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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甘瑜）

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撥款條例草

案》，處理由反對派議員提出的185項

修訂。民間團體「政中香港人」二十餘

名成員昨日前往立法會示威，抗議有立

法會議員為拉布而拉布，以瑣碎無聊的

修訂阻撓表決《撥款條例草案》。又公

佈一項上周進行的網上民意調查結果，

顯示逾五成半受訪者都認為拉布是議員

濫權。團體呼籲議員自重，別再浪費香

港人的時間。

市民批反對派濫權盲拉布
「政中香港人」立會示威 促為港福祉勿阻發展

「真荒謬，把自己看得
那麼高！」身兼「民陣」召
集人嘅民主黨區諾軒，為遮

住遲咗借唔到維園之醜，頻頻向傳媒話因「七
一」回歸而被「打壓」。如前晚深夜，他就在
fb上載了一張在金鐘拍攝的照片，相中是警方
運送水馬的車輛，留言稱：「金鐘咁快就運巨
型水馬來，六月都未到。」

當警放水馬迎外賓係打壓
佢似乎想暗示警方要「打壓」反對派六七月

嘅遊行示威喎。網民「Dante Ma」就接話道：
「難道要預演？還是佢（警方）買左（咗）更厲
害嘅野（嘢），騰空個位放（水馬）
咋……」不過，「方梓旋」就狠狠打刮佢一
把：「因為巴基斯坦總理今（前）日開始對香港
進行三日訪問。」
身為從政者，唔該睇多啲報紙，唔好掛住圍

爐取暖無限FF得唔得？警方前兩日先公佈咗
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前日來港訪問3天，並鑑
於目前國際恐怖襲擊的形勢愈見緊張，會加強
保安措施以確保謝里夫的人身安全。但話時
話，反對派咁鍾意捩橫折曲，可能博其他人唔
知扮吓嘢誤導吓人啩，「Dante Ma」咪係一
個好例子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區諾軒唔睇新聞
抽錯水出醜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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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姦劫疑犯
於警署廁所內上吊自殺事件之後，立法會保
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質疑存在保安漏
洞，令疑犯能偷取電腦線上吊。民間團體
「珍惜群組」昨晨遊行至立法會和警署示
威，指稱涂謹申才是「害人兇手」，認為他
屢次抗議警方搜身制度，令警方降低了保安
程度，是事件發生的主因。
「珍惜群組」約二十名成員昨晨高舉

「強烈譴責涂謹申設例阻搜身、害死疑犯
推卸責任」、「涂謹申破壞規矩害死
人」、「回復警察執法尊嚴、執法權力」
等標語牌，高喊「政棍亂港」、「涂謹申
害死人！推卸責任！」等口號，由金鐘地

鐵站遊行至立法會示威區，立法會秘書處
代表接收了請願信。示威者隨即遊行至警
察總部，警方代表接收了請願信。
示威市民表示，媒體揭露，2007年有示

威者絕食抗議，警方以阻街及阻差辦公的
罪名拘捕7人。被捕者指稱自己扣留期間
遭「剝光豬」搜身，涂謹申即質疑警方
「濫用權力，侮辱示威者」，疑警方被迫
讓步，將所有羈留人士一律要脫光搜身的
一貫做法，改為「無需脫衣」、「脫衣」
及「脫去內衣」三種搜身級別，並為免被
投訴而盡量採用較低級別。

批「政棍」屢挺違法暴徒損法治

他們稱，涂謹申等非專業執法者，胡亂
質疑警隊專業執法準則，是導致是次人命
案的主因，並批評有「政棍」身為立法會
議員，屢屢支持「佔中」等違法暴徒，對
警方執法就屢屢刁難，破壞香港法治，沒

