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普城」自去年

立法會選舉慘敗後內

鬥不斷，「普羅政治學苑」的「教主」黃毓

民連月來慘被昔日「愛徒」狗達（黃洋

達）、「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及

其支持者清算，被呼為「狗主」。 黃

毓民近日「忍無可忍」，在其網台節目

上稱他太太在家中收到一封匿名恐嚇

信，內裡有辱罵他們全家的照片及一疊

陰司紙，更斷言一定是出自狗達及傻根

的支持者，批評兩人一直包庇縱容，並

為此決定不播出傻根的節目，又叫狗達

「唔使搵我」喎。節目一出，網絡爆發

大戰，傻根更暗指狗主是受「財閥」所

託搞佢喎。今次真係食花生食到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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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肉獨女」呻被撩「熱城」譏蕩婦開拖

狗主插狗達 停傻根節目
妻收陰司紙恐嚇信 黃毓民火滾喪罵「達根粉絲」

「熱城」嘲炫耀
Karen Chiu：一個女仔成日
話自己身邊多厹（狗公），
只係說明了佢當自己係狗
乸。

Dada Fung：當街俾人跟俾
人撩，正常人嚟講，有種嘅
會當場×返佢轉頭，細膽嘅
會驚，行快步避咗佢，會同
親友呻。開地球post show
off（炫耀）嗰啲就一定係蕩
婦。

John Tam：有人撩因為似
「雞」可以問價……仲要係
老坑唔係問價係乜？

Pollux Sin：其實佢都只係
想引人注目……但個方向太
嘔心喇……

Poki Chan：佢妄想症好嚴
重，可以ff（幻想）有男人
騷擾佢，再ff有男人救佢。

「獨人」反批「葡萄」
Keith Nco：同感，D（啲）
變態露體狂嘅思維一樣，見
你有反應先有高潮。

Alfred Chow：「城邦派」
D（啲）阿嬸又老又醜～佢酸
（嫉妒）姐（啫）～

Nathan Chan：佢有無諗過
佢唔俾人聊（撩）係因為無
人會對佢有興趣

Aragorn Ho：更年期或以上
嘅女人通常有呢種思考模
式，例如劉小麗、黃碧雲。

Shingo Yu：即係又係果
（嗰）類「鬼叫你著（着）
得咁暴露抵你俾人姦」嘅
戇×言論啦！

Evan Cheung：如果我有個
咁×煩膠咁×摟打既（嘅）
老母，我諗我5歲已經餵佢
食Naga viper chilli（毒蛇辣
椒）毒×啞左（咗）佢。

「熱城」批狗主做戲
葉政淳：黃毓民，你快去報警，
唔報正狗渣。我從來唔會做呢種
事，唔好口買口賠得把口老屈。

Cheung Joseph：話俾人恐嚇只
係煙幕，佢喺政壇打滾幾廿年老
油條，自稱流氓政客，點會怕區
區一封恐嚇信？只係佈局迫走
「國師」罷了。

Bob Lai：根本封信我認為就直情
係佢搵稻草人黎（嚟）打之嘛，
單憑一封信，幾隻字，就講左
（咗）幾個人名出黎（嚟），又
要人負間接責任，極其兒戲所
為。

Pon Sze Hang：政界鍾意玩陰
司紙既（嘅）有三個人：梁國
雄、陳（偉業）大舊（嚿）、黃
毓民。

Sara Dylan： 寄 陰 司 紙 呢 下
（吓）真係好×「old school」
（過時），通常上左（咗）年紀
嘅人先會諗得出……

Pen Lo：果（嗰）邊（「青政」
及「本民前」）急需「正宗本
土」呢個大義名份，所以一早鋪
好路俾（畀）榮主（黃毓民）歸
順，咁就再無人可以攻擊佢地
（哋）係「偽本土」，榮主做唔
做就睇骨氣了。

陳黃被指抵食死貓
Debby Kong：大家都冇企
喺毓民既（嘅）層面睇呢件
事 ， 換 轉 係 妳 屋 企 人 畀
（俾）人×，畀（俾）人
咒，得閒就寄封信畀妳，得
閒又放隻死貓係（喺）妳屋
企門口，大家會點？

