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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療癒風格只係年輕人嘅專利？開晒口有
意出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嘅小麗老千（劉小

麗），就用實際行動話畀大家知，即使係四張嘢嘅中女都有權
行清新小確幸路線，不過就俾人恥笑到面都青埋啫。話說小麗
老千近日採用文青風嘅宣傳伎倆，以「守護平凡的幸福」為主
題，諗住老中青通殺，結果就連親反對派嘅時事評論員岸伯

FCC

縱「獨」 租約列明可收回會址

小麗口號露底「離地」
如問基層何不食肉糜

2018年9月13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外
國記者會（FCC）上月邀請「香港民族
黨」召集人陳浩天發表「港獨」演講，外
界質疑向特區政府租用會址的 FCC 有違約
之嫌。特區政府產業署昨晚公開與 FCC 於
2015 年簽訂的現行租契，當中有條款規定
FCC 不得將物業作非法用途，否則特區政
府可合法收回物業。
政府產業署昨晚向香港文匯報提供 FCC
會址租契。其中一條條款要求承租人（即
FCC）不得使用、批准或容受物業的任何
一部分作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用途，而出租
人（即特區政府）對於什麼構成非法或不
道德用途有最終決定權，其決定對承租人
有約束力及法律效力。
租契並有條款指明，如果承租人對任何
條款有任何違反、不履行或不遵守，出租
人可在之後的任何時間合法收回物業，承
租人已繳交的租金等費用不獲發還，出租
人也不用作任何賠償。
在 FCC 邀請陳浩天演講後，有法律界人
士指出，如果 FCC 中人明知陳浩天會作出
「港獨」言論，仍然提供場地、時間等協
助，有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
及第十條的煽動罪。

（王岸然）都頂唔順，日前話佢嘅宣傳手法上已經反映佢係離
地中產，所謂「平凡的幸福」對於九西為數唔少嘅基層市民係
黑色幽默，分分鐘難聽過粗口！
麗老千前幾日喺 fb 上傳「擇善
堅持 守護平凡的幸福」為題
嘅帖文，配上一張文青風宣傳照，
內文寫住「我相信不少人和我一
樣，相信幸福就是平凡，就是日
常：和自己摯愛親朋在一個安樂窩
生活，談天說地，或靜靜地看一場
戲，聽一首歌」，配上「守護平凡
的幸福」等嘅標籤（hashtag），真
係爭杯咖啡就做到中產。
正所謂「人唔笑狗都吠」，見到
小麗老千嘅最新出千伎倆，連見盡
風 浪 嘅 岸 伯 都 頂 唔 緊 ， 喺 fb 度 發
炮，話從張宣傳照嘅設計，已經睇
出有樓喺手嘅小麗老千係離地中
產，「形象呢家嘢，可謂相由心
生，你係什麽（麼）階級，就自然
有什麽（麼）口味，裝扮可以騙人
於一時，終於會露出本來面目。」

小

話平凡是福 不知基層苦
岸伯又話，九西大多數都係基層
市民，講緊連食住都未照顧到，小
麗老千仲叫人追求「平凡的幸
福」，直情離地到加零一，「『平
凡的幸福』呢句話對年青（輕）得
個做字，年老全無社福的公屋居
民、籠屋、劏房戶係黑色的幽
默。」
可能喺小麗老千眼中，你有你繼
續挨貴租住劏戶，佢有佢做議員又
可以月袋九皮幾嘢，然後靜靜地看
一場戲，聽一首歌囉，何不食肉
糜？
見到心目中嘅「民主女神」被批
評，「黃絲」仲唔衝出嚟護主？社民
連黃永志就聲稱，小麗老千做議員嘅
人工仲低過教書，話議員人工「得個
（嗰）9 萬幾（元）」咁少，小麗老
千仲要「捐咗一半人工，其實得 4 萬
幾」云云，鬧岸伯小人之心，以為小

