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區諾軒俾人鬧
就一定關新民黨陳家珮
事？成日鼓吹「自決」

又黐埋「中箭（香港眾志）」度嘅立法會
港島區補選候選人區諾軒噚日喺香港仔牌
坊搞起步記者會，點知就俾一班市民狠
罵，平時又要抗爭又盛嘅佢哋，就忽然柔
弱話自己俾人「圍堵恐嚇」，「中箭」黃
之鋒更言之鑿鑿稱「其中有人聲稱『支持4
號』」，想暗示係陳家珮方面嘅人搞事咁
話，但佢個黨友周庭貼出嚟段片就聽嚟聽
去都冇呢句啦，唔知係咪對方淨係對住黃
之鋒隻耳仔講呢？

黃之鋒屈是4號支持者
「港獨」、「自決」喺香港社會一向都
好似過街老鼠咁，結果區諾軒噚日同「中
箭」班人去到香港仔就俾幾個市民圍住嚟
鬧，其間仲有啲推撞。向來都話要「抗
爭」、又試過帶頭衝擊嘅佢哋，噚日即刻
「溫和理性」，話自己俾人「圍堵恐

嚇」，批評對方行為粗暴咁話。
黃之鋒喺facebook度講返件事時，無端端
加多句「其中有人聲稱『支持4號』」，疑似
想入晒另一名候選人陳家珮數。不過，睇
返佢黨友周庭段片，本身市民只係鬧吓佢
哋，但佢哋就不停追問市民投邊個，市民
粗口回應但就冇答，佢哋即刻話「建制派
嘅支持者就係咁樣嘅質素」，令到對方更
火滾，大鬧佢哋「漢奸」、「走狗」、
「打靶仔」等，但聽嚟聽去都冇人講話支
持4號。
話建制派支持者「咁樣嘅質素」，咁黃之

鋒個post下面啲留言又咩質素呢？「Peter
Chan」話︰「這辨（班）人用粗口當衆駡人，
完全沒有教養，狗仗主人勢，應該全部拉晒去
人道毁滅，包括狗嘅主人陳交义（叉）在內。」
「汪容」稱︰「黑警死哂（晒）去食
屎。」「Johnny Fat」同聲同氣咁話︰「呢D
（啲）咪基本中國人質數（素）囉，大家睇到
啦，哈哈，淨係不停吠……」又真係好「高
質」喎。

「陳奕深」就揶揄返佢哋︰「學生用粗
口同老師溝通差不多！好和平理性咁表達
緊訴求喎！」「單文偉」就突破盲腸話︰
「如果話建制支持者鬧你哋，倒不如話市
民唔歡迎你哋！呀！唔好意思！應該係討
厭或憎恨你哋至啱！」
陳家珮噚日就回應事件，強調有關市民
唔係佢哋嘅人，同時嚴厲譴責衝突同暴
力，期望選舉喺和平、公開嘅氣氛下進
行，唔希望有任何唔愉快嘅事發生。其
後，佢仲發帖提到：「今（昨）早在香港仔的
對峙畫面，對誰有利？對誰有害？我們不
禁要問事件是否有人自編自導自演？」

葉太促警方選管會徹查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回應有反對派

中人聲稱陳家珮的助選團向他們叫囂、推
撞時強調，他們早已就此提醒助選人員。
她不排除有人插贓嫁禍，會要求警方及選
舉管理委員會徹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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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諾軒與人衝突「中箭」圖嫁禍家珮

■■區諾軒與區諾軒與「「中箭中箭」」成員在香港仔成員在香港仔
被數名市民圍罵被數名市民圍罵。。 fbfb圖片圖片

要選民跨區投票
劉國勳批安排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民一般
都會被安排到鄰近的票站投票，但昨晨就
有最少10個粉嶺居民向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劉國勳投訴，指自己被安排到較遠的區
外票站投票。劉國勳表示，自己已向選舉
主任作出正式投訴，批評選管會安排混
亂，打擊市民投票意慾。
劉國勳昨日在facebook上指，早上收到

不少選民投訴，指自己被安排到區外票站
投票，例如有選民居於雍盛苑，屬欣盛選
區，區內票站理應是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
光學校（欣盛苑）及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
中學（雍盛苑/昌盛苑），「選民到票站
後，卻被指示要到古洞愛華學校投票，兩
站的相隔非常遠！類似的投訴個案，今
（昨）早最少有10個，本人已正式向選
舉主任投訴，請大家注意！」
劉國勳並在帖文加上「選管會安排混

亂」、「胡亂安排票站」、「打擊投票意欲
（慾）」、「票站主任無視問題」等標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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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松泰直認民調的目的是為「催票」。 鄭松泰fb截圖

