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下午去到黃大仙祠拜訪嗇色園主席陳東及其他負責人，感謝他們
多年來在教育、社會服務及宗教方面的貢獻。

拜 訪 嗇 色 園

「熱血公民」在今次立法會選舉

中，與同樣走激進「本土派」路線

的「本土民主前線」及「青年新

政」反目成仇，兩派經常在網上大開罵戰。不過，

「 熱血公民」副主席超音鼠（鄭錦滿）雖然早前對

着「本民前」發言人黃台仰開火，但卻一直稱獨琦

（梁天琦）無辜，近日再次於網台為獨琦大講好

話，稱獨琦迫於壓力或黑材料才受人控制，但此番

言論卻得不到其支持者領情，反批他只會做「爛好

人」，不配做「熱血公民」副主席。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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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遺禍深重，反對派昨日卻趁「佔中」兩周年舉行紀念集會，「佔中」發起人之一

的戴耀廷到場，聲稱紀念集會重點並非檢討得失，而是在於讓大家繼續堅持，繼續爭取民主

云云。戴耀廷發起「佔中」，對香港造成嚴重衝擊和危害；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他又拋出「雷

動計劃」干擾選舉，送激進「自決派」入議會；現又蠢蠢欲動，唯恐天下不亂，煽動「繼續

爭取民主」，暴露他依然企圖實現「佔中」港版「顏色革命」之狼子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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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網民爆料指，「青年新政」
候任立法會議員游蕙禎，在慰勞競選
義工的通訊群組中，發出一篇粗口橫
飛的「正式公告」，整篇公告短短百
多字，就有大量粗言穢語及涉及「性
器官」的用語。事後游蕙禎在被問到
這份「粗口公告」時，直認公告由她

本人發出，更認為粗口是廣東話之一，自當有雅俗之
分，認為用詞並無不妥云云。如果游蕙禎只是一名普
通市民，她要在網上粗口橫飛，旁人管不，但既然
她已成為「尊貴的議員」，就應該有議員的樣子。公
眾已經不要求她有何真知灼見，只希望她符合基本議

員的禮儀和莊重，但現在看來，這恐怕是奢望了。
游蕙禎說得無錯，粗口是廣東話之一，不少市民都
有講，並非什麼十惡不赦的事，但身為立法會議員，
屬於公眾人物，一言一行都會對市民尤其是青年有較
大的影響，自然應該有所檢點。在私下她大發粗言外
界還不便置喙，但她現在所發的是公開公告，在網上
任人旁觀，這不但是教壞細路，更加損害了立法會議
員的形象和聲譽。
立法會是莊嚴的議政場所，在港英至回歸初期，議
員、主席以及政府官員之間都可以禮相待。儘管彼此
政見不同，但都能互相尊重。在1995至1997年間出任
立法局主席的黃宏發就表示，為保持議會的莊嚴，當

年不許議員在議事廳展示任何標語，即使因發言需要
而展示相關物品，在發言後也須收回。他並回憶說，
當年施偉賢出任立法局首任主席時，曾有議員發言後
仍手持發言時所用的一本書，施偉賢即叫對方收妥、
不要展示。他說：「這原則好簡單，開會是（透過發
言）表達你的觀點。」
而儘管近年立法會隨激進派議員的加入而有激進

化、粗魯化的趨勢，但不論是黃毓民、梁國雄以至陳
偉業，雖然立場激進，但也不敢公然粗口橫飛，而與
游蕙禎的「粗口公告」相比，更是小巫見大巫。游蕙
禎爆粗成性的背後，反映的不只是個人修養不足，缺
乏應有禮儀，更充分顯示這些「激進本土派」人士的
偏激思維。
早前有網民就揭發新科港姐冠軍馮盈盈，在參賽時

