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朋友又打交？

在今年立法會選

舉，「本土民主前

線」發言人獨琦（梁天琦）拒絕為

「熱普城」站台，更為被指為「鬼」

的「青山新症（青年新政）」站台。

「熱普城」在教主（黃毓民）等落敗

後開始所謂「清算」行動。在選舉時

稱與「熱普城」理念有「根本分別」

的獨琦，近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突然

聲稱自己與「熱普城」「理念相

近」，一時一樣，盡顯其政棍本色。

「熱普城」對此反應激烈，狠批獨琦

反口覆舌，臉皮之厚舉世無雙，是反

骨仔中的極品。獨琦之無恥，「熱普

城」之無賴，真係令旁人食花生食到

好熱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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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狗」瘋咬掀「內戰」
「熱狗」狂咬

Ken Chan：（仇思達及盧斯達等）以親
本土派之姿態展現人前，卻去包庇梁天
琦及黃台仰的不義，這是道德的問題，
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其實你所謂
的「不表態」，已是清清楚楚的表態。

Chan Joe：熱普城的支持者好多聽神駒
（仇思達）的節目，而他又的確好包容
Ray wong（黃台仰）、梁天琦呢 d
（啲）反骨仔。他為了撐梁天琦，竟然
走去新東同（「青年新政」召集人）梁
頌恆等人大合照，這證明他的政治智慧
和敏感度不足。

Pak Hei Lee：咁×大個人連邊個好邊個
壞都分唔倒（到）要人講你聽好死左
（咗）佢啦！

Wai Kit Nobodijack Ng：嘴上正義，暗
結朋黨，片目護短，虛偽絕倫。

「益友」反擊

Michael Li：人地（哋）仇思達一早講明
自己唔會參與任何組織，咁已經代表唔
會有團體可以百分百同佢理念一樣。如
果咁就要清算，我唔該你清算埋我喇，
雖然我係投比（畀）鄭松泰，但我恥與
你等人為伍。

Roy Wai：神駒講明不會為任何組織/人
當喉舌。有時就唔好咁霸道。

Kwun Lau：堂主（盧斯達）起碼造勢大
會肯站台，立場都夠清晰，學老師話
齋，走得唔夠快姐（啫），而且人誰無
過，唔係原則性問題，唔係有違道德義
氣，選戰時各方陣形（營）無現在明
朗，唔駛（使）講（趕）盡殺絕下話？

Ning Chak：只論《本土新聞》標題事
件，正直地說，國師也要負上一定擇言
的責任。關於辭職公投，選舉期間，他
在不止一個網台節目講過同類容易令人
誤解的話。國師有很多事值得學習，但
恐怕不包括自省能力。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狂轟獨琦

Elissa Lau：選舉個（嗰）時又唔見你
（梁天琦）咁講既（嘅）反骨仔？

Sky Esp：俾你痴（黐）埋黎（嚟）捅
多幾刀呀？死開啦！

Shingchun Roge：梁天崎（琦）根本見
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呃唔少人。

Alice Mak：知道自己班人唔夠料，又想
拉攏熱普城，咪好著（着 )數！等坐12
年監，响（響）監房自修吧！

Kevin Lee Kin Ho：咁多反骨既（嘅）
×樣黎（嚟）講，呢條原來先係極品。

揶揄游BB

Lucia Cheung：正經嘢唔做，不學無
術，亂噏廿四，比（俾）人玩返轉頭，
就係咁簡單！

Jackie Mak：性空間不足就唔止對年青
（輕）人啦，年青（輕）人才有扑野
（嘢）權？中年呢？老年呢？

Kit Yau：咁又會產生不同研究委員會做
各年齡層的扑野（嘢）供求，及制定最
低空間建議……永續性福。

Richard Chow：義士去革命，游議員去
扑野（嘢）？

謝維安：將議題碎片化，是左膠常用的
破壞技（伎）倆。美其名為打倒宏觀大
論述，實質是削減大多數人對議題的共
鳴，令討論重點失焦，陰險得很。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獨琦改稱理念近「熱普城」唔受
無恥政棍遇無賴政敵 被批反口覆舌厚顏

「熱普城」聯盟在今年立法會選
舉中「五人去，一人回」後，不斷
去搵「敵人」及「二五仔」。近
日，他們開始狙擊一直親激進「本

土」、在選舉也曾為「熱普城」打氣的「無敵神
駒」仇思達，及「無待堂堂主」盧斯達等。「熱
狗」批評有關人等在選舉後偏袒「反骨仔」獨琦
（梁天琦）。
有撐「熱狗」的網民也看不過眼，批評「熱普

城」在敗選後拒絕反省，更霸道地要所有人都聽
他們的號令，否則「趕盡殺絕」，令自己「恥與你等
人為伍」，相信這次內亂「死得人多」。
「熱普城」的「清算」越搞越大。一直撐「熱

