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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政」吹牛「熱普城」踩埋「本民前」
黃俊傑道歉唔收貨 為搶票批獨琦冇腦

反對派選舉之道，就是一見競爭者出

事，立即出盡全力去打擊，將戰火盡量

延展。「青年新政」發言人黃俊傑日前

向《本土新聞》放流料，稱立場傾向「台獨」的台灣政

黨「時代力量」，將來港為「青政」站台，在被對方否

認後就光速卸膊予《本土新聞》。「青政」連「自己

友」都出賣，引來不少「青政」支持者、準備含淚投票

的「獨派」支持者不滿。對手「熱普城」更乘勢力踩對

手，順便叫大家轉投「熱普城」。黃俊傑隨後道歉補

鑊，並宣佈辭去發言人的職務，但仍被「熱普城」等人

強勢狙擊，批評他毫無誠意，更藉此狠批過票予「青

政」的「本土民主前線」，盡量在對方的「車禍現場」

吸票。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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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政」粉還拖
Fai Ho︰「熱普城」集團很多網上打手，成日洗版，網上流
氓行為，copy-and-paste（複製及貼上）啲無關（嘅）野
（嘢）擾亂公眾輿論，不必認真。

馮偉杰︰《本土新聞》冇去查證就咁快報道出黎（嚟），跟住
有班「熱狗」就上黎（嚟）嘈，點會咁巧合既（嘅）？

李匡晉：《本土新聞》做「青年新政」打擊其選情，《本土
新聞》係乜背景，自己查下（吓）！根本網媒聲明有選舉炒
作之嫌，為何有（又）指名道姓？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甘瑜

「熱普城」狙擊
Karen DizzyEggplant Chiu：（新東補選）嗰陣我話唔好投
岳少（楊岳橋）因為岳少揀得入公民黨証（證）明佢智力有
問題，今日梁天琦押重注落「青政」，証（證）明佢智力都
有問題。完。

趙敏：梁天琦收割素人血汗光環就要換取選舉益朋黨！

藍鳳凰︰「青政」×得少咩？一定過三次啦！咁包容做乜？大
佬（梁天琦），授權俾（畀）一班冇能力嘅人，掌控你自己同
全香港嘅未來去學嘢，只因為年輕同你friend（友好）同你熟？
傻㗎？包容到咁×樣，對「熱普城」又唔見咁包容嘅？

Nina Cheel：7.1之後大家都見到梁天琦同「青政」一樣咁×，
所以我從來都冇諗過投梁天琦站台嘅「青政」。

Alvin Chan：退選，等「本土派」集中票源啦，俾（畀）你
選中，咪又係出黎（嚟）×！

根粉欲打圓場
Toby Chiu：佢哋嚿嘢根本係截
頭截尾拎中間一嚿仔出嚟取
巧。

Mike Powell：而（）家先黎
（嚟）中反間計？……想整死
「熱普城」？

Wan Yung：邊個出過力點會唔
知？講大左（咗）啫，見怪不
怪，阿Q啲當敬老吧……

Poki Chan：有預感左膠會攞呢
篇status造（做）文章搞分化。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獨人」眼火爆
林浩基：搶我幹事該得既（嘅）
「光環」，我就鬥到世界末日都
同你鬥。唔用「光環」唔代表關
你班宇宙人事，去月球宣場一切
源於「城邦法」啦！

Takki Ma：之前陳雲屢向梁天
琦、黃台仰及「青政」發炮，
「熱狗」尚努力粉飾為「指
點」、「交流」，但係呢期發炮
打到上晒頭，下面班fans已經將
僅存的「獨派」候選人當晒敵人
咁打！

Bernadette Tsui： sorry，一派
胡言，睇到火都嚟！甚麼「憑我
的議程設定能力」又英文agen-
da setting power，呃細路。乜
都去美領使館求救，腰骨呢？踩
住天琦上，叫人不齒，國甚麼
師？

九龍西候選名單：
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毛孟靜、譚國僑、黃毓民、吳文遠、劉小麗、
朱韶洪、何志光、李泳漢、林依麗、關新偉、游蕙禎

新界東候選名單：
陳克勤、葛珮帆、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林卓廷、鄭家富、方國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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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金成、梁頌恆

新界西候選名單：
梁志祥、陳恒鑌、麥美娟、田北辰、何君堯、周永勤、尹兆堅、李卓人、郭家麒、
馮檢基、黃潤達、黃浩銘、鄭松泰、黃俊傑、高志輝、朱凱廸、呂智恆、鄺官穩、
湯詠芝、張慧晶