◀姚松炎在帖子中借《熱時》民調為自己「告急」。
姚松炎fb截圖

今次立法會補選令人擔心
的一個現象，就是「暗獨」
的「自決派」，為勝出而展

露其真面目，公然利誘「明獨」協助，其間牽涉
多少利益交易外人實不得而知。身為「自決派」
的九龍西候選人姚松炎，就用《熱血時報》的
「網上民調」來「告急」，「熱血公民」主席鄭
松泰（蟲泰）更直認，「這個民調的效果是『催
票』啦！」
傳統反對派一直與「熱狗」唔妥，但姚松炎在

投票日前夕，就在其fb專頁上轉發《熱時》的
「網上民調」「告急」，稱其支持率正落後對手
9%。根據該「民調」引述的數據，姚松炎支持
率為38.46%，代表建制派參選的鄭泳舜支持率
則為47%。
鄭松泰就在自己的fb鬼拍後尾枕地指：「見有
網民壞心腸地猜測《熱血時報》的『民調』影響
『泛民』選情云云……只要大家用腦想一想，就
會清楚知道，這個民調的效果是『催票』啦！」

黃洋達曲線助范國威
正所謂有冇真係咁巧合，一直臭罵壹傳媒的
「熱狗前首領」黃洋達，竟突然在自己的fb專頁
分享了《蘋果日報》直播黎智英與代表反對派參
選新界東的范國威對談的視像。他雖在帖文中語
帶嘲諷地稱：「范國威面見肥佬黎，兩個一齊
喊，好感動！真正含淚投票～～新東『范民』贏
啦，可以放心了～～」不過，足本分享視像此舉
代表了什麼意思，相信局中人心知肚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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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網上民調」來「告急」蟲泰自認助蟲炎「催票」

在反對派「初
選」期間到結束，
姚松炎支持者如何

百般侮辱其對手馮檢基，相信不少人
都記憶猶新。昨日在補選投票日，姚
松炎的支持者再度發功，向親反對派
傳媒放料指馮檢基（老馮）的老巢
「水盡鵝飛」，又稱喪失議員資格的
「青年新政」游蕙禎（Cheap禎）未有
呼籲人投票喎。有人為咗當選，真係
不惜一切，連自己人都要潑污水。

《蘋果》指民協票倉冷清
話說昨日在姚松炎「告急」期間，

《蘋果日報》刊出即時新聞，大字標
題話《建制贏梗？馮檢基老巢冷
清》，內文話馮檢基的老巢、民協票
倉之一的深水埗麗閣邨一帶，姚松炎
只得一兩張被人破壞的海報和橫額，
宣傳品顯得零星落索，「全無選舉氣
氛。」
報道話區內氣氛和2015年11月時區
議會選舉馮檢基參選時「截然不
同」，仲話馮檢基此前喺自己fb專頁
不斷為自己拉票，但直到大前日都只
係得一則呼籲選民投票的帖文，「隻
字不提姚松炎」喎。插完一大輪，條
稿喺最尾先寫幾隻字，「其後得知，

馮檢基原來在石硤尾協助姚松炎拉
票。」
唔單止馮檢基，游蕙禎都俾人借

《蘋果》把口「清算」。《蘋果》即
時新聞報道一開口就將矛頭指向游蕙
禎，話「今次的九龍西補選，源於要
填補『青年新政』游蕙禎因宣誓案被
褫奪的議席，但作為補選源頭的游蕙
禎，補選前夕未有呼籲投票，今
（昨）天亦未見現身任何公開場合助
選」。
呢啲「民主霸權」，為咗勝出而連自

己人都要抹黑，真係幾得人驚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姚粉」賴老馮Cheap禎唔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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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的滋擾行動停不
了。陳家珮昨晚9時多在fb上
載短片，並發帖指自己剛在柴
灣天橋拉票時，被1號候選人
區諾軒的助選團嚴重滋擾，
「他們不斷追著（着）我，用
『大聲公』在我耳邊大聲嗌
（下圖），甚至作出種種不實
指控來挑釁！行為極度惡劣！
我在此作出嚴厲譴責！絕不容
忍這些暴力行為！」
陳家珮強調，不能讓激進暴

