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會蚊髀牛髀「青症」眾叛親離
訟鴿冇到僅數十人撐 不知錯被批影衰青年

在其他反對派議員「護航」下，「青

年新政」的游蕙禎及梁頌恆昨圖夾硬

再次宣誓不果。此前，他們在網上

號召其支持者昨日傍晚到立法會示威區集會，但本

報記者在現場所見，參與者僅數十人，記者都多過

示威者，而最高峰時亦只有近百五人在場，和同日

上午「反辱華、反港獨」集會參與人數逾萬相比，盡顯

人心背向，而公民黨、民主黨及「人民力量」等反對派

議員均未有到場。不少網民揶揄兩人口口聲聲「獲得

六萬市民授權」，但是次集會僅數十人參與，反映他

們已眾叛親離，並狠批他們仍不知錯，「你哋『青年新

政』影衰晒我哋年輕一代。」 ■記者 文森、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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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子軒：你（游蕙禎）果然低智！咁嘅場
合仲玩直播。

Chow Man Bo Chow：港台同生果報都有
Live，自己開黎（嚟）做乜？

Helen Lee：（游蕙禎）有隻手去開live，
倒不如用來幫手擋住保安喇！

Frankie Tang：（游蕙禎）真係×佢老母唔識
醒，無黎（厘）醒目戇××咁，佢隔離個（嗰）
個姓梁既（嘅）又係咁，拎住手機當抗爭？

JH Hung：planB（梁頌恆）企係（喺）到
（度）無所事事咁樣樣，幾乎溶（融）入
埋班保安里（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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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欣：班友似細路仔亂玩，之後要老豆老母執
手尾，自己就眼甘甘食花生。

Chi Fai Szeto：青政班白痴幾時先識適當時候做
適當野（嘢）（衰一次叫×，衰兩次叫豬，衰三次叫
白痴）

Peter Yu：青年新政：議會內嘅新媒體運動。

Dave Leung：梁劉遊（游）全是垃圾，名乎
（副）其實「垃圾會小學雞議員」。

Vera Bean Wong：兩包天然氣（游梁）老馮等人幫，
幫緊又掛住用電話，急call潛哂（晒）水嘅狗頭軍師問下
一步點做？梁天琦黃台仰買左（咗）軍火衝入立會未？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Anthony Mark：當羅37（羅冠聰）同朱西迪
（朱凱廸）都好落力咁保護泰博個（嗰）陣，
個（嗰）兩位當事人反而係（喺）度×坐。

Alex Li：做下（吓）樣阻止D（啲）保安都好
丫，扮都廢（費）事。

鍾定池：你青年新政唔係更激進嘅新青年咩？
入去拍片使X選你入去咩！

Alex Chow：用Facebook live攪（搞）議會抗爭！

Alex Li：保安熱狗頂，直播青政影。

Chewing Chung：有時真係好笑，正當別人為你
争（爭）取公義遭包圍，強行拖出會議廳，你卻
在旁食花生。

Wai Ming Poon：今（昨）晚說好的五萬人呢？
為何只有五十？有勞不要再×出國際吧。

Alan Chan：唔怪得無直播啦，原來得幾十人，
個個一睇就知收錢齋坐50蚊粒鐘個的（嗰啲）
咖喱啡（茄哩啡），笑×死我！

Samantha Jim：電視新聞影到集會只得小貓三幾
隻，比起早上金鐘萬人想趕你倆出議會少得多！

Joe Wong：連一百人都無，多人到呢，真係好
多民意撑（撐）你地（哋）喎！

Eito Resident：好似連要告佢哋非法集會罪都唔
夠人數喔。真係陰功豬咯！

楊掁華：現場好多人啊。我講今朝早啊。

李亨通：嘩真係人山人海喎啲記者！

Tai Kai：好多人……影都唔見。

Thomas Fun：這就是真正的民意。

Ky Anson Lee：我完全睇得出咩叫眾叛親離，得
50人嚟撐場？親朋戚友加埋都係得50……真係
寒酸，幾時再搞？

Kin Chan：連軍師都失蹤，你地（哋）犯眾憎，
即使我一向吾（唔）支持民建聯，今次都企响
（響）嗰面（邊）。

Kobe O'Neal：不如PS番5,000萬人撐場先啦？
得小貓幾隻，好××架（㗎）！

Yan Or：梁天琦去咗邊？

Pak Sam Chim：學你哋天琦哥，影張相，打張
卡，就幫咗嘅喇。

Wilson Chiu：闖咗禍就認，向市民道歉先啦，唔係
市民點撑（撐）你呀，年青（輕）人，聽下（吓）意見啦！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網民恥笑「青症」小貓三幾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會主席梁君彥決定押後
「青年新政」候任議員梁頌恆和
游蕙禎的宣誓程序，直至法庭就
司法覆核案件有裁決。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

昨日指，游梁二人利用宣誓來表
達政治立場，已是不尊重現有政
治體制及立法會，更違反了香港
法律，理應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
格。
他表示，梁君彥應理直氣壯，

