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 政 情 與 網 議 ■責任編輯：鄧逸明 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

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

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胡俊

斯）東區區議會佳曉選區補選於前

日舉行。民建聯、工聯會支持的候

選人植潔鈴以2,268票壓倒性勝出，

所得票數甚至高於另外兩名候選人

的總和。植潔鈴承諾上任後做的第

一件事，就先處理這數個月來收到

的個案、地區議題、政策倡議的意

見，積極跟進，同時會審視每一項

政綱，期望在短短的一年多任期內

有所進展，贏取更多市民的支持。

潔鈴當選佳曉謝票
承諾做實事拚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中聯
辦副主任陳冬日前與特區政府民政事務
局局長劉江華一行赴深圳市南山區考察
香港青年大灣區三業服務中心深圳站籌
建工作，並與深圳市青年聯合會、香港
青年聯會及香港新青會等團體負責人座
談調研。

陳冬在座談中指出，粵港澳大灣區規
劃為香港青年北上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時
代機遇、戰略機遇，在大灣區範圍內建
設一批香港青年三業服務中心，可有效
整合兩地政府和社會資源，為香港青年
到大灣區發展提供服務和支持。

陳冬考察灣區三業中心籌建

下星期一端午節點準
備好？「熱狗」同「獨
派」就決定嚟返場罵戰

先。話說反對派成日鬧建制派「蛇齋餅
糭」，但臨近區議會選舉就一個個回力鏢車
返埋自己到。「獨」派嘅「沙田社區網絡」
主席劉頴匡日前喺facebook貼文，話「民建
聯又係派糭，『泛民』又係派糭，『熱狗』
又係派糭，有鬼分別咩。」一句激嬲成堆
「熱狗」，連「皇后」殘獸胃（陳秀慧）都
出文反擊劉頴匡，班「熱狗」仲搵返劉頴匡
自己又派糭又寫揮春畀街坊嘅相出嚟恥笑
。其實有咩好爭吖，認自己之前鬧錯人咪
算囉。
劉頴匡前日下晝喺fb貼咗上面個寸嘴帖文，

再加埋「根本只係AIA同宏利既（嘅）分
別」、「根本只係美聯同中原既（嘅）分
別」、「根本只係網上行同香港寬頻既（嘅）
分別」，引嚟唔少「獨」派中人加入恥笑。
「Leslie Leung」就找不同咁話︰「『熱狗』
派的是皇天擊殺粽（糭）。」「Jayden
Keung」揶揄「熱狗」嘅縮骨話︰「『熱狗』
十點半至通知話有得派，十二點就截止。」

「神駒」鬧狗套街坊料
成日追擊「熱狗」嘅「無敵神駒」仇思達

仲貼埋「熱狗」派糭嘅圖出嚟，話佢哋根本
只係想呃街坊嘅個人資料︰「乜『熱狗』唔
係好鄙視『蛇齋餅糭』架（㗎）咩？做乜自
己派埋一份呀？各位街坊，千祈唔好貪心落
疊呀，呢班×街攞咗你個人資料，唔知會做
啲乜。嗰隻咁嘅爛鬼熱狗糭，唔好制呀，食
咗真係背脊骨落！」「Vega Tam」亦留言
做證︰「之前我都有幫手派過糭，佢地
（哋）要用資料登記拎糭卷（券）再派。」
畀人喺網上恥笑，「熱狗」一大班人即刻

出文反駁，殘獸胃就即刻認同派糭冇問題
話︰「民建聯又呼吸，『泛民』又呼吸，
『熱狗』又呼吸，係『偽獨』唔使呼吸都生
存既（嘅）。說好的社區工作呢？『熱狗』
從來都冇話人唔派得嘢，係你地（哋）講架
（㗎），咁你記得落區乜都唔準（准）派畀
街坊。」

「熱狗」挖對方派糭照還擊
其他「熱狗」就積極搜集證據，有人貼咗

劉頴匡之前派糭同送揮春嘅相出嚟，「陳泰
森」批評︰「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這就是
『獨』派一貫特色。」
有啲人就進一步攻擊佢個人感情生活，揶

