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相手搭師妹「神駒」勾義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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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隨着中西區區議員的自由黨

陳浩濂、民建聯蕭嘉怡相繼加入

政府問責團隊，中西區區議會將

出現兩個議席空缺。據了解，建

制派正積極備戰，以免有關議席

落入反對派陣營手上，影響議會

的運作。他們認為，建制派在港

島區有一定實力，加上反對派在

議會內只顧拉布，毫無建樹，令

市民飽受困擾，建制派有責任站

出來為他們爭取。

有民建聯中人昨日指，蕭嘉怡所屬的東
華選區，自1999年起連續三屆均由

民主黨人勝出，但民主黨只打政治形象
牌，甚少處理地區事務，令居民苦不堪
言。直至2011年區議會換屆時，選民以選
票將民主黨當時的候選人何俊麒拉下馬，
由蕭嘉怡接手服務該區。
一直以來，民主黨心有不甘，不斷在社

區內搞小動作，試圖搶回該議席，早前更
「打開口牌」，聲稱傾向派人奪回東華選
區云。該民建聯中人透露，該黨正物色參
與補選的人選，暫時未有最終定案，還需
要評估對手、社區反應等，更不排除會派
員「空降」參選。

反對派或打「棄區論」抹黑
他估計，反對派可能會打「棄區論」，

將蕭嘉怡加入問責團隊炒作成「放棄服務
街坊」，企圖挑撥中間選民的情緒，但民
建聯曾成功應付過類似的抹黑：2013年，
陳百里辭去觀塘區議員加入政府，民建聯
其後派人參選保住議席，他相信經過蕭嘉
怡在東華多年的耕耘，當區市民對民建聯
的工作會有一定的信心。
至於陳浩濂所屬的山頂區，一直是自由黨

的囊中物，在2007年才被公民黨的陳淑莊
偷襲成功勝出，但只做了一屆就被陳浩濂擊
退。陳淑莊早前雖聲稱不會參與山頂區選，
但公民黨蠢蠢欲動並考慮派員參選，圖再次
「偷雞」。自由黨已表明必定會派員參加補
選，有指人選為教育局前政治助理楊哲安，
或曾參選中西區衛城選區的吳龍飛。
就立法會港島區可能舉行補選，建制派

亦已開始準備，除新民黨有意派員參選

外，民建聯也表現積極。有民建聯中人表
示，民建聯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為顧
全大局而僅派出一張名單，但他們在港島
區一直都取得兩席，反映他們的實力，不
可能缺席補選這一場戰役。

選民對拉布感極厭倦
民建聯評估目前的社會氣氛，選民對反

對派拉布、破壞議會秩序、拖慢社會進步
等已感到很厭倦，即使反對派派出形象鮮
明的所謂「政治明星」參選，建制派也不
會「冇得打」。
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議會的工作十分

吃重，故該民建聯中人認為，應該由具有
議會經驗的新生代接棒。據了解，民建聯
曾討論過由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出
戰，但目前未有定案。

誓阻反對派區會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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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香港法治 切忌輸打贏要

尊重法治的最基本條件，就是維護司
法獨立。公眾人士不分黨派與政治立
場，都不得干預法官審案，令法官能夠
嚴格按照法律秉公審理；如果當事人覺
得法官判決不公，可以提出上訴，由更
高級法院再審視案件，按法律作出裁
定；而律政司對於原審法官的裁決，如
認為過重抑或過輕，都可以提出上訴。
整個法律程序公平公正，也是香港法律
制度賴以成功的基石。
可悲的是，不知何時開始，社會有

一股歪風，由部分人士自訂一套所謂
「公義」的準則，為自己套上民主與
理想的光環，甚至將違法行為合理
化，任意妄為。七警被判刑，他們說
是彰顯公義；「雙學三丑」被判刑，
他們卻說成是政治打壓。令人感到諷
刺的是，部分法律界人士和法律學
者，他們口口聲聲「尊重法治」，
「維護核心價值」，遇到未如他們意
願的判決時，卻將司法獨立拋之腦
後，高呼「政治檢控」。這不是輸打

