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眾志」（中箭）主席羅冠聰當選立法會議員，邊個最眼

紅？「中箭」秘書長黃之鋒（河童）近日接受訪問時，爆出「一名

現時已落選的社運界人士」今年1月曾對他說，羅冠聰是「負資

產、沒機會勝選」，籲黃之鋒聯同黨友阻止羅出選。正當大家紛紛揣測之時，社民

連黃浩銘衝出嚟認，但稱自己只講過羅冠聰勝算低，並無說他是「負資產」。雖然

唔知「負資產」係黃浩銘講定黃之鋒自己意會，但兩人最終都俾網民鬧，有人話黃

之鋒「小氣」和「陰濕」，亦有人鬧黃浩銘「心術不正」。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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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冠聰「負資產」出處羅生門
黃之鋒爆同道勸阻出選 黃浩銘衝出來認

黃之鋒被嘲陰濕小氣
Brian Yu：子峰（之鋒）哥咁快就出
位到加辣爆料呀！不過時間上係唔係
過咗啲時呢？

Sandy Wong： 呢個時候講呢 D
（啲），今次「民主派」只系（係）
好彩有「雷動」同D100，本人睇法
同黄浩銘一樣，羅冠聰只系（係）
（獲選民）同情而勝出，長大啦「學
民」而（）家叫「眾志」咁系
（係）咪要「民主派」眾人合羣
（群）志向民主，如果接受唔到批評
何來進步呢！

Cary Cheung：唔係「雷動計劃」羅
冠聰贏條毛呀？後生仔咁×小氣？你
真係中咗句……眼高手低面皮薄咩？
知唔知時局有變㗎？你係時勢做
（造）英雄，你估你真係覺得你
係……英雄做（造）時勢呀？

Pak Chai：黃之鋒呢尐（啲）陰陰濕
濕野（嘢），都唔係第一次聽聞。黃
浩銘話社記（社民連）同「眾志」
近，係一相（廂）情願。「泛民」污
名化，你係「泛民」，人地（哋）點
會當你係自己人。

Wan Hoi Wing：講真，一月咁早，
連羅自己都唔相信自己會贏啦，我相
信同黃之鋒講呢類說話的人不少，無
需要攪（搞）大件事，說好的要團結
呢？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立法會主席
選舉還有一周就截止報名，建制派多人有意參選，
包括大熱門經民聯主席梁君彥，以及候任立法會議
員田北辰、謝偉俊。身為新民黨副主席的田北辰表
示，若大部分人均支持呼聲高的梁君彥接任，他會
以大局為重不參選。而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表
示，原則上支持黨友田北辰，但梁君彥是現屆內務
委員會主席，熟悉議事規則及有實戰經驗，也是可
接受人選。

盼建制派先設初選

新民黨田北辰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已獲足
夠提名角逐立法會主席，若大部分人均支持呼聲高
的梁君彥接任，他會以大局為重不參選。他又希望
建制派能有初選機制，讓大家能公平競爭。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另一節目上表示，新民黨

原則上支持田北辰出選，但梁君彥是現屆內會主
席，有開會經驗，亦熟悉議事規則，是可以接受的
人選。她又表示，新一屆立法會主席不容易做，因
為新人和反對力量多，新人可能在會上提及「港
獨」等議題，她不想動輒用強硬方法應付，否則會
成為年輕人的對頭人，更難爭取他們的支持。

至於坊間盛傳她有意參選特首，葉劉淑儀表
示，自己從未試過亦不懂「陪跑」，但有關香港
前途的事都會考慮，承認如果要競爭，尋求連任
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更有優勢。她形容梁振英是
「一號種子」，相信他會好有信心和一定會爭取
連任。

反對派「碰頭會」商部署
反對派陣營昨日也舉行了首次「碰頭會」，商討

立法會主席、財委會、內委會及18個事務委員會
正、副主席的「搶位」部署。會後出席者同意需有

一個平台討論議會問題，並初訂由來屆立法會「最
資深議員」、民主黨涂謹申擔任臨時召集人。首次
會議決定派出涂謹申角逐立法會主席、公民黨郭榮
鏗角逐內會主席，及會計界功能組別梁繼昌競逐財
委會主席。
其餘18個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人選方面，涂

謹申稱，初步希望能與建制派輪流擔任正、副主席
一職，「目前只屬『非建制派』構想，未知建制派
的態度，若對方只肯放一兩個委員會給『非建制
派』議員的話，與建制派的討論便會拉倒，到時的
後果將難以估計。」

