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香港眾志」黃之鋒不斷到各地與反華勢力勾結，近日更加入由在美國的

「民運分子」王丹籌備、料將於今年6月於美國成立的反對派智庫「對話中國」，其成員更包括「台獨」

分子林飛帆。黃之鋒昨日聲言，要在國際平台「抗威權政體」云云。香港政界人士批評，黃之鋒與反華

及分裂分子走在一起，借「國際平台」以抹黑國家，圖破壞國家行穩致遠的制度。有人更認為，特區政

府必須盡快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才能阻止本地政治組織與外部勢力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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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埋王丹堆搞「獨人智庫」
港政界批抹黑國家 促廿三條立法遏勾結

有毛有翼當然曉自己
飛啦，更何況氣焰囂張
嘅「香港眾志」？但飛

還飛，唔好掉頭咬自己「恩人」好噃！近
日，《蘋果》唔知做咩搵娛樂版走去跟
「青症雙邪」之一嘅 Cheap 禎（游蕙
禎），仲圖文並茂報道佢同「微胖男」拍
拖嘅報道。在「佔中」後「聲名大噪」、
同當初捧起佢嘅壹傳媒集團創辦人肥佬黎
（黎智英）唔妥嘅河童（黃之鋒），就點
讚仲轉發咗自己友爆粗鬧呢篇報道嘅帖
子，真係一啲都唔畀面。
話說《蘋果》圖文並茂咁報道咗Cheap

禎同疑似男朋友去大坑一間茶餐廳醫肚，
然後喺大坑道一條後巷嘅盡頭「傾密
偈」，仲話Cheap禎挨埋男仔身邊，成個
頭枕埋去對方膊頭，對方就輕吻佢額頭，
輕輕攬吓腰，之後又去到一間cafe再坐一
會，最後沿浣紗街離開時，男方再攬住
Cheap禎條腰仲咬耳仔成分鐘。

爆粗鬧賤格兼垃圾
睇完篇報道，學阿Sa話齋，「我想嘔

呀！」Cheap禎嘅自己友就覺得《蘋果》
好無良囉，曾任羅三七（羅冠聰）議員助
理、一時「港獨」一時「自決」嘅前學聯
常委司徒子朗就發帖，爆粗鬧《蘋果》賤
格兼垃圾。
成班「港獨」分子，包括曾經「受

害」、俾《蘋果》影佢同女朋友「溫馨」
嘅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中大學生會
前會長周竪峰、王澄烽，Cheap禎前助理
李宗澤，同「消失了的青症Plan B」袁健
恩等紛紛表態支持。
同一時間，「眾志」成班友，包括秘書

長河童，副主席袁嘉蔚，前學聯副秘書長
岑敖暉，繼承「學民思潮」但近期幾近無
影無蹤嘅「教育實驗學社」成員黃子悅，
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陳珏軒
等等都有讚噃。

陳秀慧見些牙好驚訝
「熱狗」嘅殘獸胃（陳秀慧）仲發現咗河童私吓分
享咗呢個帖，仲揶揄佢「哇～ 之鋒哥 share 人地
（哋）啲嘢××蘋果日報呀～ 震驚呀～」。不過，
獸姑妳反應過度啦，因為河童「紅」咗之後，一早已
經當肥佬黎「只係一個幫過我嘅契弟」，包括公開寸
過肥佬黎：「點解我17歲，你50歲，然後我就要特
別聽你講呢？」
另一個「幫過佢嘅契弟」、網台D100老細鄭經

翰，特登幫「眾志」開個節目，結果又係點？羅三七
同河童此前因衝擊政府東翼前地案上訴獲准保釋，翌
日就只係接受港台同商台嘅訪問。鄭經翰鬧咗幾句，
就俾羅三七喺fb公開話佢係「自負老人」喎，所謂
「用完即棄」，你班老人家真係識條鐵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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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慧發現河童分享司徒子朗鬧《蘋果》嘅帖子。
陳秀慧fb截圖

中文大學學生會「獨
莊」前會長周竪峰，在中大「民主牆」事件中爆
粗辱罵內地生為「支那人」，近期又到台灣出席
「五獨論壇」。曾與周竪峰拍檔的學生會前幹事
朱喬雋，近日就被澳門以危害公共安全為由拒絕
入境。朱喬雋聲言自己「遠離咗社混圈都一年有
多，估唔到上面咁睇得起小弟」，「真係有啲受
寵若驚」，仲引用「青城派國師」傻根（陳云
根）嘅「名言」，話「政治清算，不會饒過你
們」喎！不過，另一「獨人」、前中大學生會幹
事黃于喬就自鳴得意咁話佢去到澳門噃！有關部
門睇嚟都要留意吓嘞。

