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蟲泰擺「官威」嚇市民唬警員
「我係鄭議員！叫你上司嚟！」「水鬼升城隍」語無倫次挨批

「鄭議員，好大的『官威』呀！」「反辱

華、反港獨」大聯盟周三發動萬人立法會示

威，怒轟「青症雙邪」游蕙禎及梁頌恆宣誓時

發表辱華言論，大批市民當日早上前住集會場地，逼爆立法

會示威區及鄰近街道。「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蟲

泰）當日在立法會外四處拍片挑機，不單「無厘頭」挑釁集

會的愛國愛港人士，又誣陷一位上班的公務員向他爆粗，更

向在場警方「投訴」參與集會人士在公眾通道拍照，不但讀

出警員編號圖施壓，更大發官威稱：「我係鄭議員！……叫

你上司嚟！」此段影片經網絡轉載後隨即劣評如潮，大批網

民斥責他「一朝得志語無倫次」、「水鬼升城隍」，充分展

示醜陋的一面，根本無資格當立法會議員。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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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y Dei：×你梁天琦，去×
左（咗）邊啊？唔能×同青政割席
啊，割席都出句聲啊！

Maggie Lau：係囉！梁天琦去咗
邊？黄台仰去咗邊？

Shing Lun Chan：青政就嚟滅
黨，你（黃台仰）唔出嚟講兩句？

Charlotte Ho：佢係令人投青症
（青政）既（嘅）始作俑者，畀返
個交代所有信佢而投 plan b ge
（嘅）人係好合理。

鍾華鱘：唔係割席咁無義氣，咁無
政治倫理啊？啊！打完段野（嘢）
先醒起佢地（哋）不嬲都無。

Conrad Cheung：真的無光環攞
到，點解要浪費時間？

Eddie Lau：琦哥仲古（蠱）惑過
出嚟行嘅古（蠱）惑仔啦！而
（）家風頭火勢出嚟？無光環你
去呀？

Ho Yat Cheung：某程度上游梁兩
人俾你哋搞死咗，計就你哋出，受
罵最甘就係佢兩個，哈。可憐的影
武者！

Chi Fai Szeto： 本 來 我 認 為
（黃）毓民之前×天琦「未做議
員先做政棍」呢句話係 over 左
（咗），但而（）家睇黎
（嚟）似乎冇鬧錯。

Louis Yen ：當日點出賣熱普城，
今日同一招出賣埋青政，快 d
（啲）拋西瓜（尋屍）啦！

Rainbow Leung： 根 本 一 早 冇
plan b唔反骨企熱普城果（嗰）
邊，本土至少唔洗（使）搞到今日
咁×。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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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策劃旺角暴
亂的「本土民主前
線」發言人獨琦
（梁天琦），在今
年立法會選舉拒絕

為聲稱對他「恩重如山」的「熱普
城」站台，而去支持「青山新症（青
年新政）」，「糧油」（游蕙禎及梁
頌恆）最終當選。不過，自兩人搞出
了辱華辱國的宣誓風波，成為全民公
敵後，獨琦以及另一「本民前」發言
人偉哥仰（黃台仰）無聲無息，就連
前晚的「撐糧油」集會也蹤影全無，
仿如人間蒸發。一直被揶揄「有事就
縮」而經常被問「去咗邊」的「熱
狗」乘機發難，質問獨琦及偉哥仰去
咗邊，更質疑兩人老點選民，在「糧
油」犯眾憎、知道無光環攞就龜縮，
毫無承擔，「不愧」為政棍。

「熱狗」要獨琦畀選民交代
「糧油」兩人公然在議員就職宣誓

儀式上辱國辱華，令全城震怒，但過
去一直高調的獨琦及偉哥仰自事發後
一直不置一詞。因無應「熱狗」要求
唱衰「糧油」而一度被列入「清算名
單」的「無敵神駒」仇思達，前晚就
在facebook發帖質疑道：「當日梁天
琦被DQ，你搵個『plan B』補上，基
本上投俾（畀）呢件替身嘅人，好話
唔好聽九成九都係因為你。好嘞，而
（）家出現重大政治危機，點解你
喺呢一刻都依然不發一言？大佬，你
係咪都好應該有啲擔戴（承擔），至
少都出句聲，俾（畀）選民一個交
代，而唔係好似失咗蹤咁呢？」
一直死撐「青症」的「史健仁」也

發帖稱，「當日啟動Plan B時，梁頌
恆及梁天琦均表明Plan B成功當選
後，所得嘅資源都會用來支持梁天琦
及『本民前』。既然係咁，即使未必
幫到乜嘢，喺道德上梁天琦及黃台仰
係咪應該要現身呢？如果呢啲就係新
生代嘅所謂『政治道德』，我只能坦

