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在「熱普城」（「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及「城邦派」）決裂事件中，身為

「熱血公民」（「熱狗」）主席兼唯一的立法會議員鄭松泰（蟲泰），竟然一直保持沉默，未有公開表態，至日前向

「熱狗」內部交代事件的錄音曝光，就爆出「大眾係白痴」的驚人言論。「熱狗」昨日公開蟲泰講話的完整片段「以正

視聽」，蟲泰自爆事件一直惡化自己卻「唔出聲」，又「力保」在立法會選舉過後一直主張「清黨」的「城邦派國師」

陳云根（傻根），聲稱事件與他無關，更擔心「本民青」（「本土民主前線」及「青年新政」）等「敵人」會參加補

選。有支持「狗主」黃毓民者批評蟲泰死攬傻根，又質疑蟲泰「說至哽咽」只是關心「熱狗」的議席。

播足本錄音解畫
蟲泰愈解愈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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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兩地交
往日益密切，肥

佬黎不高興，「條氣唔順」，叫旗下媒體開
足馬力挑撥離間兩地人關係。繼《壹週刊》
大肆渲染內地來港進修學生「溝淡」香港
後，昨日《蘋果日報》亦重彈舊調，煞有其
事地指稱，回歸20年香港增加150萬新移
民，港人恐被「溝淡」，排外情緒新高。肥

佬黎反覆鼓吹「溝淡」論，用心險惡，煽動
「本土」主義，撕裂香港，學台灣民進黨搞
「去大陸化」。民進黨刻意製造族群對立，
「去大陸化」導致台灣政治動盪，經濟大倒
退，年輕人失業嚴重。台灣的前車之鑑，香
港豈能重蹈覆轍，港人一定要抵制「溝淡」
論。
《蘋果日報》說，從1997年7月至去年

底，累計有93.5萬名內地人持單程證來港，

加上20萬名雙非童，30萬名持各類簽證來
港定居的內地居民，總共近150萬「新香港
人」湧至，「中共溝淡人口之說不脛而
走」。《蘋果日報》還引述了極力主張「去
中國化」的毛孟靜的陰謀論，無中生有攻擊
溝淡「不排除是北京政府手段」，「你哋唔
想做香港人就走啦，佢自然有人會落嚟，直
頭係去到人口大換血」。緊接，這些政治
騙子得出下一個結論，一定要削減外地人口

來港的配額，趕快落閘。
鼓吹散播「溝淡」論，把內地新移民形容

為「異己分子」和入侵者，無非想把港人與
內地同胞分割開來，把香港變成獨立的政治
實體。自古以來，香港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
部分。香港現在大多數居民，都是來自內地
或內地移民的第二、第三代，兩地同胞血濃
於水， 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歷史事實。內
地居民通過合法的途徑，包括家庭團聚來港
定居，成為港人的一員，這是受到法律保障
的。有人在港人中間劃分界線，一部分是港
人，一部分是大陸人，企圖分裂香港，製造
內鬥，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最可笑的是，肥佬黎賣力鼓吹「溝淡」

論，他自己就是偷渡來港，幾十年前已「溝

淡」香港，要避免香港被溝淡，首先應將肥
佬黎送回內地。還有，曾經明目張膽攻擊內
地新移民及遊客的毛婆（毛孟靜），一度在
台灣「獨報」登廣告要求「源頭減人」，她
籍貫是浙江寧波，其父母也是新移民，在內
地也有親人，如今是否因為嫁給第四任總督
寶寧的後人，又講了兩嘴英文，就自覺身價
百倍，就歧視內地新移民。
《蘋果日報》、肥佬黎、毛婆平日言必稱
「人權、自由、法治、民主」，但事實上佛
口蛇心，虛偽得很。他們挑撥港人和內地新
移民的矛盾，甚至要「落閘」限制港人內地
親人來港團聚，這完全是反人權、反民主的
行為，鼓吹「溝淡」論，說明他們最不講人
權、自由、法治、民主。

肥佬黎鼓吹「溝淡」論用心險惡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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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思潮害人不淺 「佔中」搞手罪責難逃

去年農曆春節旺角發生暴動後，當中
涉案被告李倩怡，被控兩項暴動罪和一
項襲警罪，准以3,000元保釋候審。但
最近有報道指，李倩怡早已潛逃台灣尋
求所謂「庇護」。台灣「內政部移民
署」6月9日證實，李倩怡於今年1月6
日入境台灣，依規定須在30天內出境，
目前仍未有出境記錄，入台證已逾期4
個多月。法律界人士指出，香港的法律
制度健全，李現時是逃避刑事責任，台
灣可根據條例，將李遣返原居地。

