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鴿」鄺俊宇
（鄺神）是次出選
「超區」，可謂在
踩着他人棄選的屍
體、豪奪黨友選票

中前行，最終竟由告急變「票王」，
簡直震撼不少市民，引來不少揶揄。
有網民就忍不住在facebook發文說︰
「鄺俊宇嘅一世來到33歲都可謂傳奇
加勵志……考會考考6次，但做到註冊
社工；近乎文盲，但做到暢銷作家；
樣貌身材聲線都無，但可以比（俾）
女圍；入一個賣香港嘅黨，又可以當
選做區議員；由一開始參選已經告
急，最後又可以做票王。其實鄺囝不
如研究絕症呀……AIDS（愛滋病），
cancer（癌症）果D（啲）呢？靠鄺囝
一世死好命嘅運氣，可能真係有奇蹟
架（㗎）……」

網民神帖得數千讚數百分享
網民「Jessie Ye」昨日在fb上發出上

述帖文，雖然點讚數不及「票王」的
選票多，但也得到數千個讚、數百個
分享，可謂昨日fb上最紅火的帖文之
一。她其後更補刀說︰「搵投資拍成
電影啦，搵返鄺囝飾演返鄺囝，可能
拎埋影帝。」

不少網民紛紛大表認同。「Agnes
Tse」就說︰「行運超人。」「Fok Ka
Ki」 則 說 ︰ 「 唔 係 點 得 你 叫 鄺 神
呢？」「James Lau」就引用道︰「一
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

「Martin Wong」也謂︰「有運能成
材，我懂了，笑而不語。」「Apache
Ahong」或許最能說出其他人心聲︰
「笑中有淚……」

不過，做得「票王」，當然都有支
持者為鄺神護航。粉絲「Sui Wing
Tang」就踩場留言︰「你收（聲）
啦，我住朗屏，佢勤力做野（嘢）有
目共睹，你慢慢係（喺）度葡萄打嘴
炮就叻！」

■記者 甘瑜

踩同道屍奪黨友票
鄺神被寸「勵志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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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反對派多人落馬「戴」罪難饒

「雷動」操控選舉 變「雷劈」「本土」
激進派斥戴丑肥黎累死人 諷「成功打散本土票」
操控選舉的「雷動計劃」不只令不少傳

統反對派老將被擠出局，部分更即時滅

黨，就連反對派中的激進勢力也險被危

及。昨日就有激進派網民製圖，以「雷動計劃，累×死

人」為題，列出多區多名「被棄者」的得票明明比「被保

者」要高，卻因反對派的配票而被「雷走」，另多區也出

現「山埃貼士」。多名激進派支持者狠批發起計劃的「佔

中三丑」之一戴耀廷，及幫忙推動計劃的壹傳媒集團創辦

人黎智英（肥黎），雷死班「本土」同「泛民」，有人更

認為這個計劃根本是用來「打散本土票」，語帶嘲諷道︰

「佢成功左（咗）啦！」 ■記者 甘瑜

Howai Kei︰戇×「雷動計劃」，
雷死班「本土」同「泛民」。

Ovo Ng︰叫人投個低%既（嘅）
攬炒。

Samuel Miu︰「雷動」本身冇人
理，但有肥佬黎加持，一班大左膠
如hocc（何韻詩），黃耀明等，
就發揮至（致）命的影響。

齊建國︰毒果係毒，但影響力實在太
大，「本土派」宜（）家真係勢
弱。「本土派」理念冇人宣傳因為
毒果財雄勢大，大到可以枒住主流
傳媒位置咁多年，藉此控制輿論。

King Flower︰戴妖（戴耀廷）同

毒果搞到冇左（咗）幾多席？

Kerr Kwok︰佢成功左（咗）啦，
戴妖同肥生一開始就係諗住用舊
（嚿）×野（嘢）黎（嚟）打散
「本土票」，而（）家佢用「泛
民」爛頭卒搞掂曬（晒）「本土
派」，有賺添（）。

Samuel Leung︰佢臨截止先救（8
點說救工黨李卓人），不如收左
（咗）票站先救？

Wing Lai︰雷曼計劃

Chan Yiu Fai︰山埃貼士

Chee Ho Kar︰×你呢個「雷動計

劃」，係咪用嚟攬炒？

Chris Li︰參與呢個「聰明計畫
（劃）」的選民，真係多×謝晒。

Dick Law︰垃圾計劃，無本事唔好
學人玩配票。

Xela ST Yu︰咁其實即係冇發揮作
用啦，純屬搞亂檔。

Lin Chunhang︰信佢同信馬經d
（啲）貼士有咩分別？

我以為係常識但原來無人識︰各
位，下次投票記住跟自己心水，好
過跟大隊！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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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動計劃」投票日一早推出
「棄保名單」，最終不少賽

