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點解「熱狗」（「熱血公民」）嘅facebook內容，幾乎清一色都係《熱血時報》嘅

嘢？原來可能係「內部指引」。網民Winnie日前喺《熱時》主持完最後一集節目，

就打去近期一直狙擊「熱狗」嘅「神駒」仇思達節目度，宣佈退出「熱狗」，仲大爆「熱狗」「清算」

同控制人嘅手段。佢話「熱狗」前頭目「狗達」黃洋達之妻「殘秀慧」（陳秀慧），其實先係藉小事點

火頭嗰個，最終令到「狗主」黃毓民要同唔同人割席。第一個火頭就係去年立法會選舉結束後，「殘秀

慧」借林浩基上節目而發難一事。佢仲話，而自己亦被「熱狗」要求同其他人割席，唔可以做其他節目

不特止，仲唔可以喺facebook分享《熱時》以外嘅嘢，「好×邪教，令你交際網得返佢哋。」唔少益友

都恭喜Winnie退「邪教」保平安，而「熱狗」方面就話俾人背叛「抹黑」，再次喺網上大派花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做主持不能有朋友
「熱狗」手法似「邪教」

狗達被罵天性反骨
Benjamin Liu︰Winnie覺今
是而（昨）非，踢爆「熱
血」「邪教」組織手法。

Zumi Koo︰呢班咁既（嘅）
人當日選唔到其實係香港人
之福，俾（畀）佢地（哋）
「當權」，不過又係一個冇
自由既（嘅）極權。

Lo Chi Man︰你地（哋）兩
個（黃洋達與陳秀慧）一路
走來，始終反骨。

Ray Ray Lau︰其實我覺得
佢（黃洋達）先係冇變個
（過），佢離開無線（綫）
為錢、離開老蕭（蕭若元）
為錢，反（黃）毓民為錢，
所以佢先係一路走來從一而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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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開放包容促溝通 反對派應放下對抗心態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6月29日至7月
1日蒞臨香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
就職典禮，並視察香港特別行政區。多
名民主黨、公民黨議員昨日收到以特首
梁振英名義發出的請柬，邀約他們本周
五（30日）晚上六時，出席於灣仔君悅
酒店舉行的習近平主席與各界人士晚
宴。特區政府同時邀請他們出席文藝晚
會、七一升旗禮及新政府就職禮，獲邀
者需填寫回條，回覆是否出席4場活動。
反對派昨日的反應，其中民主黨主席
胡志偉表示，他和黨員林卓廷及鄺俊
宇，將出席習近平主席歡迎晚宴，希望
透過港澳辦官員向習近平主席遞交信
件，表達該黨對「一國兩制」「走樣、
變形」的關注。

中央開放包容 溝通交流有誠意
中央與香港社會各界溝通的大門一直

敞開。2010年中聯辦與反對派溝通，
達成超級區議會方案。即使經歷「佔
中」、符合「8．31」決定的政改方案
被否決，中央溝通的大門仍然敞開，多
次邀請反對派到內地訪問。張德江委員
長以及主管香港事務的王光亞、張曉明
等官員，曾與包括反對派人士在內的各
界人士會面，充分顯示了中央願意加強
溝通的誠意。
張德江委員長曾指出，「泛民」立法

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也
屬建制人士。去年5月17日至19日，
張德江委員長來港出席「一帶一路」高
峰論壇並對香港特區進行視察。在港期
間，張德江共出席了18場正式活動，
包括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和社會
各界歡迎晚宴，聽取特區政府施政團隊
的工作匯報，會見不同政治光譜人士，
其中還與幾位反對派議員單獨會面，顯
示中央開放包容，溝通交流有誠意和善

意。

反對派要正確處理與中央的關係
《紫荊》雜誌2016年7月號刊登逾

4000字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專訪，談及
張德江委員長訪港時與反對派議員單
獨會面。王光亞在專訪中指出，「特
區的所有政權機構都是按全國人大通
過的基本法設立的，是通過法定程序
產生的，並且依法行使職權。『泛
民』的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
組成部分。從基本法的角度看，他們
也屬於建制人士。正確處理與中央的
關係是所有在香港參政的團體都要考
慮的問題，『泛民』政團尤其要考慮
這個問題」，「希望『泛民』成為特
區的建設性力量」。
王光亞還強調：「在『一國兩制』的

