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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ap禎怕坐監忽然孝順
「青症雙邪」
之一嘅Cheap禎
（游蕙禎）話唔

求情又求情，其中一封仲不斷「賣
小強（扮弱小博同情）」，話自己
雙親患癌，自己同父母相處嘅時間
一直倒數緊，所以希望唔使坐監，
畀佢「盡孝道」咁話。不過，唔少
網民都對Cheap 禎嘅求情冷笑一
聲，質疑佢忽然孝順，只係為咗唔
使坐監，仲反問佢︰「講到自己咁
想陪家人，咁之前又搬出黎（嚟）
住？」有人亦一針見血咁話︰「坐
監先識話照顧父母。既然要坐監可
以令你變得孝義，你更加應該入去
坐啦！」

話雙親患癌 突然「盡孝道」
Cheap禎話自己爸爸2011年確診
鼻咽癌，之後仲擴散到肺部；媽媽
就2012年發現大腸有癌細胞。雖然
雙親已經病咗幾年，其間Cheap禎
亦全力參加選舉，搬埋出嚟住又同
的士梁（梁頌恆）過夜，又成日同
人去飲飲食食，得閒又着下古裝、
化行妝咁影相派軍糧等，真係完全
唔發現原來佢嘅處境咁悲慘。
Cheap禎似乎同大家一樣渾然不
覺，所以喺父母患病幾年後、要判
監之前，佢先突然發現自己需要留
喺父母身邊「盡孝道」，希望法官
判佢社會服務令，唔使佢坐監咁
話。唔講仲以為法庭係判咗佢4年
唔畀佢見父母，其實法庭都係判
咗佢4個星期啫，之前啲時間咁嘥
法都唔心痛，呢4個星期冇理由唔
得嘅。

突然扮孝順，啲戲假到咁，霞姨
都唔派飯盒啦，法官噚日都好直白
咁話，呢個唔係有效求情理由嚟㗎
喎。

變臉樣衰「更該入去坐」
Cheap禎變臉變得咁樣衰，網民

點睇呢？「Chan Wing Him Ken」
最簡單直接︰「算吧啦你，博上
鏡！法官判得好！」
更多人就批評佢有事就攞父母病

情嚟擋箭。「Vincent Lau」直斥︰
「一有事就搬老豆（竇）老母出黎
（ 嚟 ） 求 情 ！ 」 「Sin Cham
Wong」有個加強版講法︰「求情
時，講到自己就嚟冚家×甘（咁）

嘅樣。」「Gavin Tai」揶揄︰「又
推老豆（竇）老母落火坑，又一個
『好有責任感』嘅年青（輕）
人。」
「Hadry Lee」就以子之矛，攻子

之盾話︰「『有機會盡自己作為女
兒』的責任？我可以解讀為扑嘢精
（游蕙禎）係過去廿年嚟，一直都
未有盡過作為女兒既（嘅）責
任？」
「Mon Tse」應該算係講得最持
平︰「平時就唔駛（使）照顧父
母。坐監先識話照顧父母。既然要
坐監可以令你變得孝義，你更加應
該入去坐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轉身遞封求情信先！」
啊，係3封求情信先啱。之
前仲口響響話自己唔會求情
嘅「青症雙邪」之一嘅

Cheap禎（游蕙禎），噚日賣甩黨友的士梁（梁
頌恆）一次過遞咗3封求情信咁多，舉動之肉酸
真係令人不忍直視，仲搞到的士梁姑姐喺庭外發
難，鬧Cheap禎反口。有網民就揶揄同的士梁
有曖昧嘅佢︰「真的夫妻有如同林鳥？大難臨頭
各自飛？應驗了。」

的士梁被賣豬仔 姑姐狂鬧
之前大大聲話唔會求情，仲狠話放到世界盡頭

咁講「只有做錯事嘅人先會求情」，結果大大個
回力鏢掟返埋自己塊面度，唔止自己寫咗封求情
信「賣小強」（扮弱小博同情），仲搵埋中學老
師同社運人士幫手寫，你話冇預謀都冇人信啦。
的士梁係咪俾Cheap禎賣豬仔，佢自己就無

