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 be, or not to be？」對於選舉時不斷宣傳所謂「當選後會辭

職公投」的立法會新界西候任議員、「熱狗（熱血公民）」主席蟲

泰（鄭松泰）而言，答案已經很清楚：「not to be！」蟲泰近日接

受傳媒訪問時，稱所謂「五區公投承諾」已經「不存在」。被「熱狗」嘲為「左

膠」的傳統反對派中人，包括社民連副主席「村長」（黃浩銘）、「人民力量」的

「快必」譚得志等紛紛「追數」，批評蟲泰欺騙投他票的選民。「熱狗」副主席

「超音鼠」（鄭錦滿）反擊稱，該黨僅一人當選，當然不能「『五區』公投」，更

反稱應向民主黨及公民黨施壓，要他們搞「公投」云云。網上花生，想不到比選前

食得更多。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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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膠」「熱狗」互數爛賬
「左膠」嘲走數

Tatemine Chin：講「5區公投」只係手
段，議席同人工先係目的。

Peach Fung Fu：一早覺得佢有份咁高
人工既（嘅）工仲唔賴皮，就算唔開會
都四年唔會炒你喎！

Yan Sai Yi：佢話未來4年嘅人工呀、福
利呀、權力呀存在咪得囉！

Wong Cheuk Kwan：陳魂（云）根早已
說過：只要當選，五駒公姆（「五區公
投」）便沒有需要，最重要是做議員、
享高薪！

Raven Cheung：呢班人唔係傻，否則點
會搵4眼（鄭錦滿）呢件蛋散選難度最高
嘅港島區？劇本早就寫好，選唔哂
（晒）5區就大大個藉口唔使辭職。

Ming Wong：「熱狗」班人渣拉票時好
誠懇，俾（畀）人感覺年青（輕）有活
力，少留意政事的人都對他們好受落。
當然很多騙子的另一面不是所有人都明
瞭（了）。

Cheung Tsun Lam：這就是「熱普城」
了！恭喜各位投俾（畀）「熱普城」的
懵×！

Ken Ho Ming Hong：利益行先的利用不
會堅實，最後只會換來出賣，所以我選
擇原則行先，即使一時失利，但最少沒
有迷失自已（己）的目標。

「熱狗」撐飯蓋

WaiMan Leung：選唔到五區，自然沒有
「公投」，係選民沒有腦袋投票的結
果！再提提「港豬」！你們不「永續基
本法」，2047年之後，你們的下一代要
服兵役的！

Daniel Li：「港豬」唔要「五區公投」，
選擇「左膠」「人力社記25鬼」之流，
幫「港共政權」「赤化」香港，幫「新
移民」攞綜緩（援），打尖上樓，「殖
民」香港，消滅香港人。真係抵×死，
無話可說。

Gary Chan：有大黨唔搵，走去旨意個單
拖友幫你爭取呢樣爭取嗰樣？

Felix Cheung：叫「超區」續（逐）個
辭先啦，一個「公投自決」，一個「公
投」是否開法（發）天然氣，再一
個……

Jessica Shum：咁恨「五區公投」，叫
個「小麗老千」，「朱不遷」老豆
（竇）（朱凱廸），仲有成街貼住叫人
棄黃保游果（嗰）個出來選啦，咁恨喇！

陳陶陶：叫佢地（哋）（「青政」）快D
（啲）買左（咗）天然氣先啦，叫佢地
（哋）（劉小麗）快D（啲）拿個「免供
退保」來先啦，叫佢地（哋）（「香港
眾志」）快D（啲）搞「公投」啦！

黃鈞：算罷啦，明擺就系（係）存心刁
難，一沉百踩，世間便是如此炎涼。

Kong Kin Chan：人地（哋）都係為反
「熱普城」而反。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蟲泰拒「辭投」走數呃選民
稱一人當選承諾不存在「熱狗」促訟黨鴿黨搞「公投」

「熱普城」在今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派出5人參選5個
地方選區，並打出所謂「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

口號，聲稱當選後會立刻辭職來發動「制憲公投」。最
後，5區中僅出選新界西的蟲泰當選。他近日在接受《明
報》訪問時稱，「熱普城」的成績未如人意，反映他們主
張的政治綱領失敗，故「我最大的選舉承諾（五區公投）
已經不存在」；又稱自己會「夾（目及）住」提出「公投」
的「青山新症（青年新政）」及「中箭（香港眾
志）」，提醒他們要搞所謂「公投法」云云。

村長回帶陳雲「金句」揶揄
報道一出，「左膠」起哄。村長就回帶引用「熱普

城」新界東候選人陳云根在一次選舉論壇上的回應揶
揄，「你講的話遲 d（啲）係咪又唔算數呢？」
「Roundtable Community」前總幹事林輝發帖稱：「成
篇訪問都係走數宣言，你叫『熱狗』情何以堪！」

