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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首選舉期間，強推退休法官胡國興「入閘」的反對派選委

紛紛轉軚，唱胡官係「鬼」，參選係為咗𠝹曾俊華票，結果提名

票180，最終得票係21，而曾俊華照樣以低票落敗。因在選舉中投白票而被「黃絲」

鬧爆的所謂「自決派」之一、「香港眾志」主席羅三七（羅冠聰），近日在fb發帖點

名要黎智英（肥黎）等為之前話胡官係「鬼」道歉。不過，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羅其

後將帖文轉為Friends only，被恥笑怕得罪金主，「所爭取的都不過是黎智英式民

主。」 ■記者 羅旦

羅粉辯護

Janet Lui：我唔係完全認同

投白票及之前好多做得唔夠

好嘅論述，但真心唔同意响

呢啲時候仲咁同一啲前線抗

爭付出過咁多嘅人，講呢啲

說話

Chun Ning Yu：你同熱狗

有咩分別？咪又係私怨L！

Chris Yip：成班戇×仔，真

係覺得嗰幾十張白票畀曾俊

華佢就會贏？

黃絲狠批
Kay Lam：求仁得仁，唔接受
得真話咩？……講一句真話，
講出一些社會的錯誤，就係
「私怨」，冇計啦咁。
Sing Tin Chau：既然你認定一
票做唔到d（啲）乜咁羅議員
幾時辭職？
Susan Se：首先就要送你喱
（呢）班白票黨上路。
Sing Tin Chau：當日喊苦喊忽
講到薯片有幾衰。而（）家
佢上唔到台，你唔係今天應該
很高興咩？

羅三七驚得罪肥黎被恥笑
撐胡官要金主道歉急縮骨 網民：只爭取「黎式民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在特首選
舉中投白票的多名「自決派」議員，被已成
為「薯粉」的「黃絲」狂攻猛打。由於「瀆
誓四丑」中的羅冠聰、劉小麗和梁國雄都是
「白票黨」，為協助他們籌錢打官司的「守
護公義基金」搞的網上拍賣反應冷淡，不少
人批評他們「違反民意」，「不公不義」，
應該自掏腰包埋單。
「守護公義基金」為「瀆誓四丑」籌款而
搞的網上拍賣T恤、畫像等，已於昨日結
束。根據他們在fb公佈的、3天前的數據顯
示，他們已籌得約435萬，距離「第一階
段」目標「尚有最後數十萬」云云。
不過，「白票黨」已得罪了自己米飯班

主，網上反應冷淡兼罵聲遍野。

網民叫小麗賣樓 長毛捐公屋
網民「Henry Poon」批評：「你一張白

票，令我不可以支持你，對不起，江湖再
見！」「Antonio Cheung」說，「何謂守護
公義，難道民意不是公義，呢班×街有冇守
護呀！」「Howard IP 」直言，「與大多數
市民意願對着幹既（嘅）人都係唔好做議員
好過啦！」
「唐展懷」就質疑幾名議員都有收入有
家底，不應打支持者主意，「拍賣呢D
（啲）濕啐（碎）嘢，有乜用？劉小麗兩
個收租物業，用作拍賣，可為基金帶來千
多萬進賬！」「Andy Tang」說，「你叫
長毛捐返間公屋出來先。年薪近百萬，又
署（暑）假和無限制全糧病假都有公屋
住……」「張佩芠」說，「不如自己捐返
啲錢出嚟啦，尤其是學民思潮嘅黃之鋒
『呃左（咗）』好多錢。」
其實大家唔使咁肉緊，網上拍賣，無單

無據，邊個買同俾（畀）幾多錢都可以任
噏，話唔定最後會有「金主」出手呢！君
不見「佔中」前實牙實齒話會公佈賬目，
現在兩年幾都未見，梗係有鬼怪啦！
「Tze-Hing Lam」笑言，「唔使咁煩！咁
多垃圾，揾黎智英咪得囉。」「盧雄」就
突破盲腸，「籌款活動，有無將黑金漂白
嘅可能呢？」