過 街 老 鼠

城大學生會評議會譴責幹事會混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年
初打着「本土」旗號當選的城市大
學學生會幹事會近日爆出內亂，會
長劉鵠賢及公關幹事稱與莊員「缺
乏互信」而請辭，但隨即被同學批
評上任3個月來「又hea又廢」。
而在二人辭職申請尚待討論之際，
城大學生會評議會前日再通過聲
明，對幹事會作出強烈譴責，批評
其在多項活動中不遵守財務守則，
並對其多次違反會章表示極度遺
憾。
各大專院校學生會近年被部分
「港獨」分子把持，以搶佔資源肆
意宣傳個人政見，甚或發動暴力衝
擊及散播違法違憲的「港獨」訊
息。但到真正處理學生事務時，他
們就以自己利益行先，損害同學福

祉，最終受到學生及社會大眾唾
棄。
城大學生會近月接連「出事」，

包括上屆「獨」莊幹事會在去年底
臨卸任之時便爆出「混賬」，單是
舉辦迎新營便虧蝕多達30萬元。
至本屆幹事會上任後，該會會

務同樣毫無建樹，有城大生批評
幹 事 會 「hea」 、 「 寸 」 及
「廢」。同時，其財政及行政混
亂問題也持續，會長劉鵠賢及一
位公共關係幹事在「上莊」短短3
個月後，即以「莊員間工作方式
有異及缺乏互信」為由請辭，學
生會評議會將於周一（9日）審議
兩人辭職申請。
前日舉行的城大學生會評議會常

務會議，通過了對幹事會的譴責聲

明，其中列出多項「罪狀」，包括
在上月舉行的學生會就職典體，幹
事會提出另外聘請設計師及管弦樂
團，但卻以「幹事間溝通不足」作
藉口，多番提醒下仍然沒有按「聘
請守則」及「採購守則」提交相關
財務文件。

辦活動連番違財務守則
另一「罪狀」則為2月中的派揮

春活動，幹事會同樣違反會章及財
務守則，未有因應獲校外機構贊助
而提交文件；而當時評議會曾因活
動涉違規而一度叫停，但幹事會卻
冥頑不靈擅自繼續活動。就以上事
件，評議會討論了對幹事會的遺憾
議案，並對其多次違反財務守則及
會章予以強烈譴責。

王丹前晚於 facebook專頁中，發
佈所謂「對話中國」的第一批

團隊成員名單，包括同是「流亡海
外」的「民運分子」項小吉、王軍
濤、蘇曉康、吾爾開希等，以及「台
獨」分子、「太陽花學運」的「搞
手」林飛帆，和黃之鋒等。

成員多「民運」「台獨」分子
該組織在新聞稿中聲稱，「對話中

國」是以推動中國向「民主化」、
「自由化」方向轉變為宗旨，預計將
於今年6月4日在美國華盛頓正式成
立。黃之鋒昨日則在fb專頁證實，他
將會加入「對話中國」。他聲言，盼
望在「國際領域的公共平台」，「參
與推動民主進程，共抗威權政體。」
王丹曾被揭發收受台灣地區前領導

人陳水扁的20萬美元資助，被外界指
是「私吞」捐款。今年初，他曾拍片
稱正籌備「對話中國」時，透露已獲
一些人支持基本營運資金，但沒有詳

細交代智庫資金來源，但聲言暫時不
會考慮公眾籌款，「只會通過私下渠
道，找一些有經濟實力的朋友支
持。」

盧瑞安：包裝勾結外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批評，黃之鋒
參加所謂「智庫」，是掛羊頭賣狗
肉，以此為包裝勾結外部勢力，與
「反華」、「台獨」分子等為伍，圖
無中生有抹黑中國。
他指出，該組織的目標明確，是為

了破壞國家行穩致遠的制度，而國家
發展一直平穩，不容相關組織借題發
揮。

何啟明：圖阻國家發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坦言，主

張「自決」的黃之鋒一心盼望中國
「崩潰」，相信參加該組織亦是「搞
對抗」，以在國際間不斷抹黑國家，

影響國家的發展。
他強調，中國「崩潰」實際上不可

能發生，呼籲他不要成為有心人利用
的工具，又認為黃之鋒倘真的希望
「對話」，就不應該與「敵意分子」
走在一起，建立所謂的「平台」。

王國興：立法有迫切性
「23萬監察」召集人、前立法會議

員王國興批評，黃之鋒是如假包換的
「反中亂港」者，現時加入所謂國際
「平台」，明顯是與「反共」、「搞
分裂」者正式聯繫，相信是為了獲取
更多資源。
他直言，是次事件為香港社會帶來

隱憂，特區政府應密切跟進。目前，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明確禁止香港政治
組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建立聯繫，
他認為立法有迫切性，本屆特區政府
應盡快訂立時間表，阻止這些人再肆
無忌憚地「建立聯繫」。
不少網民對該所謂「智庫」的運作

都抱有懷疑。「Lee Cheung」說：
「 又搵到一個人捐錢比（畀）你
（黃之鋒）嘅藉口。」「Louis Ho」
質疑：「呢d（啲）陳年老組織，呃
飯食幾十年你（黃之鋒）入去有咩
用？」「Sandy Mei Fong Chan 」就
相當心水清：「大家從來都是一家
人，從來是一個利益集團啦！」