揄佢個女朋友黃于喬派裸照。「手作達人」
吳斯翹就留言話︰「咁佢勁，人派糭，佢條
女派祼照。」「熱狗」前頭目狗達（黃洋
達）加把口話︰「呢個就係你地（哋）成日
講起嘅劉生？佢做咩架（㗎）？拉頭馬架
（㗎）？」「Siulok Chan」扮晒回應︰「拉
頭馬係出名嘅劉生，哩（呢）個係唔出名
嘅，只係馬扶（伕），拖隻肥馬，影下咸
（鹹）相咁囉！」
劉頴匡又冇退縮喎，噚日再喺fb回應︰

「民建聯呼吸、飲水，你唔會鬧佢，所以你
大可以一樣呼吸飲水。但民建聯派蛇齋餅
糭，你鬧足咁多年，然後跟住一齊派，就係
自相矛盾。」再加句「『熱狗』變相承認蛇
齋餅糭有如呼吸般平常」。
「Chan Kim Man」繼續挑劉頴匡機︰

「自己做就得，人地（哋）做就要×？」劉
頴匡再回應︰「就係我都經歷過，先知道根
本同建制派做既（嘅）無分別。」與其係都
要大家攬炒，不如承認其實之前鬧人「蛇齋
餅糭」係鬧錯咗啦。■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成日自稱「關鍵一
席」嘅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投票時再一次

「關鍵缺席」？雖然已經唔係咩新聞，但呢種
政棍嘴臉都係要揭示畀大家睇嘅。經常監察議
員投票情況嘅facebook專頁「無神論者的巴別
塔」前晚又點名批評民主黨涂謹申、尹兆堅，
「街工」白頭佬（梁耀忠）、公民黨郭榮鏗同
衛生服務界個李國麟缺席投票，令「熱血公
民」個蟲泰（鄭松泰）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提
出要調查沙中線事件一事被輕易否決。「巴別
塔」質問︰「乜你地唔係好×關注要用P&P
（特權法）查沙中線工程架（㗎）咩？哦原來
去到（投）票就可以唔投、齋吹就得？」

fb專頁揭鴿訟等缺席投票
成日都捉到班人唔出席開會投票，咩議題

都可以話唔出現就唔出現，「巴別塔」噚日
都大字標題寫「循例一貼」，去反映呢班反
對派議員例牌失蹤嘅情況。
亦由於呢啲情況唔係第一次出現，「巴別
塔」都預咗實會有人話「就算5個全部出
席，表決仍然會以26:26+兩票棄權而不獲通

過」、「內會過唔倒一樣可以響大會提架
（㗎）」、「內會過倒（到）咪一樣可以響
大會被否決」、「建制派見你多幾個人咪派
多幾個人黎（嚟）投反對票囉，你唔係咁天
真以為可以贏下話」。
不過，「巴別塔」就反問︰「乜你地（哋）

唔係好×關注要用P&P查沙中線工程架（㗎）
咩？哦原來去到（投）票就可以唔投、齋吹就
得？」佢仲話，反正選呢班人入去，佢哋投票
都係輸硬，「然後你地（哋）就用呢個藉口黎
（嚟）解釋點解成日可以偷懶唔投票，係咁嘅
話，選你班友入去做乜？乾逗（𢭃）人工？投
你『飯（泛）民』同投建制，又有咩分別？」

網民寸「自由度真高」
網民有啲睇到麻木，有啲依然憤怒。

「Ben Li」反問︰「又缺席呀？」「Mui
Ying Ling Allard」已經用大學生標準去衡量
話︰「議員人工真好搵，唔使日日番（返）
工，重（仲）可以走堂，自由度真高！」
「Raymond Chan」亦驚嘆︰「每個月九萬
六蚊，仲有什麼什麼津貼，當然未計約滿酬
金，但連最基本出席都做唔到？每一個星期

都比（俾）人
捉到呢？」
其他「獨」

派都乘機打擊
政敵。「香港
民族陣線」就
話佢哋連盡力
而為都唔肯，
「咁就真係睇
唔出仲有邊忽
關鍵，不過講
開又講，講
『必死的覺
悟』嗰個都未
死，所謂關鍵，理所當然地都只係過下口癮。」
「無待堂堂主」盧斯達亦話︰「個個都唔

投票，咁維持『泛民』大台呢樣野有咩用？
當時個個都話『關鍵一席』、要『保持否決
權』的人，會否切腹？」「Charlie Lok」就
睇得通透︰「點會？仲要兩年後（立法會換
屆選舉）翻炒講多次。」咁又係，班反對派
支持者反正點都會含淚投票㗎啦，show都唔
做好奇咩？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四眼陳（陳淑莊）之
前死都唔畀人斬香港