反對派選委在「送」胡官入閘後，態度就突然
「360度」轉變。壹傳媒集團黎智英就在旗

下的《蘋果日報》撰寫題為《不要讓陰謀得逞》的
文章，批評胡國興之前「從來未為『泛民』講過一
句好話」，參選後卻對「泛民」爭取的目標「琅琅
上口」，又以其子胡雅倫為廣東省茂名市政協委
員、其助選團「主幹」鍾瑞珍曾是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的助理為例，質疑他的背景。

胡官被稱「鬼」羅「執着」要道歉
擺明「撐薯」的時事評論員劉細良也提出要「截

胡」，聲言自己「由Day one開始就已經說胡官係
鬼」，又揶揄「嗰啲因為政綱而支持胡國興的係白
痴、堅離地」等等。
選舉結束，胡國興得嗰21票，到底「𠝹」咗曾

俊華幾多票？抑或是黎智英等人「造鬼」成功，令
其他反對派選委不敢投胡官，咁就係雞蛋與雞嘅問
題，無得深究。

網民未「喝彩」完 帖轉Friends only
不過，因為投白票而被「黃絲」鬧爆嘅羅三七就

似乎好勞氣，更公開在fb發帖稱，「想問有冇人搵
得返劉細良話胡係鬼，後來被人瘋傳那集網台節
目？……呢件事我好執着，一個評論員要為自己說
話負責，我要見到一個公開道歉為止。仲有黎智

英。」
不過，該帖其後轉為Friends only，但呢個世界
有樣嘢叫cap圖（㗎）嘛。激進「本土派」中人、
「無待堂堂主」盧斯達就發帖稱，羅三七的文章
「批評黎智英老闆以及其麾下的一班評論員鼓動輿
論支持曾俊華，為特首假選舉背書，又抹黑胡國興
𠝹票之類」。這個post出現之後，有人為羅冠聰敢
於向有權勢的人物表達不同意見而喝彩，不過該
Post很快就變了Friends only。

被寸靠黎吃飯 認清立場先
網民「Hei Jack」就恥笑道，「擺明係唔想得罪
金主，但Del（刪除） post又太明顯太核突。好心
佢喺逞一時口舌之快之前，認清自己立場先
啦！……靠黎智英吃飯，只能夠限於黎智英式敢
言，所爭取的都不過是黎智英式民主！」
你搵人算賬，人哋都會搵你算賬也。羅三七其後

又發晦氣地針對批評他的「黃絲」、「薯粉」發帖
稱，「延續鬥爭格局，清算所有反對聲音後，就是
和諧的太平盛世。」知名「左膠」林忌就揶揄，
「求仁得仁……我真係恭喜你呀！」連粗口教師林
慧思也抽水稱，「『我真係恭喜你呀！』睇完笑
咗。」網民「Chun Ning Yu」更以彼之道還施彼
身，恥笑道，「黎智英話唔支持（曾俊華）既
（嘅）就係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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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黃絲」薯粉
「白票黨」變「白食黨」

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周浩鼎近日
在立法會書面提

問政府遭遣返難民的數字，入境事
務處回覆指過去一年共遣返5,932
人返回其原居地，其中內地是遣返
地區的首位，公民黨議員楊岳橋
（戇橋）其後在facebook出帖抽水
稱，「邊個係假難民？」周浩鼎反
擊表示被遣返可以有好多原因，
「抽水都唔該根據事實好喎。」
在特區政府公佈數字後，楊岳橋

出帖稱周浩鼎批評假難民佔用政府
資源，但政府的答案第一名是「中
國大陸」，「並非你哋成日講嘅南
亞裔國家」，更抽水問：「邊個係
假難民？」
周浩鼎其後反擊指，非法入境者

被遣返可以有很多原因，「唔只係
假難民，抽水都唔該根據事實好
喎。」
他引述媒體報道指，全港積壓

「假難民」個案才1萬宗，「一年
遣返5,932宗」，「如果全部係假
難民咪兩年搞掂？」他又標註了
「儍的嗎？」
民建聯facebook專頁也轉發周浩

鼎 的 反 擊 ， 網 民 熱 議 。

「HokCham Yeung」 指 ， 「 攻
（公）民黨的政棍唔靠呢啲招數仲
可以玩咩？」「Marco Chong」更
稱：「味（咪）就係攻（公）民黨
啲同行不斷利用法律手段令到南亞
假難民遲遲不能遣返囉！多謝攻
（公）民黨多謝（工黨議員）張超
雄啦！」「Frank Law」更憤怒地
稱，「少南亞人畀（俾）遣返原因
咪就係你班政棍、律屍（師）教佢
地（哋）辨（扮）難民囉，要香港
人埋單囉。」 ■記者文森

