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狗粉」插琦：無能就咪伸頭出嚟
同道圖為琦「漂白」惹罵戰 反映獨琦「東山再起」心不死

「本土
民 主 前
線」發言
人 獨 琦

（梁天琦），在宣誓風
波中一直潛水，近期上
水後就不斷扮可憐，博
同情。他近日不斷在
facebook 發帖，聲言自
己「與其為虛榮而掙
扎，自我膨脹，倒不如
坦率地面對自己的無
能，才可於荒謬及無常
中活下去」，而他領導
的「本民前」在宣誓風
波期間同樣潛咗水，但
近日又四圍落區擺街
站，聲稱要「向公眾解
釋宣誓風波及三權分
立」云云，反映他正繼
續為自己「東山再起」
作部署。不少激進「本
土派」支持者批評，既
然獨琦自稱無能，在宣
誓風波期間選擇龜縮，
就不應該再「伸個頭出
嚟」抽油水，「無恥之
尤，盡破香港紀錄。」

■記者 羅旦

20162016年年1212月月1212日日（（星期一星期一））A12 香 港 新 聞■責任編輯：汪 洋

激進「本土」狂插獨琦
Yau Kai Cheong：為何要等到「青政」永不翻
身才上水？為何一開始說「青政」理念相同但
又最後不受控制？全程不發言、不做節目、不
表態，是推「青政」上位後應付（負）的責任
嗎？

Richard Li：大佬選嗰陣你唔講，選完你走去潛
水，依（）家大局已定你走番（返）出黎
（嚟），日日喺報紙講自己驚所以潛，即係想
點，我唔懷疑你都唔得啦。驚既（嘅）話就繼
續潛，無人逼你出黎（嚟）！

Andy Mok：係佢自己當初講到好勁咁，事後就
無影潛水，咁俾人插都好正常丫（吖）。一句
我廢我無能就可以無事，開玩笑？

Lado Fok：你一個人既（嘅）可憐？香港人更
可憐！因為你既（嘅）自私，拿左（咗）光環
成班教徒跟住你投PLAN B，信天琦得永生！

安德烈：無人關心你係咪性無能有咩個人得
失，我只關心你條×樣做乜走數，又話搞時代
革命依（）家又因為驚坐監走去讀書，你死
返去溫GRE啦垃圾，你話唔過問香港政治就唔
好咁多爹（嗲）！

Lam Fong Fong：咁你就縮埋一邊，咪亂×伸
個頭出黎（嚟）啦，×街。橫掂你對等同你嘅
梁頌恆不聞不問，你繼續龜縮，油（由）得人
當你死左（咗），好冇？

Gloria Cat Lee：讀書咪讀書囉，但你擺明要撲
出來做政棍就當然×街啦！

Jay Liu：忠告香港班無知年輕人，利益別人
享，案底自己留！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中大幫」庇琦與「熱普城」對罵
Peter Chow：咦，中大學生，香港唔止得「大學
生」抗爭架（㗎）。已經有好多人（侍應生、廚
師、電腦技術員……）為左（咗）抗爭搞到身體受
傷、官司纏身、坐監、無埋份工，你得閒自己
Google黎（嚟）睇下啦。係咪「大學生」抗爭個光
環就大D（啲）？

Ng Kwai Lung：大把人因為抗爭而受緊，一句身份
地位唔同，抗爭成本高就話可以體諒，……依
（）家得一個人付出？洗（使）唔洗（使）鬥慘
賣小強做排行榜？

Nelson Mok：精英要有承擔，……弄至如斯田地，
你竟敢說梁天琦無份 ? 梁游的垃圾政綱你有讀過
嗎？梁天琦重（仲）要呼籲投票給「青年新政」，
宣誓之後一直不肯現身交代，現在還要誣衊我們，
說我們是向他發洩？

Chiu Wong：梁天琦邊忽精英？大學畢業幾多歲？
精英？精到廢，廢到之前一路都唔認，重（仲）話
自己好×英，正一一個死×街！

Stephen Lui：同情賤人，都係賤人。不忠不義之
人，永不錄用是常識吧，仲撐來把×。俾人迷奸
（姦）完仲要笑騎騎話冇後悔俾（畀）過你，咪俾
（畀）條奸狡×樣覺得仲可以整多鑊，真係岸
（戇）×無極限。

Sam Wrong：一個×街，就算佢點樣自認×街，佢
本質都係一個×街，我唔會因為佢肯認而減低佢
嘅×街（程）度。所以我反而覺得佢更係一個無
賴。

Castor Ho：佢作出的政治選擇出了問題，佢係要
出來承擔，補鑊解話（畫），但佢選擇逃避，失信
於人，去到事過境遷，就施施然推翻自己既（嘅）
豪情壯語。……反映呢位仁兄及其同路人欠缺責任
感，欠缺政治道德。