大學鄧志昂樓門前嘅兩棵細葉榕，企喺
條路上大大聲聲扮要保護樹木，到上周
三港大有其他危樹倒塌，佢就深潛到無
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Ann姐（蔣麗
芸）見到四眼陳唔出聲想當冇事，前日
就喺facebook帖文「尋人」，驚四眼
陳「潛水太深，恐生意外」喎。唔少網
民都留言恥笑四眼陳抽水抽出禍。

網民寸反對派齋抽水
Ann姐個帖文附咗張尋人嘅相，中間

印住四眼陳個樣，內文就話「自上月陳
現身港大石牆瀕塌大樹現場後，本月6
日港大有危樹倒塌，同月8日再有大樹
倒塌，陳氏卻一直未有現身，余甚掛
念。連日大雨，余憂其潛水太深，恐生
意外，任何人士如發現其行蹤，請即告
知，萬分感謝。」寸爆四眼陳抽水不成
就潛水。

唔少網民
都加入鬧爆
四眼陳班政
棍 只 識 抽
水，唔顧市
民 利 益 。
「Ming
Yam Sit」
話：「有啲
黃屍之前寸
我！話嗰啲
樹 係 冇 問
題！如果要
斬，全世界
好多樹要斬，但我問佢係咪呢方面專
家，（佢）即時粒（笠）水，好似失蹤
個（嗰）幾（個）議員一樣！」
「Franky Wan」批評：「見怪不怪，反
對派一貫作風，有抽水出鏡機會，一定
最前線，出事就潛水。」「Chun Kau
Chiu」揶揄︰「改名陳『縮』莊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在昨日凌晨選舉結果出爐後，高票勝出
的植潔鈴隨即在facebook發帖謝票。

她衷心感謝每一位前輩、地區兄弟姊妹、街
坊朋友、義工及家人，同時感謝另外兩名參
選人令選民有更多選擇，讓市民對社區未來
有所思考。

首務跟進地區個案
她承諾在進入議會後，定必做實事、拚民

生，以回饋大家，而上任後的首要工作，是
優先處理及積極跟進近數月收到的個案、地
區議題、政策倡議的意見。同時，她會審視
每一項政綱，期望在一年多的任期內取得進
展，贏取更多市民的支持。
植潔鈴強調，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就是她的
動力，有街坊投票，才令她成功當選。

顏汶羽勉善用平台惠社區
雖然投票當日已由清晨忙到凌晨，但植

潔鈴並未因此而停步。身為民建聯家庭事
務委員會幹事的她，就出席了委員會昨日
公佈賭波調查的記者會。出席記者會的青
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會後就以「堅持令我
感動」為題喺fb發帖，指自己第一日識植
潔鈴，到喺青民工作，特別喺青民落區嘅
事上，一直深深感受到佢嘅堅持。「我認
識好多青年從政者，佢係對事情最堅持、
執着嘅一個！」
他形容，此次選舉的勝利，讓潔鈴有一個

服務市民的平台，並鼓勵她：「嚟緊要時刻
緊記每個市民嘅寄望，也要善用議會嘅平
台，為市民、為社區帶嚟新嘅一頁。您自己
嘅事業，也有新嘅台階，也有新的階段，係
時候再努力！」
在記者會後，植潔鈴累得連隱形眼鏡都戴

不了，要戴着眼鏡向市民親身謝票。
工聯會港島區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就勉勵

她：「努力沒白費，3號植潔鈴力壓對手勝

出。團結一致克服困難，市民都期望社區要
實幹，不要偏激政治化，不要拉布，不要搗
亂。」
民建聯昨凌晨發稿，衷心感謝2,268名選
民的支持和信任，並感謝各建制政黨及團體
在補選中發揮團結力量，落力拉票及站台，
還有義工團隊和友好團體的幫助，讓民建
聯、工聯會支持的候選人植潔鈴得以在東區
區議會佳曉區補選中勝出。

民記：續為民生獻力
民建聯表示，植潔鈴自小在小西灣區居住

和成長，一直熱心參與社區服務，她最大的
希望是與居民攜手將佳曉區建設得更美好。
今次植潔鈴能夠勝出，反映居民認同民建聯
的理念，選民給予的每一票支持，都會成為
民建聯實踐這個理念的動力。民建聯相信，
建制派將會繼續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各
方面共同合作，貢獻國家及香港。

