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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辭」引爆「民主派」鬼打鬼
「獨派」借機搶議席 尹兆堅激到爆粗

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

梁國雄4名反對派中人被DQ，

你以為反對派會因此而「團結

一致」？少年你太年輕了！可

能需要補選的議席增加，正是

反對派鬼打鬼得最激烈之時。

在立法會佔少數甚至1個議席

都冇的激進反對派及「港獨」

分子，就要求「泛民」搞所謂

「總辭」，「變相公投」，舞

劍之意自是對準空出來的議

席；在立法會佔多數的當然不

肯放棄高薪厚祿兼「尊貴」地

位，其中民主黨新界西立法會

議員尹兆堅表現最激，爆粗鬧

提出「總辭」者係「鬼」係

「×街」。「民主派」喎，紛

紛現晒形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總辭」鬼打鬼
撐「總辭」
Kwok Ip Kam：留守議會抗惡法？夠票咩？咪欺騙選民
啦！咪話我篤爆晒，唔捨得份工就真！

Sim Leung：靠民主黨同公民黨抵抗？你唔好引我笑啦
~

Tesco Kidult：總辭令人數不足流會都唔識？仲想玩投
票？你夠人多票咩？

Karlaen Chan：其實佢地（哋）誠實啲講：都係打份工
啫，冇左（咗）份工好慘呀—咪咁得囉，講咁多做乜×呢？

Patrick Ng：「『總辭』不能解決問題」對的。但留在議
會已無意義。

Kurtis Chan：你係（喺）入面做到啲咩？拉布唔俾（畀）你
拉，衝又衝過，投票又輸。

反「總辭」
Tiffany Fong：就算民主派辭曬（晒）職，立法會都仲有
過半數議員，會可以照開，議案可以照過，辭職同益建
制有咩分別？

吳雅姍：「總辭」黎（嚟）自取滅亡嗎？自殺死快d（啲）？

Raymond Wong：震撼完又點？明天繼續返工？

Raphael Choi：失去過半數議席，即係連基本嘅防守能
力都冇。

Brandon Yau：一年前「熱普城」為了參選屎都食，火
速簽下確認書，出賣被確認書封殺的候選人；今日大言
不慚要求其他人「總辭」「捍衛尊嚴」。

Sze Lo Wong：幾廿歲人咪陪熱狗癲啦，盲既（嘅）都睇
到熱狗想補選搶議席。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香港果然係經濟城
市，一開口就講錢。
「香港眾志」（中箭）

立法會議員羅三七（羅冠聰）被法院裁定
喪失議員資格，一直吸吮佢份糧、做三七
助理嘅「眾志」秘書長河童（黃之鋒），
出席了前晚的「反DQ集會」，但就唔知

係咪心慌得滯，集會後出嘅第一個帖就係
叫人捐錢。不少網民睇唔過眼，揶揄佢一
開口就講錢，更質疑「眾志」此前籌埋咁
多錢唔知去咗邊，又批評他們是在「永續
抗爭搵飯食」。

集會爛尾「籌旗」行先
河童在晚會後發帖，首先道歉稱：「對

不起，今晚集會未如人意。我知道，大家
正等待著（着）我們宣佈下一波行動，或
是期望公佈某些具體方向，結果集會也未
能道出甚（什）麼實質訊息。」

他解釋，這是因為他們「面對突如期來
的官司裁決，不論議員糾纏於繁複的上訴
法律程序，對於訟費需要賠償也非常憂
慮，抑或十多位議員助理面對的失業困
境，還是政黨失去議員辦事處所提供的主
要財政來源」，故感到「很疲憊」。
不過，該帖的重心是隨後的一段—就

係叫人「捐錢」。他稱，「眾志」將失去
每月20萬元的辦事處營運開支，「不單財政
陷入水深火熱的狀態，人手亦將在黨工和
職員被解僱後嚴重短缺，……最後，當我

們仍在思考如何應對劣勢的時候，我非常
希望各位能與『香港眾志』，一起渡（度）
過這個寒冬，以小額捐款的月捐方式恒常
支撐『香港眾志』的營運開支」云云。
圖窮匕現，都係一個「錢」字。此帖一