贏要是什麼？難道在他們眼中，法治
只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口號，而非應恪
守的原則？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海外傳媒無

視法官引述的法律理據，單憑判刑結果
及反對派的反應，就抨擊香港的司法制
度，指香港法庭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工
具，「中國迫使香港法官將民主運動人
士送入監獄」。今次的判辭以中文撰
寫，英文版本翻譯需時，難怪有社會人
士不禁反問，這些外國傳媒對事件作出

評論時，究竟有沒有仔細地看過判辭？
任何犯法的人也要付出代價，不能

因為套上「光環」就能免被起訴。事
實上，法庭已清楚交代判刑理據，就
是案中所發生的事根本就包含暴力，
法官直斥三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
是「口惠而實不至」。為何批評者對
這些法律理據，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
正正因為法庭受到肆意中傷，對香

港司法制度造成了一定傷害，大律師
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周五罕有發表聯合
聲明，指出「未見有任何跡象顯示近
日引起各方評論的幾宗上訴判決是建
基於法理及法律以外的因素」。聲明
強調，在文明社會中，對個別案件提
出的議題表達公開和理性的評論應獲

支持，但「若對法
庭判決作出無根據
的抨擊，甚至認為
判決是受政治考慮
影響而作出，這種
言論不但不合理，
亦有害香港司法及
香港社會整體利益。
維護法治，不僅是法律層面的需要，

更關乎香港的前途命脈。正如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所言，無理的指控只會動搖香
港法治基石，並且影響香港司法獨立和
法治精神。懇請反對派陣營中所謂法律
學者和有識之士，不要再以「違法達
義」和「公民抗命」這種如糖衣毒藥的
口號，蠶食香港的法治，破壞香港的司
法獨立。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最近「雙學三丑」及13名反東北發展人士遭律政司覆核刑期後被改判

即時監禁，兩宗案件都是律政司認為原訟判刑過輕而提出上訴得直的結果。可是，有立心不良的政

客將涉案人士形容為「政治犯」及受到「政治迫害」，對法官進行人身攻擊，企圖借助社會輿論向

法庭施壓。我認為，有關做法非常危險，更會對法治造成嚴重損害。

林健鋒 經民聯副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工
黨原主席胡穗珊辭職兼退黨，矛頭
指向身為工黨副秘書長的何姨姨
（何秀蘭）。有反對派中人就狠批
何秀蘭「迫走成個黨最有希望的年
輕人」，有人更話根據自己親身接
觸何秀蘭的經驗，話佢「人品絕對
有問題」，有人更燒到李卓人身
上，話佢治黨不力。
反對派中人「林忌」在工黨宣佈
胡穗珊辭職及退黨後發帖，不點名
批評何秀蘭：「有一個人，當年跟
阿姐（劉慧卿）衫尾入（以前綫身
份）議會，反目退黨收場；想埋大
狀（公民黨）班，最後不歡而散；
平日滿口關懷年輕人，最後入左
（咗）個黨，卻迫走成個黨最有希
望的年輕人；點人數嘅嘢你唔識咖
（㗎）喇，退休啦！」（見圖）

網民斥何「人品有問題」
趕走「年輕人」？哦，原來胡穗
珊只係得36歲，相對已經五十幾
的何姨姨當然係年輕人啦。不少網
民加把口。「Anna Lo」留言道：
「此人（何秀蘭）虎頭蚭（蛇）
尾，在做區議員不理區內事務，只
想做立法會議員，但是有破壞無建
設。」「Ching Ching」更指：

「最×憎何秀蘭，人品絕對有問題，我親身
領教過好多次，無恥賤人一個，我話嘅！」

李卓人被指「治黨不力」
有人就將矛頭指向工黨和李卓人。

「Lam Wai Kin」指出：「問題係工黨班友
當睇唔到，×街哩（呢）尐（啲）嘢真係唔
洗（使）分得咁細！」「Vincent Wai Kit
Man」直言：「李卓人治黨不力。」