反對派「關鍵缺席」懶理蟲泰動議

訟黨淑莊變「縮莊」
塌樹深潛拒「上水」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陳
川）為咗爭明
年區議會選舉
議席，反對派
之間咬來咬去
已非新鮮事。
最近，「將軍
澳青年力量」
嘅社區主任張
鳳嬌，就因為
爭位而同「將
軍澳民生關注
組」嘅陳耀初
嗌交。近日，張鳳嬌就出咗張
帖，話陳耀初嘅單張用嘅相侵犯
咗佢版權喎！
睇吓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

莊匿喺柱後扮記者向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陳帆「叫問」，同
「議會陣線」議員毛孟靜扮抹
鼻涕拉布，就知反對派中人幾
咁小學雞。
有意出選將軍澳富藍選區嘅張

鳳嬌，早前聲稱佢嘅直幡俾當區
區議員「遮住」、俾人欺壓喎，
打住「將民組」旗號嘅陳展浚突
然去挑機，話佢𠝹「將民組」有
意喺同區出選嘅陳耀初嘅票，結
果打晒大交。

「將民組」「將青力」互數臭
陳耀初唔知係想抽水或者伸吓

橄欖枝，近日印咗份單張批評建
制派議員幾「過分」，單張內用
咗「將青力」此前喺fb貼出嚟嘅
相，其中仲形容「將青力」係
「區外組織」。
結果呢，「將青力」就喺fb發

帖，話「衷心感謝各方人士支持
及鼓勵我哋工作」，又話佢哋係
「為服務『將軍澳區內』嘅地區
組織」喎，明係反擊陳耀初。
話鋒一轉，佢哋話「希望其他

人士能尊重知識產權，單張中兩
幅照片都同我哋 5 月 31 日 face-
book所發佈嘅一樣，唯單張上並
無標註照片來源，另亦有修改原
圖尺寸，我哋從未收到有任何人
士查詢借用或轉載」。
疑為陳耀初支持者的「Mayi

Lam」就留言回應：「Andrew陳
生本來係可以冷眼旁觀的，但結
果他在關注組出post（帖子）去

關注張鳳嬌小姐被欺負一事，某
程度係幫你地（哋）拎咗同情分
的。如果放page的地球post要咁
樣計較，第一俾（畀）街坊的感
覺係雞蛋（裡）挑骨頭、甚至有
些恩將仇報。第二俾（畀）街坊
的感覺係小家。」
「Ming Lam」就反唇相譏：

「想問下（吓）你地（哋）個親
愛既（嘅）Andrew叫人地『區外
組織』然後再偷人地（哋）張
圖，再改到完全唔出人地（哋）
個樣，再係（喺）個POST到隻
字不提受害人個名算唔算小家
呀？」
「Mayi Lam」就反駁：「如果

一張相不是什麼藝術設計，而是
純粹一個事實反映，再加上照片
本來也是刊登在一個公開的專頁
的一個地球post的時候，已經不
能叫作『偷』了。如果這樣叫
『偷』的話，我家兒子做功課剪
報剪了一張新聞圖片貼作業是否
又叫『偷』？」
她續說，「如果你還是堅持說

這是『偷』，我也說了其他解決
方法。一，叫人下架，甚至要對
方聲明以後不可再提及和刊登一
切有關你們組織和張小姐的資
訊；二，report（舉報）去 face-
book 囉。如果你（或你們）不
做這些動作就只是不停在此大叫
人家偷圖，其實有腦思考會上網
的街坊會覺得這些反應很小
家。」
咁樣都有得拗？第日無論邊個
選到，各位街坊真係覺得佢哋會
得閒理地區事務吖，定係將時間
花喺同對家玩小學雞嘢鬥氣呢？
相信大家一定心中有數。

「獨」人罵熱狗派糭 被起底自己都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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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5名議員缺席蟲泰
議案投票。

■陳冬與深圳團市委及香港青年聯會、香港新青會等團體負責人合影。 中聯辦圖片

■蔣麗芸發帖尋找陳淑
莊。 蔣麗芸fb圖片

■陳耀初的宣傳單被張鳳嬌指責偷用其圖片。 fb圖片

■殘獸胃
與劉頴匡
網 上 對
罵。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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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潔鈴勝出佳曉選區補植潔鈴勝出佳曉選區補
選選，，獲建制各方祝賀獲建制各方祝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植潔鈴在選舉後，繼續向
街坊謝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