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今年繼續舉辦

「香港年度漢字」評選，並於昨日天公佈10個候選年度

漢字，公開邀請全港市民投票，選出一個能代表他們對

今年看法的「香港年度漢字」，包括「理」、「思」、

「安」、「穩」、「亂」等。多名評審委員會委員均慨

嘆，2016年的香港是「不和諧」，「爭吵」之年，特別

是年初的旺角暴亂，令人覺得香港「差完再差」，期望

香港年輕人未來可多了解及關懷國家，多認識優秀的中

華文化，對身邊的人與事都能以禮相待，讓香港在2017

年能慢慢穩定下來。

民記候選年度漢字 評委嘆「亂」
冀年輕人多了解國家 以「禮」相待明年趨「穩」

民建聯自2013年開始舉辦「香港年
度漢字」評選，先由評審委員會

選出10個候選年度漢字。評審委員會
昨日召開會議，確認早前委員會選出
的10個候選年度漢字後，並即向傳媒
公佈。十個候選漢字為：「理」、
「智」、「禮」、「思」、「同」、
「安」、「穩」、「創」、「機」、
「亂」。
今年的評審委員會由15位自來不同
界別的社會人士組成，包括民建聯創
黨主席曾鈺成、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盧鳴東、城市
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曾淵滄、國泰航
空公司人事總經理王舜義、香港攝影
器材進口商會副會長尹競生、香港青

年聯會主席吳傑莊、咭片皇董事總經
理鄭重科、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總幹事
林沛德、專欄作家黃毅力、跨媒體創
作人高志森、資深傳媒工作者周融、
政治策略顧問程介南、民建聯副主席
陳勇、民建聯副秘書長葉傲冬。

評委冀社會止爭拗多包容
民建聯秘書長陳學鋒在記者會上表

示，希望透過這項評選活動，讓大家
觀察和反思社會現況，概括對過去一
年的觀感，「從市民選出的漢字，可
以了解大家對世態及生活的感受。」
同時，也可延續中華漢字文化，讓市
民可領略漢語言簡意賅，卻又包含豐
富內涵的韻味。

回顧 2016 年，周融以「搖頭嘆
息」、「每況愈下」、「低處未算
低」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尤其是年初
的旺角暴亂，近日又有立法會宣誓風
波，令人覺得香港「差完再差」，期
望港人未來可知恥近乎勇，「如果大
家不承認真的是亂，知道自己身處什
麼環境，承認有此問題的話，我們是
改變不了的。」
另一評審委員、盧鳴東亦指，2016

年的香港是「不和諧」、「爭吵」之
年，「香港社會爭拗確實比較多，人
與人之間都不能夠和諧，違例及違法
的情況也比較多。」他期望，年輕人
可多了解及關懷國家，多認識優秀的
中華文化，對身邊的人與事都能以禮

相待，多包容。

明日開始為期一個月投票
陳勇也慨嘆，2016 年是混亂的一

年，行政立法關係緊張，「立法會竟
然每個星期大會都開不了，有候任議
員講出來的語言更是將小錯亂，變到
亂上加亂，似乎亂到不能開交。」他
寄望「送猴迎雞」，香港在2017年能
慢慢穩定下來。
今次是民建聯第四次舉辦年度漢字

評選，過往三屆選出的字分別是：
「和」、「融」、「法」。今屆投票
將於周一（21日）至下月20日進行，
有興趣市民屆時可到民建聯網站或各
辦事處索取表格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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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油已完」被鬧爆
批「普通人」論