白承認自己嘅脫節了。」

網民：唔會有人再信獨琦
網民紛紛留言附和。「Katie Yip」

稱，「都係因為你（獨琦），好多人
先會信青政但係點解你潛水潛足咁
耐，冇任何表示？交代一聲都要啦！
係你當初話全力支持Plan B㗎！你對
唔對得著（住）信任過你嗰班人？」
「Ngo Lam Yue」也狠批道，「自己
買馬輸唔緊要，但係（獨琦）放貼士
叫人買呢隻大家都認為唔掂既（嘅）
黑馬，大家叫做信你先肯用4年前途
買，之後隻黑馬咁既（嘅）表現，放
貼士條友竟然潛×左（咗）落地核，
無論梁天琦係真鬼又好假鬼又好，反
正我諗唔會有人再信佢。」

寸琦盪失路冇wifi冇錢冇電話
疑為獨琦支持者的「JoJo Wu」辯

稱，「淨係知天琦而（）家喺加拿
大，過幾日會返黎（嚟）香港。好想
佢快啲返黎（嚟）解釋。」仇思達即
秒殺道，「呢個世界有互聯網架
（㗎），佢喺天涯海角都好，有信號
就已經得啦。發生咗咁多事，直到今
（昨）日『糧油』搞集會，佢都可以
完全無提過。喂，大佬，點講得過去
呀？」「Katie Yip」就借「糧油」赴
台時聲稱無帶錢電話無電又無網絡一
事揶揄道，「咁你喺加拿大電話有冇
電？有冇 wifi，有冇錢？有冇盪失
路？」
「Ngai Kim Mei」則為獨琦另找借

口稱，「呢個時候梁天琦可以講咩？
人地（哋）選舉呈請中架（㗎），講
支持『港獨』咪死實啦！」「Wong
Wai Nok Samuel」還擊，「火唔火上
加油係睇下佢出黎（嚟）做乜講乜既
（嘅）姐（啫），始終planB係因為佢
先出現，佢亦叫支持者過票俾（畀）
青政，依（）家佢既（嘅）plan b
咁大穫（鑊），佢有責任交代並跟
進。」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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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油」犯眾憎「政棍琦」去咗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青山新
症」的「糧油」（梁游）兩人前晚高調
搞示威集會，試圖向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施壓」，但僅得數十人參加，記者多
過示威者，被謔稱「示威變示弱」。有
親「熱狗」的facebook專頁就據此質疑
「糧油」兩人「票從何來」。
「糧油」一直聲稱兩人獲得「六萬市

民授權」，但前晚的「示弱」集會僅得
數十人到場，場面冷清，令兩人直播都
唔夠。一般「花生友」都認為兩人公然
辱華辱國，言行更似「小學雞」，令他
們已眾叛親離，少人集會也是意料中
事。不過，親「熱狗」的 fb 專頁
「Look7s」就借題發揮，「見到尋

（前）晚青政制憲集會嘅相，相信都夠
合理懷疑佢哋一個月前啲選票究竟點
嚟。」
網民「Poki Chan 」稱，「望見今

（前）晚青政吹大雞＋幾個政治明星站
台先得果（嗰）幾十友，我真係開始懷
疑青政果（嗰）6萬8票點來，而呢6萬8
千人過左（咗）一個半月後既（嘅）今
日到底仲會唔會支持本民青（本民
前）？」「陳少樂」稱，「個（嗰）六
萬幾票非常可疑！」「AnferneeBaby
Poon」揶揄，「選舉舞弊不是夢。」
「Calvin Wong Ho Hin」更煞有介事地
稱，「我記得有問題嘅票站都同佢地
（哋）兩位有關。」

幾十友「示弱」集會 被譏「六萬票點來」

Raa Nee： D（啲）市民選你出
來唔係叫你四圍挑機，攪（搞）
亂立法會，係叫你為民服務啊~

Yiu Chi Ming： 佢以搵人出氣四
處惹火頭為樂！以議員身份玩
人，跟住嬉皮笑臉，真係唔知乜
野（嘢）心態？

Law Lai Jean：只係一個濕×議
員啫，究竟有咩權力，要一個識
（職）員話你知佢係咩部門呀？
乜議員大晒㗎！唔通指一指自己
個鼻大嗌「我係鄭議員」，咁就
任何人都要聽你講聽你指呀。