資格做議員。
示威者強調，香港警察是全球最優秀的

警察，香港的高度法治全賴警隊鋤惡懲
奸，因此市民要站出來為警隊打氣，呼籲
還給警察執法尊嚴。

涂謹申屢阻搜身「珍惜」斥害死疑犯

反對派唔互
鬥先係新鮮事
吧？「民陣」

召集人、民主黨的區諾軒近日頻頻話
「七一遊行」被政府「打壓」，所以
先唔可以喺維園出發喎，但其實似乎
係佢遲過人申請噃。有一直唔妥民主
黨的激進派中人就發帖質疑，區諾軒
「唔敢重奪維園出發」，又揶揄他
「遊行只是形式、捐錢才是目的」。
區諾軒就在 fb 反擊，話已經喺 fb
block咗呢啲人喎，又寸對方「好些人
採高高在上姿態，企埋一邊冷嘲熱
諷，但到做事的前線，永遠見不到他
們」。各位觀眾，又有花生食喇！
激進派fb專頁「得罪講句」近日接

連發帖，寸爆區諾軒，「今年七一不
如網上遊行，再開個Paypal收捐款算
啦？#遊行只是形式#捐錢才是目
的」、「睇到（區諾軒講）遍地開花
呢句真係笑×左（咗）。你之前唔係
話過唔申請架（㗎）咩？做咩又攪
（搞）咁多野（嘢）呀？」
在對方將fb專頁換上支持涉嫌請黑
工而負責人被捕的Hidden Agenda
時，「得罪講句」就揶揄：「原來你
咁關心HA，咁不如今年七一遊行主題
就定做撐獨立音樂啦？」

恥笑區諾軒英語水皮
專頁又追住區諾軒來打，包括上載
了他在香港電台英語新聞中談到「七
一遊行」的片段，並恥笑道：「嘩，
呢啲係乜×野（嘢）英文，係（喺）
中大教書喎？」網民「Perry Sih」留
言：「Ok la.已經講得比九成香港人好
及流暢。」「得罪講句」就在回應中

模擬區的英語發言「尿We啊 he牙
have 深現乖牙 ry back to LCSD and
to the organisation that 牙牙 weather
their 牙 their 喱 ture of the their their
their……你確定咁樣叫好過九成香港
人？」

大罵民主黨「賣了七一」
本名黃覺岸的評論員王岸然，則在

fb截取了在民主黨fb上載的、區諾軒
講「民陣」被「打壓」的圖片，罵
道：「××呢個區諾軒。民陣幾時變
左（咗）民主黨支部？」他更陰謀論
稱，「民主黨見林鄭後就賣了七一。
民陣召集人保證左（咗）和理非不抗
爭，仲好意思認屎認屁，區諾軒在民
主黨fb以民陣召集人身份出圖邀功！
民主黨賣香港，×你老×！」
區諾軒忍不住在黃的帖子下留言：

「ON（岸）伯，其實從你一路以來的
言論，都知你都好憎我。學習放低
啦，一個素未謀面的人，實在，做人
唔駛（使）下（吓）下（吓）×人
老×既（嘅）。」王岸然反擊，「人
係無野（嘢）好憎的。依義不依人。
×不義之人而已。不如你放低做人的
機心仲好啦。」

「喺維園個廁所出發啦」
王岸然繼續發帖寸爆區諾軒，「爭

個球場都無膽！幫你爭民主？哈……
哈……哈……哈，記得帶錢來捐
啊！」「其實根本無 issue，係隔夜消
燒賣——整定。……一早度定成功爭
取使用草地，不會抗爭，但又想騙多
Ｄ（啲）市民前來遊行，（記得帶錢
捐獻）於是又賣弄受打壓要市民上街

爭取乜乜物物的老套。……區賊！堅
持係（喺）維園個廁所出發啦笨！」
區諾軒終於「拿出勇氣來」—block
人，「傘後（違法『佔領』）好些人採
高高在上姿態，企埋一邊冷嘲熱諷，但
到做事的前線，永遠見不到他們。社會
的犬儒冷漠心態，他們有份造成。……
係都要捺（賴）我組織，我身邊重要的
人，每個人都有底線的。……實在無須
浪費有限的光陰給無結果的事。但我也
有我要保護的人。」
不過，他在帖中無說明自己block了

