過底（給『青政』），係違反
政治倫理……而且今次佢地（哋）將資源話會比
（畀）「青政」選，同捐款過底無分別、係
（喺）政治道德上係有問題的。同『學民』之前
做既（嘅）有乜分別……」最後，她更畫公仔畫
出腸地稱，「你梗係要投『熱普城』，你應該投
票前了解要入去既（嘅）人做緊乜。」

眾「狗」齊吠：獨粉真可憐
一直親「熱狗」的「手作達人」吳斯翹（Billie
Ng）也在自己 fb 配合「皇后」的說法，發帖
「問」道：「咁係咪即係畀『本民前』的選舉捐
款，而（）家由『青年新政』用？」
「霍由佳」也發帖稱，「關於Plan B……選民
提名過户。我真係戥簽左（咗）提名俾（畀）本
前（本民前）啲人可憐，竟然俾人留低record，政
治人情我真係識條鐵！」
另一親「熱普城」的 fb專頁「墳場新聞 Bad
News by 言某」發帖稱，「『本民前』參選不能，
加入『青政』參選，就要跟『青政』政綱，『本
民前』不能騎劫，物資亦然。唔明？『學民思
潮』參選不能，加入『香港眾志』參選，就要跟
『眾志』政綱，『學民』不能騎劫，物資亦
然……『本民前』參選不能，理念、選票想過落
『青政』戶口，其實需要比（畀）人×到反艇，
點解？因為支持『本民前』唔等於支持『青

政』，投票比（畀）『青政』，唔等於投比
（ 畀 ） 『 本 民 前 』 ， 兩 樣 野 （ 嘢 ） 黎
（嚟），……唔好再混淆視聽。」

「本民前」急「澄清」捐款用途
「本民前」隨即在其fb專頁發表聲明，稱「近

日於網絡上流傳一張相片，相片中有人指『本民
前』把捐款等資源『過底』至『青年新政』，引
起部分支持者查詢」，為此作出「澄清」，稱該
組織原計劃是在獨琦取得候選人資格後才公開籌
款，此前他們未曾就立法會選舉籌過款，稍後他
們才會就「Plan B」籌款，詳情稍後公佈。
他們又稱，他們「唯一接收捐款的渠道」是其
網絡電台「Channel-I」的節目資助，捐款只會用
作該組織的日常開支。

狗粉獨粉大爆口水戰
因為此事，「熱狗」與「本民前」支持者爆發
網絡口水戰。狗粉聲稱獨琦本來無人識，在立法
會新界東補選期間「聲名大噪」是因為「熱普
城」的「全力支持」，獨粉則反駁獨琦在補選取
得6萬票後，聲稱支持獨琦的「熱普城」就要在今
年立法會選舉「五區出選」，但就搵傻根與獨琦
爭票。有人則形容「熱普城」在獨琦被裁定立法
會選舉提名失效後就開戰，是要「搶奪梁嘅政治
遺產」。
以繪畫《溫水劇場》而為人認識的漫畫家「白
水」也加把嘴，「我好怕呢個女人（皇后），堅
怕，因佢可以無中生有咁攻擊佢睇唔順眼既
（嘅）人，我係其中一個受害者，完。」也有人
說風涼話，稱「『國師』民調低迷，天琦應該過
票俾（畀）國師先係大局為重，依（）家托孤
『青政』，實為兩敗俱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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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前」發聲明說
明捐款用途。

網上圖片

■「皇后」力數「本民
前」及「青政」的posts
被人放上網。 網上圖片

■「霍由佳」質疑
「本民前」與「青
政」。 fb圖片

■「熱狗」李政熙
加 入 圍 攻 「 青
政」。 fb圖片

■謝孟謙狂出posts
砌「青政」。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