Law Lai Jean：舊有「我阿爸是
李剛」，今有「我是鄭議員」，
哈哈哈，乜做議員好×威㗎，荒
（慌）死無人知要周圍向人撻朶
㗎。

May AuYeung： 佢最叻咪係
（喺）度挑釁d（啲）亞（阿）
公亞（阿）婆！

Sam Yu： 蟲泰未（咪）又係欺
善怕惡，又唔見佢揀d（啲）後
生精壯嘅人黎（嚟）吋（寸），
俾人揼實佢都似！

Tai Kai：無論人地（哋）支持定
反對你，都係普羅大眾市民，你
就去撩交，你無病呀。……唔係
你議員話點就點，你估真係大×
哂（晒），收（皮）啦！

Bandy Choy： 這位鄭議員的行
徑，無時無刻的在嬉戲玩鬧，行
為幼稚，低智商低情商，根本就
是拿着納稅人的血汗錢，做一個
低莊的政治小丑，可恥！

唐秀珍：聽聞他是教師身份，但

行為如此狂妄、幼稚，為人師
表，一點都不配，何況為立法會
議員，為港人爭取權益，哎！真
的替香港擔心我們的前景，如何
是好。

Lee Carman：其實你入立法會
是否一定要做咁多白痴嘢？請你
做返議員應該做嘅嘢！唔該
你……

Walter Cheng：小學雞的思想，
以為好得戚，其實好幼稚啊！怎
做議員及教師啊！

Law So Han： 呢的（啲）是立
法局（會）垃圾，早的（啲）踢
走佢出局，玩幼稚，又無品德，
往（枉）佢為人師表，侮辱國期
（旗），一定要鄭松泰找數！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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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松泰當日由金鐘港鐵站經行人天橋步
行返立法會，沿途用手機玩facebook

直播，四處向市民挑機。他首先假扮市民
與示威者傾談，突然「無厘頭」指控一名
女士使用的手機，「你用iPhone，愛國唔
好用外國貨，愛國要用小米喎！」該名女
士隨即反過來罵他：「癲癲哋，你乜嘢人
嚟㗎？傻人嚟㗎？」鄭松泰竟反稱對方罵
人，又說應該收回單程證審批權是「刻不
容緩」云云。

污衊上班路過公僕爆粗
隨後，鄭松泰行到政府總部，又聲稱，
一名上班路過的公務員對他講粗口。該名
公務員多次連聲否認，而片段無論聲畫均
無顯示該名公務員有講粗口，但鄭堅持對
方對他爆粗，竟要求對方出示職員證，更
聲稱：「你講粗口，夠膽講就夠膽認。」
該名公務員被他恐嚇後，最終無奈說出
自己的姓名及所屬部門後，但鄭仍不肯罷
休，更聲言：「咁你等收投訴信！」不
過，當他離開政府總部後，他又「突然失
憶」聲稱其實聽不到該名公務員說什麼，
「但段片影到佢對住我講粗口。」

干涉市民天橋影相挨批
其後，他又干涉市民在天橋上影相，但
反被嘲諷：「你行開啲啦，我哋鍾意喺度

影相咪喺度影相，關你乜嘢事？」有市民
又回應稱：「影咩相唔得呀？我鍾意影，
影埋你添呀！」
鄭松泰頓時面懵，即找在場的警員發
難，質疑警方為何容許市民在天橋影相及
安排示威者行經該處。在場警員解釋現場
的秩序良好，而公眾亦可以行經該條公眾
通道。但鄭仍然死纏難打，更大聲讀出該
名警員的編號，大發官威聲稱：「我係鄭
議員！……叫你上司嚟！」
鄭松泰又聲言該警員「態度差」，更稱要

打電話報警投訴，「我好聲好氣同你講，你
用咁樣回應，你不如一齊落去集會。」

各界直斥幼稚小丑做戲
鄭松泰上載有關影片後，經轉載後隨即

惹來批評。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何
君堯也有轉載，蔣麗芸直斥：「有人真係
以為做議員就大晒！」
何君堯則以標籤批評鄭松泰「很得閒

嗎」、「是幼稚定係做戲。」
曾任警司的藝人陳欣健也對此差劣行為

深感不忿，直斥：「香港有些議員質素之
差已經是罄竹難書，他們愈來愈變本加厲
的小丑侮辱性行為，令本來只是搖頭嘆息
鼓吹和平的我，也想兜拳打落那塊望之不
似人君的電影歹角面孔，幫他嬌（矯）正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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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由「熱狗」營運的fb專頁「仇幼
聯」追殺梁黃兩人。 fb圖片

■仇思達批評梁天琦及黃台仰至今仍一句交代
都無。 fb圖片

■支持「青政」的「史健仁」也發帖稱對梁天
琦等感到失望。 fb圖片

■鄭松泰日前在立法會「小學雞」地倒插國旗區
旗。 資料圖片

■鄭松泰在金鐘港鐵站經行人天橋步行返立法會，
四處向市民挑機，更洋洋自得地拍片直播。

視頻截圖

■有親「熱狗」質疑「糧油」兩人「票
從何來」。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