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貴圈真亂！「熱城」大搞清算，講句唔啱聽都即

係俾人當「鬼」辦。一直好黐「熱城」、在銅鑼灣

購物街針織欄杆一役受到唔少人支持嘅「手作達人」吳斯翹（Billie

Ng），就因為「生唔生仔」嘅問題同「葉政淳」葉偉健鬧大交，搞到

兩邊罵戰，你block（封鎖）我，我block你，鬥個不亦樂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有「獨派」中人話要生多啲仔，以免
越來越多內地人移居香港，「溝淡

港人成分」，同時要留下「鬥爭」的種
子云云。
最鍾意搞清算嘅「藍鳳凰」就發帖
話：「生仔救港？只係一廂情願嘅妄
想。而且今時今日生佢出黎（嚟），即
係要佢受罪姐（啫）……」
正當一班人圍爐之際，有個仔嘅Billie

Ng就留言話：「咁其實大家唔使咁辛
苦，日日鼓勵大家絕子絕孫，三十年後
乜問題都冇。」
「葉政淳」回應稱：「生唔生只係大
人決定，你有勇氣，我無，講出來唔代
表『鼓勵』人絕子絕孫。倒返轉我都唔
可能指摘生仔來持續鬥爭的人是『鼓
勵』人令下一代受苦吧。」

吳「勉」葉投稿「熔癌」
Billie Ng可能做慣阿姐，一被人窒就
受唔住反擊：「呢點你哋同容樂其班人
好啱傾，可以投稿腐仁（輔仁媒體），
佢一定登。」話說「輔仁媒體」總編輯
「熔癌」容樂其同「熱城」一直極為唔
妥，阿姐一句即時點着葉政淳：「你咁
講乜×嘢意思！」
Billie Ng就陰陽怪氣地回覆：「冇咩

意思，果（嗰）邊最憎人生仔。」葉政
淳繼續發火：「即係三句唔埋唔啱聽就
可以話人投共？咁呀，即係你生咗仔，
我唔會話你，但我唔生仔，講點解，就
叫我投輔仁，話好夾，得架（㗎）喇
你。……你叫我投輔仁，咪即係串
（寸）緊我，好×侮辱我喎，係咪當有
日你係（喺）部份（分）議題上同民建
聯有相同，我就可以話你不如！」
「藍鳳凰」也加把嘴：「你（Billie

Ng）知咁叫人投稿輔仁，係好侮辱㗎
可？……而且仲話『叫你投稿啫』，
come on 咁大個人，咁嘅場合包拗頸唔
係諗住可以滅火呀？」葉政淳就火滾
道：「一係道歉，一係入來理論，你cap
圖係（喺）自己個wall度等人評下你你
咁講有無問題。」

葉反咬吳講話離譜
葉續稱：「嬲除咗句嘢本身，我同輔
仁容（熔）癌全面反面係因為熱狗立法
會頂門事件，往後亦受到輔黨攻擊。另
外係我估唔到會有呢種展開，我認為到
今日仲留得低嘅，講說話唔會咁離譜，
係我自己對所謂同道嘅期望太高。如
果，只係如果，我一開始拎佢同曾蔭權
放埋一齊，你睇下呢班女人s會唔會有

風駛盡，追殺到底。」
「熱狗」「Karen Chiu」也道：「如

果葉政淳講點解自己選擇唔生仔就等於
同容（熔）癌好夾，咁我有養貓，盧斯
達仇思達法國佬嗰班都有養貓，咁我係
咪要過去埋堆？講唔通架（㗎）嘛，係
咪？……無啦啦話我哋成班認為『唔應
該以救港為前提生仔』嘅人會同容癌好
夾，咁講法真係過咗火位。當時（事）
人應該出黎（嚟）道歉。」
阿姐當然冇道歉啦，有啲「熱城」去
阿姐處留言，仲俾佢block埋。
葉政淳就道：「佢口大我口細，佢人

多我人少，無成本又可以逞口舌之快，
點解唔做？講真素來同佢無乜兩句，無
交集，佢唔駛（使）靠我我唔駛（使）
靠佢，鬧翻又有乜所謂。……呢單野
（嘢）本來閒過立秋，講句sorry我講錯
嘢，收返就完。但而（）家咁樣龜法
仲想帶埋返去佢本陣，肯定有手尾，我
又得罪多一黨嘅人。好多積怨，就係咁
樣無厘×頭地日積月累。」
所以話，「熱城」成班都小家玻璃
心，都唔知幾時踩親某個人條尾，俾
佢哋當係「自己友」，都真係要喊三
聲。

■有「熱城」成員去阿姐處留言後表示被
block。

「生仔救港論」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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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會見林鄭講話的四個重大信息