誰。評論員胡啟敢就猜道：「block了健
吾（電台節目主持人葉鍵濠）？」區諾
軒就上載了健吾曾在fb話「得罪講句
老老實實，呢個Page係我既（嘅），總
之，我就係呢度話事人」，語焉不詳地
要對方「唔好睇漏人分身is OK」。不
過，健吾此前好似否認過同「得罪講句」
嗰page無關喎，咁即係點啫？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激進派譏「民陣」遊行為呃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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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落實新年度財政
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並開始表決185
項修正案。由於反對派堅持拉布，內務
委員會主席、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根據慣
例，提出將修正案的表決時間由5分鐘
縮減至1分鐘，反對派議員紛紛起哄，
惟經近半小時的休會商討後，表決時間
決定縮短至1分鐘，令全日否決了逾一
百二十多項由反對派提出的修訂案。
立法會全體委員會在昨日下午一時許
完成了第六節的討論，進入最後一節有
關議員修正案的辯論，共11名議員提出
了27項修正案。在進入表決修訂案時，

李慧琼按慣例提出將表決修訂的鐘聲由5
分鐘縮短至1分鐘，一直拉布的反對派
議員隨即起哄。

陳志全「難如廁」郭家麒「得併發症」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即時「小學
雞」上身，稱縮短鐘聲會令議員「無時
間如廁」。
身為泌尿科醫生的公民黨議員郭家麒

也陪埋佢癲，稱長期不如廁會「引發很
多併發症」，並提出將鐘聲縮短至兩三
分鐘。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不點名批評部分資

深議員不懂規則，不知所云，又強調議
事規則規定表決鐘聲只可以縮短至一分
鐘。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也批評反對派「捩

橫折曲」，旨在拉布，浪費時間。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也批評反對派在小枝節

上拉布，是試圖用盡機會去攻擊特區政府。

動議26票贊成11反對通過
最後，李慧琼的動議獲26票贊成，11

票反對通過。
在表決修正案期間，梁君彥多次提醒
議員，只需讀出講稿及修正案的編號，

毋須讀出修正案內容，惟「自決派」的
劉小麗故意不遵從指示，堅持讀出修訂
案內容。梁君彥批評她違反裁決，倘她
繼續拒絕遵從有關規定，就會被視為行
為不檢而將之逐出議事廳，「唔好逼我
做唔想做嘅事。」
陳志全聲稱梁君彥的做法「違反常

規」，惟梁君彥反駁，讀出修訂編號是
行之有效的做法，並非新猷。部分議員
其後趁休息時間與梁君彥商討，令會議
被迫暫停逾一小時。
會議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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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中香港人」二十餘名成員昨日帶着各
式示威標語到立法會表達不滿，內容

包括「識利用條例灰色地帶，合理合法？」、
「內容瑣碎無聊？」和「議員濫權」等。
他們批評，每年都有些立法會議員為求拖長
會議，提出大量修正案，更以不斷重複提問、
點人數等手段拉布。他們把請願信交給立法會
職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等接收了信
件。
有見月入逾10萬元厚薪的議員這樣在立法會
拉布，為表達香港市民的想法，「政中香港人」
於本月7日至14日進行了網上問卷調查，包括在

「香港討論區」和「Uwants」討論區兩個平台
發起投票，讓網民就這185項「一式一樣」的修
訂發表意見，及透過微信、WhatsApp進行成員
內部調查，最終獲342人回應。

逾兩成人斥「玩嘢都懶」
調查結果發現，有55.56%受訪者認為議員拉
布是濫權；22.22%認為相關議員「玩嘢」都
懶，了無新意；12.28%認為議案內容瑣碎無
聊；僅約不足10%受訪者認為做法合理或認為他
們是在「為民請命」。
「政中香港人」召集人劉礎慊表示，雖然社會