■黃之鋒在fb證實將會加入「對話中國」。
黃之鋒fb截圖

只識網上打嘴砲、
講就兇狠做就毓民嘅
「鍵盤戰士」，其實

仲未算係最令人討厭嘅物種，最令人討
厭嘅係打嘴砲但同時唔抵得人做到嘢，
仲要用盡方法污衊其他人者。「香港眾
志」為咗喺明年區議會選舉爭位，同埋
培育參加立法會選舉嘅地區勢力，搞咗
個叫「南區萬事屋」嘅組織，開頭都好
似好勤力，做唔做到嘢就未知，起碼都
成日搵人落區打卡，但就真係路遙知馬
力，該組織近期似乎冇咩聲氣。不過，
所謂死唔斷氣，佢哋得閒唔做好地區工
作，反而發帖抹黑該區區議員，話人哋
冇做嘢喎！但睇睇 fb，數大家做過咩
嘢，就即刻高下立見。
「自決派」有幾咁堅離地，睇吓今

年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時嘅蟲炎（姚松
炎）咩表現就知。就係因為堅離地，
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抹黑對手，竟然
話一個喺深水埗做地區服務超過10年
嘅人係「富二代」喎！最後都奸有奸
輸。不過，由此可以睇到離地都唔夠
惡劣，造謠先至令人齒冷。同係「自
決派」嘅「眾志」，亦都淨係識玩呢
種套路。

參選時派單玩狗都打卡
話說「眾志」頭頭河童（黃之鋒），
同副主席袁嘉蔚為咗爭區議會議席同培
育地區勢力，成立咗個所謂「南區萬事
屋」嘅組織。最初兩人經常落田灣，派
傳單又打卡，玩狗仔又打卡，然後吓吓
針對田灣區議員陳富明，話人做唔到
嘢。但其實，要講地區事務，吼住立法
會議席嘅河童，又點會真心做嘢吖，所
以成日美其名以所謂「社區參與」，叫
街坊自己提出問題、自己解決喎。

不過，河童其後因衝擊政府東翼前地
刑期覆核被判監，5年內不得參選。知
道冇得選，佢就開始絕跡田灣，雖然之
後刑期推翻咗，但之後到「眾志」常委
周庭因為鼓吹「自決」而被DQ，冇得
參加今年嘅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同周庭
同黨嘅河童同袁嘉蔚就即時謝晒，幾乎
冇再落過田灣咁滯，但就繼續keep住
「萬事屋」呢個組織。

一味轉載人哋嘢扮做咗
近日，「萬事屋」突然又撩交打，發

咗張叫「佛系區議員」嘅帖，話有人
「掛banner當做咗，同亂claim功績就
會自動當選」咁話。佢班支持者就畫公
仔畫出腸，話個帖就係話緊陳富明咁

講。
講人講得咁過癮，又睇吓「萬事

屋」自己近期做咗咩？對唔住，睇勻
佢哋fb近期發嘅帖，真係涉及「做實
事」嘅就係有好幾個反對海怡起酒店
嘅帖，但內容都係鬧幾句，連落街收
集簽名都費事，只係叫市民「自己」
做佢哋個網上民調。其他帖呢，就係
不斷轉發其他專頁，例如「南區交
通」、「南圖」、「鴨脷洲變形記」
嘅帖，近期惟一一張見人嘅帖，就係
復活節幫人影相。
咁睇吓「掛banner當做咗，亂claim
功績」嘅陳富明嘅fb？佢詳細交代咗自
己近期喺區內做咗啲乜，包括敦促路政
署移除了在香港仔海傍道旁指示不清晰

的工程用臨時路牌，仲有更換連接漁歌
街及田灣海傍道行人天橋已損毀嘅照明
裝置，維修田灣興和街損毀多時的行人
路等消息。

當區區員有成績上晒網
睇返河童同袁嘉蔚想參選時，就日

日落田灣打卡，連同街坊隻狗玩都要
上載張相喺 fb，到現在除咗立法會港
島區補選期間猛為區諾軒拉票外，啲
帖唔單止人樣都唔見多個，就連地區
事務都基本無影，話人「亂 claim 功
績」？真係一隻手指指住人，四隻手
指指返自己，幅「佛系」圖，似乎啱
佢哋自己多啲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眾志」冇數即閃 反屈人claim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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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富明落力為街坊爭取改善地區設施。
陳富明fb截圖

▲「眾志」經常轉載他人帖文，加兩句
就當係自己嘢。 「南區萬事屋」fb截圖

◀「眾志」班友玩佛系圖，但圖中所講嘅自然係講緊佢哋自己噃！
「南區萬事屋」fb截圖

■城大學生會評議會在fb公開譴責幹事會。
城大學生會評議會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