實踐中，『一國』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
中央的權力。『泛民』政團和人士應當

明白基本法規定的中央的權力，應當尊
重中央的權力，也應當維護中央的權
力。」

反對派切勿重蹈破壞溝通的覆轍
必須指出，對於中央溝通的誠意，反

對派不給予善意回應，破壞溝通的氣
氛，反映其為反而反的心態，以及以反
對為政治抓手，謀取政治利益。例如去
年5月張德江委員長視察香港，兩場會
見，反對派採取了不合作甚至是對抗的
態度，第一場由特區政府舉辦的歡迎晚
宴，反對派議員全體缺席；第二場小範
圍、近距離的會面，受邀的反對派議員
有人拒絕參加。如此表現，暴露反對派
根本無心無意溝通，不過是借機做「政
治騷」，他們自以為精於盤算，迷信破
壞溝通的伎倆可得分，殊不知與廣大港
人的期望背道而馳。希望反對派今次與
中央溝通能把握好機會，切勿重蹈破壞
溝通的覆轍。

溝通要以「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為基礎
中央會與香港各界各階層任何人士溝

通，但溝通要以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及基本法為基礎。在「一國兩制」下，
香港與內地可以長期保持社會制度和意

識形態的差異，中央對香港也可以有較
大的政治包容，但香港不應當與中央搞
政治對抗。「泛民」政團和人士應當尊
重中央的權力，也應當維護中央的權
力。
溝通應該理性務實。所謂理性，就是

注重講道理、講法理，心平氣和，以理
服人；務實，就是注重從實際出發，實
事求是。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將出席
習近平主席歡迎晚宴值得肯定，但所謂
希望表達該黨對「一國兩制」「走樣、
變形」的關注，是否實事求是關注反對
派應對此負上的責任呢？
溝通應該以誠相待，貴在真誠。中

央與包括反對派人士在內的各界人士
保持溝通，是希望以此為契機，增進
政治互信，改善長遠關係，這是減少
香港社會內耗、實現特別行政區良好
管治的需要，也是「一國兩制」實踐
繼續獲得成功的需要。中央與包括反
對派人士在內的各界人士溝通，不是
香港某一個時期的短暫需要，而是維
護香港長遠根本利益和福祉的需要，
市民應看到這一點，反對派亦應看到
這一點。為了香港好，「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反對派應放下對抗心態，
與中央良性溝通。

中央與香港社會各界溝通的大門一直敞開，張德江委員長曾指出，「泛民」立

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也屬建制人士，並和「泛民」議員單獨會

面，顯示中央開放包容，溝通交流有誠意和善意。反對派不給予善意回應，破壞溝通的氣氛，反映

其為反而反的心態，以及以反對為政治抓手，謀取政治利益。為了香港好，為了「一國兩制」成功

實踐，反對派應放下對抗心態，與中央良性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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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狗」自我安慰
Elef Wong︰面對背叛造謠
抹黑謾罵，更顯得「熱時」
正氣凜然。謊言唔會呃得好
耐，呢班粉皮最後一定會自
爆。

Peter Wong︰記住，抹黑
「熱血」必遭惡運，不必謾
罵，不必動氣，我的氣一早
於選舉用完。

Alessadro Eric Chau︰佢地
（ 哋 ） 咁 急 ， 因 為 你 地
（哋）強大，放心，最終會
勝利的！

資料來源︰facebook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原本係《熱時》節目《靈鏡MMR》
主持嘅Winnie，日前打上神駒嘅網

台節目，大爆自己想離開《熱時》嘅原
因。Winnie話，自己上年10月已經想
走，當時就係啱啱開始「清算」嘅時
候，殘秀慧就借《米講時事》請咗「青
年新政」狗頭軍師林浩基上節目一事發
難，大興問罪之師。Winnie就話，其實
個節目早就有林浩基，唔明點解殘秀慧
要突然扮驚訝，𠵱 家諗返，當然知道係
敗選後發作啦。

