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民鬧爆「低能議員」
Sandy S C Tang：議員咁醒
一早知唔係恐怖襲擊？

David Cheng：趙家賢可否擔
保開槍者有沒有其他同黨？或
埋伏在他處？

Lo Fung： 真 係 估 唔 到 D
（啲）區議員點樣用腦，有人
開槍兼冧幾個，嚴陣以待好正
常，唔通派幾個康文署當值實
Q得啦？

陳根：你事後睇新聞知道得一
支低火力槍+一個女人，就緊
（梗）係講得輕鬆，人哋報警
剩（淨）係話有人開槍咋，未
知幾多人未知幾多火力，唔通
叫兩個軍裝去睇下咩事先呀？

Vivian Cat：到警方唔出反恐佢
又話人懶懶閒，唔理太古居民安
全。

Corbusding Chan：會唔會將
來要求反恐特勸隊要着西裝出
場呢？

江建忠：以呢件低B議員的心
態，佢應該入稟法院申請禁制
令，禁止警察進入太古城巡
邏，以免驚嚇他和他心中要保
護的太古居民。

Bobo Kong：我覺得直頭唔使
報警，搵區議員去拉人咪得
囉。

Andy Chan：為左（咗）唔令你擔
憂，下次議員屋企被打劫，淨係
揸支（枝）警棍用望遠鏡望下算。

資料來源：fb留言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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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麗老千入工黨
為錢賤賣人格原則

鰂魚涌公園
開槍命案發生
後，警方出動

了反恐特勤隊跟進，民主黨的太古
城區議員趙家賢昨晨稱，他對警方
此舉「有保留」，令市民「擔憂」。

此言一出，網上恥笑以至批評不
絕。批評趙家賢事後孔明，一旦有
無辜市民被槍擊佢到時又會話政府
準備不足，有啲咁嘅議員，先至最
令市民擔憂。由於劣評如潮，佢最
終搵到個下台階，收回呢一番言
論，但就話係報道佢呢番話嘅傳媒
扭曲佢意思。網民當然唔放過佢，
質疑佢前言不對後語，係因為見到
民意而轉向，不愧係騎牆政棍。

事後孔明博出位 枉為滅罪委
身為當區區議員嘅趙家賢，在槍

擊案發生翌日上晝接受電台訪問，
《明報》嘅網上新聞竟引述佢話，
佢對警方出動反恐特勤隊處理是次
槍擊案「有保留」，更質疑「是否
有需要」，「去到的警察都知道槍
手被制服，場面穩定了……（出動
反恐特勤隊）啲人會否好擔心是否
有人拿着 AK-47。知多少少的市
民，見到傳媒畫面，會引起多少少

擔憂。」
唔少網民都批評趙家賢事後孔

明，抽水博出位。不少人都話槍擊
屬於極嚴重案件，加上發生時無人
能確認是否恐怖襲擊，警方嚴陣以
待作最高戒備是必然的，怕有市民

「擔憂」，不如叫食環署甚至佢自己落
去應付啦，仲恥笑佢個腦部構造係
咪異於常人（見表），佢喺回應時就話
人哋係「網上藍絲」，引發罵戰（見另
稿）。

搞咗成日，身為東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委員的趙家賢出席東區撲滅罪
行委員會。佢發帖話，東區警區指
揮官會上解釋，在案發時，警方收
到20多個報案內容，情報上反映當
時有眾多不同變數，警方為保市民
安全，決定採取高度戒備，而當時
反恐特勤隊剛巧鄰近事發地點，遂
成為首批到達現場的警力。

膠成日先知衰 言論前後矛盾
終於搵到下台階嘞，趙家賢話要

收回喺電台嘅講法，並認同警方當
時派出反恐特勤隊的安排，「同時
繼續高度評價警方在是次案件的處
理及調查工作，期待警方盡快查出
非法槍支來源，保障市民安全。」

佢又聲稱，自己喺商台的直播訪
問中，「從未曾使用『質疑』字
眼，該字為某報館記者自行使用，
特此澄清！」其後，他在留言中就
講明「某報」即係《明報》嘅網上
新聞，仲話對方「將我個意思扭
曲，加鹽加醋，衣（）下（吓）
嘢我表示無奈。」