端莊雍容的背後，卻原來喜歡在網上爆粗評論時事，
而且立場偏激，奉黃毓民為偶像。令人驚覺近年激進

粗鄙之風已經影響了不少青年，他們容易受到一些激
進派人士的影響煽動，對社會任何事都看不過眼，憤
憤不平，不求甚解，動輒開駡，以為指駡官員、狠批
政府就是有「批判思維」的表現，將激進粗鄙視為
「勇武」。其實，他們才是被人牽鼻子走，就如游
蕙禎、馮盈盈之流一樣。
立法會有立法會的秩序，例如所有議員都必須遵守

《議事規則》，否則主席就有權不讓他們參與會議。
同時，立法會議員身為公眾人物，也應自覺檢點言
行，不能因為自己年紀輕就可以粗口橫飛。假如未來
游蕙禎在議會與人爭辯得面紅耳熱之際，又再拍枱爆
粗，豈不讓廣大市民都看到立法會議員的不堪，更會
教壞細路，令他們有樣學樣，對社會風氣造成惡劣的
影響。游蕙禎沒有水平不打緊，市民只是希望她能控
制住自己的嘴，如果連這樣簡單的要求都辦不到，游
蕙禎還做什麼議員？

游蕙禎爆粗成性教壞細路不配做議員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戴耀廷蠢蠢欲動 唯恐天下不亂

從「佔中」始戴耀廷就暴露用心險惡
戴耀廷於2013年1月在某報專欄拋出「要爭取香港落
實真普選，可能要準備『殺傷力』更大的武器——佔領
中環」。他用心險惡地說：「選擇發動行動的地點是中
環，也就是要攻向香港的最脆弱的地方。」他又以駭人
聽聞的「核爆中環、核爆香港」來形容整個行動，聲稱
「佔中」核爆所產生的破壞力，不止於爆炸的那一刻，
更在於之後的核輻射擴散，並「將繼續進行各種各樣的
不合作運動」，「真正令香港癱瘓，令香港成為一個難
以管治的地方」。
違法「佔中」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用心險惡的與民為敵
的行動，數以百萬計市民的生活生計嚴重受損，許多行

業受到衝擊。「佔中」煽動暴民政治，導致局面失控，
一度令香港淪為暴戾之都、動亂之都。「佔中」拖延兩
個多月，香港經濟的損失是天文數字。「佔中」引發香
港社會內部撕裂、分化以至相互仇視，造成社會巨大裂
痕。「佔中」的危害不限於一時一地，揭開通過綁架社
會利益追求非法政治慾望的序幕，令香港成為一個難以
管治的地方。「佔中」對青少年貽害深遠，毀壞青少年
守法意識。「佔中」打爭取民主和「真普選」的幌
子，做破壞民主、阻礙普選順利推進的行為。「佔中」
對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造成衝擊和危害的嚴重程度，
正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戴耀廷夢寐以求的。

「雷動計劃」扶植激進「自決派」上位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戴耀廷又拋出「雷動計劃」干擾選
舉，在投票日公開呼籲市民策略性投票，「棄保」部分反
對派候選人，同時導致多名選前民調一直低迷的激進「本
土派」候選人高票當選，有人甚至成為「票王」。六名進
入議會的激進「自決派」，全部是兩年前違法「佔中」的
活躍分子，他們不同程度地在「佔中」以及其後的連串後
續活動中擔當角色。「雷動計劃」根本是一場明目張膽大
規模的配票行為，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更與「黑金政治」脫不了關係。
戴耀廷拋出「雷動計劃」的險惡用心，是要在香港扶

植激進「自決派」上位，在立法會推行「佔中」提出的
「命運自主」和「港人自決」。事實上，激進「本土
派」分子當選後不可一世，未宣誓先宣戰，不僅拒絕溝
通，而且聲言上任後會推動「公投自決」。「香港眾
志」的羅冠聰公開聲稱，將在議會中提出「香港前途問
題」進行討論，要求「民族自決」、「反對赤化」。
「雷動計劃」把更激進的候選人送入議事堂，給立法會
進一步撕裂、香港政爭加劇埋下伏筆。戴耀廷違法違規
肆無忌憚，令本港廉潔選舉蒙污，特區政府應追究其違
法亂港的責任，不能任其逍遙法外。

