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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人半夜睇蜘蛛？「熱狗」篤數唔專業

曾經話要做「五區公投、全民

制憲」嘅「熱普城」，立法會選

舉後陷入分裂，「狗主」黃毓民為首嘅「普羅政治學

苑」，經常同被揶揄為「熱青城」嘅「熱血公民」及

「城邦派」互相清算，但近日終於打到去高層「全面

開戰」。事緣狗主早前做節目時講到「有冇劈死啲反

骨仔」，「熱青城」嘅「藍鳳凰」就回應咒狗主「冇

仔送終」，狗主嬲起上嚟就吹雞叫網民向facebook

投訴有關仇恨言論。「熱狗」過氣頭目狗達（黃洋

達）個老婆殘獸慧（陳秀慧）再一次代夫出征，cap

狗主圖去鬧爆佢，狗主就話︰「哈，終於忍唔住開我

名；好得很，那就開戰吧！」令人諗起《海虎》，

「要戰，便戰吧！」其實，大家都咁小學雞，不如都

係走返埋一堆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狗主嬲爆吹雞宣戰
殘獸慧再代夫出征

公民黨重施反二十三條故伎 妄圖推翻「一地兩檢」

公民黨前日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辦街
頭論壇抹黑「一地兩檢」，前「基本法
二十三條關注組」成員、公民黨執委余
若薇攻擊「一地兩檢」較二十三條更惡
劣，聲稱若港人干犯二十三 條，處
理、審理的案件都是香港警察和法院，
即使有冤獄都是在香港坐監，但「一地
兩檢」則是由公安、內地法庭處理，
「分分鐘在內地坐監」。她煽動市民反
對「一地兩檢」，指當年二十三 條關
注組成功令政府收回二十三條立法草
案。

圖重演推翻二十三條立法一幕
2002年，在香港就基本法二十三條
立法諮詢時期，香港反對派、美英反華
勢力、台灣「台獨」勢力等，借機發起
一股反二十三條立法、「去中國化」的

惡浪。當時，在美國情治部門指使下，
2002年12月4日，「全球反對二十三
條立法聯盟」在華盛頓成立，該聯盟包
括全球多個反華團體。
也是在2002年，余若薇、梁家傑等

乘機成立所謂「基本法二十三條關注
組」，反對政府提出的二十三條立法方
案。2002年12月9日，以公民黨前身
四十五條關注組為重要成員的大律師公
會，當時由公民黨梁家傑擔任主席，竟
然拋出要求特區政府「尊重在正當政治
過程中推動分裂的正當性」、「民族自
決」、「高度自決」論，開始公然主張
搞「港獨」分裂國家。在所謂「基本法
二十三條關注組」與「全球反對二十三
條立法聯盟」興風作浪下，二十三條立
法以失敗告終。
而在今天，公民黨大狀余若薇、梁

家傑、吳藹儀傾巢而出，粉墨登場反
對「一地兩檢」，將「一地兩檢」與
二十三條立法相提並論，又成立「一
地兩檢關注組」，根本是故伎重施，
企圖重演公民黨當年成立「基本法二
十三條關注組」，推翻二十三條立法
的一幕。

反「一地兩檢」底牌是「港獨」
所謂「一地兩檢關注組」，是參考公

民黨「起家」的模式，打着「關注組」
的名號，實質上是反「一國兩制」的政
治大集結，「關注組」以公民黨為主導
的人員組成，也已經預示「一地兩檢關
注組」的本質為何。
「一地兩檢關注組」公佈的「立場

書」一開始就稱：「我們極度關注香港
政府以『方便』為由，『租賃』為名，

擬將高鐵西九龍總站的出入境大堂部分
地方、月台、在香港境內行駛中的高鐵
車廂割讓予中國人員執行中國法律。」
以這種方式去抹黑「一地兩檢」，已經
充分暴露出其將香港與內地視為國與國
關係的「港獨」立場。公民黨妖魔化
「一地兩檢」，實質是拒絕承認香港是
中國一部分，其底牌根本就是「港
獨」。這與2002年梁家傑等人反二十
三條立法鼓吹的「尊重推動分裂正當
性」、「民族自決」、「高度自決」等
謬論，可說是一脈相承。