出，備受網民批評。網民「Africa Yip」就
揶揄：「睇唔出無左（咗）個（嗰）筆錢
有乜咁重要？你地（哋）未當選時都係無
個（嗰）20萬架（㗎）啦？你要籌錢都要
講下（吓）為乜先得架（㗎）？為左
（咗）令你地（哋）繼續爭取？咁爭取啲
乜野（嘢）先得架（㗎）？……好失望，
第一時間係講錢，我明無錢生存唔到，但
你地（哋）平時有幕（募）捐，咁啲錢又
去左（咗）邊呀？」

網民質疑用途「太多政棍」
「眾志」友「Polaris Tang」就幫河童

出口反問：「冇左（咗）筆錢唔重要，邊
個出糧畀議員助理呀？你出呀？」「Afri-
ca Yip」反擊：「我唔認同DQ，只係一
DQ就係（喺）度叫人捐錢，會唔會快左
（咗）啲？我捐錢都要知你點用啲錢架

（㗎）！……以前去七一遊行都會捐錢，
而（）家覺得社會太多政棍，捐錢都要
小心啲，我啲錢都係血汗錢。」
「Kin Yi Jim Wong」 也 質 疑 道 ：

「2014年『雨革』開波果（嗰）陣你地
（哋）有錢咩？錢係重要，更重要既
（嘅）係你地（哋）有冇抗爭既（嘅）心
同背水一戰既（嘅）決心，就係太多抗爭
者見到你地（哋）唔係想贏，係想永續抗
爭搵飯食先至離棄你地（哋）搞到咁少人
ja（喳），結果真係成晚集會剩係講補
選，完全冇抗爭既（嘅）心。」

「本民前」挑機自作孽
有「本土民主前線」的支持者則留言挑

機。「Rita Kwan」揶揄：「哇每個月
$200,000！梁天琦都無金主啦，咪又係咁
做……」
「眾志」友「Dakhon Wong」即留言

反擊：「本民前有50萬現金同偉哥！」
「Frankie Leung」也質疑：「梁，游住灣
仔咁貴租，冇金主支持可以住咁耐？」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中箭」米路斷 河童講錢「永續搵食」

羅冠聰、劉小
麗、姚松炎及梁
國雄前日被DQ

後，晚上即搞集會。但唔知係攞景
定贈慶，到場「聲援」的「本土力
量」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竟然在集
會上為近日生日的羅冠聰唱生日
歌。有網民揶揄，一見呢個場面腦
海就浮現「年年都有今日，歲歲都
有今朝」呢句歌詞，實在貽笑大
方。
近排一直狙擊「熱狗」嘅「無敵
神駒」仇思達就發帖揶揄：「毛孟
靜在（反）DQ集會上，獻唱生日
歌給羅冠聰聽，真不知是攞景定贈
興（慶）。」他又乘機為「好友」
出氣：「當初梁游被DQ的時候，
黃絲恥笑人家做了12日議員便收
皮。現在劉羅姚毛同樣是追溯到
10月12日，大家都是12日議員，
不用分得那麼細。」
網民「Owan Li」即時「腦補」
生日歌詞： 「年年都有今日、歲
歲都有今朝。」「黃鈞」也揶揄：
「點解唔唱小鳳姐（的《喜氣洋
洋》），毛 EE（姨姨）真系
（係）唔夠專業。」

「集咩會？生日會！」
「熱城」支持者「水晶姥姥」
「Crystal Li Yuen Man」也發帖恥
笑：「有人去了集合，聽聞話為羅
冠聰唱生日歌……這就是憤怒的咆

哮。我笑到碌地。原來是生日會！」「手作
達人」吳斯翹「Billie Ng」揶揄：「出來集
會！集咩會？生日會！」「Samuel Lam」
笑言：「四百幾人同佢開生日會，一生何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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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羅冠聰、
劉小麗、姚松炎、梁國雄被DQ，激進
「本土派」的主腦就借機抽水。「本土民
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發帖為「瀆誓四
丑」抱不平，「青症雙邪」的游蕙禎及梁
頌恆更出席了前晚的「反DQ」集會。不
過，傳統反對派批評「本民青政狗」是釋
法的始作俑者，無資格出聲。激進「本土
派」的支持者反唇相譏，指傳統反對派在
梁游被DQ時未有「全力護航」，是次4
人被DQ是「今朝君體也相同」。