港版「顏色革命」之夢
不會得逞
兩年前的9月28日深夜，戴

耀廷宣佈佔領中環正式啟動。
戴耀廷提出兩點訴求：1. 要求
人大常委會撤回有關香港政改
的決定；2. 要求行政長官梁振
英交出能夠反映香港市民真實意願的政改報告。「佔
中」打爭取民主和「真普選」的幌子，其實質是一場
港版「顏色革命」，目的是要奪取中央對港管治權，將
香港當作一個政治實體，最終通過「公民提名」實現
「改朝換代」的目的。
趁「佔中」兩周年紀念集會，戴耀廷又煽動「繼續爭

取民主」，妄圖圓「佔中」港版「顏色革命」之夢。但
是，港版「顏色革命」不會得逞。香港不是中亞西亞北
非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中央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堅定
不移，港人也絕不容許搞亂香港。這是國家的意志，也
是香港的主流民意。

黎子珍

為獨琦講好話出事
超音鼠「辣㷫」狗粉

網民鬧「獨琦」忘恩負義

伍伍：算×數啦，人地
（哋）榮華富貴唔通要
同你講咩！

Ivy Fang：回頭是岸？
佢已經有人帶左（咗）
上左（咗）岸架（㗎）
喇，你問下（吓）佢住
左（咗）係（喺）太古
果（嗰）邊之後會唔會
住返入元朗？不能回頭
的事又豈止如此，只有
在折墮時人先可能會回
一下頭，而（）家發
達中，回條毛比（畀）
你就得。

JH Hung：原來世界上
係有一班俗稱「港大
人」的人類係只能共患
難 ， 不 能 共 富 貴 架
（㗎），佢地（哋）一
富貴（自以為位已上）
就會露出鄙視天下的真
面目架（㗎）啦！

Terry Cheung： 痴
（黐）「青政」，撈個助
理，佢都費事睬你啦。

Chau Sheng： 梁癲琦
同蝗台仰只不過係過往
係（喺）你們身邊嘅
「潛伏者」，索料兼滲
透入去你們之前搞分
化！好清楚㗎喇！接受
現實罷喇！不要再對佢
哋再抱有希望！放低
喇！

網民鬧「四眼」言論不當

金中韓：「四眼」又要
講 天 琦 正 唔 正 值
（直），又乜×內容都
無，唔想講就唔好提出
來，搞到依（）家半
調子。

Om Omomai： 「 熱
狗」恩怨分明，唔好再
做爛好人，講 frd唔 frd
是非不分只會朋黨化，
2（兩）頭唔到岸。除
非呢個係新「熱狗」要
行既（嘅）路，身為副
主席咁你要講清楚。

Aggie Tse： 我 唔 覺
（得）梁會放在眼內，
更 加 唔 洗 （ 使 ） 指
（旨）意會回應囉……
「四眼」唔好再搞到自
己咁下賤。

Jamie Wong ： 「 四
眼」你要清楚一點，你
已經唔再係一個素人，
你一言一行係會影響一
個團隊

Ken Chan： 好心「四
眼」你就讀下書，睇下歷
史啦，好學唔學學埋黃毓
民d（啲）陋習︰與人
為善，姑息養奸。你咩野
（嘢）身份叫人「浪子回
頭」?「熱血公民」一副
主席定係friend ar? 到時
人地（哋）真係回頭你都
驚啦！

鄭錦滿日前在其網台中講述，過去自立法會新
界東補選後，便一直很少與梁天琦聯絡，但

在今次選舉期間卻有數次交流。
他聲稱，曾多次邀請過他出席「熱血公民」一些
選舉造勢活動及與黃毓民的飯局，但梁天琦卻稱因
「本民前」組織內的一些不滿而不能出席，其後更
一直沒有任何回覆，「佢（梁天琦）就話自己其實
無咩所謂嘅，但佢個組織就好不滿，好唔想佢嚟，
但佢當時就無講到當中壓力係咩程度。」