濫用專業反基本法
公民黨濫用專業，炮製所謂法律理

據，企圖誤導民意，組織一個規模巨大
的反「一地兩檢」輿論攻勢。但「一地
兩檢關注組」公佈的「立場書」反對
「一地兩檢」的理由，沒有一點是站得
住腳的。
公民黨指「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

但基本法第七條規定，香港特區境內的
土地和自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公民黨
所謂「割地賣港」、「割地自閹」從何
說起？況且，「一地兩檢」方案將經全
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公民黨歪曲基本
法、對抗人大權威，完全是無視「一國
兩制」憲制，打着基本法的幌子反基本

法。
公民黨吳藹儀聲稱港人行近高鐵站會

被帶返內地，余若薇聲稱「一地兩檢」
使港人分分鐘在內地坐監。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嚴辭批駁有關言論「荒謬」、
「匪夷所思」、「普通人都不會這樣
說」。事實是，內地執法人員只能在西
九站的「內地口岸區」活動，不能走出
車站範圍。況且，現在每一天有二三十
萬港人進入內地口岸，並沒有港人分分
鐘受到逮捕或者坐監的情況。公民黨一
味靠嚇，豈可欺騙市民。
公民黨聲稱「方案並非唯一選擇」，

聲稱「兩地兩檢」、在福田「一地兩
檢」、西九總站改作其他用途，皆為值
得公眾探討的方案云云，但這勢必將高
鐵變成慢鐵。歷史不會簡單重演。公民
黨反「一地兩檢」不得人心，因為「一
地兩檢」將香港連接兩萬多公里的內地
高鐵網絡，使港人來往香港與內地各大
城市的時間大大縮短，有助加強香港與
內地各方面的聯繫和民眾交流往來，並
促進經貿、旅遊及專業服務的發展，市
民當然普遍歡迎。有網上最新民意調查
顯示，支持「一地兩檢」方案佔比高達
91%。市民均認為「一地兩檢」有利香
港，又批評反對派是為反對而反對，不
得人心。

公民黨企圖重演當年推翻二十三條立法的一幕，其骨幹傾巢而出，粉墨登場

反對「一地兩檢」，將「一地兩檢」與二十三條立法相提並論，又成立「一地

兩檢」關注組，根本是故伎重施。公民黨濫用專業，炮製所謂法律理據，歪曲基本法，對抗人大

權威，其實是要佔領輿論陣地，誤導民意，組織規模巨大的反「一地兩檢」輿論攻勢。公民黨發

動輿論攻勢，也是動員市民反對「一國兩制」的慣用形式。但歷史不會簡單重演，公民黨反「一

地兩檢」不得人心，因為「一地兩檢」不僅符合「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更符合香港社會的最大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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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普城」雖然分裂，但佢哋對大家嘅
關心程度有增無減，互相追睇對方

嘅網上節目，真係個幾兩個鐘入面講咗一
句嘢都逃唔出對方耳目。「藍鳳凰」上周
五就喺facebook出文，話狗主喺節目到講︰
「喂，噚晚瞓覺打雷打到我醒，我睇下有
無劈死啲反骨仔，劈死啲不孝人士。」一
字一句咁記低，按網路上嘅分類，真係只
可以講︰「係愛啊！」
不過，愛嘅反面就係恨，「藍鳳凰」其
後就話︰「那（哪）來的自信，會覺得自
己未死，就等於自己係正義一方？個天未
整死你，話唔定係特登令你長命啲，等你
白頭人送黑頭人，等你冇仔送終呢！你知
你個仔做幾多傷身嘢啦！然後白頭人送完
黑頭人之後，先黎（嚟）個百病纏身，到