果卻偏偏相反。facebook專頁「Hkgje-
di」昨日就上載一幅圖片，以「雷動計
劃，累×死人」為題，指「雷動計劃」
稱，在九龍東要棄「熱血公民」黃洋
達、保「人民力量」譚得志，最後卻是
前者更為高票，有機會爭末席；在新界
西建議棄工黨李卓人、保社民連黃浩
銘，也是類似結果；在新界東籲棄「青
年新政」梁頌恆、保「新民主同盟」范
國威，結果前者當選，後者落選。製圖
者更附上一句反話︰「全靠聰明選民，
聰明香港人。」並着大家廣傳。

保鄺俊宇幾乎踢走涂謹申
事實上，「雷動計劃」雷出事的並不
止上述數人，例如計劃在「超區」為民
主黨鄺俊宇告急，最終對方卻是「票
王」，幾乎踢走黨友涂謹申；在港島為
「中箭（香港眾志）」羅冠聰告急，最
終羅亦高票當選，被計劃形容為「穩
定」的公民黨陳淑莊也是幾乎不保；在
九龍西為劉小麗告急，但她同樣多票，
反而「穩定」的民主黨黃碧雲跌至尾段
等等，可謂十分「靠害」。

網民斥「叫人投個低%攬炒」
眼見今次反對派陣營一片亂局，多區

得票多但議席少，原本被看好的激進
「本土」不少被擠出局，支持者當然不
忿，紛紛留言怒斥「雷動計劃」。有人
就斥計劃「雷死班『本土』同『泛
民』」；也有人指出計劃「叫人投個低%
既（嘅）攬炒。」
雖然有人指「雷動計劃」沒有太多人理

會，但網民「Samuel Miu」就指︰「『雷
動』本身冇人理，但有肥佬黎加持，一
班大左膠如hocc（何韻詩），黃耀明
等，就發揮至（致）命的影響。」也有
人直指當中有陰謀，「Kerr Kwok」就
說︰「佢成功左（咗）啦，戴妖同肥生
（黎智英）一開始就係諗住用舊（嚿）
×野（嘢）黎（嚟）打散『本土票』，而
（）家佢用『泛民』爛頭卒搞掂曬
（晒）『本土派』，有賺添（）。」
有人一度想為「雷動計劃」辯護，稱

該計劃「八點出動『雷霆救兵』集中投
李卓人，而（）家起碼保到郭家
麒」，即被「Samuel Leung」反駁︰
「佢臨截止先救，不如收左（咗）票站
先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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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與靠害無
異的「雷動計劃」，在投票日早上，呼籲
「聰明選民」在俗稱「超區」的區議會
（第二）界別要去保住民主黨鄺俊宇和
「街工」梁耀忠，並說涂謹申的選情穩
定，繼續着大家放棄反對派另外3名參選
者。結果涂謹申被「過度分票」，由上屆
「票王」變成今屆「包尾」。另一方面，
也有棄選者的支持者心有不甘，不聽指揮
繼續投予自己心儀候選人，令他們始終有
數萬張選票。

涂謹申「票王」變末席
今屆「超區」選戰，原本為建制3張名

單對反對派6張名單，「乳鴿」鄺俊宇一
參選就打告急牌，最終獲反對派「大佬」

照顧，令公民黨陳琬琛、民協何啟明和
「新民主同盟」關永業先後棄選，以過票
予鄺俊宇。
即使如此，前日投票日一早，「雷動計

劃」再次重申「棄保」「策略」，指涂謹
申選情「穩定」，稱其支持者中的「策略
選民」可考慮轉投他人，並放棄陳琬琛、
何啟明、關永業，平均把選票分予梁鄺兩
人。
「雷動」發功之餘，民主黨內部也大手

將涂謹申的選票過予鄺俊宇，令涂謹申的
選情出現危機。涂謹申於投票結束後忿而
將頭像轉為全黑以表不滿，並在接受訪問
時，批評民主黨在配票安排上沒有「執行
協議」，直言鄺將會是得票最高者。他又
酸溜溜地說，若鄺當選而令他落選，「一