戇橋抽水假難民 周浩鼎批罔顧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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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青政雙邪」游蕙
禎及梁頌恆雖然已向特區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
訴」，惟各界均估計「凶多吉少」，不少政黨及政
團近期已開始部署人手，預備為可能舉行的補選
「種樁腳」。一直與「雙邪」友好的「東九龍社區
關注組」近日發帖，話各政黨及政團已開始部署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其中民主黨更已經搵人
「空降」游蕙禎的黃埔東，惟質疑其目標，更稱不
應讓戰友「獨力支撐」喎。
與「雙邪」同屬「獨派」的「東九龍社區關注

組」以《不要讓傘兵們孤軍作戰》，稱民主黨已派
人「空降黃埔東」，即上屆區議會選舉時游蕙禎參

選的選區，而工聯會亦已派人準備前往樂華北，即
現「關注組」成員黃子健的選區圖收復失地咁話，
並聲言「戰友們力戰回來的選區，我們卻讓他們獨
力支撐。……不要讓他們孤身一人，鼓起勇氣，下
定決心，和我們一起在2019年，重奪香港」云
云。
網民「Chun Hin Au」留言問：「民主黨擺左

（咗）人落黃埔東？我淨係知有人想落紅磡
灣。」有人就上載了民主黨在該區張貼的單張回
應。「Ryan Yuen」則說，「近排民主黨真是勤
力左（咗）。」他同時標注了「但皇天擊殺民主
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青政雙邪」梁
頌恆及游蕙禎DQ案已上訴至特區終審法院，而
「瀆誓四丑」的司法覆核即將展開，選舉事務處
近日在回覆立法會議員查詢時，表示當局已預留
了3.2億元公帑舉行補選。事涉公帑，不少市民都
鬧爆有關人等。網媒「港人講地」近日進行網上
直播投票，四個選項包括「快啲追佢哋（梁游）
還返186萬」、「最緊要唔好選返呢啲人」、
「踢走埋議會內嘅搗亂怪」及「以上要做齊」，
在近兩小時內逾千人參與，結果有1,112人支持
「以上要做齊」。

不少網民狠批「雙邪」玩嘢，結果要市民埋
單。「SY Wong」道，「有冇搞錯？補選兩個垃
圾議員要成億元？把納稅人的血汗錢這樣亂使？
不如起多幾座公屋，或是照顧吓我們貧窮的老人
家。」「Carol Ho」說，「D（啲）錢攞去幫其
它（他）人、還有聲多謝，用在這班廢青身上真
係（怒）火中燒！」「高森」也狠批，「快還
錢，還香港人的血汗錢！」「Fong Kwun
Shing」 則有另類看法，「其實比（畀）幾億，
可以令『港獨泛民』嘅醜態，原形畢露，都唔係
唔抵架（㗎）～～」

補選料嘥3.2億 網民鬧爆梁游

鴿「降」黃埔東「獨派」召反擊

羅粉黃絲互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人近年在民
主發展的問題上爭議不斷。前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昨日主持民建聯25周年會慶講座系列時，以
《香港須向劣質民主說「不」》為主題談到民
主的價值。他認為，香港能否實現「優質民
主」及「一國兩制」能否成功，兩者關係密
切，下兩屆特區政府如何推行民主發展，將會
起決定作用。

「優質民主」「一國兩制」關係密切
曾鈺成在講座上指出，他認為，下兩屆特區
政府如何推行民主，將決定香港能否實現「優
質民主」，及決定「一國兩制」能否成功。事
實上，兩者關係密切，如果香港真的能實現
「優質民主」，推動普選之餘保證社會和經濟
發展，中央會放心讓港人繼續走下去，年輕人
亦會開心，覺得「一國兩制」行得通。反之，
如果出現「劣質民主」，社會混亂，經濟停滯
不前，年輕人將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中
央亦會對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失去信心。
談到何為優質或劣質民主，曾鈺成舉例說，
建制派過去與反對派有默契，在選舉立法會事
務委員會委員時互相配合，以免影響議會運