林鄭特首及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
來，經濟民生方面取得顯著進展；與此
同時，香港社會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爭
議。林鄭赴京述職，中央如何評價特區
政府的工作？怎樣評估香港的最新形
勢？對香港的發展有何要求？備受關
注。

中央高度肯定林鄭實現良好開局
習主席親臨香港出席回歸20周年慶

祝活動並發表系列重要講話，為香港
發展指路引航、加油鼓勁，產生了很
好的社會效應，帶來香港形勢根本性
好轉。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
區政府上任後，落實習主席聚焦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的要求，積極回應社
會訴求，促進穩定和諧，在教育、青
年、住房、扶貧等多個領域推出新政
策、新措施，帶來了新氣象。
香港社會受泛政治化困擾已久，確

實是人心思穩，人心思變。林鄭推出
一系列經濟民生方面的政策舉措，都
得到了社會的廣泛支持。林鄭上任後
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在良好管治、多
元經濟、培育人才、改善民生、宜居
城市及與青年同行等多個領域，描繪
了施政藍圖，贏得了很高的民意支持
度，即使是「逢政府必反」的反對
派，也不敢「綑綁否定」。林鄭加強
同各界人士溝通、促進社會穩定的努

力，也得到了社會的認同。
習主席明確肯定 「實現了良好開

局」，帶出了多方面的重要信息：一
是對林鄭特首及新一屆特區政府工作
的認可；二是對香港各界努力促進穩
定、共謀發展的肯定；三是對香港形
勢出現重要好轉的確認。

把握十九大精神對香港至關重要
習主席在講話中特別肯定了林鄭帶

領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及時學習領會十
九大精神的做法。
十九大不僅描繪了決勝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偉大勝利的宏偉藍圖，開啟了中華

民族復興強國的新時代，而且對港澳
的論述非常全面和充分，有深刻的思
想性、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鮮明的導
向性，是開啟香港「一國兩制」新里
程的科學指南，尤其是十九大報告將
堅持「一國兩制」列入新時代堅持和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
既表明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重視，也表
明中央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方針
是長期的、堅定不移的，還表明中央
對香港的工作有新的要求。
由於體制和思維習慣的不同，特區

政府既沒有人參加十九大，也不容易
理解十九大的精神及對香港「一國兩
制」實踐的新要求。這可以說是香港
的「先天不足」。這是一個必須彌補
的不足。林鄭特首邀請和配合中央宣
講團到香港開展十九大宣講活動，可
以幫助特區政府官員了解國家發展的
戰略部署和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
的新要求，把握國家發展給香港帶來
的機遇。這一安排對於特區政府官員
及時學習了解國家的大政方針，具有
重要的示範意義。

香港發展方向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習主席強調，在香港成功推進「一國

兩制」事業，關鍵是
要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嚴格依照憲法和
基本法辦事。為此，
要把維護中央對香港
特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
有機結合起來。這一方面是提醒香港社
會，在享受高度自治的同時，必須尊重
國家憲法，維護好國家主權、安全和利
益；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央對於基本法
已授予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予以尊
重，不會以享有全面管治權為由任意加
以限制和干預。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支持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習主席對這句話作
出了最具權威的解讀：「這為香港發
展指明了方向，也是香港與內地優勢
互補、合作共贏的必然選擇」。習主
席的這個解讀表明了中央的大思路：
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既貢獻
國家，更帶動香港發展，進一步推動
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與祖
國人民共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
業。一句話，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
就是習主席為香港發展指明的方向。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首次赴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講話，有四方面的重大信息：其一是肯

定林鄭特首實現了良好開局，這既是對特區管治團隊工作的認可，也是對各界努力的肯定，更是對

香港形勢出現重要好轉的確認；其二是肯定林鄭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及時學習領會十九大精神，

這一安排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其三是要求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方針，既提醒香港社會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好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也表明中央不會對香港特

區的高度自治權任意加以限制和干預；其四是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既貢獻國家，更帶動香

港發展，進一步推動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與祖國人民共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業。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就是習主席為香港發展指明的方向。這一點，最值得香港社會重視。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獨婦」「政淳」狗咬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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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林
鄭月娥昨日舉行上任後第三次、也是首次
「齊腳」的集思會，一眾在港的問責官員
包括司長、局長、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都有
出席，聽取眾人意見集思廣益，並檢討過
去工作成效。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時表

示，集思會由早上10時至下午4時在禮賓
府舉行，會上有談及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施
政理念、管治新風格、財政政策、傳媒公
關等情況，並聽取官員的意見，集思廣
益。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透露，各司局

長、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都有出席，會上大
家分別發表意見，也檢討過去工作成效，
看看未來可以怎樣做得更好。
有網媒引述消息指，會上林鄭月娥及3

名司長都有發言，在會上介紹來年工作，
其中林鄭月娥表示新一屆政府開局良好，
會爭取在明年7月中前完成「一地兩檢」
的本地立法工作，不過就未有提及香港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及國歌法立法。