從法律角度認為這兩名議員失去
議員資格，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將
球踢向法庭，或者將政治理由看
成最重要的理由。
劉兆佳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

時表示，游梁兩人「在宣誓過程
中明顯沒有符合要求，即是已經
違反了基本法，同時又違反了一
些香港現行法例，包括《宣誓及
聲明條例》、立法會及選舉條
例，亦違反了他們參選時簽署的
聲明。從最簡單角度來看，這兩
位候任議員已經沒有了繼續做議
員的資格」。
他批評，游梁二人低估了香港

政治環境變化，仍以為可透過宣
誓過程表達政治主張，而不需要
受到懲罰。
倘梁頌恆及游蕙禎成為議員，

會讓中央覺得「一國兩制」及香
港基本法出現嚴重偏差。
被問及如果特區政府提出的司法覆核敗

訴，中央會否出手，劉兆佳認為是言之尚
早，但相信當案件提到特區終審法院，特
區政府或會尋求釋法，「因為在維護國家
主權，領土完整，及基本法是否完整實施
的高度而言，不排除中央會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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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一直被人
追問「去咗邊」的「熱血公民」立法會議
員鄭松泰，昨日在會議期間發難衝向主席
台，引發混亂，結果被逐離場。在整個過
程中，在鄭身旁的「青年新政」游蕙禎就
通過facebook直播全程，被鬧爆只顧拍片
而未有幫手。
有「青政」支持者反咬一口，稱游及梁
頌恆「堅守議會等宣誓」，是鄭松泰衝擊
導致主席宣佈休會，「等青政宣唔到
誓。」網絡花生，食到熱氣。

「熱狗」寸游博貼fb呃Like
「熱狗」副主席鄭錦滿昨日在fb發帖
稱，「鄭松泰被保安包圍，強行拉扯要趕
離會議廳，比熱血公民更激進的青年新政
議員在旁Facebook live。」因「拒罵青
政」而被列入「熱狗」清算名單的「無敵

神駒」仇思達也「識時務」地稱，「當泰
博被保安抬走的時候，你游蕙禎企喺隔
離，有乜可能開Facebook Live㗎？大佬，
幾十個記者影住，成個網絡都係直播，多
你一個唔多啦。你連做個樣去支援呢個抗
爭行為都唔做，同上個禮拜劉小麗玩直播
有乜分別？」
「陳大文」則鬧埋其他反對派，「毛孟

靜在旁斜斜眼陰陰嘴笑看立法會保安員包
圍鄭松泰趕離場。豬（朱）凱廸在後只是
hea托下眼鏡，劉小麗在前看戲不敢出半
句聲，邵家樽（臻）也在後面齋企博出
鏡。人人都在『心中暗喜』鄭松泰被保安
包圍拉扯趕離場。青政游女士不忘拿出手
機拍照，佢又要忙住貼上 facebook 嗎？」

游粉護航指「蟲泰」打斷會議
「青政」支持者「曾浩德」就反擊稱，

「熱狗成功打斷會議，等青政宣唔到
誓……但，乜今日個mission唔係要維持會
議進行至遊梁宣誓完畢咩？」前「人民力
量」主席劉嘉鴻也「做炸兩」稱，「梁游
一入到會議廳，梁君彥一宣佈開會，梁游
是但一個就應該立即起身讀誓辭。……鄭
松泰撲出去invoke規程，本質上就係交咗
個波畀主席去裁決，根本係完全唔需要。
大佬，平時嘅議會抗爭係要阻止會議繼續
進行所以要行出去。今日個抗爭係要個議
會繼續，等梁游劉可以宣誓啊。」
親「熱狗」專頁「Look7s」發文稱，

「當時主席已經宣佈巴游冇資格，鄭松泰
先行出去×㗎。」「Nogaku Hem」留言
指，「咁邊個監誓啊大哥？當時主席已宣
佈無資格，你有無睇 live架（㗎）？」
「Chan Sandy」也稱，「已宣佈無資格，何
來畀佢地（哋）讀完誓辭？你發完夢未？」

懶理「蟲泰」被逐「熱狗」游粉互片

「青年新政」昨日傍晚於立法會示威
區舉行所謂「捍衛三權分立，還我立法
尊嚴」的集會前，不知道是否擔憂太少
人出席，他們昨日下在facebook突然

發放「消息」稱，收到兩位分別於選舉事務處兩個辦事處
工作的「支持者」透露，處內近日以機密文件通知職員準
備為三個立法會議席進行補選，更稱此消息已在職員間
廣傳。不過，此「消息」卻遭他們的支持者恥笑：「你
的苦肉計呃邊個？你想羅（攞）返民意？不可能！」

梁頌恆亂吹將補選三議席
「青年新政」昨日在facebook發帖聲稱，中午收到兩
名分別於選舉事務處兩個辦事處工作的支持者透露，處
內近日以機密文件通知職員準備為三個立法會議席進行
補選。在昨晚集會上，梁頌恆堅稱此消息屬實，更聲言
事件涉及3個議席，明顯已「超越黨派」，呼籲全港市
民一同「捍衛」香港賴以存在的「三權分立」制度。
不過，是次的危言聳聽以乎無效，參與集會人數疏