所謂「覆水難收」，唔少網民都
唔接受佢解釋。「Shun Hui」就話趙
家賢之前網上同人罵戰時，根本冇
提過呢樣嘢：「您頭先唔係咁講㗎
wor（喎），無講係報社自行加上質
疑兩個字 wor（喎）。」「Donald
Li」揶揄：「今（前）早是發自內心，晚
上就口不對心，政棍本色！」

網民怒斥騎牆政棍不該
「Chris Yeung」就一語道破：「睇完

民意就轉風向。」「陳燕輝」附和道：
「好多議員都係騎牆派份（分）子
於己不利者馬上轉軚。強項。」

「Dick Yu」則道：「有警察趕去
罪案現場，無論甚麼編制，階級，
甚至係休班，都合情合理，都唔知
有甚麼問題？有甚麼好質疑/疑
惑……嘩（譁）眾取寵，不知所
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趙家賢抽警水被恥笑 做牆頭草賴記者

反對派見「對
家」唔小心寫錯
字，都借題發揮話

人質素低呀之類。老實講，反對派一樣
成日寫錯字，而且有時仲錯得非常離
譜。好似民主黨葵青興芳區議員吳劍昇
咁，竟然「祝」一個正在醫院搶救嘅女子
「R.I.P」（願他（她）安息），嗰位女士同

佢家人真係多得佢唔少！
香港文匯報此前寫過，公

民黨荃灣梨木樹東嘅區議員陳
琬琛，同梨木樹西嘅黃家華此
前聯合出張海報，話「成功爭
取梨樹路地面凹凸不平」，俾
人笑到面黃。佢同黨趙家賢講
太古城槍擊案嘅「偉論」亦俾人

鬧爆。唔知愚蠢喺同類之間係咪會容易
啲傳染，吳劍昇昨日亦「搞出大事」。

鴿訟鬥低能 偷刪都冇用
話說吳劍昇喺佢嘅自己議員辦事處fb

專頁上載一單新聞：一名女子在葵涌葵
富路葵涌廣場的寓所內上吊，並送院搶
救。翌日單新聞講得好清楚係送院搶

救，但吳劍昇有竟然喺帖度叫人「R. I.
P.」。

雖然佢fb冇咩人睇，但仍有人發現咗
呢個「詛咒」。「Lawrence Wong」就
話：「佢即係咒個女人死？」「Oliver
Lance」則喺佢fb留言：「仲搶救緊就
RIP？」如果女事主一旦有咩冬瓜豆
腐，咁佢真係「成功爭取」囉！

吳劍昇嘅fb管理員發覺後，只係喺留
言處道歉：「唔好意思，因為一早見到
呢個新聞，覺得很遺憾，一時手快寫錯
咗，非常抱歉。」然後就編輯帖文，刪
去「R.I.P」3個字。

以為冇人知？編輯記錄仲喺度喎！真
係學子華神話齋，若要人不知，唔好太
低B！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文盲鴿」何止錯字 竟「祝」傷患RIP

唔好以為趙家賢屬於「民主黨」，兼任「民
主動力」召集人就真係好民主喎，趙家賢喺
fb留言回應網民批評時，就搞「二分法」，

話批評佢嘅係「網上藍絲」。不過，佢黨友油尖旺社區主任李
偉峰，都發帖抽佢水，話同黨嘅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講法比較
正路」，哦，唔通民主黨內都有「藍絲」？

趙家賢俾人鬧爆時留言回應，第一句就話所有批評佢嘅人都
係「網上藍絲」，仲話自己「一向同警方有好良好既（嘅）溝
通」，自己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只係對警務安排上既（嘅）一
些分歧睇法」，「點樣真正支持警方政治中立而又公正執行職
務，本人相信小弟比你地（哋）班藍絲更為熟悉……」

同黨轉元老言論 摑臉啪啪響
查實唔少留言批評佢嘅人係「黃絲」嚟嗰噃。佢同黨李偉峰，

就喺聽完佢嘅「偉論」之後發帖，上載涂謹申就槍擊案見記者時
嘅新聞，仲話「太古城槍擊案……都係SHARE涂謹申講法比
較正路」。

佢又喺帖子嘅標註話「個人認為出動反恐特勤隊好正路」、
「港島區擺街又最重火力的隊伍」、「無咩做都會落地鐵站巡
更」等，摑趙家賢一大巴。

網民「Shun Hui」亦留言鬧爆趙家賢：「咩藍絲黃絲？『佔
中』我有去撐學生，係道理就係道理，枉您自稱博士。今次無
傷及無辜，您就覺得警方過份（分）緊張，如果好不幸有（傷
及）無辜，警方無以高裝備嘅特別部隊處理，您會咩（點）發
表？言論講到自己高人一等，您又知呢度留言無人比您更清楚
警隊職務？」