大專校園「獨」風熾
阿曾憂香港路更窄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麗老千去選就係「為十萬蚊人工，唔
駛（使）定時返工」喎。
岸伯之後反駁，話大學兼職講師
一個月都係得萬幾二萬蚊，又冇福
利，何來好似黃永志所講嘅教書仲
好搵呢？佢仲暗寸小麗老千收壹傳
媒肥佬黎（黎智英）錢，「原來當
議員又辛苦又蝕底，難怪要秘密係
（喺）肥佬處出多份糧幫補家計。
真係陰公（功）啦！」

■小麗老千影呢輯相，俾岸伯質疑係偽基 ■岸伯寸小麗老千啲文宣離地程度直達火
層真中產。
王岸然頻道fb截圖 星。
王岸然頻道fb截圖

被暗寸
「百無」仲
「些牙」
獻醜

「咪投小麗等佢過平凡生活」
眼見小麗老千玩文青風格唔成，
一眾花生友搞到成地都係殼。「徐
玉麟」質疑小麗老千嘅文字又長又
臭，岸伯其實係提佢喺（嗰）篇選
舉文字離地，小確幸又好肉麻啫。
「Joey Yam」就揶揄小麗老千，叫
大家唔好投佢，等佢體驗基層感
受：「既然佢要大家堅守平凡，咁
首先到選舉嗰日唔好投佢一票，等
佢同市民一樣平平凡凡咁打份萬幾
蚊嘅工，過返平凡人嘅生活。」
「Mok Andy Kolice」就質疑反對
派口中嘅「小麗捐糧論」：「九萬
幾蚊未計辦事處預支營運開支， 個
個議員都申請到上限。 我淨係見過
小麗老母影嗰幾張餐券出嚟， 至於
係咪個個月有用一半人工買餐券，
連小麗老母自己都唔敢出嚟澄清，
居然有士兵衝出嚟，笑×死。」
「Rita Kwan」就恥笑小麗老千假平
凡真離地：「唔怪得小麗老母幾疊
樓揸手啦，教書都個個月多嗰
（過）十×幾萬加議席，發達
啦！」
其實無論小麗老千嘅宣傳手法係
行文青小確幸路線又好，尖沙咀大
媽路線又好，做「中間超人」都
好，都係嗰句：拎疊單證明你有捐
份糧先出嚟講嘢啦！

後生一輩呢期興行
文青風，而做得人阿
媽嘅小麗老千（劉小
麗）亦有意跟上今期潮流，踩過界踏足文
壇小天地，近日繼接連喺facebook度投放
「平凡幸福彈」，日前又喺 Instagram 上
分享由「資深文字記者」寫嘅「小麗老
詩」。驟眼睇以為首詩係讚緊小麗老千自
帶高潔光環啦，點知連班反對派同路人都
忍唔住要寸一寸，話首詩其實根本就暗寸
緊小麗老千無料無樣無自信，老千本人仲
要些牙（share）分享埋一份，真係不禁
倒抽一口涼氣。唔知到底小麗老千係老花
睇唔清楚人哋寫咩，抑或係其實自己內心
都好認同段文字呢？
小麗老千日前喺ig上分享一段關於自己
嘅報道摘錄，內容就話：「有一些女人，
總是相信自己的外表、才華、事業、家
庭、一切。有一些女人，總是不相信。劉
小麗這個人，是在不相信中成長。」驟眼
睇段文字，真係好似隔住個 mon 都感受
到小麗老千身上嗰種文藝仙氣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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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必揶揄文宣垃圾
結果係點？就係一眾反對派中人紛紛
出嚟恥笑小麗老千自high，以為人哋係讚
緊佢，點知原來係寸佢唔相信自己，話佢
無外表無才華乜都無，名副其實「小麗百

無」！曾經幫過小麗老千站台嘅「人民力
量」快必（譚得志）就揶揄佢，話首「小
麗老詩」內容猶如垃圾文：「如鬍鬚（曾
俊華）當年的『信我一個人不如信每一個
人』，又如黎明的『要贏人先要贏自
己』，但我最愛衛斯理的『食肉要食肥食
雞要食皮』。」