似乎世間萬物，都是「城邦派國
師」傻根（陳云根）所「發明」的。
為了爭食「人血饅頭」，傻根近日聲
言，全靠他「網上游說」和「向美國
領事館請願」，成功阻止了《版權
（修訂）條例草案》（「網絡廿三
條」）通過。有關言論一出，不少激
進「本土派」中人均圍剿傻根。親
「熱狗」的「鍵盤戰線」發言人、
「滑鼠娘娘」鄺頌晴批評，傻根沒有
資格奪取「光環」，「 少往自己面上
貼金！」

為了選票，傻根不斷攻擊同路人，
又不斷質疑他人「抄襲」他的理論，
包括聲稱「中箭（香港眾志）」提出
的「希望政治」是「抄襲」自他的；
又稱公民黨港島區候選人陳淑莊提出
的「2047年地契問題」和民主黨九龍
西候選人一嚿雲（黃碧雲）提到所謂
「永續『一國兩制』」也是「抄襲」
他的「永續基本法」云云。

稱求美助拉倒版權例修訂
要搶光環，傻根只搞其他人也還罷

了，想不到為了選票，連「熱普城」
的自己人也玩埋。傻根日前在fb「發
功」，聲稱不必理會什麼「守衛『泛
民』」的關鍵議席總數，又稱倘成功
進入議會，會憑他的議程設定能力
（agenda-setting power），大幅度改
變議會的議政方向。他更「舉例」
稱，去年便是因他用「網上游說」和
「向美國領事館請願」的方式，成功
阻止《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草擬
法案的立法。

傻根博懵「爭功」，引起激進「本
土派」的內訌，與「熱狗」關係密切
的「滑鼠娘娘」鄺頌晴對此非常不
滿，發帖稱：「早知拉倒條法例係咁
易嘅，我地（哋）唔使捱兩年啦。拉
倒唔關我地（哋）事架（㗎）原來。
原來一個人搞下（吓）簽名就可以做
到哂（晒）」，「要計嘅話每人可以
分到1巴仙『光環』。」

她又狠批傻根沒有資格奪取「光

環」，更表明絕不會投票予他，「呢
個『光環』你冇資格拎呀! 少往自己
面 上 貼 金! 而家 射 落 海 都 唔 投
呀！」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前副總編
輯王俊杰也湊熱鬧曲線發帖稱：
「嗱，講句公道說話：要不是陳雲照
顧大家，網絡廿三條早就過咗，你班
『鍵盤戰士』邊仲有fb玩？」他同時
標註了「迷云黨」、「而我不知道滑
鼠娘娘是誰」、「更不知道鍵盤戰線
是甚麼」。

被回帶揭「退聯潮」有前科
他又回帶揭發傻根早於去年已在大

專院校「退聯潮」時邀功，聲言「退
聯」是他最早主張的，香港大學、理
工大學、浸會大學全都是受他的「城
邦論」影響，最終才成功「退聯」，
更稱要邀請鄺頌晴合組「苦主大聯
盟」，向傻根追數，更標註「城邦派
天下第一」、「乜都爭」、「企開啲
啦」等語句。

鄺頌晴留言回應稱，「好蠢呀，我
真係好冇用，5個人兩年心血都唔夠
個製（掣）。」她其後又發帖強調，
「公道說話：當時一齊出出入入、遊
（游）說、見議員、派懶人包、見記
者、開四方會議嘅係人地（哋）個召
集人。」

其他激進「本土派」即時圍爐取
暖，一唱一和寸爆傻根。「青政」召
集人、新界東候選人梁頌恆在留言中
「自首」稱，「『鍵戰』係主謀，我
係小薯咋！」九龍東「傘兵」候選人
陳澤滔也稱，「相比你哋（『鍵
戰』），我哋幫得太少，提都唔敢提
我哋有份。」「青政」九龍西候選人
游蕙禎也按「讚」。

當然，「迷云黨」豈容有人唱衰
「天上天下雖我一人獨至尊」的傻
根？有人就在鄺的fb留言，稱對方斷
章取義。有人則稱鄺等中了「敵人」
的反間計云云。有傻根在，真係花生
食唔完。 ■記者 鄭治祖

傻根博懵邀功 惹同路人圍插

黃俊傑日前向激進「本土派」網媒《本土新聞》放流料，事
後光速卸膊，指是《本土新聞》「誤報」所致，令激進

「本土派」中人譁然。仇思達、身為《本土新聞》職員的「無
待堂主」盧斯達等都先後通過發帖、直播批評，「青政」游蕙
禎就讚好多個相關帖文，似欲試圖割席。

道歉變拉票被批無誠意
事件發酵一日一夜，不少支持者都認為黃「唔抵幫」，並
開始思索不想「含淚投票」，「青政」終於要做「傷害控
制」。
黃俊傑昨日下午先在其facebook發出《辭任會務通知》，