爆陳秀慧借林浩基發難
由於Winnie自己都有主持《米講時
事》，當時佢亦都喺「熱狗」群內出帖
澄清，「陳秀慧條八婆嘈完，引晒蛇蟲
鼠蟻嚟嘈，最終毓民踢咗好多人出group
（群組），因為唔知道係邊個點嘅火
頭，但其實就是陳秀慧。」
佢仲話，之後有更多嘅火頭，其實都
係陳秀慧點。而MR總監Marco Tosca-
nini都打上去講返《米講時事》件事，
仲話殘秀慧藉另一節目嘅請人問題發
難，「最終就係叫人唔好交月費。」

只准分享《熱時》新聞
除咗點火頭亂狗主陣腳，Winnie話自

己亦都俾黃洋達迫問，叫佢一係揀《熱
時》，一係揀第二度，當時Winnie揀咗
《熱時》，去同其他人割席。原本MR
搵Winnie打算合作做全球粵語節目嘅聯
網，「就俾佢哋拆爛（散）咗。」

佢仲話，「熱狗」
會叫人唔好share MR
嘅相關帖文，所以大
家都只會 share 《熱
時》嘅嘢，諗返轉
頭，佢就用「好×邪
教」去形容「熱狗」
呢個組織。Winnie 仲
寸「熱狗」話︰「成
日話人圍爐取暖，你
哋𠵱 家越圍越細啦，
你哋圍到去邊呢？」
佢仲踢爆「熱狗」

嘅內鬥，指佢個節目
嘅前身《奇奧小黑
屋》個主持奇奧，其
實就係俾殘秀慧爆佢
穿櫃桶底，黃洋達就
去搵Winnie接手，所
以奇奧先冇得做。
派到一地花生殼，

向來唔鍾意「熱狗」嘅「益友」當然熱
烈慶祝Winnie脫離「邪教」，仲鬧爆
「熱狗」極權、狗達同殘秀慧陰濕等。
「熱狗」方面就話自己係被背叛同

「抹黑」。殘秀慧就喺fb出帖話︰「我
唔會因為啲不知名ac（賬號）黎（嚟）
搞我，我就同你地（哋）一樣不顧身份
搲爛塊面謾罵的，過主啦。不斷騷擾我
地（哋）網絡，騷擾我地（哋）系統，
騷擾我地（哋）主持，造謠抹黑都出齊
了，我還會提醒工作人員做好本份

（分），做好手頭的事。外邊支持反對
風風火火，被人成功掀起的仇恨，係傷
害唔到多年面對政治臭坑訓練有素既
（嘅）人既（嘅）。」
「Ben Lau」就恥笑道︰「未反攻前，

『熱狗』周圍咬人，個勢幾強呀，而
（𠵱 ）家俾人圍返轉頭即刻個個扮弱
勢，以前睇佢地（哋）d（啲）comment
（留言）係×返轉頭，而（𠵱 ）家靜
（淨）係識話人屈佢地（哋），自己係
無辜既（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
習近平周四赴港視察3天，立法會議員昨日
陸續收到邀請函，可選擇出席升旗儀式、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文藝晚
會及晚宴等4場活動。部分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已獲邀出席星期五的歡迎晚宴。大部分
「自決派」、激進反對派議員則稱未有獲
邀。政府發言人回應指，就個別慶祝活動擬
備嘉賓名單時，會考慮活動性質、場地安排

及嘉賓組合等不同因素。
習近平主席本周四起赴港視察3天，各黨

派立法會議員，包括民建聯、工聯會、自由
黨、經民聯、新民黨、民主黨、公民黨及部
分反對派功能界別議員，昨日均收到特區政
府發出的請柬，邀約他們本周五晚上出席於
灣仔君悅酒店舉行的習近平主席與各界人士
晚宴。特區政府同時邀請他們出席文藝晚
會、七一升旗禮及新政府就職禮，獲邀者需

填寫回條，回覆是否出席4場活動。

鴿訟兩黨各三人獲邀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昨日向傳媒聲稱，他和

黨員林卓廷及鄺俊宇，將出席歡迎習近平主
席的晚宴，希望透過港澳辦官員向習近平主
席遞交信件，「我們對於『一國兩制』實
施，我們覺得有『走樣』、『變形』的信
函，給習近平主席，亦呼籲他要回到『一國

兩制』實施時的初心，要維護『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
至於會否出席其他3項活動，胡志偉聲

