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小麗報名 避談「自決」圖洗白

小 麗
老千（劉
小麗）喺

前年選舉嗰陣，死都唔肯簽
確認書，表明擁護「香港是
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等基
本法條文，仲特登寫文寸簽
咗確認書嘅熱狗（「熱血公
民」）阿蟲泰（鄭松泰）跪
低𠻹（見圖）。但過咗兩年
咁多啫，佢就嚟個急轉彎，
為咗可以喺九西補選「入閘」就粗粗哋簽咗佢
嘞。又難怪嘅，為咗九萬六，佢仲有啲乜嘢係
做唔出吖，難怪有網民唱埋佢心聲出嚟：「為
兩餐乜都肯制呀前世！」

「重要關頭會否為一己私利」
小麗老千當時篇文係點名回應蟲泰嘅，睇

落非常義正辭嚴，話政治人物最重要係喺大
是大非嘅問題上堅守原則，唔會砌辭掩飾自

己嘅軟弱，「政治人物的操
守，反映他在重要關頭會否
為一己私利而背棄選舉承
諾，他的可信和可靠程度，
是市民選擇一個代議士的重
要根據」，仲話要「挺直腰
板」，叫所有「非建制」候
選人抵制確認書𠻹。然後，
佢噚日簽咗確認書。
原則去咗邊？承諾仲喺唔
喺度？「Chan Wing Kin」

就話嘞，小麗老千簽咗份連自己都唔相信嘅確
認書，「為咗呃返個席位可以去得幾盡呢？」
「Kam Sum Chan」就「讚」佢真係實際，又
話如果法例要求參選人除褲，睇怕佢都應該會
第一時間除褲。
「Albert Wong」就用返句政壇金句：「有

得入閘屎都食！」「Danny Lee」仲歌神上身
𠻹：「為兩餐乜都肯制呀前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網民寸小麗昨非今是
&1��

■■劉小麗多個劉小麗多個「「自決自決」」文宣仍文宣仍
在網上出現在網上出現。。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政界籲選舉主任嚴格把關 審視違憲言行
因宣誓無效而被取消九龍西立法會

議員資格的劉小麗，昨日正式報名參

加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在前年選舉主

張「自決」的她，近期刪除網頁上有

關「自決」的內容，在宣佈參選的記

者會及造勢大會上也避談「自決」，昨日亦不例外，以「政綱文

本未出」為由拒絕回答有關提問。不過，她多個主張「自決」的

文宣、包括表明捍衛「港獨」作為港人「自決」選項的聲明，至

今仍在網上出現。多位政界中人認為劉小麗短時間內避談「自

決」只是想蒙混過關，呼籲選舉主任嚴格把關，審視她違反基本

法和香港憲制地位的言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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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讚陳凱欣辦成墟市不邀功

■鄭泳舜（中）說，他在一次活動上向陳凱欣（左）反
映，最終令墟市能成功舉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范童）前
食物及衛生局政治助理、曾任職傳媒及
慈善機構的陳凱欣昨日宣佈參選，來自
深水埗、九龍城、石硤尾等地區的議員
都現身打氣。他們細數陳凱欣在房屋、
墟市以至沙中線工程等問題上全情投
入，更「唔係講咗當做咗」的人，並明
言會助她發動地區網絡，爭取更多市民
的支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深水埗區議員鄭
泳舜昨日為陳凱欣主持宣佈參選九龍西
立法會補選的造勢大會，並分享自己過
往與陳凱欣合力解決地區問題的經歷。
他透露，自己與陳凱欣認識約10年，

並在對方擔任食物及衛生局政治助理時
因共同處理深水埗墟市問題而變得相
熟。數年前，自己一度因為區內桂林夜
市的問題而面對極大壓力，居民對夜市
感到不滿，但其他市民希望可以保留。
政府部門當年普遍均不支持辦墟市，

但鄭泳舜在一次活動上向陳凱欣反映情
況，卻令墟市能成功舉辦。他說：「當
時心想最終還是要自己處理，但陳凱欣
過了一段時間後打電話給我，表示跟高
永文討論過，十分關注墟市問題，認為
值得推動。」他指墟市最終成功落戶楓
樹街球場，並已經舉辦至第三年。
鄭泳舜表示，自己當時只是「小小的