網民狂片「搞篩選」遭滅聲
「Sun Cheuk」亦話：「同你意見不同就藍絲？你講咩民主？咩

言論自由？係咪民主黨買左（咗）專利，得你用得？」「Vincent Lam」
嘆道：「啲泛民成日話人地（哋）乜都賴落『佔中』度，但係自己咪又係
成日凡事都分清藍絲定黃絲，總之唔認同就係五毛，真係無言。」

「Shuk Man Edith Yu」批評：「 Wow！唔啱聽就自動轉賬到藍絲
賬戶，議員要篩選市民顏色至會服務嗎？」「Sunny Wai」亦話：「唔
好反對你嘅就藍絲，支持你就黃絲……警方今次迅速處理，理應支持
及鼓勵，唔係雞蛋裡挑骨頭，請你唔好自動上腦~」

唔單止咁，有批評佢嘅網民更投訴俾佢block咗冇得留言。「司徒法
包」就話：「你樂意同警方溝通，咁點解要block啲市民唔比（畀）留
言呢？怕乜呀你？」「Sun Cheuk」揶揄：「言論自由係佢地（哋）專
利，得佢講。民主定義係我地（哋）係市民，佢係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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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譏老千為參選屎都食
Alex Wong：小麗老千你背棄晒2016
年投比（畀）你既（嘅）選民！

陳永仁：為參選連原則都放棄。好野
（嘢）。夠無恥夠賤。

Milk Tea：為左（咗）九萬六，牠（她）
是不會為自己無底線而感到羞恥的。

Alan Ho：根本就係欺世盜名搵笨×。
為咗九萬六，就加入同自己政治理念唔
同嘅政黨。

Wilson Kwan：姣婆遇着脂粉客。

Tsang Ka Wing：工人自決，踢哂
（晒）D（啲）老闆出公司，自己鍾意
出糧就出糧，返工就返工，放假就放
假，幾爽呀！

Pak NG：希望小麗老母攪（搞）到工
黨都死埋。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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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經常大搞暴力衝擊，
自然對維護治安嘅警察懷恨在
心啦，民主黨區議員趙家賢喺

太古城搶擊案中嘅表現，並唔係個別事件囉！公
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就對警隊招募廣告中有
警員話係因為「窮我一身使命感」而加入警隊
「好有意見」，仲話「聽完你唔打冷震唔起雞皮
當我輸」喎，真係仇警仇到上腦。
唔知係咪港島區治安好，所以呢區啲反對派議

員零舍仇警。話說網絡此前瘋傳一條片，片中訪
問一位喺暴雨下開工嘅地盤工友，係因為愛定責
任，呢位地盤工友就爆粗：「係窮呀，
××××！」警方近日招募警員，就仿呢條片拍
咗套宣傳片，內容係一名警員被問及點解加入警
隊，「究竟係咩驅使你喺暴雨下工作，係愛吖定
係責任感呀？」呢名警員就答：「係窮呀——窮

我一身使命感同服務社會！」
身為港島區立法會議員嘅陳淑莊，就分享咗呢

單新聞，仲話「聽完你唔打冷震唔起雞皮當我
輸」。佢班支持者，更喺留言時肆意侮辱前線警
員。「Joe Wong」稱：「乜野（嘢）原因做差佬？
夠×街~囉~」「Sam Fong」聲言：「黑警福利
甘（咁）好，非禮，挪用擔保錢自用，公務（器）私
用，坐監有錢收，無籍（藉）口唔投考香港公安。」
睇吓班陳淑莊支持者嘅留言，已經反映咗陳淑

莊係咩人啦！查實，唔係靠你班黃絲口中嘅「黑
警」，香港點可能成為全球最安全嘅城市？反對
派無時無刻不針對警隊，就連搞吓貼地啲嘅宣傳
就無限上綱，真係希望你班人成世人順風順水，
冇咩頭暈身慶（㷫），否則到時竟然要「黑警」
幫手，就真係情何以堪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陳淑莊仇警上腦 見警招募片打冷震