一直有反拉布的聲音，但也有反對派支持者為拉
布護航，故他們決定進行調查，以反映社會意
見。是次調查證明絕大部分市民反對拉布，希望
議員為香港福祉真誠議事論事，在行使議員權利
時應顧及公眾看法，別再濫用議員權力，阻撓香
港發展。

■「珍惜群組」昨日到立法會和警
察總部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網民寸「民陣」遊行主題不如改為
撐「獨立」音樂會。 網上圖片

■網民譏笑
區諾軒英語
差，仲在中
大教書。
網上圖片

■■「「政中香港人政中香港人」」昨日到立法會請願昨日到立法會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攝

���& 「狗主」黃毓
民拳打「熱狗」前
頭目「狗達」（黃

洋達），腳踢「城邦派國師」傻根
（陳云根），當然會有手尾跟。傻
根在fb發帖稱「真正的戰鬥現在才
開始」，「熱狗」網台節目也大大
隻字狠批狗主。睇嚟呢次網絡戰冇
咁快會收科，大家擔定凳仔睇戲可
也。

「劉禪」踩「面」公開辱狗主
狗主以傻根不管束其支持者，縱容

他們肆意侮辱自己，近期更寄恐嚇信
辱及其妻兒為由，將傻根逐出其網台
節目，更叫狗達「唔使搵我」。「熱
狗」支持者、狗主口中的「網絡遊
魂」之一「劉禪」，就在fb上載圖
片，將狗主的著作踩在腳下，更發帖

稱對方「為咗一己私利，半年以來，不斷用下三
流手段去誣衊好人，唔值得我再對你有絲毫尊
重。……朕隻鞋而家踩住你塊面呀，快×D
（啲）去報警啦，講嘢！」
「劉禪」又引用狗主在網台節目寸傻根「你
選舉得票，過唔到5%，連政府嗰14蚊一票都
攞唔到」嘅說話揶揄道：「恭喜『教主』你攞
返果（嗰）14蚊一票，然後從此在政壇收皮，
恭喜恭喜～。」
傻根也轉發了「劉禪」的帖子，更反擊稱：
「對於各種侮辱，五年來，我已經習慣。罵我敗
選而無資格宣政，向來是『青年新政』支持者的
口吻。選舉同盟可以因為敗選而勞燕分飛，但聯
盟的精神是神聖的，聯盟不是為了選舉議席得
勝，而是為了『香港救亡』。我們起碼全部安然
進入選舉，做了最大範圍的宣傳。」
他又意猶未盡地發另一帖稱：「香港政治之

險惡，大家會逐步見識到。香港是中美爭奪之
地，陳雲發起『本土運動』，為香港人『奪回
自主權』，遭受到的『迫害』，從大學解僱到
選舉失敗，到在報紙及網台消失，至今一路未
停，正好顯露了香港的位置與威力。真正的戰
鬥，才剛剛開始。」

列「捐款者姓名」問候黃毓民
「熱狗」的網台節目也反擊狗主，聲稱會在

直播節目中將資助者的姓名和「課金」數額顯
示在畫面下方。在昨日一個節目中，就有人以
「有人恐嚇唔去報警？老而不死垃×圾」等批
評狗主的句子，作為捐款者的「姓名」，且顯
示字體比正常人名大，你話唔係特登真係冇人
信。
狗主「愛將」之一、「鹵味男」錢偉洛就發

帖批評道，「『教主』在2012年到今日，如
何對待黃洋達，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無從抵賴
的……依（）家黃洋達不斷動員其支持者抹
黑『教主』，目的是希望一些兩邊都支持的支
持者可以企佢果（嗰）邊。企左（咗）佢果
（嗰）邊，就可以繼續鞏固其『課金王國』的
前途。所以必須要把黃洋達×街的一面繼續
講。唔好停。」
呢場「狗交狗」內戰，睇怕有排玩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
達
根
」反
擊
狗
主

狗
咬
狗
停
不
了

■「熱狗」網台節目大大隻字
狠批狗主。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