網民「William Ngan」也促蟲泰找數，「十月入完議
會後立即辭職，一來履行你半年前所講的選後即辭職的
選舉承諾，讓1/5選民有『公投』機會，為『全民制
憲』打下1/5的根基。二來讓毓民來補選返回議會，否
且（則）沒有黃毓民，你們什麼都不是。」

有「熱狗」就稱，現在「熱普城」僅「一區當選」，
自然無法「五區公投」。「人力」創黨執委歐陽英傑就
發文反駁，「一早知你（蟲泰）係寶藥黨」；又稱「選

舉時有人問過呢個問題㗎喇，有人就答：如果唔夠五
個人當選，當選者就會積極遊（游）說其他議員參與
他們那個『辭職公投』。……現在說『不存在』，簡
直就是厚顏無恥，過咗海就神仙，擺明呃選票」。

超音鼠曲線認薪津係關鍵
超音鼠發帖反擊稱，「拉籠（攏）其他四區搞『五

區公投』？我會同你講對於其他黨派唻（嚟）講最重
要嘅唔係理念，唔係政治博奕（弈），唔係實質操
作，而係「資源」，即係錢！辭職放棄近十萬一個月
嘅人工？所有實報實銷嘅開支、津貼、約滿酬金？講
到明為「資源」而出選嘅人，點可能放棄呢～錢！全
部都係錢！」

不過，超音鼠即時被突破盲腸的網民「Lee Ka Fai
Hilton」留言KO，「咁泰博（蟲泰）係咪為錢呢？」
超音鼠其後發難（爛）渣，試圖轉移視線道，「原來咁
多人想要『五區公投』，……咁好簡單，民主黨、公民
黨都係五區直選全勝，而且佢地（哋）又不乏資源，以
後每個重要議題靠大家向佢地（哋）施壓喇～」

「熱狗」前頭目龍門達（黃洋達）之妻陳秀慧也在留
言中發狠道：「（『熱普城』如果）只係一個落選，仲
有四個去做遊（游）說，衣（）家得一個當選你叫佢
去搵四個陪佢遲（辭）職呀 ？三百萬選民否決左
（咗）『五區公投』架（㗎）喇，去搵天然氣（『青年
新政』）……果（嗰）啲忽然『港獨』又『自立』又當
選果（嗰）啲講，你去追佢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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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熱
血公民」前頭目「龍門達」（黃洋達）
在立法會選舉再一次失敗後，即和其妻
「皇后」（陳秀慧）及多名「熱血公
民」成員到台灣「旅遊」，其間竟焚
燒中國國旗。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批
評，身為中國人理應尊重自己國家的
國旗，並批評他們鬼祟在外地焚燒國
旗，明顯就是要逃避香港法律的刑事責
任，香港社會必須強烈譴責。
「龍門達」及「皇后」近日去了
台灣「旅遊」，更在當地焚燒中國
國旗。根據其同黨上載到網上的影
片顯示，他們將一面中國國旗放進
了化寶桶裡焚燒，更顯得十分「洋
洋得意」。
根據《香港法例》第2401章第 7
條，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
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
旗或國徽，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
處第五級罰款及監禁3年。社民連成
員古思堯便曾在遊行期間，焚燒、塗
污國旗及區旗，被裁定侮辱國旗、區
旗罪成，判其即時入獄9個月。

不過，由於「龍門達」等人是在台
灣焚燒國旗，香港有關當局不能把他
們入罪。難怪有網民笑言，他們再次
完美示範在安全環境下「勇武抗共」
（見表）。

盧文端批犯法不敢見光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
端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身為中國人
理應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旗，絕不應作
出如此傷風敗德的行為，理應受到香
港市民的譴責。他強調，在香港焚燒
國旗是刑事罪，質疑他們為何不敢在
香港做，「是否又好似之前『佔
中』、旺角暴亂般，只敢在背後偷偷
地做，不敢光明正大去犯法？」

盧瑞安：國旗代表國家應尊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行

社榮譽董事長盧瑞安批評，他們鬼祟
在外地焚燒國旗，明顯就是要逃避香
港法律的刑事責任。他強調，國旗是
代表國家，任何人都要對其尊重，故

期望年輕人要警惕他們的行為，不要
試圖以身試法。

陳勇：幼稚無聊如小朋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

陳勇也斥責，雖然這是幼稚、「小朋
友玩泥沙」、顯示出他們低劣質素的
無聊行為，但這再次證明他們企圖荼
毒香港年輕人，故應當受到香港社會
的強烈譴責。

龍門達遊台燒國旗 鬼祟「勇武」避刑責

一 篇 訪 問 ， 引 爆 兩 場 「 關 公 災
難」？蟲泰在《明報》的訪問中，稱
不同人參與「抗爭」的「成本有差
別」，而自己當選立法會議員後「揚
咗」， 「無法走去（抗爭）戰線的最