講，但肯定佢姑姐就唔知情啦。有媒體噚日就報
道庭外情況，話的士梁個姑姐喺庭外發難，鬧
Cheap禎明明講好咗唔求情，但結果反口，質疑
佢係「泛民嘅人」喺度攪局喎。咁耐人尋味嘅講
法，向來視佢哋為「鬼」嘅反對派中人就留言質
疑︰「即係乜？梁（頌恆）是建制派呀？」

「點威點威 原來又跪低」
不過，更多人嘅反應係恥笑Cheap禎昨日攞

彩、今日跪低。網民「Po Tai Yeung」寸爆話︰
「點威點威，原來又跪低！」「Chiman Lau」
就諷刺道︰「都唔係型到最後，真係好失望。」
「Pang Kwok-kin」直言︰「先大叫不求情，博
『黃屍（絲）』掌聲，然後細細聲求情。」
「Peter Ng」表示︰「當日意氣風發，今天搖
尾乞憐，如果不給予教訓，牠（她）永遠不會成
長。」
唔少網民都話Cheap禎之流反口好平常。

「Jonas Cheung」話︰「反口，無恥，這些是常
識吧？」「David Lam」亦話︰「從來都係反口
覆舌㗎啦！咁×巴閉唔好求情呀嘛！」「Cham
Lim」表示︰「牠（他）們這種『泛民』、『港
獨』流氓，出爾反爾亦不是第一次而是經常性出

現的陋習，但可惜是香港選民的低智質差才導致
牠（他）們有機會當選！」

求情代表有錯 「摑邪恆一巴」
咁樣求情應唔應該有用呢？「Lee Lee」認

為，既然Cheap禎都覺得自己有錯，應該重判
啦︰「求情即是代表自己有錯，錯就要認，打就
要企定！」「Tim Yu」亦寸Cheap禎異想天
開︰「呀！求判社會服務令？不如求情無數或無
罪再獲堂費啦！」
「Leung Hing」就以「哲學問題」反問︰
「佢兩個明明係同一樣身份（一樣係不被承認的
垃圾已完），做同一樣行為，點解會一個知錯，
另一個就話自己冇錯呢？係邊個打邊個一巴掌
呢？」
不過遞完求情信，Cheap禎即刻戴返頭盔，喺

fb度引用屈原嘅《離騷》，又話自己無悔喎
（圖）。真係想有悔意又得，彈弓手收返悔意都
得。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就喺fb出文慨嘆︰

「屈原《離騷》是表達愛國愛民的情懷。如屈原
知道現代人這樣引用他的作品，他有什麼感覺
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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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雙親已經病咗幾年雖然雙親已經病咗幾年，，
但但CheapCheap禎一直以來都係飲飲禎一直以來都係飲飲
食食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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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暴力衝擊 誰隨時踎監
建制議員：無人有特權 盼議會秩序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症雙邪」梁頌

恆、游蕙禎聯同3名助理於2016年衝擊立法會會議

廳，各人昨日被判入獄4星期。多名經歷該場衝擊的立

法會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當日的衝擊場

面相當混亂，更有多名立法會保安受傷被抬離現場，

大家仍歷歷在目。今次判刑帶出清楚訊息：任何人、

任何身份，也不能超越法律，議員亦不例外，作出暴

力衝擊行為就須負上刑事責任，期望判決可令議會秩

序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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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認為，當日梁游兩人宣誓時未有尊重議員身
份，做出侮辱國家的行為，完全不尊重立法會這個莊嚴的平

台，其後更不理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裁決，硬闖會議廳，造成多
名保安員受傷。
她指出，法官判刑時考慮了各項因素，包括他們是否初犯、有無
悔意等，最終判入獄4周，也算合理，有一定警惕作用。判決也帶
出清楚訊息，讓大家知道暴力衝擊須付上代價；不論身份，使用暴
力衝擊的人必須負上刑事責任。

李慧琼：盡速起訴「佔禍」搞手
李慧琼又提到，游蕙禎呈上的求情信中，形容「自己作為公眾人
物卻輕視自己的言論影響力，並非好榜樣」。
她認為，游的說法同時反映了違法「佔中」搞手的問題，過去一
段時間有關人等過分美化暴力抗爭，提出什麼「違法達義」的言
論，對年輕人洗腦。年輕人因這些歪理而犯罪入獄，實在令社會感
到痛心及可惜，希望執法部門盡速將這些搞手繩之以法。