偉哥仰「抽着火水」網民回帶「玩嘢論」
黃台仰（偉哥仰）在法院裁決後在fb發

帖抽水，聲稱「起（喺）『港共政權』眼
中，有18萬幾香港選民係唔配擁有代議
士」。不過，網民「James Au」就回帶
指，最初有人質疑「青症雙邪」在立法會
議員宣誓儀式上玩嘢時，黃台仰就發帖稱
「無成本，又可以玩野（嘢），點解唔
做？」「Poki Chan」也揶揄，「到底當初
係邊個叫梁游玩野（嘢），今日被dq果
（嗰）四個真係多謝佢火燒連環船。」
「本民前」支持者「Marker Wong」就認

為「又係熱狗搞事」，反唇相譏道：「下一

個（被DQ者）咪你既（嘅）主席鄭松泰囉
到而（）家都要抽水。」「Marco
Chan」就揶揄：「『本民青獨』，而
（）家係咪由『時代革命』，轉玩哈佛的
士革命？……夠唔夠錢幫領袖出的士錢啊？
領袖去哈佛讀書都要錢，仲唔快啲籌錢畀
佢？」「Samuel Sum」也稱：「最反智的
政棍，監就卒仔坐，偶像（指『本民前』另
一發言人梁天琦）去哈佛。」
「青症雙邪」出席了前晚集會，梁頌恆

在其fb發相打卡，同屬「獨派」的「東九
龍關注組」陳澤滔就慌死人唔知游蕙禎在
場，發佈了她的一張「背影」證明她有出
現撐「瀆誓四丑」。親「熱狗」的fb專頁

「學民苦主大聯盟」就發帖，「×你啦梁
頌恆出來抽水，唔係多得你同游蕙禎而
（）家會搞成咁？」「Ivy SY Chan」也
稱：「唔係游梁二人，那（哪）有咁多
事，分明係鬼啦，仲出嚟講風涼說話。」

「本民青」揶揄4丑「自己攞嚟」
有「本民青政狗」則稱，當初其他反對

派對激進「本土派」被 DQ「袖手旁
觀」，今次4人被DQ也「自己攞嚟」。
「Codev Alex」稱：「梁天琦被指『不真

心』擁護基本法而被 DQ，問題比而
（）家 4個（以及之前兩個）更嚴重好
多！但你地（哋）班人有咩回應？」
「Eric Yip」就以其他反對派批評梁游
的說法來揶揄「瀆誓四丑」，「講真，全
港大部分市民都知道你地（哋）既（嘅）
立場係乜，乖乖地宣誓，入到去先慢慢玩
唔得既（嘅）？係要做D（啲）野（嘢）
比（畀）位人入，好喇，而（）家乜都
冇喇，你地（哋）對唔對得住支持你地
（哋）既（嘅）市民呀？」

梁游送「同路人」上路「今朝君體也相同」

在羅劉姚梁4人被DQ後，反對派
討論得最激烈的，是所謂「總

辭」的問題。「普羅政治學苑」前立
法會議員黃毓民、「熱狗」主席鄭松
泰等，均叫反對派「總辭」，要「剎
停議會運作」，要在社會「投下震撼
彈」咁話喎。有關人等此議受到傳統

反對派支持者的批評，有人就揶揄鄭
松泰不如以身作則，自己辭職先。
組成所謂「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的

退休教師韓連山，圖在前晚為羅劉姚
梁舉行的「反DQ」集會上上台發言講
「總辭」，結果被拒上台。被DQ的劉
小麗、羅冠聰，和「自決派」的朱凱
廸等當時就稱不認為「總辭」有用。

稱保否決權免被「予取予攜」
其實，議席少甚至冇嗰啲喺度吹吓

水，自己冇成本又可以爭光環，啱聽就
聽唔啱聽咪算囉，但口講民主者通常都
唔民主，亦可能傳統反對派中的確有一
股要求其他反對派議員「總辭」的壓
力，尹兆堅就鬼咁勞氣，在集會結束後
即發帖爆粗稱：「韓連山、黃毓民你
哋×街啦，叫人總辭，鬼。」
他續稱：「DQ議員話最大影響係乜