Nina Cheel：下（吓）？普通人？又話無底
線抗爭? 又話搞社運？又話香港建國？冇左
（咗）份十幾萬嘅工，就要做返普通人？

Tina Yim：直到呢一刻，不斷上報博可憐，眼
神和說話都仍然無反醒（省）過，晒（嘥）氣！

Ringo Yip：扮慘呃捐款，你解釋下你寫字樓
D（啲）酒樽同ps4盒先啦！

Chi Fai Lee：兩隻嘅專業咪係大種乞丐，一
開口就網籌500萬，使乜搵工呀！

Yun Kuen Hang：以「政治避（迫）害」為
由，應該可以拎到綠卡。

批「受害者」論

Joey Chou：果然人不要臉，就天下無敵！

Johnny Nip：賊人被拉是打壓，現在識啦！

心涼：監倉內全部係受害者，一笑。

Karen Chan：好多人只會話鬧佢地（哋）既
（嘅）人 blame the victim，喺兩個當時
（事）人口中講，比粗口更難聽！

Hamlet Kwan：即係咁，有兩個細佬喺街邊
玩嘢，點知跌出馬路，累炒。於是被人罰以
後唔可出街玩。放佢哋出嚟玩嗰班哥哥姐姐
不知幾想死。唔知邊個係受害者？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生害街坊死累鬼」？「青年新
政」用Paypal籌旗，結果其戶口即日
被ban，想不到突然會禍連「教主」
黃毓民的網台、同樣通過Paypal吸水

的「MyRadio」。有黃教支持者狠批「青政」累人，
有人更質疑「青政」因為paypal戶口被ban，遷怒
「教主」，向Paypal「篤灰」，同「MyRadio」攬
炒。
「青政雙邪」前日提出其「眾籌」計劃，其中一個

吸水的賬戶為Paypal戶口。不過，根據Paypal的規
定，該公司只接受已註冊慈善機構的捐款功能，其餘
商業、宗教、政治等社團一律都不開放捐款功能，

熱狗鬧爆青症「篤灰」
「青政」戶口很快被凍結。一直採用Paypal戶口吸

水的「MyRadio」，前晚突然宣佈其Paypal戶口被暫
停，更聲明「其他政黨為上訴而選擇使用PayPal籌
款，與本台的業務毫無關係」，「新聞中的當事人，

與本台毫無關係，本台不應受到牽連。」
聲明一出，係人都會覺得係「青政」搞鬼，特別

「熱普城」同「青政」因為今年立法會選舉而好唔
妥、互相攻擊已經路人皆知。「MyRadio」的擁躉即
刻鬧爆「青政」累人累物。「Trunks To」稱，「青
年新政用paypal籌款被鎖，連累myradio。」「Hay
Wong」就稱，「青政做每一步都破壞一直建立嘅野
（嘢），故意用明知不可籌錢的Paypal去籌大量錢，
簡真痴（癡）線！」有人更懷疑是「青政」篤灰。
「Honsum Ng」稱，「用咁耐都冇事，肯定俾人舉
報。」「Holland Ben」則說，「依（呢）鑊堅無成本
又比（俾）佢玩到嘢喇×！」 ■記者 羅旦

雙邪Paypal凍結 MyRadio一鑊熟

「青症雙邪」近日「眾
籌」，聲稱要用來打官司，
但就被質疑其實是預先籌定
生活費。「糧油（梁頌恆、

游蕙禎）已完」近日頻頻接受傳媒訪問，其
間猛話自己「生活有壓力」，「出去搵工冇
人請」等等，又聲言自己是「受害人」，大
賣小強，令「眾籌」是為「搵定生活費」的
質疑更令人入信。
「油已完」近日在接受《明報》訪問時，聲言
要做「普通人」，但又稱自己生活「有壓力」，
「我媽近日叫我去搵工，但我沒有跟家人說，
香港沒有人會請我們。」「糧已完」則稱，「未
想到往後可以做什麼工作，我都想像不了有
什麼人會請我，因為就算有人肯請我，我都
會勸他們小心點，因為可能有狗仔隊跟我。」

聲稱「無人請」「忘記」此前有正職
不過，「油已完」未當選時，是「青政」

的社區助理，點會突然「失業」？「糧已
完」則報稱自己從事「電子商貿」，而且當
時他已經公開煽「獨」，又點會到現在先突
然冇生意？九成係賣小強居多。
「糧油已完」其後在接受CNN訪問中，又