特首fb預祝市民聖誕快樂
林鄭月娥昨晚就在facebook上載兩張圖
片，一張為在禮賓府聖誕樹前的大合照，
另一張為開會情況。她表示昨日很齊人，
除了兩名不在香港的局長外，四十多名政

治委任官員齊齊出席，十多名政治助理更是首次
參加，大家也在聖誕樹前拍照留念，分享節日氣
氛。她更藉機預祝市民聖誕、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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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底周庭謀議席 放風願簽確認書 袋巾自摑挺「義士」「獨人」like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4個立法
會議席的補選將於明年3月11日舉行，其
中港島區方面，「中箭」（「香港眾
志」）大打所謂「政治倫理」牌，硬銷黨
友周庭出選，聲稱要「取回」主席羅冠聰
的席位云云。雖然講到志在必得、反對現
時機制，但周庭昨日擺街站時卻遲到了半
個小時，拉票期間更聲稱為免被取消資
格，「傾向」簽署選舉確認書，亦會按現
行規矩宣誓云云。

昨日街站有「瀆誓四丑」中的姚松炎、
劉小麗和羅冠聰「撐場」，但每逢出席活
動均「例遲」的「中箭」成員，昨日亦貫
徹其惡習，遲了半小時才正式進行造勢活
動，令到場採訪的傳媒，在太古廣怡商場
外的交通迴旋處吹了半小時風。被問及為
何遲到時，他們則稱「要等埋許智峯」。
雖然在修改議事規則一事上並無參加集

會，但周庭昨日依然以議事規則一事為談
資，聲稱建制派乘人之危，又稱預料日後

會有更多來自政府或建制派的「打壓」，
及會再次修改議事規則，以削弱議員議事
權力。她又稱，是次補選並非個別選區或
候選人之間的對壘，而是關乎整個反對派
的事情，揚言要令年輕聲音「重回議
會」，守住地區直選過半議席，「抵擋惡
法」云云。

豪放應允慢必過夜邀約
不過，面對參選資格一事上，周庭即時

顯得「保守」，聲稱「傾向」簽署選舉確
認書，亦會按現行規矩宣誓。出席「撐
場」的「人民力量」陳志全稱，誓要奪回
「被DQ」的議席，自己亦會騰出位於北
角的住宅單位，給周庭作為參選的「補充
站」，「鍾意上嚟擺嘢、上嚟休息，無任
歡迎，就算過夜都無問題！」
被問及是否敢這樣做時，周庭亦豪放

稱︰「點解唔敢？」

傳統反對派喺香港今
時今日嘅政治光譜下越

嚟越失色，再唔諗下計都幾閉翳。公民黨主
席梁家傑噚日就黐咗埋「獨派」度，去支持
「義士」，令唔少「港獨」分子開心畀like
佢。又係嘅，話晒公民黨之前都仲係割席團
體之一，梁家傑仲話過「立此存照反對港
獨」，家反而去幫佢哋手，真係大突破嚟
㗎，連「獨滔」（陳澤滔）主理嘅「東九龍
社區關注組」都即時轉風向話「多謝傑
哥」、「做得啱就要讚」。
「獨派」團體「東九龍社區關注組」、
「星火同盟 抗爭支援」同「守望前線」噚
日喺觀塘擺街站，𠱁 市民寫聖誕心意卡去
「支援抗爭者」，竟然有梁家傑做嘉賓助
陣，仲話到明「唔只13+3（東北案13名被
告及雙學三丑）佢都肯幫手」，咁即係「旺
暴」班人都支持啦。「東九龍社區關注組」
形容呢個係「好好嘅示範」，「唔同立場、
政治光譜嘅朋友都會有合作嘅空間」喎。

梁家傑仲出盡牙力話班「抗爭者」「對
香港作出的付出是無私的，對香港的承擔是
真誠的」，難怪班「獨派」支持者都反應非
常正面，「Charles Low」就話︰「係抵讚
既（嘅）。」「Lai Chun Rex」亦表示︰
「我會鬧『泛民』，都鬧過梁家傑，但今次
真係要多謝佢。」你話「獨派」幾易𠱁 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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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賓府聖誕樹前的大合照。 fb圖片

■集思會開會情況。 fb圖片

■梁家傑噚日黐咗埋「獨派」度，去支持
「義士」，令唔少「港獨」分子開心畀like
佢。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fb圖片

■陳志全揚
言，願意將位
於北角的家改
裝成周庭的選
舉分部，就算
同床都不怕。

■吳斯翹與葉政淳鬧大交實錄。

■葉政淳不同意吳斯翹的「生仔救港論」。
稱「不能接受把自己的後代捲入鬥爭」，該
言論惹怒吳斯翹而引起罵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