「幻覺嚟嘅啫，嚇
我唔到嘅！」前日打

十號風球，全港橫風橫雨，不過「城邦派國
師」傻根（陳云根）竟然話自己住緊嘅沙田
無大風大雨，「城邦派」「地盤」大角咀更
加係出太陽，全因有「城邦神壇結界保護」
喎。最搞笑嘅係，喺佢出呢個帖文半個鐘之
後，佢就分享咗一段城門河邊行人路同單車
徑水浸嘅短片，真係唔知佢咩玩法！
不過，佢班「信眾」反正就是信了。 雖
然「Steven Li」提到城門河水浸，但「Ber-
nadette Wong」竟然話只係浸到沙田友唔敢
出街，同埋無垃圾沖上岸，「唔係國師肯為
我們係乜？」「Alan Fok」就話天文大潮一
定會水浸，以「城邦派」嘅人力盡晒人事㗎
嘞，唔可能求防風雨同時又求防水淹喎。
「Andy Mak Chun Wai」問到傻根點解

唔開「結界」，傻根就理得你死：「我在沙
田嘛，想死咩，這些海潮就由得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建制勢戰中西區補選

「香港眾志」羅三七（羅冠聰）入
冊，「無敵神駒」仇思達想起佢尾
注？話說神駒日前喺facebook度上載
咗同羅三七女友、「眾志」幹事袁嘉
蔚嘅合照，叫人哋振作咁話，不過佢
喺張相入面搭住女方膊頭懶親密咁，
啲花生友就慫恿佢乘虛而入，「機會
嚟喇飛雲！」唔知係咪唔抵得「狗

主」黃毓民啲「教徒」同「左膠」大團
結，「熱狗」除咗摷返神駒問候袁嘉蔚娘
親嘅言論之外，仲將佢哋嘅合照惡搞做AV
（成人電影）封面！（見圖）唔知羅三七
喺入面睇報紙會有咩反應呢？
當年神駒主張城大退出學聯，同當時喺
城大學生會入面嘅袁嘉蔚不時有爭拗，不

過神駒𠵱 家似乎拋開一邊先，話雖然佢兩
個想法南轅北轍，但佢男友羅三七被判監
「於我心有戚戚然」，「我諗唔到有任何
理由去講風涼話。嘉蔚，振作。」
神駒仲話，有人誤傳佢喺城大退聯期間

當眾用粗口鬧袁嘉蔚，但事實上係親「熱
狗」嘅「安德烈」所為，自己做唔出啲咁
無分寸嘅行為喎。
不過，親「熱狗」嘅fb專頁「廢除雙重
國籍行動」話咁快就摷到神駒講大話，好
似佢曾經喺fb咁樣鬧過袁嘉蔚阻止「退聯
組」：「×你老母袁嘉蔚！『退聯組』有
外校同學聲援，你就走去搵『城管』篤
魁。自己班學聯走狗，你就扮睇唔到，你
快×啲仆×死啦！」唔知fb咁多人睇，算

唔算神駒口中嘅「當眾」呢？
佢哋又話神駒之前猛烈譴責有份搞散

「佔領」行動嘅袁嘉蔚同羅三七，今日人
哋「求仁得仁」有監坐嘞，就走去扮friend
（友好），「嘉蔚嘉蔚……好×嘔呀×你
老母！」

稱是中文系畢業時與女方影
神駒當晚上「燶×台」（「MyRadio」）

做節目時，主持亦都問到佢呢件事，佢話
自己私底下都有慰問袁嘉蔚，張相就係自
己中文系畢業嗰陣同女方影，不過主持即
刻話「你隻手做咩呀，搭住晒喎」，佢就
解釋女方係同系師妹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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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賢謀搶議席 偉哥加持
「獨派」為重整旗
鼓，幾污糟嘅手段都
肯用。有意參加新界

東補選的前「學民思潮」發言人張秀
賢，近日在大圍港鐵站外舉行「一地兩
檢」街頭論壇，現場展示其巨幅照片的
易拉架，明顯是為了立法會補選偷步造
勢，「本土民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
（偉哥仰）也參與了論壇。咪住先，黃
台仰係一直死撐「道義上」應該將新界
東個位畀返「青症」嗰噃？佢到底係幫
張秀賢搶「青症」個位，定係搵個人同
傳統反對派爭DQ 4中「長毛」梁國雄
個位，好渾水摸魚？咁就請大家自行判
斷囉！