時候已經冇人冇物照顧你，最後先收你皮
都得㗎～所以咪咁老定呀！」

篤中死穴 狗主搵fb投訴
「熱青城」中人留意狗主，狗主嘅信眾
亦都好留意「熱青城」。「Paco Chong」
即刻cap返「藍鳳凰」嘅刻薄言論繼續鬧
爆，而俾人鬧中屋企人呢個死穴，狗主即
同大家講「仇恨言論，可以向fb投訴」，
仲講到明話︰「又搞我屋企人，既然唔敢
現真身，咁只有入黃洋達數！」有關呼籲
又即刻獲得信眾響應，而「藍鳳凰」亦似
乎轉咗另一個fb賬戶出post。
狗主話要入狗達數，眾所周知狗達向來
都係藉老婆去反擊，殘獸慧又再一次代夫
出征，cap低狗主個留言喺fb話︰「冇咒過

你，冇叫過人搞過你，冇得閒理過你，全
家比你鬧勻曬（晒），咒勻晒，你屈夠
未？」佢仲喺hashtag擺埋啲新仇舊恨落
去，包括佢早前封鎖狗主嘅人一事話︰
「我連block我覺得做嘢那西亂黎（嚟）既
（嘅）人都被人咒」等等。
狗主之後就喺自己fb回應︰「哈哈，終
於忍唔住開我名；好得很，那就開戰
吧！」並加上「闢邪辨佞」、「儆惡懲奸
替天行道」、「黃洋達不是說自己是幫會
首領嗎」、「不要做烏龜」嘅hashtag。殘
獸慧再反擊道︰「你開咗名好耐啦～侮辱
咗我地好耐啦。老屈咗我地好耐啦。不過
我冇興趣開戰，冇嘢要開戰，虛擬戰場我
不如打機。冇咒你冇搞你係你同自己過唔
去啫。我講事實。」

至於挑起戰端嘅「藍鳳凰」，亦寸寸貢
話︰「議員，乜成隻小學雞咁呀？65歲
人，十月一日生日就66啦，毫無身為長輩
嘅自覺同尊嚴，自曝醜態於公眾。响
（響）節目咒人全家俾雷劈犯眾怒之後，
居然走去吹雞port網民，打壓言論自由，仲
一副洋洋得意嘅衰樣，唔怪得選民離棄你
啦！冇咗黃洋達，你只不過係一件死老而
不。」
佢仲自high道︰「盲嘅都睇到，就係月

費收唔夠，搞到個個月要倒貼，又見陳雲
個節目《縱橫漢天下》課金金額高，搞到
條氣唔順，於是搵人出氣。」
其實兩邊愈撈愈唔掂，愈鬥愈小學雞，

大家都有眼見，咁多共通點，呢鋪打和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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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時報》被謔稱
為《篤數時報》，已係
人所共知，但「熱狗」

就一直死撐冇篤數。不過，「熱狗」過氣
「首領」狗達（黃洋達）前晚凌晨發個
帖，直播一隻蜘蛛，竟然都有6,000幾人
睇，如果唔係篤數，就應該係創造咗人類
史上嘅收視奇蹟。不過，唔少網民都唔信
有奇蹟，認為係「熱狗」篤數唔記得改人
數設定，有人仲寸爆留言問︰「凌晨六千
幾人睇？個（嗰）隻係蜘蛛俠嚟架
（㗎）？」
「熱狗惡報」facebook專頁前日貼出狗達
fb嘅截圖，顯示佢凌晨兩點幾三點直播所謂
「深宵生態獵奇」，其實就係播一隻蜘
蛛，竟然都有6,098人睇。「熱狗惡報」就
話︰「作為專業『篤數師』，黃洋達嘅表

現一直未如理想，舉個例子：凌晨三四點
影隻爛鬼蜘蛛，有乜理由『篤』六千人在
線圍觀啫！」一直針對「熱狗」嘅「香港
癲佬力量」亦有轉載，仲加上「病態說謊
症」嘅標籤。
唔少網民都留言力踩呢個直播人數。