力候選人進入議會。「最後一
小時，我緊急呼籲仍未投票的
港島區選民，出來投票，支持
我4號陳家珮，踢走搞事份
（分）子！」

■■周炫瑋周炫瑋（（圖右圖右））破壞鄧家彪在大埔林村鄉公所外的帳篷破壞鄧家彪在大埔林村鄉公所外的帳篷，，當場斷正當場斷正。。 fbfb圖片圖片

鄧家彪昨日在facebook上發帖，指在凌
晨4點半左右，發現范國威的黨友周

炫瑋在拆毀其宣傳物資。根據圖片可見，事
件中的帳篷破損，並被推至變形。
目擊事件的助選團昨日詳述事件。在凌晨
3時左右完成其負責的、在太和邨亨和樓中
電的位置佈置有關宣傳物資的莫先生，在約
3時45分收到幫忙助選的新民黨張家峰來
電，稱聽到帳篷那裡有聲響，遂致電莫先生
詢問是否要拆帳篷，莫先生表示沒有，張家
峰隨即以電筒照看是誰人在拆帳篷，結果見
到相信是周炫瑋在動手。
張家峰其後到帳篷位置與周炫瑋對質，但

對方非但沒有停手，還着張家峰報警，至張

家峰報警時才想「商量」，但結果事件還是
交由警方處理。民建聯社區主任黃國偉則表
示，自己亦有在相關地區加插旗幡，但昨日
早上也發現旗幡不翼而飛。

彪責破壞選舉公平公正
鄧家彪批評范國威陣營的做法破壞選舉公

平、公正，並譴責這種選舉不公及暴力的行
為。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則呼籲選民用選票
趕走搞破壞的人。
鄧家彪其後再被問及相關事件時就表示，

由於他已將相關資料交由警方處理，故不再
作任何回應，以免影響調查結果。
周炫瑋則在facebook發文稱，是因為自己

昨晚發現有一帳篷「霸佔道路」，而他有
「相同款式的帳篷」，又曾指示同事及義工
到附近擺放，擔心是自己的帳篷阻路，所以
想移開帳篷。

范包庇辯稱「無破壞」
他聲稱，在自己知道帳篷不屬於他之後，

曾向對方「表示歉意及願意賠償」，但形容
是對方「執意」追究到底，又聲言自己「沒
有作出任何破壞」云云。
范國威回應傳媒有關提問時就包庇周炫

瑋，辯稱對方只是移開帳篷，沒有破壞，聲
言對方應該「擺事實、講道理」云云。
不過，周炫瑋到底是否在鄧家彪陣營佈置

好帳篷不久就「認錯」？網民「Ceasar
Chan」就在周炫瑋的個人fb有關帖文下留
言問︰「人地（哋）用藍色都認錯？」惟周
炫瑋沒有回應。

政界網民批知法犯法
多名政界中人均在網上譴責范國威陣營

的惡劣行為。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就
狠批︰「上樑不正下樑歪。用選票嚴懲！
用法治追究！」北區區議員黃宏滔、大埔
區議會副主席黃碧嬌均譴責有關行為可
恥，並批評有關人等「身位（為）議員 ，知
法犯法」。
事件令網民譁然。「Benny Wong」就

說︰「人贓俱獲，做得好！所謂『新×主同
盟』原來就係做埋啲咁嘅事？算係咩民主
啊？氓主啊？！」「Yuen Chiu Yuen」亦
說︰「『泛民』的組織在議會內外都搞事，
有破壞無建設，如果再選這等垃圾進入議
會，香港真的冇救。」
「Fifi Angela」就揶揄︰「范國威個賤人
琴（噚）日仲喺螢（熒）幕前賴（扮）晒正義
咁話選舉要公平、君子之爭，好似佢啲假人
（仁）假義既（嘅）人學人講選舉公平，笑
大人個口！周玹（炫）瑋要小心啦！范國威出
名小氣、無朋友、無道義，即使黨友都會出
賣，你咁樣累到佢，因住佢事後搞你呀，因
住連區議員都無得你做。」

毀彪帳篷「范」人斷正
附近旗幡不翼而飛 周炫瑋認「郁過」助選團交警方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立法會補選的

候選人各自各宣傳，但「新民主同盟」范國

威陣營竟半夜拆毀建制派候選人鄧家彪的宣

傳物資。鄧家彪表示，昨日凌晨約4點半，

其助選團發現「新民主同盟」區議員周炫瑋

在太和邨亨和樓破壞他們的帳篷，被當場捉

住，有數支旗幡則不翼而飛。對方一度道歉

並稱會作賠償，但助選團最終還是交由警方

處理。范國威及周炫瑋其後回應事件，承認

有動手移動鄧家彪方面的帳篷，但辯稱自己

「認錯」，才會造成「誤會」。不過，有網

民則在周炫瑋的帖文下留言踢爆︰「人地

（哋）用藍色都認錯？」
■■鄧家彪批評范國威陣營的做法破壞選舉公平鄧家彪批評范國威陣營的做法破壞選舉公平、、公正公正。。fbfb圖片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