以「受害人」自居，聲稱「不應怪責『受害
者』」，「有權力決定是否釋法，只有中央
政府，而不是我們兩人」云云。兩人這些言
論，自然又引發罵聲不斷。網民質疑兩人咎
由自取，但就頻頻上鏡扮「受害」，自我製造
「被壓迫」形象，無非是希望可「眾籌」多點錢，
作為日後的「生活費」。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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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n Hei Ng：琴（尋）晚我仲見到肥漢
賢個FB話捐比（畀）女神10000蚊，今日
就剷左（咗）。

Verita Luna Dahlia：上聯：此地無銀三百
兩（両）下卷（聯）：不是隣（鄰）家挖地偷。

Po Tai：開車接送，居然話唔識。

S Y Lawren Cheung：無往來但有交易。

網
民
嘲
游

PL Lee：不用分得那麼細，全部都係×架
（㗎）喇！

Pinky Chan：高登有青政打手話冇問題，
因為張漢賢同游蕙禎理念一致。

鍾定池：有時有d（啲）嘢係唔可以見光，做得
唔小心點兜都冇×用，班友冇sense冇計。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Bo Ing：佢嘅意思係祇（只）係一個的
士司機，我點會認得。

Jani Cheung：咁多人唔揾（搵），搵
姓張嘅做司機？想話俾（畀）人知佢地
（哋）對香港社運無知，定係驚人唔知
成班都係鬼？

Dusty Lau：乜唔係同一班人黎（嚟）
架（㗎）咩？我以為正常事件。

「
此
地
無
銀
」

「學動」入中學生議會 播「獨」掛「龍獅旗」

「唔怕神一般嘅對手，只怕豬一
般嘅隊友。」「青政雙邪」的游蕙
禎，此前被踢爆在人大釋法當日鬼
祟到台灣，翌日更獲「港獨」組
織、「香港人優先」召集人張漢賢

接送到銀行。近日，「雙邪」發起「眾籌」打官司，
游突然在其facebook發帖，稱自己從未曾與張漢賢來
往，而「是次眾籌不會收取此人之捐款，不論從何人
轉交」。此帖一出，惹來議論紛紛。有人指，「雙
邪」「狗頭軍師」之一的林浩基此前介紹張漢賢予
游，結果瀨嘢，近日林竟再向游轉交張漢賢的捐款，
更「唱通街」，結果迫得游要急急澄清。
張漢賢曾為民主黨及公民黨成員，有傳因錢銀糾
紛而與兩黨不歡而散。2013年4月，張自創「香港人
優先」，與骨幹成員招顯聰持着港英「龍獅旗」四
出示威，其間不斷傳出他要求與「社運人士」「有
條件合作」，被質疑是「收錢做嘢」。最後，「香
港人優先」於2014年 9月解散，張亦少有在「幕
前」現身。

游曾密會張漢賢 軍師認係鬼
《大公報》此前報道，游蕙禎在釋法當天悄悄到

台灣，返港後翌日前往銀行，帶同一疊文件辦理手
續，其後登上一部黑色平治房車，而車上司機正是
張漢賢，引起包括「青政」內部批評不斷。已脫離
「城邦派」，改撐「青政」的溫皓宗（Sammy
Wan），就批評「狗頭軍師」林浩基向游介紹張漢
賢是靠害。
前日下午，「狗頭軍師」林浩基突然在自己的

facebook 出 post，標注「10000 蚊捐款已全額退
回」，內文稱，「琴（尋）日青政個paypal down
咗，然後有唔少人pm我想現金捐款，單官司話晒關
（係）香港三權分立，所以想幫大家轉交……不過
原來係（喺）香港做眾籌係要清（check）真過 d
（啲）錢先收得…… 其實依（）家最重要都係夠
錢打官司，話知美國資助拉登定日本支助反日示威
啦！一切我衰我賤我錯我鬼。」

游發帖否認 傻根抽水話肉酸
不久，游蕙禎發帖稱，「本人從未曾與Dickson

Cheung（張漢賢）來往，是次眾籌不會收取此人之
捐款，不論從何人轉交。本人亦從未曾收取此人任
何財政或物質捐助。」親「熱狗」的fb專頁「仇幼
聯」就猜測到，「本專頁不禁猜想，託林浩基捐一

