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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鬧獨琦政棍冇義氣
斥幫「青政」冇政治倫理 話游BB靠樣冇料到

為了爭選票，

激進「本土派」

不斷鬼打鬼。競

逐連任九龍西、「普羅政治學

苑」的「教主」黃毓民面對反

對派中人的夾擊，選情出現危

機，即拍片教訓後輩。他先大

數「青年新政」的游BB（游蕙

禎）只是「個樣生得靚、後

生」，但不熟悉議事規則及議

會運作，「不如選香港小姐啦

係咪？」他更狠批「本土民主

前線」的獨琦（梁天琦）幫游BB

助選，是沒有「政治倫理」，

「未學行先學走，未做議員先

做政棍！」 ■記者 鄭治祖

香港島候選名單：
張國鈞、郭偉強、葉劉淑儀、
黃梓謙、劉嘉鴻、何秀蘭、
詹培忠、羅冠聰、沈志超、
王維基、徐子見、司馬文、
許智峯、陳淑莊、鄭錦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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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徒開火

EP Leung：新東補選熱普城動員所有人幫天琦做（造）勢，有錢
出錢，而（）家港島只有一個「本土派」，天琦幫下四眼（指
鄭錦滿）站台都好合理。

Ken Chan：……梁天琦，在他要面對處理確認書難題開始，舉棋
不定，進退失據，繼而神秘地推出plan b，已顯露性格的缺陷，
這不是因為經驗不足而導致的失誤，而是心術偏差的問題，是終
身不可改變的。

Trixia Pat：由梁天琦day one（最初）幫「青政」，已經質疑佢
嘅抉擇能力有問題。

Pak Sam Chim：講真，唔該回頭望吓，係乜人日日話毓民夠票，
叫人投「青政」？兄弟爬山？「青政」幾何有當人兄弟？

Jack Ng：九龍西既（嘅）街坊，請你地全家票投黃毓民！全面同
「青年新政」開戰。

Gelly Morris Vera：打倒游偽貞（蕙禎），梁咩（天）琦，正反骨仔！

獨粉反擊

Calvin Kwok：梁天琦幫游（蕙禎）有咩問題，咁都要話教訓人，癲。

Sam Tsui：說好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呢？「教主」咁快又內鬥搞
「本民前」同「青政」？

Vincent Wan：228補選後見天琦咁多票就即時收割光環，而家見
天琦加「青政」有威脅就抹黑「真本土」，熱普城是一班不可信
的政棍。

Otto Chan：各位老屎忽們……不管你什麼立場，不要把年青
（輕）人當是你的扯線公仔，又或是亦步亦趨的一條狗。

文健鋒：我相信全港人格最下流之人就是黃毓民。

Jonathan Leung：一個不斷推啲細路出嚟去死嘅人話為咗下一
代！真係難聽過粗口。

Lance Yan：「教主」今次重拳揼埋「本民前」，「本土」那（哪）有不分
裂的本錢呢？

教徒戰獨粉

資料來源：黃毓民fb 整理：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壹
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被揭發持續捐
款予反對派議員，部分涉事議員更沒
有向立法會申報，被質疑是收受「黑
金」。民建聯新界西候選人梁志祥近
日在電視選舉論壇上追問反對派，質
問他們「放生」沒有申報收受捐款、
更將之「私袋」多個月的工黨候選人
李卓人及社民連候選人梁國雄。各反
對派新界西候選人明顯「心中有
鬼」，統統避而不談，僅稱報告已有
結論云云。

批阻查「收肥水」對議會零責任
梁志祥昨日在facebook上載了他近

日出席電視台選舉論壇的片段。他
指出，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
員會曾經調查黎智英捐款予李卓人
及梁國雄事件，但最終在反對派3名
成員投反對票的情況下，投訴不成
立。他在論壇上逐一質問各反對派
新界西候選人，為何他們所屬的政
黨反對調查此事。
平日「口若懸河」的各反對派中人
對此統統避而不談。民主黨候選人尹
兆堅聲稱：「你睇報告囉，報告點講