稱自己「處理失當，令《本土新聞》引述錯誤消息」，為此
「願意道歉」，又宣佈「申請辭任」發言人一職。「願意道
歉」的話說完，黃俊傑話鋒一轉，就稱有關事件「令本人服
務新界西之決心更為堅定」，繼續向大家拉票（見圖）。
這種「特別的道歉方式」，當然多數人都唔收貨。盧斯達就

在fb發帖斥責他「無誠意」。
不少人也在黃的帖文下留言批評。「Jason Tsang」批評︰

「呢篇野（嘢）尋晚出就可以，拖咗咁耐，都仲要寫半篇係到
（喺度）拉票，你知唔知乜×叫道歉嫁（㗎）？」
其後，黃俊傑只好再發道歉聲明「二次補鑊」，稱自己「再

一次向大家鄭重道歉」，但同時謂自己曾向記者講尚未成事，
「惟可能本人表達不清，令記者誤會。」如此「有誠意」的道
歉，當然還是引來批評。
眼見競爭對手連環出錯，如此「滿地花生」的場面又點可以

冇咗「熱普城」？「熱普城」陣營中人紛紛評論事件。有人更
乘機在「車禍現場」為「熱普城」拉票。

黃台仰扮「唔熟」圖割席
除了攻擊「青政」，「熱普城」中人更把握時機清算未有過

票予自己、反過票予「青政」的「本民前」。
「趙敏」就說︰「梁天琦收割素人血汗光環就要換取選舉益

朋黨！」「Joe Jason Mar」也批評「梁天琦只講人情唔講道
義」，為「熱普城」新東補選時替「本民前」站台卻不獲「報
恩」而報仇。
「本民前」黃台仰企圖和「青政」割席，稱於本月才「深入

認識」「青政」。「藍鳳凰」即批評︰「痴（黐）線，『本民
前』當日推銷plan B，就派人放風話一早就識，一早就合作
緊，……好心你啦Ray Wong（黃台仰），當我地（哋）on
（戇）×㗎咩！」「Mo Yung Suet」則謂︰「收檔啦，你（黃
台仰）同『青年新政』八月先有深入認識？係堅嘅話我冇×都
同你切呀！你當我地（哋）on（戇）××呀！仲要講大話！」
所以話，參選要小心言行，否則一出事，學「國師」傻根
（陳云根）話齋，「政治清算，不會饒過你們！」

傻根話係因為
自己通過「網上
游說」和「向美
國領事館請願」
的方式，成功阻
止 《 版 權 （ 修
訂）條例草案》
的立法。不過，
只 要 Google 一
下，就知道所謂「網上游說」完全是鬧劇
一齣，難得傻根夠膽將之移形換影，當作
自己功績，真係人唔笑狗都吠啦！

被揭假聯署 白宮刪戶口
在立法會審議《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期間，傻根發動其支持者到美國白宮
的網站聯署，要求美國停止支持香港版權
條例通過。

先不論美國是否有權干涉香港事務，所謂
「白宮聯署」已清楚說明，每個人只可以聯
署一次，但傻根就通過支持他的facebook專
頁，公然叫其支持者不斷開新電郵，由傻根
冊封的「昭明公主」、即「中出羊子」，更
開發了所謂「快速簽署器」，即同一個人可
以「無限加簽，無限聯署」。

是次聯署初發起的十多天，每日平均
僅數百人簽署，但作弊方法一出，短短8
小時內聯署數字就由當時的兩萬多突然增
加到接近六萬，傻根更在其facebook貼文

認叻。不過，白宮方面很快就知道有人造
假，以違反規定為由取消了是次聯署，更
取消了發起人、即傻根的戶口(見圖)，真
係「揚威美國」。

近日傻根突然當其他人都係傻仔，話自己
用「網上游說」和「向美國領事館請願」，
令特區政府撤回版權修訂條例喎，真係要面
皮幾厚先得講出？當然，傻根的「迷云黨」
一定會話，唔通傻根識得奧巴馬又要話畀你
聽咩？不過，連聯署戶口都被取消，睇怕傻
根同奧巴馬似乎都唔係好熟。

同路人質疑違選舉例
親傳統反對派的博客林忌就在其fb發

文揶揄傻根，「真係當香港人失憶，反
『網絡廿三條』的白宮聯署不夠一萬人，
然後成班支持者『造假』亂簽，被白宮刪
除；陳雲居然說是佢『成功爭取』，上述
虛假資料係咪可以選舉呈請？」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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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者來站台 港府強調不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有謠傳鼓吹「台獨」的台灣政
黨「時代力量」將來港為「青年新政」的立法會候選人站台，香
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在回應傳媒報道時強調，特區政府不歡迎
「台獨」人士來港，為香港政治組織站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