區議員」，很意外陳凱欣亦有聆聽他的
意見，「她有落手落腳，不是說了便當
成做了，有跟我一同落區視察場地，提
供意見。」
他說，陳凱欣雖然為事件拆牆鬆綁，令

墟市成功舉辦，但未有就事件邀功，而是
次合作提醒到自己從政要多腳踏實地做
事，不用告訴別人自己做了多少事。

區議員一字記之「掂」
九龍城區議員楊永杰指出，今年初為

鄭泳舜助選時認識陳凱欣，當時已發現
她是一個真心真意為街坊服務的人，加
上她過去有很多不同經驗，包括曾在政

府架構中，擔任政治助理，「我覺得憑
着她的經驗，如果進入立法會一定可以
為居民發聲，為他們爭取權益。」
他表示，九龍西區有不少問題，例如
真善美邨重建、房屋問題、沙中線沉降
問題等等，需要一個有經驗的人，而陳
凱欣近日亦與沙中線關注組成員請願，
積極關注區內問題，「要我形容她的
話，一個字：掂。」
民建聯區議員、深水埗區議會副主席

陳偉明則表示，和陳凱欣是工作上的好
朋友，得知她最近亦有拜會不同團體，
自己昨日亦應邀請參加其記者會，以示
支持。

劉小麗昨日在多名反對派要員包括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公民黨黨魁

楊岳橋等陪同下報名參選。被多次問
到現時的政治主張、是否支持「自
決」及「港獨」時，她都拒絕直接回
應，僅稱稍後會提供政綱文本，因為
「口講未必咁清晰」，又聲言自己從
來都不支持「港獨」。

簽確認書圖謀最大保障
她並簽署了表明擁護「香港是中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等基本法條文的確認
書。不過，她在前年選舉時拒絕簽署，
更撰文揶揄有份簽署的「熱血公民」鄭
松泰沒有「堅守原則」。她昨日辯稱，
自己至今仍然認為確認書「不應存
在」，簽署只是給選民「最大保障」。
雖然劉小麗近期刪除了網頁上有關
「自決」的內容，但她多個主張「自
決」的文宣至昨日為止仍在網上出
現。在「香港眾志」的 facebook 專
頁，就仍可查閱前年選舉中「眾
志」、劉小麗及同樣主張「自決」的
朱凱廸的聯合聲明。
他們在聲明反對選舉主任裁定「香

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提名資格，
並聲稱「民主自決」是要「超越所有
對人民的限制，包括基本法的限
制」，「若香港人要決定未來，自主

命運和前途選項，我們不得不從『基
本法是唯一基礎』的思想框架中掙
脫」，更明言定必捍衛「港獨」作為
港人「自決前途」的選項。

盧瑞安：入閘說不過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劉小麗在前
年宣誓時褻瀆國家、「一國兩制」及
立法會，事後更沒有悔改，被法庭裁
定喪失九西議員資格，如果她就同一
個議席參選且可以「入閘」，是非常
矛盾及說不過去的事。
他認為，劉小麗近期不講「自

決」、「港獨」只是偃旗息鼓的策
略，只為瞞天過海「入閘」成為候選
人，選舉主任應該嚴格把關，審現她
過往違反基本法和香港憲制地位的言
行，「睇人唔係睇一時三刻，係睇佢
長時間表現。」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如

果一個人真正糾正其錯誤、違憲的政
治主張是好事，但劉小麗近期「唔講
一啲嘢、刪一啲嘢」是否就代表她放
棄「自決」，相信選舉主任會作出合
理決定。他又着劉小麗如果真的放棄
「自決」，反對「港獨」就應旗幟鮮
明，不應對選民及選舉主任有所隱
瞞，以圖蒙混過關。

劉小麗被DQ前頻講「自決」
2016年7月26日 劉小麗網頁上載題
為《政治上公民自強自決》的文章，內
容包括：

■「香港人有政治自決的權利，有權決定
自己的政治地位、擁有自主的政府、
立法議會，以及獨立的司法體系」

■「中共對香港並沒有自有的、不需尊
重香港人意願的主權與統治權」

■「香港人固然應該政治自決，但這個
自決需要以實踐民主和社會正義為必
要條件。道理很簡單，一個從中共獨
立出來卻又不民主的香港，又和十九
年來的特區政府小圈子統治，有何分
別？」

■「香港市民應真正參與到政治前途的
命運自決之中，由他們自己透過民主
討論和參與，決定自己的命運」

2016年立法會選舉期間 劉小麗政綱
主題為「推倒高牆．自決自強」，網頁
頁面「我的信念」中，提到「只有當我
們的思想及行動得到強化，社會爭取民
主的決心才會得到鞏固，我們才能在這
歷史的關口為香港爭取前途自決，為我
們的下一代重奪光明的未來」