前方」。不少網民批評，蟲泰及「熱狗」各頭面人物
「得把口」，經常聲稱要「勇武抗爭」，甚至鼓吹示威
者「掟磚」，是「推𡃁仔去坐監，自己就攞光環」，損
人利己。

𡃁 仔去坐監 自己做議員
「熱普城」一直鼓吹示威者「勇武」，但各頭頭被質

疑從未出現在第一線，只識叫人衝，出事就自己走咗
去。在訪問中，蟲泰聲稱自己未來「無法走去（抗爭）
戰線的最前方」，「因為各人的成本有差別……我的成
本是露面了，曾經在『光復行動』中，只是站立就被幾
廿個警察包圍，你仲想我做到什麼？不是說我不想做，
而是面對幾廿個警察，難道真是去打他們？這都是限

制。」
網民「Ah Bo」留言批評，「你（蟲泰）露面有

（幾）廿個差佬招呼你做唔到野（嘢），咁比（俾）你
叫出去的人唔使面對差佬咩？」「Luke JD」更留言
道，「有邊個『有頭有面』既（嘅）社會領袖唔係一出
黎（嚟）就有差佬招呼架（㗎）？咁就唔可以企到最
前，咁你可付出既（哋）代價好×細囉，仲講咩『勇
武』吖！」「有（幾）廿個差佬圍住就唔可出手打？咁
你地（哋）『熱普城』又咁推崇人掟磚？……你既
（哋）『得把口』講下（吓）就推左（咗）一班靚
（𡃁）仔去坐監，而你就攞左（咗）光環做議員！咁我
唔知邊個做法『損人利己』啲囉！」

少年，你們太年輕了！蟲泰之言，其實是「熱普城」
一以貫之的「原則」──自己唔會上身。「國師」傻根
（陳云根）在前年「佔旺」期間就到旺角示範使用行李
喼當作盾牌衝擊警員，口頭叫人扔汽油彈又話流血又話
盛，但衝擊時就「人間蒸發」。

當時有人質疑他得把口，傻根就在facebook留言稱：

「各位是否要等到我親身在旺角出現，走在前排，投擲
第一塊磚頭或第一枚汽油彈呢？如果各位真要我這樣
做，我只能說：我×你地（哋）老母臭×。」

龍門達厚顏認梗係走先
龍門達（黃洋達）在旺角暴亂當晚身在現場，更在fb

發帖「讓磚頭飛」，結果咩事都冇。在今年立法會選舉
的一個論壇上，民主黨胡志偉就質疑龍門達明明每次涉
嫌違法衝擊期間都在場，但鮮有被捕。龍門達非常「豪
氣」地稱，每個人能夠承擔的後果都不同，身為「領
袖」要「教育到群眾、保護到群眾」，故他的「責任」
是要「帶領」抗爭者「突然離場」。「（我）梗係走
啦，大佬，做乜俾佢（警員）拉呀？」

胡志偉當即批評：「你身為一個領袖，係企喺後
面……教育群眾嘅意思，係你（其他示威者）去掟、我
教你去掟，你煽動佢哋去被拉，如果咁樣，你作為一個
政治領袖，連最基本嘅人格都冇！」

■記者 羅旦

自己「勇武」成本高 煽人「掟磚」好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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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揶揄「完美示範」
Stephen Mrx Leung：不敢在香港做，
唯有走去第二處做，這一種叫做「勇
武」？

Chan Gt：好「勇武」呀！……皇上統
治地球的希望又邁向一大步。

Lam Simon ：係（喺）香港燒！犯法
架（㗎）！D（啲）無胆（膽）鬼！又
要威！又要戴頭盔！

Victor Siu Fong Lai： 嘩，燒真五星
旗，咁勇！噫（），點解有人講國語
（普通話）呢？哦，原來是在台灣！看
官，「熱血公民」黃洋達完美示範在安
全環境下「勇武抗共」呀，問你服未！

Brett Lo： 以勇武達既（嘅）智力水
平，做到呢d（啲）野（嘢）已經好叻
叻架（㗎）啦，唔好咁高要求啦！

整理：鄭治祖

■鄭錦滿在fb還拖。 fb截圖■歐陽英傑發帖寸蟲泰。 fb截圖 ■「快必」形容蟲泰等「熱狗」是「人渣」。fb截圖

■■黃洋達等人將黃洋達等人將
一面中國國旗放一面中國國旗放
進了化寶桶裡焚進了化寶桶裡焚
燒燒。。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