萬既（嘅）人，極有可能係張漢賢，林浩基爆響口
揚左（咗）件事出來，搞到游蕙禎此地無銀咁急急
澄清。」「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就跟帖打
落水狗，「收錢都收得肉酸過人。」 ■記者 羅旦

「軍師」自爆收「獨」款 游蕙禎水洗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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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在昨日周年大
會選出新一屆執委會成員，前黨魁梁家傑代替余若薇
出任黨主席，署理黨魁、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則正式
「坐正」。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前秘書長賴仁彪則分
別出任外務、內務副主席。
公民黨今屆新增的副秘書長職位由鄭達鴻出任，同

樣新增的執委會成員（地區發展）則為譚文豪及余德
寶。梁家傑稱，該黨今屆執委明顯有年輕化趨勢，35
歲的楊岳橋是該黨歷屆最年輕的黨魁，另外有6名30
歲以下的執委，包括副秘書長鄭達鴻，委會政策倡議
成員李俊晞、冼豪輝等。退休主席、擔任執委會（黨
務發展）成員的余若薇則稱，希望更多年輕人接棒從
政。
梁家傑又稱，該黨的短期目標是不能讓行政長官梁

振英連任，會在今年12月的選舉委員會選舉中，盡量
為反對派取得更多議席，未來不會大花精神推動政制
改革，而是會投放更多資源在地區和民生工作，及繼
續維持香港的核心價值和制度云云。
另外，大會同時通過沙田區議員容溟舟加入公民
黨，成為該黨新界東支部首名區議員。容溟舟曾為民
主黨成員，其後退出並加入「新民主同盟」，成為創
黨成員，但已於去年退黨。

梁家傑任訟黨主席 楊岳橋當黨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港獨」組織頭
目繼續利用各種場合宣揚「港獨」。昨日在一個中
學生組織的會議場合，曾多次向中學校園鼓吹「港
獨」的「學生動源」發言人歐陽剛（本名歐陽耀
光）就展示香港殖民統治時期的「龍獅旗」以及發
表支持「港獨」的言論。
由一些中學生組織「領袖」自發組成的「中學生
議會」昨日上午舉行新一屆「議員」就職禮及首次
會議，三名「當選議員」及「議員助理」在宣誓後
隨即舉行會議。
其中，歐陽耀光在出席會議時就帶備一張「龍獅

旗」，更放在其座椅靠背上。在會議舉行期間，他
更將該「龍獅旗」公開掛在會議桌旁。

自稱代表民意 反對愛國教育
在會議期間，歐陽耀光聲言自己代表「民意」，
提出所謂「支持香港獨立」的「動議」，更稱反對
在中國歷史課目中加入「愛國教育」內容云云。現
場所見，「學生動源」另一名發言人鍾翰林也出現
會議室內。
資料顯示，「中學生議會」的前身為「香港中學

生聯合委員會」，2011年成立時，剛創辦「學民思

潮」的黃之鋒也曾經擔任過該「聯委會」的「主席
團」成員之一。
據了解，歐陽耀光是在上個月的「選舉」中當選
「新一屆議員」。但由於參與者少，本屆「中學生
議會」只有3名「正式議員」，為此，議會唯有再
加入5名「議員助理」成為「議會成員」湊數。
今年5月成立的「學生動源」與「香港民族黨」

關係密切，「主打」向中學校園的「播獨」工作。
資料顯示，「學生動源」於今年8月發起在中學校
園發展主張「自決」及「港獨」的組織，目前，全
港已有數十間中學成立了所謂「本土關注組」。

■評委們期望
香港年輕人未
來可多了解及
關懷國家，讓
香港在 2017
年能慢慢穩定
下來。

■軍師「爆響口」指青
政曾收不明捐款，游
即發帖指與張漢賢無
關。「仇幼聯」圖片

■「學動」歐陽剛在會議中掛「獨」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