棄保潛逃錯上加錯
李倩怡一錯再錯、愚不可及，當日參

與「旺暴」掟磚是一大錯，棄保潛逃罪
行更重。李倩怡正是受「本土分離」、
「港獨」思潮誤導，誤入歧途，墮入法

網，被「本土分離」、「港獨」思潮毒
害至錯上加錯、罪上加罪。
李倩怡是次逃台，幕後黑手是「港

獨」組織「青政」及「本民前」，協助
李倩怡的「台獨」組織是「時代力
量」。「時代力量」主席黃國昌等18
名「綠委」發起組成「台灣國會關注香
港民主連線」（「台港連線」），妄稱
目的是表達「台灣社會關注香港民主
化，促進台灣與香港之間的民主經驗交
流」，組織如其名，就是「台獨」「港
獨」勾連企圖分裂國家。香港「自決
派」與「港獨」，公然與「台獨」勢力
沆瀣一氣、狼狽為奸，極其高調及猖
獗。
「台港連線」昨天舉行成立茶會，非

法「佔中」核心搞手、「港獨」分子黃

之鋒及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自決
派」朱凱廸、香港「眾志」羅冠聰等出
席茶會。

「時代力量」與「港獨」勾結早有前科
黃國昌在會上稱，希望邀集台灣跨黨

派「立委」，未來能共同關注、支持香
港爭取「民主」，台港議員也能有進一
步交流云云。實際上，「台獨」組織
「時代力量」與「港獨」勾連早有前
科，今年1月，「時代力量」一連兩日
舉辦所謂「時代眾志 自決力量：台港
新生代議員」論壇，邀請了立法會議員
朱凱廸、羅冠聰與姚松炎及他們的團隊
成員出席，聲稱要交流分享參政經驗。
有關人等無論在香港機場、台灣桃園機
場及論壇舉行的場地，都遇到兩地大批

民眾抗議，不得不如過街老鼠般「走後
門」，避開反「台獨」及反「港獨」的
民眾。
「台港連線」昨天舉行的成立茶會，

明顯是「港獨」與「台獨」又一次勾結
的實證。羅冠聰在會上聲稱，香港問題
很需要國際關注與支持，台灣一直都是
香港盟友，台港都要面對來自中國威權
政府、對人權議題的挑戰和壓力，台港
要互相扶持協助，一起追求人權與民主
自由普世價值。黃之鋒則聲稱，在北京
政府壓迫下，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
變成「一國1.5制」，現在香港不太能
談論香港民主問題，但正因如此，港台
才需要有更多交流，感謝台灣有這麼多
「立委」支持香港云云。
黃之鋒等非法「佔中」核心搞手、

「港獨」分子，一方面以歪理為李倩怡
開脫罪責，一方面更為自己逃避「佔
中」的官司鋪路。「佔中」衝擊香港法
治根基，破壞社會安寧，煽動暴民政
治，引發社會撕裂分化，影響經濟發
展、市民安全和生計，禍害青年學生，
使香港成為暴戾之都、動亂之都，後果
非常嚴重。「佔中」搞手罪責深重，不

容姑息，必須繩之以法，讓其受到法律
制裁。黃之鋒等「佔中」核心搞手勾結
「台獨」，妄圖讓「台獨」為其撐腰打
氣，為自己逃避「佔中」的官司鋪路，
只能是癡心妄想。

逃避「佔中」罪責癡心妄想
自從去年立法會宣誓風波，特區政府

對辱國播「獨」的梁游及四名故意不依
法宣誓的議員提出司法覆核，他們已被
DQ或面臨DQ。此外，一眾「佔中」
核心搞手及涉嫌旺角暴亂者被檢控及判
監，「港獨」在本港的氣焰遭受嚴重打
擊，一些「港獨」及所謂「自決派」組
織頭目紛紛潛水，他們改變策略，轉而
積極向「台獨」勢力靠攏。
而自民進黨上台以來，「台獨」勢力

已多次向香港極端勢力和「港獨」伸出
橄欖枝，「港獨」在本港如老鼠過街人
人喊打，見「台獨」勢力來勾結，自然
喜出望外，宛如抓到救命稻草。但是，
兩「獨」合流終將死路一條，無論兩
「獨」如何猖獗，包括港人在內的全中
國人民都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
足夠的能力加以遏制。