神駒二創回帶走數
狙擊開小麗老千嘅「無敵神駒」仇思
達都跟大隊，仲幫「小麗老詩」改第二個
版本：「有一些女人，總是不相信，不相
信市民並非白痴，老點市民捐一半人工、
免供『全民退保』、組織義工隊，全部沒
有實現。市民看在眼裡，記在心裡。至於
你們信不信劉小麗，我反正就不相信
了。」
一度被視為「青症」（「青年新
政」）Cheap 禎（游蕙禎）個「Plan B」
嘅袁健恩就覺得，連小麗老千都唔信自
己，憑乜要人投佢一票：「中文差，唔係
好理解呢句。係咪話連自己相信自己都
無？」
其實小麗老千又唔使對自己咁無自信
嘅，至少喺政壇上「老千一姐」地位佢認
第二，都無人敢認第一。不過想進軍文壇
就不了，進修多幾年中文再重新考慮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間大專院校的
學生會會長在開學禮上宣揚「港獨」，社會擔心
「獨」風在大專校園越吹越烈。「香港願景」召集
人、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這是由於部分
年輕人不信任「一國兩制」，擔心如果校園播
「獨」情況繼續惡化，香港未來走的路會越來越
窄。
曾鈺成昨日出席網台節目（上圖）時表示，過往
雖然有人提出「港獨」，但比不上現時那麼猖狂，
反映現時有部分年輕人對「一國兩制」極度不信
任，又指「間間大學都講『港獨』」的情況很難不
令中央關注，擔心事情如繼續惡化，香港未來走的
路肯定會越來越窄。
「香港願景」上月發表報告，建議盡快全面檢視
基本法的條文，包括將中聯辦在香港的地位正式確
立，反對派聲言這會讓中聯辦更多「干預香港事
務」。曾鈺成批評有關指控及「擔心」荒謬、無
稽，強調凡與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相互抵觸的條
文，都不會寫入基本法。
他重申，特區政府應同步進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和政改諮詢，以凝聚社會共識，平衡社會各方
的訴求，建立包容、尊重、互信的社會氣氛。

「五個謝偉銓」
拍片
籲勿逢發展必反
■謝偉銓
一人扮演
五角，講
清楚鰂魚
涌海濱發
展的來龍
去脈。
短片截圖

常與街坊談內地生意 老馮：何來隱瞞

■馮檢基反駁李永達和鄭宇碩的指控。
馮檢基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
期力數主流反對派並不民主的前民協
「元老」馮檢基，被昔日友好特別是
「民主動力」創會召集人鄭宇碩和民
主黨前主席李永達狠批，其中質疑他
有 意 隱 瞞 在 內 地 做 生 意 是「 有 負 選
民」云。馮檢基昨日反駁指，自己的
工作「對得住市民大眾，更對得住自
己」，又質疑鄭宇碩和李永達蓄意抹
黑，明顯是為包庇主流反對派欽點由
誰出選轉移視線。
李永達和鄭宇碩早前先後在網台質
疑，馮檢基有意隱瞞在內地做生意，

聲稱他是在被迫的情況下才說出來，
更揚言他的生意如果賺錢就是「接受
利益輸送」後再「回報」他人，如果
虧本就是「貪污」。
馮檢基昨日凌晨在 facebook 發表題
為「狠批李永達和鄭宇碩的瘋言妄語
（三）」的帖文，解釋自己在內地的
生意主要是「運用沖繩大學研究菌種
做除臭、淨水及養蝦工作」，而自己
和民協中人和區內街坊經常有談及做
生意的趣怪事，「係你哋（李永達、
鄭宇碩）唔知，但不能說我現在被迫
講」。

他續指，因為連年虧本，他在做了 6
年的股東後就退出，又批評李永達和
鄭 宇 碩 二 人 指 控 他「 利 益 輸 送 」 、
「貪污」，特別是身為前大學教授的
鄭宇碩，「連咁嘅評論都講得出，是
教壞學生」。
馮檢基說，自己的工作是「對得住
市民大眾，更對得住自己」，又特別
提 到 在 討 論 立 法 會 九 龍 西 補 選「 初
選」和「欽點」期間，李永達和鄭宇
碩 突 然 瘋 狂 抹 黑， 明 顯 是 包 庇 「 欽
點」，轉移視線，斥其行為並不民
主。