Lado Fok：我幾個月前講左（咗）梁天琦來來去去
用扮委屈招數令人同情，就好似有尐（啲）男人鐘
（鍾）意係（喺）其他女仔面前扮失戀之後等尐
（啲）女仔母性大發同情佢，呢尐（啲）招數係好
卑鄙下流既（嘅）招數，佢現在網台都認左（咗）
將來都會再用這些招數。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激進
「本土派」中的「獨人」不少，例如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發言人陳澤滔等
等。不過，有「獨人」就刻意隱藏身
份，令人擔心他們暗地裡播「獨」。觀
塘樂華北區議員黃子健，是「東九龍社
區關注組」成員，近日舉辦了「澳門中
山兩天團」，但就被質疑身為「獨」派
中人，何以會有回鄉證。
黃子健近日在其區議員辦公室的fb專

頁發帖發相，稱自己「前幾日同咗一班
街坊去澳門中山兩天團，真係見識咗好
多！有靚景睇又有靚雞食！希望未來有
更多機會同大家一齊出去玩！」網民
「Ray Chan」即留言質疑，「點解你可
以有回鄉証（證）去到『中國』（內
地）？」黃未有回應，只回以一個「惱
人」的符號。「蔡曦瑤」亦質疑：「×
你個街有回鄉證嘅？」
「獨」派中人紛紛為黃子健辯解。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留言稱，
「睇啲相，成班公屋老人家，都好難去
得遠……如果要搞旅行團，都無可能四
年次次都去澳門的，我諗子健有得揀都
唔會揀去強國（內地）。」
黃埔西區議員、「青年新政」前成員

鄺葆賢則稱，「其實啲團係會陸路經中
國（內地）去澳門，因為搭船/酒店就
唔係呢啲價錢。我未離開過香港，睇嚟
都係要去香港人第二個家日本架（㗎）
啦。」「lton Elias Leung」則稱，「佢
仲去到澳門，好！」

獨琦近日在其fb稱，「假若世上真的有個香港命
運共同體，而這共同體的形成又需要一代代人

以有限的眼界，在各自所處的時空作出微薄的貢獻，
個人的成敗得失也都不再重要了。與其為虛榮而掙
扎，自我膨脹，倒不如坦率地面對自己的無能，才可
於荒謬及無常中活下去。這談不上是什麼道理，但至
少是我內心深處的聲音。」

「大學幫」圖為獨琦洗底
各撐獨琦者紛紛在網上發帖配合，圖為獨琦洗底，
包括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等「港大幫」，及
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常務幹事黃于喬等「中大
幫」，更為此而與「熱普城」支持者在網上罵戰（見
另稿）。
一直撐「本民前」及「青山絕症（青年新政）」的
輔仁媒體，近日也發表題為《如何摧毀一位關心社會

的年輕人》的文章，為獨琦營造「受害人」的形象，
為他漂白。該文稱，梁「呢九個月來所受嘅壓迫和壓
力，尋常人實在難以想像，……連所謂人民那方也有
許多人在消費佢、利用佢、玩×佢，他變得心灰意冷
和希望遠走他方，……或許已是走投無路的見步行
步」。

「仇幼聯」：獨琦聖人呀 咁惡嘅？
親「熱狗」的 fb專頁「仇幼聯」即發帖揶揄，

「容癌（輔仁媒體總編輯容樂其）媒體避完一輪風
頭後，開始出垃圾文幫梁天琦漂白了，吹噓梁天琦
只係做唔成下一個孫文，但佢冇欠任何人，大眾不
應苛責佢，否則就係落井下石。個作者都白×痴，
梁天琦選舉時不斷對熱普城抽刃，推左（咗）梁游
入局，之後梁游玩野（嘢）被清剿，本土陣營受波
及全面潰散，去到今日咁既（嘅）田地，群眾連向

梁天琦追究既（嘅）權利都冇？你梁天琦聖人呀，
咁惡既（嘅）？」
「仇幼聯」又發帖稱，「其實梁天琦、梁頌恆、游
蕙禎，可以當一個package（套裝）咁睇：梁天琦-->
抗爭無底線變個人有底線；梁頌恆-->口講留守到最
後，竟然飛的士罷就；游蕙禎-->口講要流第一滴
血，但完全冇參與過街頭抗爭，亦無視前人付出。呢
班人其實言行一致，誠信一樣。」