普城」的「葉政淳」、「Edward Ho」、「藍鳳
凰」、「趙雲」等等近期開始轉移目標，在face-
book狂數在選舉期間也曾聲援「熱普城」的「神
駒」及曾在網媒「本土新聞」任職的盧斯達。
「葉政淳」在其fb戶口多次發帖，力數各人的
「罪狀」：「毓民明言青政（青年新政）係騎牆
派不是『本土派』，佢（仇思達）就話最好兩隊
都入，……梁天琦擔當青政統帥策劃，黃俊傑老
屈當時『本土新聞』盧斯達，就淨係黃俊傑問題
仿佛（彷彿）與黨無關。……這叫是其是非其
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專頁列名單清洗「神駒」「堂主」
撐「熱普城」的「廢除雙重國籍行動」fb專

頁，就整理了一份「清算名單」，力數各人的
「罪狀」，文中稱「神駒」在選舉後「禁止益友
（網民）批評梁匪天琦及本民前，……選舉時更
卑鄙無恥地曲解教主（黃毓民）……既（嘅）訓
示禁止『熱普城』支持者反擊本民青政。」針對

盧斯達，該專頁則稱他「以宣揚城邦論成名，卻
不批評反城邦論既（嘅）本民前，一貫反對永續
基本法。」
有部分「熱普城」支持者也對這種所謂「大清

算」反感。「陳大文」就發帖稱，「每日爆出
『是日清黨名單』是無意思的，日日殺，有殺錯
無放過只會連真實支持者也敬而遠之。……不論
真熱狗、真毓粉，還是真雲粉，真正的支持者對
付是非風波很簡單，不理會及鄙視就可以了。」

傻根龍門達扮無嘢樂見其成
一直親「熱狗」、據稱任職於美國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的孔誥烽，也留言希望
「熱狗」向前看，又要求「熱狗前頭目」龍門達
（黃洋達）對這種批鬥式的「清算」提出一個
「完整的說法」，與「呢班友」劃清界線。不
過，「皇后」陳秀慧就反駁話唔關佢哋事，龍門
達更稱這是「低質的討論」。
儘管「熱普城」有部分人試圖戴頭盔，聲稱
「清算」並非「話事人」的想法，以免四面樹
敵，但自稱會逐步「消失於網絡」的「城邦派國
師」傻根（陳云根），就連日在自己的fb轉發這些
「清算」貼文，更迫盧斯達表態，稱「他只是同
謀，不是首惡。他自會知機認錯，存個顏面。」
龍門達其後則發帖稱，自己日後會「丟棄跟不
上步伐的人，因為我怕煩～～點樣劃分？其中一
個參考例子：會係呢個時候叫你『向前看』的
人，佢本身肯定係滯後！因為你而（）家先
『向前看』，已經未必睇到我地（哋）尾燈」。
從傻根及龍門達的帖文可知，兩人的確是支持
「清算」行動的。激進派內鬥嘅嘢，我哋普通人
識條鐵咩！ ■記者 羅旦

「熱普城」清算同道「狗友」唔撐批霸道

「青年新政」立法會議員游蕙禎日前出席大學論壇
時，談到土地問題時竟舉年輕人「扑嘢要排隊」為例
子。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昨日指，游蕙禎的發言
是「自己的決定，顯露了每個人的性格、每個人的水

平」，暗指游蕙禎的水平低。
劉鳴煒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被問及有「新任議員」言論大膽

時坦言，他不知道游蕙禎在用詞時，是否欲刻意要與年輕人貼近一
點，還是「唔覺意做返自己」，又稱這可能是她的「特質」。但他
認為，不同年齡層的市民對議員有不同期望，可能在部分場合使
用，有些人可以接受，但如果是他的話，「我唔會選擇咁做。」
他說：「這些用詞，你喺咩情況用、咩情況唔用，我覺得係每個

人自己嘅決定，亦顯露咗每個人嘅性格、每個人嘅水平。」這番言
論似暗指游蕙禎水平不高，才會說出這些粗鄙說話。 ■記者文森

評游「扑嘢論」：反映水平性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多間院校在國慶當日
有人掛出寫上「香港獨立」直幡，令人擔心「港獨」思潮已
入侵校園。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昨日坦言，相信這只
是個別組織的「公關活動」，不代表院校內大部分學生的想
法，故不應該因此便認定「港獨」問題更加嚴重，但就認為
需正視青年提出「港獨」背後的原因。

個別組織「博上報」不代表情況嚴重
劉鳴煒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形容，早前國慶日有多間大
專院校掛上「香港獨立」的直幡，只是一個有組織的公關活
動，希望「博上報紙」，相信掛直幡的學生只屬少數，不代
表院校內大部分學生的想法，「我唔會因為十幾條標語，改
變對某些青年或者某些課題的看法。」
他續說，不能因為一次掛直幡事件，就認定「港獨」問題