命換一命，都係一個好悲哀嘅傳承。」

指「市民更可信」暗寸黨友
結果在點票時，涂謹申果然「包尾」，

一度有出局危機，而鄺俊宇則取得高票，
所得票數是涂的兩倍有多，成為新一屆
「票王」。
雖然最後涂謹申都以「包尾」姿態連

任，但他在facebook發帖時不忘說︰「市
民比任何人更可信，感謝各位。」
另一方面，「被棄選」的陳琬琛、何
啟明、關永業共取得近七萬票，顯示有
近七萬名選民不甘心受「雷動計劃」或
「大佬」的「棄保策略」擺佈，反對派
陣營黨內黨外未來的分裂恐怕越來越
大。

粉絲不甘被指揮 棄選者獲七萬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三丑之
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雷動計
劃」，在立法會投票日不斷在網上發放關於候選人
選情的訊息，並指揮選民應該投票給哪一名候選
人，導致今屆選舉多名傳統反對派落選。不少選情
因此受影響的反對派紛紛譴責戴耀廷，指「雷動計
劃」「混亂」、「危險」、「好多漏洞」和「失
敗」，是「一個不應該的做法」。

輸「雷動指示」慢必話好彩
獲得新界東議席的「人民力量」陳志全（慢
必）直批「雷動計劃」做法危險以及「好多漏
洞」，令不少市民投票時錯估形勢，扭曲訊息及
製造民意。他指，很多反對派候選人「係輸民
調、輸雷動個指示」，幸好「雷動計劃」最終建

議新界東選民同時「救」張超雄、陳志全及梁國
雄等人，「無特別搞到我哋」，才令他得票應足
夠當選。

尹兆堅斥被害差點落選
在新界西尾二當選的民主黨尹兆堅亦批「雷動計

劃」對他選情有影響，指自己由民調高位跌至近乎
尾席，甚至一度面臨落選危機。
他批評「雷動計劃」不成熟及訊息混亂，最後名

單很主觀及有偏見，如客觀數據上應支持李卓人而
非黃浩銘，但「雷動」建議選民過票給黃浩銘，直
至最後數小時，又指黃浩銘夠票，要給票李卓人，
理由勉強。

梁耀忠：涂謹申當選實僥倖

當選超區議席的街工梁耀忠就指「雷動計劃」
「是一個不應該的做法」，因為難以有水晶球一樣
預知選票分配到哪一位候選人身上，有機會出現不
平均的情況。他又說，另一位超級區議會候選人涂
謹申在配票下能夠當選實屬僥倖。

梁家傑：支持者受惑逼告急
因「雷動計劃」影響選情、只取得九龍東末席的

公民黨譚文豪也批「雷動計劃」過程有瑕疵及出現
意外。公民黨梁家傑亦指，投票當日不少市民向他
們表示支持譚文豪，但要「救人」，使他們對選情
感到擔憂，被逼告急。

黃毓民大罵被棄選「絕對錯」
以400多票輸給了25歲游蕙禎的黃毓民已不止一

次爆粗罵「雷動」。黃在投票當日拉票時仍強調自
己毋須告急，但「雷動」公佈策略名單籲選民棄黃
毓民投游蕙禎，導致黃最終落選。黃毓民大罵被棄
選論是「絕對錯誤的決定」，又直斥「雷動計劃」
是一個失敗的計劃，旨在「保泛民」，反問「泛民
做過啲咩？」

劉銳紹：造數致陳王爭尾席
至於報稱獨立的王維基在港島墮馬，親反對派時

事評論員劉銳紹指，是「雷動計劃」令選民以為王
維基穩守席位，以致出現高開低收局面。
他表示，公民黨陳淑莊和王維基在滾動民調名列

前茅，而投票日「香港眾志」羅冠聰民調低開，故
「雷動計劃」指示投票給羅，導致最終陳和王兩人
爭末席，而羅就高票當選。

■選民似不滿
「棄保」或
「雷動」，「被
棄選」的陳琬
琛、何啟明、
關永業共取得
近七萬票。

■網民昨日上載一
幅圖片，題為：「雷
動計劃，累×死
人」。 網上圖片

■新東籲棄梁頌
恆、保范國威，
結果只有前者當
選。 網上圖片

■九東棄黃洋達、
保譚得志，最後卻
是黃洋達更為高
票。 網上圖片

■在港島為羅冠
聰告急，最終羅
高票當選，被指
「穩定」的陳淑
莊幾乎不保。

網上圖片

■「雷動」在「超
區」為鄺俊宇告
急，幾乎踢走黨友
涂謹申。 網上圖片

■ 涂 謹 申
（右）過票給
鄺俊宇（左），
上屆「票王」
變 今 屆「 包
尾」。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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