倘梁君彥呼聲高 田北辰願棄選主席

從政者最可恥莫
過 於 突 然 「 轉
軚」，戲弄選民。
「熱血公民」候任

立法會議員「蟲泰」鄭松泰早前曾
聲言，由於香港暫未能取回單程證
的審批權，故不應在此時支持「全
民退休保障」。不過，他在當選後
卻完美示範「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
我」，竟聲言支持「全民養老金
2064方案」。有網民斥鄭松泰不如
改名叫「鄭轉軚」，並說：「 唔係
叫『熱血公民』喇，直頭叫……
『龍門公民』啦！」

鄭松泰在立法會選舉期間，曾在
電視選舉論壇中信誓旦旦聲稱，根
據特區政府最近的人口統計顯示，
每年有4.6萬名新來港人士，故不應
在此時支持「全民退休保障」，聲
言︰「當我們香港不能主宰人口統
計時，不能取回單程證的審批權，
我們怎能討論人口及『全民退保』
的討論？」

回帶參選時「乜都反」
不過，有網民卻發現鄭松泰的立場

突然轉變，「轉軚」支持「全民養老
金2064方案」，再一次展現「熱血公
民」的「龍門任你擺」絕活。網民
「Connie Tung」批評：「『熱狗』
就係冇立場可以隨住唔同嘅議題轉
換，邊個投咗『熱狗』都係×街賣港
賊！」「Cary Cheung」也同樣狠
評：「選舉時刻佢唔咁講？未有審批
權時乜×都唔好做，包括起公屋。喺
選舉論壇講出嚟條×街會贏我跟你挽
鞋。」 ■記者 鄭治祖

網民揶揄改名「龍門公民」
Cary Cheung：唔係叫「熱血公民」喇，
直頭叫……「龍門公民」啦！選舉時刻佢
唔咁講？未有審批權時乜×都唔好做，包
括起公屋。喺選舉論壇講出嚟條×街會贏
我跟你挽鞋。

Connie Tung：「熱狗」就係冇立場可以隨
住唔同嘅議題轉換，邊個投咗「熱狗」都
係×街賣港賊！

Kay Lam：震驚！原來鄭松泰同劉小麗一
樣，支持「全民退保」！

李展佑：鄭松泰又轉軚撐學者（退保）方
案，佢不如學名叫「鄭轉軚」啦。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立法會選舉過後，社會焦點
一下子集中在當選者身

上。當初因帶頭參與「佔中」風
頭「一時無兩」的黃之鋒冇份參
選，自然鮮有人過問。他早前
接受《香港01》專訪時，為博
出位再次抽選舉油水，爆出今
年1月初，「一名現時已落選的
社運界人士」私下對他說：羅
冠聰是「負資產、沒機會勝
選」，籲黃之鋒拉攏其他黨友
阻止羅冠聰出選。報道又指，
黃之鋒稱事件令他「深感震
撼」，還稱原來由社運跳落政
圈，「人會唔同咗」，又稱此
事提醒自己不要成為這種人。

河童被批爆陰毒有先例
網民對黃之鋒此時的「爆料」

毫不買賬，紛紛指羅冠聰若非
「雷動計劃」，根本不會當選。
「Cary Cheung」說︰「唔係
『雷動計劃』羅冠聰贏條毛呀？
後生仔咁×小氣？」「Pak
Chai」就說，「黃之鋒呢（啲）
陰陰濕濕野（嘢），都唔係第一
次聽聞。」「Brian Yu」就揶揄
他：「子峰（之鋒）哥咁快就出

位到加辣爆料呀！不過時間上係
唔係過咗啲時呢？」
另一方面，黃浩銘前日在網

台D100的節目上，就承認黃之
鋒所說的「社運人士」是自
己。他解釋稱當時只講過羅冠
聰在港島勝算低，提出港島區
應由「人力」參選，並未稱羅
冠聰「負資產」。到底「負資
產」係唔係黃之鋒自己對羅冠
聰嘅印象呢？就不得而知。