的嚴重性大增，他反問道：「我今晚夠可以去校園掛『我愛
中國』banner （橫額），係咪聽日訪問下一個嘉賓時，就
（港獨問題）一天都光晒呢？」

制訂政策惠及青年
被問及是否因為內地及香港矛盾加劇、社會經濟成果分享
不均等而令青年人不滿時，劉鳴煒指出，近年不少社會問題
均源於政府缺乏青年政策，故特區政府有需要去制訂令各政
策局有根據地執行惠及年輕人的政策。
他續說，雖然青年政策不能解決社會核心問題，但這是不
可或缺的，只是這並不等於一定要向青年人灌輸愛國愛港等
價值觀念，又認為青年政策應該「去政治化」。
至於如何向特首候選人演繹和反映「本土」、「自決」和「港

獨」議題，劉鳴煒形容，這類標籤是近一兩年才「浮出來」，年輕人比
較認同這些標籤，相信未來的特首候選人會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但下
一屆特區政府有責任探討這些標籤是如何「爆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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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誥烽勸
龍 門 達 為
「清算」出
聲，被「皇
后」狂質。

fb截圖

■■仇思達與梁黃二人合仇思達與梁黃二人合
照照，，被被「「熱狗熱狗」」視為視為「「勾結勾結
外敵外敵」」的的「「罪證罪證」」。。 fbfb截圖截圖

獨琦近日在接受傳媒訪問中聲言，他對激進「本土派」
和「青山新症」在立法會選舉未能取得立法會新界東

補選15%得票率感到可惜。被問及激進「本土派」在立法
會選舉後陷入內鬥時，他聲稱，「本民前」和「泛民」雖
然在政治理念「抗爭路線」都不同，但在「重大議題」上
「都會合作和溝通」，「更何況理念相近的『熱血公
民』、普羅政治學苑和城邦論（派）。」

傻根轉貼「討伐梁匪」打「泛民」偶像
此言一出，即時挑動「熱普城」及其支持者的神經。
「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就在其fb轉發網民「Paul
Ho」的帖子：「不把梁天琦拉下來，無面目見義士。梁匪
過票青政之時，有份吹風撐本民青政之狗賊，人人埋沒良
心，助紂為虐。」然後自己加一句：「打破邪惡『泛民』
偶像，否則香港暗無天日，永無出路。」
由「熱普城」支持者成立的「仇幼聯」fb專頁也發帖
稱，「邊忽相近？梁天琦反對永續基本法，响（響）選舉
前嘅8月响（響）蘋果訪問中，就話同熱普城有根本分
別，指其被選權都因為基本法而被剝奪，覺得自己都被基
本法玩弄，又點會支持熱普城永續基本法？全宇宙都記
得，學人反口覆舌，扮大團結？行×開啦！……梁天琦於
選舉期間，拒絕為港島區唯一本土候選人鄭錦滿站台，今
日走出黎（嚟）話本土派攞唔到15%得票『感到可惜』？
個結果你有份做（造）成架（㗎）！」

「教主」批游B等衰 傻根嘲係雞
獨琦受靶，獲其「加持」、自當選後被嘲只是BB智商而

被稱為游BB的游蕙禎，又點會走得甩？針對其引起社會廣
泛討論的「扑嘢」言論，教主（黃毓民）近日就在其網台

節目批評道，「（游BB）條𡃁 妹我一早講咗佢係乜×都唔
識，家再一次證明佢係乜×都唔識。幫佢護航嗰個
（『青政』召集人）梁頌恆仲無恥，孔子話『食色性
也』，你咁都解得通嘅。……仲唔肯為自己失言道歉，仲
要死撐。大家睇，拭目以待，有排衰。」
因在fb發帖侮辱女性而不獲嶺南大學續約的傻根，就更
肆無忌憚。他在游BB的「偉論」被《時代雜誌》網頁報道

時發帖稱，「游蕙禎令香港國際揚名，香港成為『扑嘢之
都』。以後香港女士被鬼佬視為公廁，隨便中出，在外國
被鬼佬色迷迷觀看，找游蕙禎算賬吧。美帝用雷動計劃將
新泛民安插在立法會，目的就是令香港女人被人貶低身
份，周街被人摟×，約飲咖啡。」在有傳媒訪問游BB並以
《性空間不足 比港獨更嚴峻的問題》為題報道時，傻根
就發帖揶揄游是「咯咯咯咯雞」。 ■記者 羅旦、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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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鳴煒指
「獨幡」只
是個別組織
「博上報」
伎倆。
劉國權 攝

■一直撐「熱普城」的「陳大文」都頂唔順，
勸其他「熱狗」收聲。 fb截圖

■「熱狗」
揶揄鄺葆
賢見游蕙
禎當選就
即刻黐返
埋去。
fb截圖

■陳云根繼
續追咬游蕙
禎。fb截圖

■陳云根
再 在 fb
向梁天琦
開火。
fb截圖

■「熱普城」
中人製圖揶
揄梁天琦經
常變臉。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