參與旺角暴亂的李倩怡正是受「本土分離」、「港獨」思潮誤導，誤入歧

途，以至於錯上加錯、罪上加罪。羅冠聰、黃之鋒等人勾結「台獨」勢力，誣

衊在北京政府壓迫下，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變成「一國1.5制」，一方面

以歪理為李倩怡開脫罪責，另一方面妄圖讓「台獨」為其撐腰打氣，為自己逃避「佔中」的官司鋪

路，但這只能是癡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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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泰發放予「熱狗」內部的片段，
日前被支持黃毓民的網民「無敵

神駒」仇思達取得部分內容，並以錄音
形式公開。當中蟲泰除了爆粗咒罵「青
年新政」的梁頌恆及游蕙禎「×你，佢
哋應該死啦冚×剷」，又稱要和梁游
「扮friend（友好）」，「因為大眾白
痴呀嘛！佢哋以為我哋係『本土派』嚟
㗎嘛」之外，更提到「熱普城」決裂一
事，稱自己一直保持「中立」，直至黃
毓民停止向《熱血時報》每月支付3萬
元。
「熱狗」昨日在facebook聲稱，蟲
泰的內部限時直播並非什麼「絕
密」，「但有鑑於該流出的錄音引起
一定迴響，經本黨內閣商量後，一致
同意後把完整的直播片段發放到網上
『以正視聽』」，又稱對於錄音流出
感到遺憾。
片段全長接近53分鐘，首半小時是

蟲泰交代「熱狗」內務，之後17分鐘
與仇思達公開的內容一致，最後5分鐘
則為蟲泰繼續交代分裂事件。片段顯示
蟲泰交代事件時，不時「說至哽咽」，
更要喝水及停頓稍事冷靜。他稱黃毓民
和「熱狗」前「首領」黃洋達是「兩父
子」，「佢哋兩個人一×樣嘅，有陣時
黃洋達唔講道理起上嚟都一×樣㗎
啦」，「當時（4月）他跟黃毓民說
『大家靜落嚟先』，但對方回覆『𠵱 家
退出政壇，唔使做你義務顧問』，自己
繼續『唔出聲』，事件就繼續發展下
去。」

死攬傻根稱決裂唔關佢事
蟲泰續稱，狗主之後與傻根由「開

片」、「傾掂數」再到停播對方在My-
Radio的節目，「喂，你問我，喺個過
程裡面，『國師（傻根）』係乜嘢（角
色）？×你，『國師』真係唔×關佢事
喎。」而事後傻根說出黃毓民「收美國
佬錢」等言論，自己及其他人曾對此有
很大反應，不過自己繼續沒有表態，因
為「所有嘢根本就無黑白分明，是是非
非一直都講唔清楚」。

恐狗主撐「本民青」參補選
他謂立法會補選將至，已經有人找

黃毓民尋求支持，「『教主（黃毓
民）』咩取態我唔會喺度評價，但我好
怕補選嘅時候，會出嚟選嘅人係我哋嘅
敵人，就係過去喺選舉工程裡面，去搞
死我哋整個運動，搞死九西議席嘅敵
人，所以……」
不過，說到這裡，他以「我老婆催

我，我噚晚同我老婆嗌交」為由停止直
播，但在完結前補充一句：自己和「熱
狗」副主席鄭錦滿已在facebook被黃毓
民封鎖。
仇思達昨晚在facebook稱「聽完更加

火滾」，「『旗主』鄭松泰居然話發動
『清算』嘅陳云根係無辜！」早已被傻
根「逐出師門」嘅「無待堂堂主」盧斯
達就揶揄：「『熱狗』播多40分鐘，
但原來嗰40分鐘只係講內部組織嘢，
之後嘅聲帶同神駒嘅完全一樣，唔好浪
費網絡資源啦。」
「Billy Ho」則看穿「熱狗」說來說
去只是關心議席：「唯一就係片尾講補
選驚『教主』幫對手，×佢老味，呢個
議會都廢啦，選邊個有×所謂，可能
『熱狗』想選。」

「熱狗」主席
鄭松泰（蟲泰）
鬧公眾鬧到毫無

底線，假仁假義都講埋畀人知，但
沙田區議員麥潤培竟然仲喺風頭火
勢之際，擺自己同蟲泰合照放上
facebook，仲豪氣話自己「預咗俾
人小」。結果當然係火速跪低，再
喺 fb貼道歉啟事啦。真係早知如
此，何必當初。