「Albert Ng」揶揄︰「凌晨六千幾人睇？
個（嗰）隻係蜘蛛俠嚟架（㗎）？」「Pat-
rick Ng」亦話︰「會有6,000人半夜四點去
睇你隻死人蜘蛛？咁就叫生態獵奇？咁dis-
covery channel係咩呢×你個街？」「梁育
輝」直言︰「痴（黐）×綫，膝頭哥都唔
信。」
「King Kwok」就因此推算到「熱時」直
播「公式」︰「 墊底數……往後任何數字
都要減番6,098就岩（啱）喇……除非再
改。」

「傻根」觀眾仲少過隻蜘蛛
唔止咁，「熱狗惡報」昨日仲將有6,000

幾人深夜睇蜘蛛，同「青城派國師」傻根
（陳云根）前晚在《熱時》的節目比較，
後者竟然「只有」5,700幾人觀看，並揶揄
道：「何以會有此情況呢？有兩個可能，
第一：熱狗係喪屍，睇乜都一樣；第二：
陳云根、靳民知（節目另一主持、前黃毓
民助理）根本同隻蜘蛛冇分別。」「Chan
Pok Hin Dennis」補充道：「第三：睇蜘蛛
都好過睇陳云根。」
「癲佬力量」也分享了有關帖子，並質
疑道：「大佬，篤數都有個譜啦！黃金時
段比深宵時段，仲要少咗人睇！？當人白
痴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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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狗」平時喺網上對住
「狗主」黃毓民同「本民青」
喊打喊殺，搬埋人哋全家出嚟
咁滯，但當對住一啲樣貌娟好
而且無得罪佢哋嘅女仔，態度
即刻180度轉變，更何況係
《熱血時報》嘅新主持？好似
上個月先正式開咪嘅「法
子」，就喺facebook惹嚟唔少
狂蜂浪蝶，不過有啲「熱狗」
嘅留言就非常露骨，話想錫啖
人都夠膽死，俾狗主同「本民
青」啲支持者寸係咪前世未見
過女性。不過，「本民青」班
人都係差唔多質地，「青年新
政」阿Cheap禎（游蕙禎）前
幾日轉咗封面相，就即刻仆到
去供奉！

其實「法子」喺今年3月已經開始喺
《熱時》個節目《熱血劇場》客串，上
個月開始就喺《深宵fool人信箱》做主
持，書展期間都幫過手喺《熱時》攤檔
叫賣散貨。
fb專頁「香港癲佬力量」最近就收集

咗啲「熱狗」喺「法子」fb嘅留言（見
圖），嘩有啲簡直係性騷擾，有人就問
「法子」可唔可以畀佢錫啖，有人更加
離譜到話要「請你食腸」，畀「香癲
力」班網民鬧佢哋禽獸、人渣，其中
「Albert Ng」就話「班毒×對得禽獸
胃（陳秀慧）多，見到個正常少少嘅，
褲都除唔×切咁」。
都有人質疑「法子」做人夠「化」先

至吸引到咁多「熱狗」，好似「Yang
Tat Tsang」就叫佢「除低大眼仔（隱
形眼鏡）先講」，「香癲力」個管理員
亦都忍唔住話：「班狗公係唔會知道，
呢個世界有大眼仔、Mascara（睫毛
液）、眉筆、眼線、粉底，呢啲嘢可以
令一個平凡女人，呃到人叫佢一聲靚
女！」
不過，「本民青」班人都係有口話人

無口話自己，好似Cheap禎前排轉咗封
面相，都係普普通通側面照一張啫，成
班人即刻去佢fb同「女神」請安，又話
靚女又話有仙氣。學獎門人話齋，打和
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狗主入狗達數，殘獸慧自然要反擊。
fb截圖

■有網民惡搞狗主吹雞投訴「藍鳳凰」一事。
fb專頁「毓民memes」圖片。

■Cheap禎換咗張普通封面
相，一樣有大把人當佢「女
神」咁拜。 fb圖片

■狗達半夜播蜘蛛，竟然比傻根的節目更受
歡迎，連蜘蛛都不如，不知傻根有何感想？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