有傳媒此前報道，工黨已批准「小麗老千」同佢個
「小麗民主教室」加入做佢哋嘅團體成員，換言之

佢就可以孭住工黨牌頭參加今年11月舉行嘅立法會九龍西
議席補選，並可以根據「被DQ者及其組織成員優先」呢
個原則，由工黨嘅李卓人自動做「Plan B」，連「初選」
都慳返。

劉小麗昨日與傳媒茶敘時，就正式宣佈咗呢個消息。

「神駒」回帶小麗走數當食飯
一直批評小麗老千嘅「無敵神駒」仇思達就發帖，批評

佢「為求延續議席，無所不用其極」，「居然加入李卓人
所屬的工黨。劉小麗還提倡『自決』嗎？……『捐一半人
工』的承諾還會繼續履行嗎？」

佢仲回帶劉小麗在2016年6月28日接受《壹週刊》訪問
稱，稱自己「不會參與傳統政黨，只希望帶領新的政治文
化，不應該再依賴議員代言人在立法會內，喊兩句口號發
言便算，應結集公眾力量一同關心社會。這種只是在議會
內投票的舊式政治文化，是時候改變了。」

2016年4月14日，小麗老千又喺《自決論與世代交替的
需要》中講過：「傳統的『泛民主派』本來就只是小鬥大
幫忙的口頭反對派，在港英護蔭下乘『八九民主思潮』而
起，政治路線上以民主回歸論為主軸……」「益友」之一
「JoJo Wu」更製圖惡搞小麗老千（見圖）。

政壇變色龍揩嚟揩去
唔少網民狠批小麗老千係變色龍，邊度有利益就去邊。
「MW Cheung」就留言狠批：「雖然政壇都有好多n姓

家奴痴（黐）黎（嚟）痴（黐）去，但好似佢之前實牙實齒

講接受傳媒話自己唔加入傳統政黨，而（）家就一個屈尾
實（十）就投入工黨懷抱，我登（戥）當日真係睇佢宣傳而
投佢票選民唔抵，九萬六見證一個人的面具（目），真係好
唔×抵，佢份糧我有份交稅架（㗎）×佢老鼠！」

網民恥笑冇原則者物以類聚
史健仁亦話：「完全唔重視意識形態，思想及主張，

能夠幫自己搵到每月月薪連津貼接近三十皮，唔開會唔
投票都唔會比（俾）人鬧嘅荀（筍）工，就老竇老母都
可以亂認。明明係『自決派』（空洞無物嘅名詞），卻
走入社會主義嘅工黨。究竟妳係追求全球工人大團結，
定係為幾百萬香港人自決前途而戰？」

「Bill Cheng」揶揄：「何秀蘭入得工黨早就代表工黨
無咩立場。」

「Milk Tea」亦話：「為左（咗）九萬六，牠（她）是
不會為自己無底線而感到羞恥的。而且小麗老千始終如
一，貫徹老千性格。邊度有着數就去痴（黐）。」

佢仲揶揄：「會唔（會）係因為『自決派』的小麗老千入
左（咗）工黨，政府將成個工黨定性為『自決派』啦！」

華生：「泛民」私相授受小圈子
「Joseph Li」就狠批：「『泛民』搞的民主是甚（什）

麽? 係私相授受、係欽點、係小圈子遊戲。『泛民民主』
=扮民主，肉酸到嘔，核突到暈。」

「Endrew Cheung E」就關心另一樣嘢，就係小麗老千
聲稱當選後會每個月捐一半議員人工，喺九龍西成立服務

長者嘅義工隊，但結果只捐咗兩個月，義工隊亦無影。
他揶揄：「（小麗老千）會唔會咁講呢？『我已經加入

工黨，以前的選舉口號已不存在，所以無需再捐款，大家
向前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為咗人工九萬

六，反對派可以將原則主張棄之不顧！「瀆誓

四丑」之一的劉小麗，昨宣佈加入工黨，並積

極考慮以反對派「Plan A」嘅身份，參加今年

11月立法會九龍西議席補選。有網民就回帶，

指佢曾經話過「希望帶領新的政治文化」，不

會加入「小鬥大幫忙的口頭反對派」，現在明

顯係為咗高薪而無所不用其極，以今日之我打

倒昨日之我，果不愧其「小麗老千」之名。

■同甘共苦？我為份糧啫！ 網上圖片

▶冇事博宣傳，有事賴記者。 fb截圖

▲黨友見趙家賢乞膠，只好保持距離囉。 fb截圖

■又想傷者冇事又想RIP？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