毛孟靜為
「反中」懶理爭取女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議
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醜出國際！
首屆國際國會女議員大會日前在愛爾蘭
都柏林舉行，毛孟靜與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代表香港立法會出席，然而毛
孟靜卻沒有坐在枱面放有中國國旗標識
的特定座位，反而走到「無國籍人士」
區域，發言時更一反會上的國際主流意
見，聲言香港立法會的黨派分歧極大，
很難可以組成女議員團。葛珮帆直斥毛
孟靜「反中凌駕一切」。

置，並按照英文字母順序分配座位，但
毛孟靜卻走到沒有國旗標識的後方位
置，擺明不願意坐在有中國國旗標識的
座位，寧願做一名「無國籍人士」。
此外，當其他出席的女議員指出，在
所屬的議會中，持不同政見的女議員都
可以組成女議員團、共同為婦女爭取權
益時，毛孟靜卻聲稱香港議會的「支持
北京」及「反對北京」派別分歧極大，
連對話也不太可能，所以很難可以組成
女議員團。

赴女議員大會坐「無國」席

趁機抹黑葛珮帆民生建議

葛珮帆表示，大會安排出席的議員坐
在桌面放有所屬國家國旗標識的特定位

葛珮帆更指，毛孟靜在當地發表的
facebook 帖文，並非分享會議經驗，竟

是抹黑她建議香港海水化淡的言論，以
及支持「港獨」及肆意醜化中國，「明
顯地，對毛孟靜來說，反中永遠凌駕一
切，為婦女權益合作當然沒有可能。」
至於會議情況，葛珮帆引述英國最資
深的女國會議員 Harriet Harman 指，英
國法例要求聘用超過 250 人的企業公開
所有職位的男女不同薪酬數據，去年數
據顯示，有八成企業在同一職位上給男
士更高工資，有些更相差超過六成，而
當資料公開後，情況正開始改善。
她認為，香港婦女也面對同樣的問
題，更沒有數據作分析及改善，英國的
經驗值得參考，同時預期在港推動公開
有關數據時會有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發展局早前與持
有兩幅鰂魚涌臨海地皮的發展商達成原址換地協
議，令港島海濱長廊免遭「切斷」，但由於新設計
加入零售、餐飲等元素，被反對派地區組織批評
「官商勾結」。本身是海濱事務委員會委員的建
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謝偉銓，
拍攝了一輯一人分飾五角的短片，強調各方為現時
安排協調多年，反而有人事事反對，令香港停滯不
前。
謝偉銓昨日在 facebook 上載短片，他在片中除了
做回自己：海濱事務委員會委員，更扮演發展局官
員、區議員、發展商及居民，講清楚鰂魚涌海濱發
展的來龍去脈。他強調，城市規劃絕對不能夠鐵板
一塊，各方持份者多年以來都很努力協調，大家都
以美化海濱為大前提，而發展局與發展商經過多次
磋商後，才能達成現時原址換地的協議。

補足地價無益發展商

■葛珮帆透露，毛孟靜沒有坐在放有中
國國旗標識的指定座位，反而選擇坐在
「無國籍人士」區域。
葛珮帆供圖
大會最後通過了聲明，出席者承諾會
盡力改善全球女性的生活、共同爭取性
別平等、增加女性在政治上的代表、推
動女性的社會地位、為全球性別平等的
工作努力等。

他慨嘆，有人抽空內容，一看到政府與發展商有
協議，就將整件事描繪成「賤換土地」、「明益發
展商」，但事實是發展商必須遵守相關程序，按市
值計算補足地價，「一蚊都唔少得」，政府也不能
強迫任何業權人進行非原址換地，「換句話說，如
果你買了一個單位，政府都不能用另一單位，強迫
你交換、迫你硬食」。
謝偉銓認為，如果每當看到政府與任何業權人有
協商，便形容為「利益輸送」、「官商勾結」，只
懂得標籤、事事反對的話，那香港只會舉步維艱，
停滯不前，希望大家聚焦在如何令最新方案的設
計，能為市民享用海濱長廊帶來更佳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