先？係分組否決權同1/3議席否決權
呀。而（）家6個都咁大鑊，仲要總辭
俾（畀）建制予取予攜？……講『總
辭』的要不政治幼稚病，要不是鬼。
韓、黃就係鬼。」

網民質疑零抵抗「無料到」
此帖一出，即爆發罵戰。「Willy

Chan」留言質疑：「呀尊貴議員，分
組否決權而（）家都已經冇，23條
就算冇人DQ都係過到，議事規則果
（嗰）陣『五區總辭』時『泛民』都
幫建制派修改過啦。仲有你哋『泛
民』今屆會期成日有五六件議員多次
缺席關鍵投票俾（畀）政府予取予攜
攞錢啦仲講咩否決權呀？」
尹兆堅留言反擊：「咁，就連留下抵
抗都無。……係少數就應該全面『總
辭』，咁唔駛（使）參選啦，區議會都

『總辭』啦，全面投降啦，係嗎？」
「Tszyu Ng」加入戰團，反擊道：「抵
抗？你班人做過D（啲）咩抵抗？票又
唔投，布又唔拉，唔好笑死人啦！」
「Willy Chan」就再恥笑：「而

（）家你講1/3咁大聲，你哋齊人投
票先講嘢啦。投票率最低幾個係郭榮
鏗，梁繼昌，李國麟呀！」「Kelvin
Yung Pak Yu」就揶揄：「唔想斷米路
咪認囉，連投票咁基本既（嘅）野
（嘢）都可以缺席N次比（畀）正苦
（政府）過左（咗），扮咩抵抗者？」
尹兆堅即還拖，「你即係認為，連反
抗都唔駛（使），任人予取予攜？咁叫
投降主義，咁樣反抗係咩現（玩）
法。……每次俾（畀）人打壓，係咪都
自盡『總辭』，投降？講乜？」「An-
thony Mark」反擊：「你叫楊岳橋唔好
成日缺席投票先黎（嚟）同我講野
（嘢）啦！」
不少網民就不同意尹兆堅將意見不

同者都打成「×街」。「Yu Hong
Kwan」批評：「民主派的意見是民
主，其他的意見都是鬼？」「Chan
Kwok Hin」則稱：「黃毓民起碼搞過
『五區公投』，韓連山起碼絕過食。
你尹兆堅做過乜？」「Hugo Leung」
反駁：「進步老師（韓連山）不嬲都
係鬼，早就應該學黎智英踢爆佢，搞
到社運界一壇（潭）污水。」「陳
宮」則反唇相譏：「黎智英話佢係
鬼，佢咪係鬼囉，班友仲有自由意志
咩？」

知醜鬼祟刪post 狗達落井下石
由於爭議極為激烈，尹兆堅其後鬼祟

刪post，但已俾人cap咗圖。「青症雙
邪」中的梁頌恆就發帖：「呢條××真

係尹兆堅？」「熱狗前首領」黃洋達
（狗達）也發帖，稱「總辭」只是一個
建議，但「成班飯民就撲曬（晒）出
嚟×曬（晒）鬼，係咁亂槍發炮，又話
叫人『總辭』嘅就係鬼，又亂講乜鬼而
（）家要保住否決權……事件發生一
日都未夠，班飯民就已經槍口對唔準政
權啦，就只係掛住『內鬥』啦……唔
『總辭』就唔『總辭』囉，駛（使）乜
又話自焚又講人老母咁勞氣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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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婆出席「反DQ集會」，並為羅冠聰獻
唱生日歌。

■黃之鋒集會後第一個帖文就是講錢。
fb截圖

■「水晶
姥姥」揶
揄 毛 孟
靜 在 集
會上「唱
K」。
fb截圖

■尹兆堅爆粗鬧提出「總辭」者是
「鬼」。該帖其後被刪去。 fb截圖

■尹兆堅與網民對罵。 fb截圖

■黃台仰「宣誓玩嘢」論再被回帶。 fb截圖

■梁頌恆
及游蕙禎
出席集會
「打卡」被
鬧爆。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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