稱黃台仰唔畀獨琦幫站台
鄭錦滿續稱，他其後曾在北角的一間日本餐廳內與
梁天琦吃飯。在當日的飯局裡，梁天琦曾向他透露，
在選舉期間希望以個人身份為其站台，但黃台仰及其

他「本民前」核心黨羽卻統統不允許，「唔畀嘅程度
係去到點呢？就係開到口要挾佢啦，如果你幫滿仔站
台，我身底下嘅義工就唔會幫你做嘢啦！」
鄭錦滿聲言，非常感受到梁天琦當時的壓力，因

好多事情都不是他本人決定，「很失望，當時天琦
的反應是可能有一些把柄、痛腳、黑材料畀人捉住
左（咗），我不知當中有些什麼。」
他又稱，希望梁天琦能回頭是岸，有勇氣可放下
一些東西，重新上路，「以你（梁天琦）個人能力
及政治魅力，你係不需要『本民前』，係『本民
前』需要你啫。」

「狗粉」斥不配做「熱狗」副主席
不過，此番「和事佬」味濃的言論，卻得不到

「熱血公民」支持者的認同，反而炮轟鄭錦滿不要
再做「爛好人」，否則便不配做「 熱血公民」副
主席一職。「Aggie Tse」聲稱：「 我唔覺（得）
梁會放在眼內，更加唔洗（使）指（旨）意會回應
囉……『四眼』唔好再搞到自己咁下賤。」Ed-
ward Ho也稱： 「『四眼』，你現在係『 熱血公
民』副主席，我懇求你唔好做一啲事或者講一啲
話，傷害自己手足同『熱普城』支持者。」
另外，有部分網民則認為，梁天琦已與「青症」

（「青年新政」）連成一夥，不會再理會「 熱血
公民」。「Ivy Fang」就說：「回頭是岸？佢已經
有人帶左（咗）上左（咗）岸架（㗎）喇，你問下
（吓）佢住左（咗）係（喺）太古果（嗰）邊之後
會唔會住返入元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河
南聯絡處昨日開始運作，以協
助港人港企更有效地把握中部
地區的發展機遇。
聯絡處位於河南省省會鄭
州，隸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武
漢辦）。駐武漢辦主任謝綺雯
表示︰「聯絡處將致力加強香
港特別行政區與河南省和其轄
下城市的聯繫，做好政府對政
府的工作，並協助促進香港與

有關省市在經貿及文化方面的
交流和合作，以及支援當地的
港人和港企。」
聯絡處運作初期會租用臨時

辦公室，以便盡早投入服務。
臨時辦公室地點位於鄭州市鄭
東新區金水東路88號楷林IFC
寫字樓D座18樓1822室（電
話 號 碼 ： （86371） 5361
2524； 電 郵 ： halu@wheto.
gov.hk）。聯絡處會積極籌備
設立長期辦公室的工作，詳情
有待公佈。

港駐豫聯絡處
助抓中部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早前被拔萃男書

院劃清界線的所謂「拔萃男書院國是學會」，為
逃避連日遭各界狠批「盜用校名」的責任，昨日
以「踩界」方式易名為「男拔國是」，聲言會繼
續宣揚違法「港獨」，並揚言在下月6日（下周
四）的便服日有所行動，但未有公佈具體安排。
該會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發帖，稱該會由現

任學生組成，且無任何對外政治聯繫，由於在成
立前未有申請成為校內學會，為免爭議決定易名
「男拔國是」。
該會又稱日後會向該校學生、教師和舊生「播
獨」，包括印製及派發「港獨」傳單，邀請舊生
以及政界人士出席「港獨」論壇等。至於上述便
服日所發起的行動，帖文僅稱行動是要「以明支
持『港獨』之志」，往後亦不排除有其他「攻
勢」，包括邀請校內組織一同舉辦活動。

「男拔國是」揚言便服日搞事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鄭錦滿籲梁天琦「回頭是岸」。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