Alan Kong： 單 嘢 燒 咗 咁
耐，陳黃（傻根、狗達）兩
個聲都唔敢聲，咁大個人，
避嫌都唔識，助長啲契弟，
「食死貓」都係抵死嘅。

Leung Wing Kit：親者痛，
仇者快，「皇上」（黃洋
達）當日（在誓師大會上）
講，邊個搞毓民我實同佢
死×過。原來係×講。

Loklok Jan：黃洋達有個秘
密工作群組，會喺入面落or-
der（命令），但公開群組就
緊 （ 梗 ） 係 講 一 人 少 句
啦，……呢排事件，唔知黃
洋達有無落order 全力保陳
雲×毓民呢？

錢偉治（鹵味男）：總之，
大家立即停止課金俾（畀）
《熱血時報》。

狗主前晚在其網台節目上稱，他太太在家中
收到一封匿名恐嚇信，信中有一疊陰司

紙，及3張分別印有「窮×『狗主』，三萬蚊都
冇」、「『狗主』老婆、臭×」、「狗主個仔、
死『監躉』」大字的他及其家人照片。
他怒指，「呢啲人係好×賤格，你唔妥我咪

走出嚟傾囉！你藏頭露尾、連搵支筆寫都驚畀
（俾）人驗×到筆跡」，又稱實在難以嚥下侮辱
他家人這口氣，「我都唔會計較去到呢個地步寄
陰司紙畀我。你淨係整個窮×『狗主』，3萬蚊
都冇，做咩『教主』呀你，我都無所謂喎！但你
攞我老婆出嚟鬧、用粗口鬧，叫我個仔做『監
躉』，喂呢啖氣，我吞得落？」

點名指「葉政淳」行兇
狗主斷言，這些低劣的手段雖並非出自狗達
或傻根之手，但一定是出自兩人的支持者，
「『狗主』呢句說話，《熱血時報》嗰邊都有人
講，用×到『狗主』已經好×明顯啦，黃洋達都
試過講笑叫我『狗主』啦！……你縱容呢個
（撐「熱狗」網民）『葉政淳』搞×我呀嘛！」
他狠批狗達及傻根包庇縱容其支持者，「黃
洋達兩公婆好×嘢，就算呢件事唔係你做，都係
因你哋而起，除非有人出嚟認頭！事件就係因為
你哋喺度沉默，我就畀（俾）人圍揼、你就沉
默！唔×敢面對現實，事就由你（而）起，你去

BLOCK（封鎖） ×我哋啲人！」
「狗主」並決定暫停播出其網台節目中由

「傻根」主持的所謂「城邦論壇」及「華夏建國
論壇」，「呢個台係我（嘅），係我創辦、我畀
錢。邊個入嚟做節目我都無所謂嘅，但係我係有
權叫任何人走！所以陳雲呢個禮拜五咪唔×使做
節目囉。你黃洋達以後都唔使搵我，講×完！我
都唔會同你嗌交，大家日後好相見，我（對）啲
支持者都要有個交代嘛！」
「MyRadio」台長梁錦祥也在節目中稱：「陳

雲及莊元生的節目，理論上跟這件事是沒有關係
的，但不可以繼續做的原因是，如果這個節目繼
續做落去，我哋嘅支持者會對我哋有強烈嘅意
見！再花時間去搞落去，件事就會沒完沒了。」
狗主最後稱，倘任何人再在網上推波助瀾、
「抽×我水」，那些人就是「鬼」，「例如（云
粉）『藍鳳凰』嗰啲跟住一路搞×我，如果Like
佢嗰啲人、真名真姓嗰啲咪係鬼囉，嗰啲唔係人