「一句我廢我無能就想無事？」
不少激進「本土派」支持者也狠批獨琦「自以為感

覺身（良）好」，「你一個人既（嘅）可憐？香港人
更可憐！」「無人關心你係咪性無能有咩個人得失，
我只關心你條×樣做乜走數」，「一句我廢我無能就
可以無事，開玩笑？」「咁你就縮埋一邊，咪亂×伸
個頭出黎（嚟）啦，×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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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大學
的「港獨派」
都有「精英症
候群」？香港
大學學生會前
會長馮敬恩，
此前在與「熱
普城」分子筆
戰時聲稱「地
球是HKU領先
的」，中文大
學學生會幹事
會常務幹事黃于喬近日則在fb發帖，形容近
日頻頻曝光、在港大就讀的「本土民主前線」
發言人獨琦（梁天琦）是「一個有前途嘅精
英、叻人，根本唔需要拋個身出黎（嚟）玩政
治」，「比佢犧牲少嘅人，……又有咩資格
鬧佢去得唔夠盡呢？」此帖一出即火，無論
「熱普城」以至其他激進「本土派」支持者都
批評有關人等自視「精英」，獨琦如此「無情
無義無恥」的人也要「保」，「同情賤人，都
係賤人。」
在宣誓風波中一直潛水的獨琦，近日上返
水，頻頻曝光，既認「衰仔」，但同時又宣揚
「台獨」組織的「成功經驗」，顯見其
「『獨』心不死」，認「衰仔」不過是試圖博
同情洗底，圖謀「東山再起」。一眾獨琦的支
持者當然心領神會，齊齊為獨琦開脫。

黃于喬以「格論」貶低「本土」
身為中大「本土莊」的一員，黃于喬近日發
帖稱，「（我）無後悔撐過梁天琦喎。一個有
前途嘅精英、叻人，根本唔需要拋個身出黎
（嚟）玩政治，吃力不討好。依（）家參選
資格被監粗DQ了，暴動罪佢孭左（咗）了，
比佢犧牲少嘅人，例如我自己，又有咩資格鬧
佢去得唔夠盡呢？」
此帖一出，罵聲遍野，質疑黃是試圖為獨琦
開脫，更狠批黃是試圖以「格論」貶低其他激
進「本土派」支持者，「大把人因為抗爭而受
緊（刑罰），一句身份地位唔同，抗爭成本高
就話可以體諒？」
多名網民就「曲到圓」留言揶揄。「Hong-

ky Dei」稱，「佢（獨琦）係港大精英，佢係
天之驕子，佢肯出來抗爭，等同於當年耶穌為
猶太人流血。……梁天琦作為一個大有前途嘅

港大精英，肯拋個身出黎（嚟）玩政治，港豬
你地（哋）執×到啦。後悔？你地（哋）憑咩
資格後悔呀？我××曬（晒）你地（哋）。」

「本土」群情洶湧 黃忙戴頭盔
群情洶湧，黃于喬戴頭盔稱，「我都覺得佢

唔交代好有問題喎，……無後悔撐過佢，唔代
表覺得佢做嘅野（嘢）完全無爭議性/無錯架
（㗎）喎，只不過係體諒到佢情況姐
（啫）。」她又曲直難分地稱，自己支持「熱
普城」，「無後悔撐過熱普城、無後悔人生第
一次投票就係投比（畀）熱普城、無後悔叫身
邊嘅人投比（畀）熱普城，無後悔幫佢地
（哋）拉票，拉到比（俾）人笑比（俾）人諷
刺我連痴（黐）線佬都撐。」

又寸「熱普城」現實生活可憐
她又寸「熱普城」中人，「有d（啲）批鬥
人嘅人當網絡係堆填區，將負能量放曬（晒）
喺度，唔理他人感受。佢地（哋）咁多負能量
咁酸臭怨毒，證明佢地（哋）現實生活肯定過
得唔好先會咁，所以我可憐佢地（哋）多d
（啲）。……佢地（哋）依（）家已經視左
（咗）我為敵人，我往後想撐都好難了，佢地
（哋）亦唔需要我呢d（啲）垃圾賤人撐，我
無資格撐佢地（哋），無資格投票比（畀）佢
地（哋），就算我再支持佢地（哋），都會比
（俾）佢地（哋）話我想沾佢地（哋）光。」
有人撩交打，有人還拖，是常識吧！有網民

批評獨琦與「青症雙邪」割席，「反映呢位仁
兄及其同路人欠缺責任感，欠缺政治道德。」
有人更表明，「同情賤人，都係賤人。不忠不
義之人，永不錄用是常識吧，仲撐來把×！」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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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視精英撐琦「中大幫」辣㷫「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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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寸獨
琦睇化咗，
是因為黐咗
線。

網上圖片

■獨琦近日fb頻發
帖，上水後就不斷
扮可憐，博同情。

網上圖片

■網民批嬉皮笑臉
乞人憎。

網上圖片

■網民寸獨
琦唔係走到
盡頭，只係
走到口頭。

網上圖片

■黃于喬發帖撐獨琦，被同道中人鬧爆。 fb圖片 ■黃子健近日在fb發帖發相，稱自己「前幾日同
咗一班街坊去澳門中山兩天團」。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