稱，今日會與黨友討論，並補充稱未收到習
近平主席將與立法會議員私下會面的消息。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也確認他本人、陳淑莊

及郭榮鏗均收到邀請，另外兩名黨員郭家麒
及譚文豪則未有收到邀請。他稱難以掌握政
府不邀請二人的原因，又稱今天會與公民黨
執委會討論是否出席有關活動，倘有機會與
習近平主席會面，相信公民黨會反映對香港
基本法實施的「憂慮」，如幾次人大釋法令

人「擔心」「一國兩制」實施是否已「走
樣、變形」。
「香港眾志」羅冠聰、「人民力量」陳志

全、「熱血公民」鄭松泰、社民連梁國雄、
「香港本土」毛孟靜，及其他「自決派」議
員劉小麗、姚松炎、朱凱廸等，均稱未有獲
邀。
對於非全體立法會議員獲邀出席特區政府

舉行的慶回歸活動，政府發言人回應，就個
別慶祝活動擬備嘉賓名單時，會考慮活動性
質、場地安排及嘉賓組合等不同因素，不評
論個別人士是否獲邀出席個別活動。

激進議員未獲邀赴慶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民協內
部不和浮面。該黨前主席莫嘉嫻昨日宣佈
退黨，表明不能接受「老筍」馮檢基代表
民協參加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她批評馮檢
基出選會與民情相差甚遠，認為民協的
「世代交替」除了表現在領導層方面，也
不應由「前輩」或「上一代」出選立法
會。馮檢基回應時聲稱，自己出選是經過
民主程序，是民協絕大多數人的決定。
莫嘉嫻退黨也將民協這棵「竹筍」從九
龍城區連根拔起，該黨在九龍城已再沒有
任何「樁腳」。
民協於本月20日晚公佈，該黨初選唯一
參選人馮檢基取得三分之二支持票，待中
委會確認後就能代表民協出選九龍西補
選，但原來莫嘉嫻於前一日已經申請退
黨。莫嘉嫻昨日接受傳媒查詢時說，退黨
申請於上周六獲批，由於自己對內部初選
安排感到失望，若非馮檢基執意出選，相
信會有另一番局面，故未有等結果出爐就
提出退黨。
她直言應由年輕人代表民協出選，而非
馮檢基，如果由他出選，會與民情相差甚
遠，又說民協中人太着重情義，自己不能
接受。她更稱馮檢基曾聯絡她了解退出民
協理由，「但我覺得唔需要再傾。」

莫嘉嫻：出選應交年輕人
對於馮檢基聲稱民協領導層年輕化已

是「世代交替」，莫嘉嫻說，除了領導
層要有更替外，出選立法會的人亦不應
再是「上一代」或「前輩」，應該年輕
化。
馮檢基回覆傳媒查詢時聲稱，對莫嘉嫻

退黨感到可惜，自己過去三四個星期多次
聯絡對方希望討論，但未獲回覆，感到
「唔開心」。他聲言自己是通過民協內部
民主初選機制，出選是民協絕大多數人的
決定，但由於反對派會進行「初選」，故
最終未必由他出選。

馮檢基：「最有勝算」參選
對於被質疑「死攬議席」，他聲稱民協內部承傳並

非是次補選的最大議題，而是反對派要找「最有勝算
者」對抗建制派，又謂民協在2020年一定會交到合
適的新一代參選立法會。
民協發表聲明稱，對莫嘉嫻退黨感到非常惋惜，希

望日後與她作不同形式的合作，「期望能在民主民生
道路上繼續一同打拚。」

九龍城零區員零「樁腳」
自去年立法會選舉大敗後，民協出現退黨潮，多名

區議員及「樁腳」離開該黨。其中九龍城是重災區，
區議員楊振宇、蕭亮聲、黎廣偉及「樁腳」黃永傑先
後退黨，至今該黨在九龍城區議會已沒有代表。
連同扎根該區多年的莫嘉嫻，該黨在九龍城已再沒

有任何「樁腳」，而由該區出身的前主席廖成利早已
淡出區務。
對於會否如傳聞所言加入民主黨，莫嘉嫻說不排除

這可能性，「我哋有傾談，但未正式加盟」，或會在
補選前加入，但不會參加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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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e自稱踢爆「熱狗」內幕後，其fb兩度被強行登
出。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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