盧偉國：「違法達義」騙人歪論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他對當日的衝擊場面仍歷歷在目，當日
看到有多名保安人員受傷，更有部分保安人員被抬走，直至今日他
仍對此感到相當憤怒。
他說，今次梁游等人被判罪成及入獄，是罪有應得，希望判決能
起警惕作用，帶出一個強烈信息，不論什麼身份，持什麼理由，也
須遵守法律，合情、合理及合法，不能有任何特權，亦證明所謂
「違法達義」都是騙人的虛偽言詞。

郭偉強：港青需引以為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認為，梁游衝擊立法會會議廳，最終被
法庭定罪及判刑，可以帶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不論任何理由，
一旦違法的話，必須受到法律制裁，而且更會斷送大好前途，年輕
人要引以為鑑，不要受人利用。
至於今次判刑能否令議會秩序撥亂反正，郭偉強認為，現時策動
衝擊會議的人，從反對派近年肆意在議會內搗亂、互相包庇的行為
可見，即使有議員違法，也有「同道中人」站出來包庇。

陳振英：維護港司法尊嚴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指出，尊重法官的判決。過去一段時
間，無論議會及社會，均被暴力事件包圍，今次法庭的判決，除起
阻嚇作用之外，更維護香港司法制度的尊嚴，強調「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原則，並非以武力、衝擊行為，就能達到目的，亦希望
議會能重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
於是次「青症雙邪」梁頌恆、游蕙
禎及其3名助理被判入獄4星期，雖
然這是首次有人在立法會內作出刑
事行為而被判處監禁，但有法律界
人士認為，有關罪名可以判罰款
5,000元和3年監禁，是次案件中有6
名保安人員受傷，5人各被判入獄4
星期實在太輕，希望律政司考慮作
出覆核。

黃國恩認同涉暴力須嚴刑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

士黃國恩指出，終審法院在黃之鋒
等人暴力衝擊政總一案中已作出判
決，認同上訴庭就涉暴力的非法集
結罪訂立更嚴謹的量刑指引，強調

即使所涉的暴力程度不高，法庭未
來亦不會容忍，如有充分理由是可
判處即時監禁。這是非法集結罪判
刑的最高權威的說法，下級法院必
須遵從。
黃國恩續說，案件中，梁游兩
人不僅毫無悔意，還要諸多辯
駁，諉過於人，認為自己一點錯
也沒有，更認為只要對方「有
錯」，就可用任何方法解決，包
括使用暴力，這樣罔顧法紀的態
度對社會十分危險，亦對年輕人
作出很壞的反面作用。
黃國恩認同法庭必須對兩人判

處即時監禁，以儆效尤。一來讓
犯事者知錯，發出犯法便會受到
懲罰，沒有任何藉口可以幫到他

們的訊息；二來也警惕其他年輕
人切勿以身試法，糾正現時年輕
人經常聲稱「違法達義」，甚至
使用暴力的歪風。

傅健慈：傷及6人應重囚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坦
言，是次判刑太輕。
傅健慈認為，既然裁判官裁定5
人是集體行動，有計劃使用暴力，
以暴力損害立法會尊嚴，判刑就必
須有阻嚇刑罰，且游蕙禎等人沒有
悔意，但裁判官卻只判他們監禁4
周，刑期明顯不足，未能反映出案
件的嚴重性。
他指出，案件中有6個保安人員

受傷，監禁4周起不了阻嚇作用，
根據《公安條例》，「非法集結」
罪名若成立，裁判官可以判罰款
5,000元和3年監禁，律政司必須考
慮覆核裁判官這個判刑的決定，昭
彰正義。

湯家驊：暴力不能解決爭議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

驊昨日則在facebook發帖說，在立法
會作出刑事行為已不是新聞，但判
處監禁卻是第一次。
他希望事件令大家明白，不論政

治訴求如何「崇高」、強烈地感受
「壓迫」也好，「始終暴力不能解
決任何爭議，互相尊重是唯一出
路。」

■■梁頌恆和游蕙禎於前年強梁頌恆和游蕙禎於前年強
闖立法會闖立法會，，梁更以粗口手勢梁更以粗口手勢
辱罵保安員辱罵保安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