落，反映他們已經無信用可言。不少網民就質疑，「青
年新政」又再發放「流料」，施展苦肉計，博取民意。
「Ching Chan」聲稱：「你地（哋）都唔係第一次放
流料同放飛機，仲點信你呀！」「Jim Lei」也稱：
「你的苦肉計呃邊個？你想羅（攞）返民意？不可
能！」 ■記者 鄭治祖

借造謠搵撐場
被寸「呃邊個」

由「青政」發起的「捍衛三權分立，還我立法尊
嚴」集會昨日傍晚6時開始，聚集的市民不多。

現場所見，記者反而比集會人士更多，直至七時半集
會人數始有增，最高峰時僅有約150人，而其他反對派
議員中，僅社民連的梁國雄、「香港眾志」的羅冠聰
及新界西的朱凱廸等出席，公民黨、民主黨、工黨及
「人民力量」等議員均沒有現身。

長毛稱不認同言行 朱凱廸呻人少
梁國雄在集會上稱，自己出席集會並非因為認同
「青年新政」的言行，而是要捍衛二人宣誓的「權
利」，又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決定延後游梁兩人宣誓
是基於政治判斷，又認為反對派即使政見各有不同，
也應更清楚「表明立場」。
就昨晚集會人數稀少，他則稱由於太遲公佈集會詳

情，導致不少支持的市民來不及趕到現場云云。

朱凱廸則稱，港人應一改以往的被動心態，在未來
一星期要將政治力量集中在梁君彥身上，反對派陣營
要把握這條「戰線」，包括思考一下他在英國國籍的
爭議上有什麼可跟進，又形容昨日是反對派「走向團
結」的起點，稱是次集會人數「唔應該咁少人」，並
承認陣營有分歧亦有爭執，希望反對派多些溝通，在
彼此分歧下要想想同時如何大團結。

梁頌恆賴倉促 網民嘲醜出國際
被問及出席是次集會人數不多，梁頌恆不評論對人

數是否滿意，只稱現在最重要是向公眾說明香港正發
生什麼事，又辯稱籌組時間倉促是其中一個集會人數
較少的因素。
以「時間倉促」為由遮醜，有人信至奇，不少網民

恥笑「青政」已經眾叛親離，就連在立法會選舉時支
持他們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及黃台仰均

沒有現身，而和昨日上午「反辱華、反港獨」集會逾
萬人參與比較，是次集會參與人數之少「連非法集會
都告佢唔到」。
有網民則恥笑，「青政」在fb的直播只拍攝近鏡而

沒有遠鏡，就是因為人數太少，可謂「×出國際」。
傳統反對派支持者「Jeff Li」留言稱，「我個like係
比（畀）毛哥（梁國雄）既（嘅）！……（游梁）玩
野（嘢）又唔識玩無智慧！有起事上黎（嚟）都只係
閃閃縮縮或者躲在人群後面！……五萬幾人投兩位主
角，五百人都無，又×多獲（鑊）啦青政！」
「Harry Leong」則稱，「全球華人（唔計游蕙

禎、梁頌恆既（嘅）支持者）被『支那』兩個字嚴重
傷害。如果一開始游小姐、梁先生肯道歉既（嘅），
或者呢件事就唔會嚴重發酵。如果唔想害到非建制派
喺 2020 年全軍覆沒，唔該你哋兩個跪低 、道歉
啦！」

網民質疑放補選流料
Castor Ho：你地（哋）唔好吹得就吹，你地
（哋）單野（嘢），至少要司法覆核完左（咗），
先可以取消資格，呢類訴訟冇半年以上都唔
會完，而小麗老母亦唔係「港共」主要目
標，呃小強要有限度，你地（哋）之前選舉
多行不義，而家想吹雞？反省下先啦。

陳洛生：又黎（嚟）呢D（啲）傳言？之前信你
比（俾）你跣一鑊金，仲想黎（嚟）多鑊？

Elvis Yip：講到已準備補選的消息好假囉，
最小（少）都要確實取消咗你地（哋）議員
資格才會進行補選啦，你想人出嚟幫你都唔
可以當人傻，呢件事對你地（哋）好失望。

Yoshiaki Ōbayashi：造謠會唔會構成刑事？
咪×下巴輕輕亂×咁嗡（噏）呀！因為亂嗡
（噏）無咗議席，又因為亂嗡（噏）坐埋
監，真係早知唔出嚟選好過。

Ching Chan：你地（哋）都唔係第一次放流
料同放飛機，仲點信你呀！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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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是否因未知是否因
集會人數稀集會人數稀
少少，，游蕙禎疑游蕙禎疑
似打電話搵撐似打電話搵撐
場場。。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游在旁直播「蟲泰」被逐。 fb圖片

■「青政」在立法會外集會人丁單薄，記者比示威者還多。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