嚟啦！」

傻根反指作故仔抹黑
傻根看似平靜，稱這只是「小事」，但就忍

不住發帖稱「有財閥搞我」。他重溫了去年6月
自己的一個帖子，當時自稱「見了一位財閥集團
的使者」，對方聲稱傻根「碰觸了天機」，就是
「新自由主義」。傻根稱自己可以「修正新自由
主義」，並「引述」對方稱：「我們會加碼投
資，跟在你的後面，之後將你超越，令你看來變
得過時。」
傻根將這段廢話，作為回應狗主的「預
計」，「看了（這帖子），大家就會釋懷，知道
為什麼事情會這樣發生。All go as a master
plan」「熱城」當然也紛紛向狗主開拖，稱「狗
主」為了抹黑兩人而自編自導自演，有人更稱他
是要切割關係，部署在被「熱城」鬧爆的「青年
新政」中搵「轉世靈童」。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一時衝動加
入 「 港 獨
派」，真係後

患無窮，「不可一，不可再」。
近日，與「熱城」有仇的「青
症」及「港大獨幫」支持者、中
文大學前學生會幹事會常務幹事
黃于喬，在fb呻被麻甩佬騷擾，
「熱城」支持者即時打蛇隨棍
上，指她被人撩係因為「經常」
喺IG貼性感相，輕佻不莊重咁
話，有人更稱她似性工作者才會
被人「問價」。黃于喬反擊稱此
舉是「blame the victim（怪責受
害者）」。黃的支持者更揶揄對
方是因為冇人撩而唔抵得。
「熱普城」中人自立法會選舉
失敗後四處樹敵，特別是有兩人
當選的「青年新政」及其支持
者，大搞所謂「清算」，就連
「普羅政治學苑」話事人黃毓民
也被指為「狗主」，更何況其他
「青症」、「港大幫」的支持者？

聲稱被麻甩佬跟蹤搭訕
一直「反父權」兼主張「身體

自由」、網名「圓咕碌」的黃于
喬，近日發帖稱自己「喺條街光
天化日之下，俾麻甩佬係咁跟
住」兼搭訕。她借題發揮稱「某
d（啲）（自以為係）父權人士
會話：『你咁早（？）出街預左
（咗）啦！你著（着）件露肩
衫，無好好保護自己，唔怪得
人。』」她續指，其後「有個啊
（阿）叔走出黎（嚟），好快咁
幫我開門，叫我快d（啲）入個
商場，然後喝住個麻甩佬：
『喂！咪搞人啦。』」，話呢啲
先叫「真父權」喎。

被批氣質不莊重衰輕佻
此帖一出，「熱城」中人個個
好似冇咩重要得過呢件事咁瘋狂
發帖、留言。其中「Crystal Li
Yuen Man」上載了黃于喬的帖
子截圖，稱自己要以為人母的身
份說：「好多女人會因為有人當
街撩佢而自豪。其實真相是，你
氣質不莊重，給人輕挑（佻）、
容易到手的感覺。」
黃于喬在自己的fb「截圖再截
圖」，反擊道：「blame the vic-
tim最佳示範。我比（俾）人跟係
我氣質唔莊重、輕佻、容易到
手。……我講出黎（嚟），就係

自豪，就係蕩婦。……比（俾）
人跟係受害人嘅錯，講出黎
（嚟）哪怕只係抒發下（吓）感
受就係自豪、『雞格』、蕩婦。
咁有咩事唔敢出聲啦係咪？」

「港大幫」粗口教師還擊
「熱城」口中的「港大幫」之

一、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前
副總編輯王俊杰留言力撐：「有
個咁嘅老母真係三生修到。」
「粗口教師」林慧思也做炸兩
稱，「自從佢（『Crystal Li
Yuen Man』）信咗（『城邦派
國師』）陳雲之後，個人慢慢變
咗，我唔明陳雲點解可以影響一
個人，可以影響得咁犀利！……
『熱狗』有名你叫架（㗎）啦！
當然會亂咬人。只要得罪過佢地
（哋）其中一個人一次，就會成
群出晒嚟咬人。我好記得（『熱
血公民』前頭目）黃洋達講過既
（嘅）疆（殭）屍論，而（𠵱 ）
家佢地（哋）變晒疆（殭）
屍。」