易拉架偷步造勢
張秀賢近日舉行「一地兩檢」街頭論
壇。名為街頭論壇，實為針對選舉的街
站，唔單止邀請「佔中三丑」的戴耀廷
同DQ 4中的姚松炎助選，仲邀請埋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擺埋
自己嘅易拉架，與其他「港獨」分子合
流，擺明係要同其他反對派中人搶議席
啦。
「本民青政狗」fb專頁「一盅兩件」

就對張秀賢極度不滿：「這個議席在政

治倫理上來說，一定是屬於『青年新
政』的，因為梁頌恆是一名獲得近4萬
票的『民選立法會議員』，卻被香港法
院『無理奪去議席』，而非被香港市民
的選票踢走！你張秀賢卻在這時搶議
席，在道德上說得過去嗎？」
梁頌恆被DQ，補選何時進行亦未有

消息，張秀賢這麼快進行隱性選舉工
程，擺明趁佢病攞佢命，搶「青年新
政」個議席。不過，一直死撐「雙邪」
嘅黃台仰出席咗對方個論壇噃，係咪應
該鬧埋佢「助敵」呢？講到底，政棍都
係為了議席。生為議席，死為議席，一
切都為議席，因為議席係佢哋嘅「生命
線」，為了議席，絕對「值得」自相殘
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
&

「軍師」料Cheap禎快踎監 轉戀「熱狗」女主持
被指為「青山新症

（青年新政）」嘅
「狗頭軍師」林浩

基，一向被視為「Cheap禎」游蕙禎隻
兵，雖然都係社運界用嚟恥笑吓冇咩實質
作用，但走去「投敵」就一定要清算。話
說林浩基日前竟然喺「熱狗」女主持法子
嘅食熱狗相度畀心心，即刻俾親「本民
青」嘅facebook專頁「香港癲佬力量」
cap圖擺上網公審，鬧佢自己俾「熱清
城」清算過都咁冇骨氣。有人就戥
「Cheap禎」唔抵話︰「時窮節乃現，見
禎禎就快入去痞（踎）離棄佢。」

「癲佬」斥「溝女食女麻甩仔」
「香港癲佬力量」噚日出咗上述帖

文，仲話︰「社運界一啲都唔複雜，其實
成個運作好簡單。好似老千達咁，擺幾件
靚女出嚟護住個雞棚，原來又真係
WORK（可行）架（㗎）喎。……社運
界太多一心諗住溝女食女嘅麻甩仔，冇眼
睇。」（見圖）再加上「林浩基」、「社
混」等標籤。「癲佬」其後回應人哋留言
時再講多句︰「佢自己都俾人清算過搞
過，都咁唔爭氣，睇到真係好激氣。」
隨即就係討伐林浩基嘅聲音啦。「Pat-

rick Ng」就話︰「呢條毒×就肯定係

抵×死唔
抵 可 憐
啦 ， 慧
（蕙）禎
BB 波皮都
摸唔到，
衰到連對
家有件似
人樣嘅都
忍唔住扯
哂（晒）旗
照 like，冇
骨氣兼冇前
途啦直頭。」「Chris Wong」亦話︰「林
浩基真係不愧波皮黨。」「Sam Yiu Tong
Wong」則謂︰「林浩基呢d（啲），八個
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有人就攻擊法子嘅外貌，話佢對大眼con
大到眼白都唔見咁滯，「Yuen Siu Mo」
更問道︰「外星人進食有咩好睇？」
林浩基回應件事時就輕描淡寫話︰

「So sad，我唔識佢。」不過，佢畀法子
嘅心心就依然堅定，冇去收返，但之後就
喺自己fb轉載返「Cheap禎」嘅文。咁人
哋鍾意服多重「兵」役，又冇話唔得嘅。
只能夠講句時窮節乃現，日久見「淫」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
�
&

■張秀賢放置易拉架偷步造勢(紅圈示)。

&&
&
1��

■網民寸傻根「結
界」失敗。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