2016年8月22日 《蘋果日報》訪問
劉小麗，標題為《70後劉小麗撐前途自
決支持市民自決香港前途》，並在文中
表明支持市民「自決香港前途」

2016年7月31日 劉小麗聯同「香港
眾志」及同為「自決派」的朱凱廸，就
選舉主任宣佈「香港民族黨」成員陳浩
天立法會選舉的提名無效發表聯合聲
明，聲稱：

■ DQ陳浩天是「以一紙聲明刪去港人自
決未來的選項之一 ──『香港獨立』」

■「我們的共同政治綱領是『民主自
決』。民主自決的政治意義本就是
要超越所有對人民的限制，包括是
基本法的限制，以民主的方式讓人
民決定自身的命運和香港前途」

■「若香港人要決定未來，自主命運和
前途選項，我們不得不從『基本法是
唯一基礎』的思想框架中掙脫，香港
的命運應由香港人決定，而非基本
法，更非北京或香港政府」

■「我們定必捍衛『香港獨立』作為港
人自決前途的選項」

2016年10月12日 在立法會議員就任
宣誓儀式上，劉小麗在宣讀官方誓詞
前，自行加插內容：

■「定必秉承雨傘運動命運自主精神，
與香港人同行，連結議會內外，對抗
極權」

■「在黑暗中尋找希望，共同開創民主
自決之路。推倒高牆，自決自強」

2016年10月13日 在fb發帖及接受傳
媒訪問時聲稱：

■「特區政府的整個政制，表面上有合
法性，其實一點都無！整個基本法，
整個政制連特首，都未經過港人民意
授權，所以根本非法」

■「今後我將會在議會內外，與香港人
同行，努力對抗各種體制要求的虛
偽，……共同開創民主自決之路。」

2018年 9月 20日 劉小麗向傳媒表
示，她一直都支持「政制自決」

■■馮檢基報名參加九龍西立法會補馮檢基報名參加九龍西立法會補
選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直被
「民主動力」為首等反對派瘋狂「屈基」
的馮檢基昨日孤身報名參加立法會九龍西
補選。聲言「劉小麗優先」的馮檢基，為
自己提名期首日就報名一事解畫，稱自己
近日受到反對派在網上作「文革批鬥式」
的攻擊，自己報名參選就可令「造謠者」
受到選舉條例規管。他又批評反對派未經
「初選」就「欽點」李卓人為「 Plan
B」，是「專制獨裁社會的做法」，故自己
「決心同『欽點』Plan B、同『保皇黨』
決戰」。
馮檢基昨日下午帶同147個選民提名報
名參選。他向在場的傳媒稱，若劉小麗成
功入閘，自己就會退選，若屆時提名期已
結束未能退選，則會呼籲大家不要投票給
自己；倘劉小麗被DQ並由李卓人頂上，
自己不能接受，並會與「欽點Plan B」決
戰，而選舉工程亦會在劉小麗被DQ後才
展開。

「無『泛民』支持 不代表不好」
馮檢基並反駁所謂「𠝹票論」，形容自

己有3萬至6萬票，李卓人則從未在九龍西
選過，是「零票」，「我驚俾佢𠝹我票

喎！」他又稱，「淺藍」、「淺黃」都是
自己的支持者，而民主是選民的自由意
志，「不是派系內某些人指什麼人是民
主，什麼人不是，無人有此權力，沒有
『泛民』支持不代表不好。」
他直言，自己前晚發出有關參選的新聞

通知後，隨即引來大量批評之聲，更有100
多字的粗言問候，影響自己及家人，情況
十分惡劣。

點名批評4人「文革式批鬥」
馮檢基更點名批評「造謠者」，包括

「民主動力」創會召集人鄭宇碩、民主黨
前主席李永達、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前
高級講師陳士齊，及「2047香港監察」發
起人之一陳樹滿四人，指他們透過網媒途
徑，不斷對他作「文革批鬥式」的人身攻
擊，及作出失實的指控。
為平息這些謠言，他才會於昨日報名，

利用選舉條例讓「造謠者」收聲；倘留待
劉小麗正式被DQ才報名，「就會俾人鬧
多十幾日。」
馮檢基多次重申，上次九龍西補選，反

對派成功建立「初選」機制，今次卻自行
推倒，而劉小麗在有關問題中擔當了重要

角色，「如她堅決不接受欽點Plan B人選
的話，就不會出現目前的情況。」
他透露，除了自己外，還有3名年輕人
欲擔任Plan B，但均被「勸退」，由劉小
麗以「欽點」方式選出Plan B。被勸退的
新一代雖不願意出來指證，但自己身為
「民主派老手」，有責任和權利站出來批
評有關問題。

馮檢基又點名自稱視他為「恩師」的民
協副主席何啟明，指對方早前公開表示在
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支持他，「以何啟明的
為人，不會把矛盾放在同一隻杯內，應該
是受壓下的表現。」
他又稱，自己今次參選全靠自己的積蓄

和募捐，希望籌得80萬元至100萬元的選
舉經費。

馮檢基挑戰馮檢基挑戰「「欽點欽點 Plan BPlan B」」李卓人李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