呀？報告有咗結論啦，你仲講咩
呀？」社民連候選人黃浩銘則稱：
「你查咗㗎啦，有報告出嚟㗎啦。」
公民黨候選人郭家麒則僅稱，「議員
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是以事論
事……」

網民讚問得好 嘲反對派「身有屎」
梁志祥批評，反對派政黨沒有履行
議員責任。他們經常聲言要引用《立
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去調查任
何事，但在此事上則「任何事（也）

不查」，「作為一個議會，『泛民』
咁做落去仲有咩責任呀？」
影片上傳僅數小時，已有過百名網
民讚好。他們大讚梁志祥：「問得
好！」「Andy Suen」留言表示：「點
解『民主派』會咁驚梁志祥講『黑
金』？！……好簡單答案：『擺明身
有 屎 』 囉 ！ 」 「Chung Ming
Tsang 」也揶揄反對派：「『泛民』唔
驚下次輪到自已（己）咩，查，千其
（祈）唔好查。」「Pamela Yip」則
批評：「『泛民』不嬲嚴人寬己。」

志祥質問「黑金」反對派淆底避談

「教主」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他在深
水埗拉票的短片，大數其餘激進「本土

派」及其他反對派候選人，首先針對的是區內的
「最大敵人」游BB。他批評道，「唔係話個樣生
得靚、後生就可以做議員」，而是要熟悉議事規
則。

寸游不諳議政「不如選港姐」
他暗示游BB早前在電視台被問到關於議事規則
問題時要助手「提水」，「議事規則唔識，議會運
作都唔識，咁你投比（畀）佢做咩呢？不如選香港
小姐啦係咪？」
所謂「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教主」更

「出口」炮轟獨琦，首先批評獨琦支持的「青
政」在港島區並沒有候選人，但他沒有為「熱普
城」港島區候選人超音鼠（鄭錦滿）助選，卻到

九龍西為游BB助選，「你走嚟我選嘅地方幫佢
（游蕙禎）助選，咁我唔知呢啲係咩政治倫
理」，又指對他們非常失望，「未學行先學走，
未做議員先做政棍！」

斥劉小麗卑鄙 罵「一嚿雲」不悔改
他又批評「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將自己的

選舉號碼貼在他的海報上，「呢啲咁嘅人未選倒
（到）已經用卑鄙下流手段去選舉，咁你點投得落
呢？」
他又指責「青政」經常「散播謠言」來「抹黑」

他，又互相「傳耳語」，以「假民調」打壓異己，
「我選咗咁多次都慣晒。」
在昨日「熱普城」舉行的造勢大會上，「教主」

繼續批評「青政」及獨琦。
他稱，在獨琦被選舉主任裁定其選舉提名無效
後，就和黃台仰找他吃飯，解釋「本民前」何以和
「青政」合作。
他就指，既然港島沒有「青政」的候選人，獨

琦如果可以為超音鼠站台，同時到其他四區幫

「青政」站台都「冇所謂」，否則「你就唔好走入
嚟九西搞我」，當時兩人沒有正面回應。「家梁
天琦冇幫鄭錦滿，走入去九西幫人拉票，係咪好冇
義氣呀？」他更高呼稱所有支持者都要投票給他，
「其他契弟一票都唔留畀佢哋！」
除了激進「本土派」，教主又怎會放過傳統反對

派呢？他先批評民主黨的一嚿雲（黃碧雲）「死不
悔改」，在選舉論壇上稱他「分裂『民主派』」的
言論，是「自以為抽到我水，其實係自暴其醜」，
更稱民主黨應該「×街」。

琦粉反擊鬧「教主」想搵扯線公仔
大批「教徒」留言支持「教主」，紛紛加把口批

評「青政」及獨琦，狠批「熱普城」在立法會新界
東補選時站台，現在卻和熱普城打對台，又四處散
佈流言稱黃毓民已夠票，是「反骨仔」。
撐獨琦及「青政」者即時到黃毓民的帖子中留言