上載黃裸胸照指自己攞嚟
「Crystal Li Yuen Man」其後

「反擊再反擊」，包括貼出黃于
喬及其友人的疑似裸胸照，「今
天撩佢的男人，可能50%係佢
follower（除非唔係）。如果佢係
我個女，我真係會教『必自侮而
後人侮之』。……你放J圖（性
感照），人地（哋）會對著
（着）你的照片手淫（我故意不
說J，我要說手淫），大膽啲的，
甚至會跟縱（蹤）你。你反而冇
防避之心。」
親「熱狗」的「手作達人」
吳斯翹（Billie Ng）留言稱：
「冇睇亦舒大的女生是不會明
白矜貴是什麼，好彩我個係
仔。女仔唔矜貴其實得益的不
是女仔自己。」「Crystal Li
Yuen Man」回應道：「西門慶
看 中 潘 金 蓮 ， 是 因 為 smell
（聞）到大家是同類。」吳斯
翹則稱：「也不一定，男人撩
你是一件事，你自己經常掛在
口邊是另一回事。」
睇完雙方同支持者嘅留言，老

實講既侮辱女性又充滿仇恨，真
係雙方都幫唔落。作為普通人真
係識條鐵，大家都係食吓花生算
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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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狗」追咬
黃于喬，黃當然亦
都唔係善男信女，
針對「有名有姓」
者貼相反擊。其中
激進派網民「葉政
淳」之妻「Peggy
Yip」 留 言 講 幾
句，話黃于喬個樣
「有少少唐氏（綜
合症）」。黃于喬
就話對方博出位，
更 為 咗 「 成 全
佢」，將對方個樣
post 上 自 己 fb。
「青症雙邪」中的「Cheap禎（游蕙禎）」也加把
口。「Peggy Yip」反擊話「我有老公，你得狗公，真
係陰功」喎。

互踩智障無樣無身材
事緣「Peggy Yip」在「討伐」黃于喬的帖子中留言
道：「好mean（刻薄）咁講，其實我覺得佢樣有少少
唐氏，所以我估啲人以為佢……總之感覺好怪，但佢
行為係低過唐氏。利申無歧視唐氏的意思。」
黃于喬即時cap圖上載了對方的照片，稱「我之前

從來無攻擊過佢地（哋）任何一人，即使佢地（哋）
攻擊左（咗）我幾個月。……但流氓唔曉感恩，我唔
還拖就得寸進尺，事事抽秤，搞足我幾個月。咁落
力，無非都係想搏（博）出位姐（啫），等我幫下
（吓）佢地（哋）」。
她續稱：「問題：葉嬸嬸話我似唐氏綜合症，算唔

算係以己度人？咁啦，佢一係就係唐氏，一係就唔係
唐氏，咁佢都有50%機會係唐氏綜合症咁啦！」

Cheap禎就留言稱：「如果佢真係冇歧視（嘅）意
思，咁唔該叫佢解釋下（吓）咩叫『行為低過唐
氏』。」Cheap禎友好「方學能」附和道：「冇歧視
唐氏，係歧視低過唐氏嘅人啫！」Cheap禎回應，
「一定是啦！」
呢頭話唔好歧視，黃的支持者就肆意攻擊對方的外

貌。「Kee Tang」稱：「呢個阿禪（嬸），一是唐氏
加弱智，一是超級唐氏加超級弱智。」「Boris
Wong」稱：「肥×唔緊要，最弊佢又肥又×。」「海
格」也道：「葉偉健（據稱為『葉政淳』真名）咁×
爛滾女，最後竟然揀咗呢個朱咪咪做老婆，唔知算唔
算係現眼報。」
「Peggy Yip」不甘示弱，在自己的fb發帖稱：「有

人話：啲女會主動上我張床……有人話：成日俾人非
禮俾人跟。自編自導係我睇電影多年來的心得。」
「葉政淳」當然也發帖護妻，其中一張是黃于喬讀

大學時和今天的照片比較，質疑佢整過容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黃毓民在網台節目上聲稱自己及家人收到匿名恐嚇信。 視頻截圖

��
�
�

Cheap禎幫拖 互踩鬥刻薄

■黃于喬經常在facebook和Instagram貼性感相。 IG截圖

■「Crystal Li Yuen Ma」批評黃于喬愛引人注目。 fb截圖

■「葉政淳」與妻子「Peggy Yip」輪番發帖踩黃于喬。 fb截圖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