黃浩銘被嘲出口反落選
工黨鄭司律在facebook評論

事件時，諷刺黃浩銘稱：「被
話無機會者跑出，出口者反而
落選，本身幾諷刺。無論係一
時口大，抑或心術不正都好，
其實有時互信嘅野（嘢），就
係 咁 樣 無 咗 。 」 「Benny
Chung」就嘲笑黃浩銘敗選：
「黃浩銘真系（係）垃圾不
如，肥老（佬）黎（黎智
英），「雷動」，又有大舊
（「大嚿」陳偉業）抬橋都
輸。」「Thomas Leung」只
言︰「成王敗寇，六合彩都有
人中，還想講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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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忽然爆料稱，有人指羅冠聰是「負
資產」，黃浩銘即「自首」，卻稱只是說過
羅冠聰勝算低。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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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丁拒「統戰」
反對派散收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碎片化」
情況嚴重，是次立法會選舉中，數名傳統反對派
「老將」未能連任，反而走激進路線的新人當選，
就是最佳證明。不過，以民主黨、公民黨為首的傳
統反對派未心息，欲重組類似「泛民會議」平台，
「統戰」激進新丁。但反對派陣營對此未有共識，
單是平台名稱已爭論了一個小時之久，意味「碎片
化」情況仍然嚴重。
「非建制派」候任議員碰頭會，在默許情況下，

由民主黨涂謹申擔任召集人。涂謹申於會後稱，在
「非建制派」議員中，「熱血公民」鄭松泰、「青
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已表明不會參與會議，其
他議員則認為應設立一溝通平台，以交換議會意
見。涂又稱，待會議舉行數次之後，再決定是否重
申邀請鄭松泰、梁頌恆及游蕙禎參與。
不過，情況實際上無涂謹申簡述般團結。朱凱廸

就認為毋須「常設平台」，建議以「鋪鋪清」方式
合作。至於平台叫咩名，與會者就爭論了一個小時
之多，仍然未有任何結論，須留待下周一再商討。

■鄭松泰被
發 現 「 轉
軚 」 支 持
「全民養老
金 2064 方
案」。

黃浩銘被批垃圾不如
工黨鄭司律：被話無機會者跑出，出
口者反而落選，本身幾諷刺。無論係
一時口大，抑或心術不正都好，其實
有時互信嘅野（嘢），就係咁樣無
咗。

Benny Chung：黃浩銘真系（係）
垃圾不如，肥老（佬）黎（黎智
英），「雷動」，又有大舊（「大
嚿」陳偉業）抬橋（轎）都輸。

Thomas Leung：成王敗寇，六合彩
都有人中，還想講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立
法會有不少新面孔，立法會秘書處昨日也
特意舉行「朝九晚五」密集式的「立法會
職能」簡介會。不過，26名立會新人中只
有15人出席，部分更「遲到」，令簡介會
須延遲開始。下午的「新丁」分享會更只
得10人出席，令民主黨主席「惡女」劉慧
卿也看不過眼，炮轟「新丁」議員，「有
啲報咗名都無嚟，唔知咩人嚟！我覺得真
係好有問題！」

鄺俊宇羅冠聰遲到
昨日的簡介會，不少反對派新人遲到早
退。民主黨鄺俊宇稱，因要辦理候任議員
證件，又被職員誤帶到另一層，結果遲
到；「例遲」的「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
稱是因為接受訪問，遲了約兩個半小時；

民主黨尹兆堅則逗留約45分鐘，即稱要出
席醫療會議提早離開；遲到早走的朱凱廸
則稱，並沒有規定要出席所有簡介會。

報名缺席者多屬反對派
另外，秘書處於昨日下午還邀請民主黨

劉慧卿與民建聯葉國謙，向新丁分享經
驗，但只得10人出席，當中8名建制派候
任議員準時出席，另陳沛然及鄺俊宇則遲
了逾1小時才現身。場面如此冷清，劉慧卿
忍不住發炮︰「有啲報咗名都無嚟，唔知
咩人嚟！我覺得真係好有問題！」
根據秘書處預備的名牌，報名不出席者

大部分是反對派候任議員，包括民主黨尹
兆堅、林卓廷，朱凱廸、劉小麗、姚松
炎、羅冠聰，社會福利界邵家臻，「青年
新政」梁頌恆及工聯會陸頌雄。

反對派激進派新丁遲到早退 惡女卿發火

■立法會昨為候任議員舉行簡介會。 梁祖彝 攝

■秘書處還邀請葉國謙與劉慧卿分享經驗，但只得10人出席。 鄭治祖 攝

■劉慧卿發炮︰
「有啲報咗名都無
嚟，唔知咩人嚟！
我覺得真係好有問
題！」 梁祖彝 攝

■張國鈞在簡介會
上與新同事有講有
笑。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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