作，但過去幾年雙方對立的情況較嚴重，難以
建立溝通。

行政立法關係 影響民主質素
他認為，好的行政立法關係，並不代表要例

行通過政府提呈議案，也不應逢政府必反，因
此在考慮民主是優質還是劣質時，社會應要有
共識，如何在維持民主的同時讓政府可以有效
運作，讓議會與政府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曾鈺成又提到，民主有好處亦有壞處：首

先，民主一定影響政府施政效率，以香港為
例，目前不僅立法會議而不決，議員也經常要
求公開諮詢，行政上涉及的程序亦愈來愈多。
他續說，在民主制度下，從政者當選後為爭

取人民支持，必會履行選擇政綱承諾，左派會
承諾增加福利，右派承諾減稅，結果無論哪一
派上台，卻又不敢得失其他階層，削減福利和
增加稅收，容易令政府出現財政赤字。
對於香港應否行普選制度，他說未知是否有

好處，但近十多年西方世界對民主的看法有所
改變，除了北歐、西歐長期行民主制度的國家
及地區之外，其他地方如埃及、伊拉克、泰
國、菲律賓等，人民的生活卻未見有改善。

儘管他認為民主制度有很多缺點，但該制度
「較讓人放心」。他解釋，在民主制度下，人
民可以和平地切換執政者，雖然不保證執政者
是「好人」、「叻人」執政，但只要等數年任
期屆滿，就可換走不當的人選。民主亦可防止
權力過度集中，以免執政者作出錯誤決定，對
國家、人民造成極大災禍。民主制下個人的權
利和自由比較可以得到保障，不用擔心有權威
突然打壓等。

曾鈺成：推「優質民主」政府是關鍵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青年民
建聯昨日參觀葵芳
「Y.E.S青年就業起
點」。他們認為，協
助青年早日為自己的
意向定位，是生涯規
劃中重要的工作，特
區政府應增加資源投
入，包括擴展「青年
就業起點」至全港5
區，在生涯規劃項目上由「青年就
業起點」與學校共同參與等。
「青年就業起點」專為15歲至29

歲青年人提供一站式就業及自僱支
援服務，包括協助青年人發掘就業
方面的潛能、準確掌握就業資訊，
及鼓勵有潛質的青年人發展自僱業
務。青民昨日參觀了「就業起點」
的設施，包括為青年提供就業協
助、職業導向測試、一站式的商務
工作間、輔導服務、講座及工作坊
等。
青民主席顏汶羽認為，特區政府

應該增加在協助青年就業方面的資
源投入，故建議政府擴展「就業起

點」的規模，將目前設在葵芳及旺
角的兩間增加至五間，並選址在新
界東，九龍東及港島區，令香港五
大區都設有「青年就業起點」，方
便青年獲得服務。

助青年生涯規劃定位
他續說，目前的「就業起點」的

職業性格測試服務，應該在互聯網
開放，讓青年更容易早日為自己的
意向定位、更易了解自己，並期望
政府在生涯規劃項目上，將目前主
要透過學校教師提供服務，改為由
「就業起點」與學校共同參與，讓
青少年獲得更好的教育和服務。

青民倡擴「就業起點」遍全港

資料來源：fb 整理：羅旦

■周浩鼎發帖反擊楊岳橋指，
「抽水都唔該根據事實好喎。」

網上圖片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發帖召人反
擊民主黨「空降」補選。 網上圖片

■網媒網上直播投票。 網上圖片

■羅冠聰發
帖點名要黎
智英（肥黎）
等為之前話
胡官係「鬼」
道歉。
網上圖片

■■曾鈺成昨日以曾鈺成昨日以「「香港須向劣質民主說香港須向劣質民主說
『『不不』」』」為主題為主題，，談論民主的價值談論民主的價值。。 fbfb圖片圖片

■青民昨日參觀葵芳「Y.E.S青年就業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