出道歉啟事順便賣廣告
麥潤培喺道歉啟事度辯稱，自己

一開始只睇咗部分資料，之後睇晒
所有嘢後，加上有人提醒，「先知
道某人在政界中某些行為不合乎公
義」，真係講得夠隱晦。佢仲話︰
「身為從政人員，但只顧及地區工
作，對政治不敏感是絕不能接受。
有見及此公開道歉！本人定當繼續
扎根地區，為市民盡做。」
不過你道歉唔等於大家會收貨。

「無待堂堂主」盧斯達就出post狙
擊︰「沙田區議員麥潤培先生跟誰

人是不是朋友，其實都是私人東
西，只不過有網友質疑，鄭松泰支
持和授意他的組織去網絡欺凌異己
甚至支持自己的老人，麥的回應竟
然是『政治就是咁』，真的挺難理
解。我知道地區實力根本不會有事
情能夠動搖，只是這種『存在即合
理』令人費解，需知道鄭松泰黃洋
達這些人是在傷害一些真名真姓的
香港市民。」
網民「Fat Tsoi」亦話︰「點解
咁多人死，唔見呢個傻×死，當日
起陳國強尾注，響『超級區議會
（選舉）』最後一刻至飛甩個提名
已經費事再講，佢嘅人生究竟仲要
痴（黐）幾多人，×幾多次，食×
咗屎都仲轉個圈讚自己專注工作，
從政人員真係人不臉天下無敵。」
唔知係咪因為太多人唔收貨，麥

潤培刪咗張相同道歉啟事，當什麼
也沒有發生。咁樣嘅道歉，同蟲泰
嘅變臉速度又真係一樣喎，難怪佢
哋係朋友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 熱
狗」主
席鄭松

泰鬧公眾白痴、承認自己只係
同 「 青 年 新 政 」 等 人 扮
friend，成為政圈熱議新聞。為
咗解圍，「熱狗」又開始講到
自己大仁大義，鬧「青政」都
係為咗幫已經決裂咗嘅「狗
主」黃毓民。「熱狗」鄭錦滿
（「四眼哥哥」）前日亦喺
facebook出文，話自己原本諗
住舊年敗選後就返澳洲，「但
9月5日在機場博覽館看見建
制、『泛民』、『本民青政』
同叫『一票不投黃毓民』、
『教主駕崩』的場面；以及一
些口講支持『熱普城』，開票
時卻站在『本民青政』那邊的
人的嘴臉，令我立定決心留下
來戰鬥到底。」不過，有「本
民青」陣營中人就踢爆話，當
日根本冇人咁嗌喎。

辯稱幫狗主 網民質疑
雖然鄭錦滿個post下有唔少

「熱狗」留言支持，但講到自
己咁大仁大義，最終只係引來
更多嘅「狗主」黃毓民支持者
嚟算賬。「Archie Fan」就怒
問︰「『教主』家下（吓）比
（畀）你班冚×剷『清算』，

你講乜×野（嘢）呀！？」
「Tsz Hay Chow」亦反問︰
「咁點解你唔繼續留晌（響）
毓民身邊支持佢保護佢？」
「Sam Cheung」就突破盲腸
話︰「『本民青』衰，唔代表
『熱血公民』一定正直。」
向來黐「本民青」嘅中大周

竪峰就喺fb出post話：「鄭錦
滿再以謊話掩飾謊話」，「點
票當晚，我全晚都在博覽館
內，到天光才走，從來都沒聽
過有任何『本民青』的人『同
叫』甚（什）麼『教主駕崩』
或者『一票不投黃毓民』。」
最終仲大鬧「熱狗」係「契！
×！弟！」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偉

哥仰（黃台仰）亦出post鬧︰
「其實『四眼』都唔係第一次
抹黑『本民前』啦×你老母。
由完左（咗）選舉又話我想溝佢
條女，又話我傳耳語黃毓民『收
中共錢』，又話我陷害『義士』
坐監。」偉哥仰話，所有抹黑唔
係澄清咗就係冇證據，都唔知佢
想點，仲話「過去抹黑咁多次
『本民前』，發現我地（哋）
唔會回應就以為可以持續落
去？我地（哋）唔想浪費時間
同你打泥漿摔角咋正直仔。」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麥潤培攬蟲泰極速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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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譏無恥講師
Santino Caprio：當日佢仲護送梁游出入立法會，扮晒監
護人喎！

Chung Yin Tsang：「熱血公民」一向冇個好人！

Cat Chung Si Wan：今次鬼打鬼之外，最重要係蟲泰自
爆自己有幾卑鄙無恥。

Jackson Chan：佢係大學講師？粗口講師？大學校長有
什麼要跟進？

資料來源：民建聯facebook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民建聯也製圖揶揄鄭松泰失言。 民建聯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