反擊，批評「教主」是「老屎忽」、「未食藥」、
「發癲」，想當獨琦是扯線公仔云云。這場網絡花
生，看來真係食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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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為選票，不斷違反立
法會選舉活動指引，有人更肆意
在大學校園的民主牆張貼選舉海
報。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近日接
獲市民投訴及校方反映，指學生
會民主牆上張貼了大量的立法會
選舉海報，基於它們違反立法會
選舉活動指引及該校的《民主牆
守則》，學生會已清除所有相關
選舉海報。

熱普城等反對派涉違選舉例
中大學生會昨日在facebook表
示，他們早前收到一名市民的投
訴及校方反映，指學生會民主牆
上張貼了大量立法會選舉海報。
根據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八
章，候選人需先取得書面准許或
授權，才能於政府或私人物業上
展示選舉廣告，惟民主牆上有關
候選人未曾取得本會或校方的准
許或授權。同時，該些選舉海報
也無依循《民主牆守則》，寫上
張貼日期及署名。
學生會基於以上兩點，已清除
1張「熱普城」陳云根、1張「熱

普城」鄭錦滿、1張「人民力
量」陳志全及社民連梁國雄、5
張「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及關永
業，及17張陳志全的相關選舉海
報。

「慢咇」海報亂貼中大民主牆

「熱狗」偷拆民記華貴旗幟斷正
為了選舉，「熱狗」候選
人用盡「陰騭」手段。參選
港島區的鄭錦滿昨晚聯同一
批成員，偷偷摸摸地在華貴

邨拆除民建聯候選人的宣傳旗幟。此等鼠輩
行為被熱心市民發現，更以手機拍低，「熱
狗」即圍攻該名市民，包括以粗言穢語侮
辱，有人甚至作勢要襲擊對方。最終未知是
否「身有屎」的鄭錦滿無法控制場面，決定
拉隊離開。

被拍攝發爛渣反「兇」市民
本報收到熱心市民報料，昨晚他在華貴邨
內一個商場的平台，發現「熱血公民」的鄭
錦滿、鍾琬媛及一批成員，正在拆除李慧
琼、張國鈞等民建聯候選人的旗幟，隨即取
出手機拍攝。一名女「熱狗」叫囂道：「先
生啲旗係咪你㗎？如果啲旗係你嘅，麻煩你
認一認吖！」

鄭錦滿也走上前「兇」該名市民：「係咪
你㗎？有冇申請呀請問？」該市民即反問他
們是什麼人，為何要拆除別人的旗幟。鄭錦
滿隨即「戴頭盔」稱他們沒有拆旗，而是因
為這些旗幟在「無人看管」底下，「如果有
風吹雨打可能會倒塌，傷害路人」，聲言他
們是在「保護香港市民」，更稱此舉無需要
獲得授權云云。

鄭錦滿怕炒大鑊帶「狗」離場
大批「熱狗」成員其後衝前圍攻該市民，

有人出手遮蔽鏡頭，有人更以粗言穢語侮
辱，有人更突然衝前大叫，作出恐嚇要襲擊
他的行為。眼見眾「熱狗」情緒激動，未知
是否「身有屎」的鄭錦滿突然「霸氣盡
失」，不斷勸阻其團隊成員勿向該市民出
手，又着他們安靜，之後更企圖充當「和事
佬」，可惜仍然難以控制場面，最終決定拉
隊離開。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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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滿上
前「兇」拍
攝他們偷拆
旗的市民。

■「熱狗」成
員拆除民建聯
旗幟被市民拍
下。

■■梁志祥質問黑金事件梁志祥質問黑金事件，，反對派顧左右而言他反對派顧左右而言他。。 fbfb圖片圖片

■獨粉反黑黃毓民「未食藥」。 fb圖片

■黃毓民在拉票影片中罵盡游蕙禎、梁天
琦、劉小麗和其他傳統反對派。 fb圖片 ■網民稱黃毓民的行為將導致「本土派」分裂。 fb圖片

■反對派違規在中大民主牆貼海
報，陳志全的海報更達17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