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聲稱「考慮」參選到正式報名，民協前主席老

馮（馮檢基）就俾以「亂港四人幫」之一嘅黎智

英，同其他親反對派傳媒網台瘋狂攻擊，唔單止大

搞考古，更不斷人身攻擊佢，而叫得最客氣嗰句係

「老而不死是為賊」。唔想網上攻擊繼續，老馮就

正式報名參選，希望用選舉條例制止呢啲侮辱。估唔到呢吓都幾靈，

《蘋果日報》就即刻刪除咗話老馮反口再反口條片。唔少網民都不齒各

反對派黨媒口講民主實質獨裁，表明要撐硬老馮咁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選舉例阻「屈基」《蘋果》龜縮刪片
老馮速報名反擊「民主」惡勢力 網民不齒「大佬」獨裁稱挺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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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講話針對嘅係你呃人嘅老馮，喺補
選提名期開始第一日就報名參選。佢

當時解釋，自己被反對派不斷攻擊，如果自
己報名參選，其他人如果有失實或弄虛作假
嘅言論，就會受到選舉法例嘅約束，所以要
以提早報名嚟阻止有人繼續發佈失實言論，
仲承諾一旦劉小麗成功入閘，佢就會喺提名
期結束前退選。
不過，反對派黨媒《蘋果》即時新聞唔
提呢樣嘢，見報篇文更大大隻字話老馮報名
參選係喺劉小麗背後插刀，仲整咗條片，話
老馮「反口反口再反口報名」。

質疑飯民借DQ助阿人「復辟」
「無敵神駒」仇思達當時就發帖，

「『泛民』、《蘋果》和D100卻刻意隱
瞞，誤導讀者，使市民誤以為馮檢基要搶奪
劉小麗的參選優先權。『泛民』用心惡毒，
搶先攻擊馮檢基，以確保劉小麗被DQ之
後，李卓人能順利繼位。如此封建式欽點，
還算『民主派』嗎？」
老馮昨日亦喺 fb發帖，叫網民分享：

「我已登記侯（候）選人，會受選舉及舞弊
條例規管。若有網台，傳媒評論員言論，有
失實聲明，抹黑，造謠，企圖扭曲狀況，影
響選舉，請代我記下及傳我（pm）！如有
證據，報警處理！我想（相）信大家會為香
港的民主和民主選舉，共同建立平台，建立
民主文化！反對文革批鬥式選舉行
為！……讓更多人為公平民主選舉盡分
力！」
聲明一出，見效神速。《蘋果》話老馮

「反口反口再反口報名」即刻唔見咗。中文
大學「獨」講師劉正就喺 fb發帖揶揄：
「拿（嗱），馮檢基一參選，爛果日報即刻
要刪片，果（嗰）啲講乜×你（老馮）報唔
報（名），都阻唔倒人批評你嘅濕× kol可
以×皮。仲有呀，亂×咁話人收錢，隨時惹
官非上身呀，我係你而（）家開始就唔
好再亂×噏啦！」

網民挖「毒果」臭史號召挺馮
不過，自稱「新垣結衣老公（之

一？）」嘅「益友」陳興旺就話老馮可能天
真咗啲，「佢實在太低估以黎智英為首既
（嘅）『民主』惡勢力，……2012年立法
會換屆選舉，黎智英喺蘋果日報撰文《自由
的分水嶺》，直指當時參選人黃毓民同人民
力量『成了中方打擊泛民的政治打手』（直
接引述），直接影響人民力量選舉。事後向
ICAC舉報，竟然不了了知（之）。」
佢話：「黎智英指住一位報館記者，

『我實會搵人搞×你』、『我影×咗你嘅
相』，該報館事後亦都有報警處理，但又係
乜事都無！」
喺今年以獨立身份參加上次立法會九龍

西補選嘅蔡東洲，就喺fb上載自己同老馮
嘅合照，仲狠批「毒果為左（咗）抹黑不是
肥佬黎欽點的潛在對手，無所不用其極，發
佈失實聲明達關鍵程度，此乃刑事罪行，時
窮節乃現（見），毒果可恥！……假若劉
小麗被DQ，我現在公開呼籲311補選支持
我的2794位九龍西選民在1125補選全投馮
檢基」。

民協前主席馮檢基
（老馮）不滿其他反對
派大佬欽點你呃人（李

卓人）做劉小麗Plan B，搞到要退出民
協，而民協成班人就反晒骨，西瓜靠大邊
咁跟住其他反對派鬧自己個昔日大佬，真
係睇見都心寒。有網民就睇唔過眼，狠批
民協呢班人係勢利賤人、政棍垃圾。
「狙擊政棍小隊」fb專頁發帖狂鬧民協
班人其實一直都係見利忘義嘅政棍垃圾，
並舉民協2016年立選全軍覆沒，搞到年底
同2017年初爆退黨潮，有6個區議員1個
社區幹事退黨，「理由話係不滿譚國僑同
馮檢基出選喎，但點解選前唔講，選後又
唔即刻退要拖幾個月呢？」

有着數就黐 做鴿又要牌坊
專頁認為原因好簡單，「因為選舉後佢

哋知道民協無咗立法會資源，咪一齊洽商
睇吓邊個會跳船孖大碼頭囉，結果7個人

入面有 4 個人過檔民主黨，去到 17
（2017）年年中連前主席莫嘉嫻都入埋民
主黨做胡志偉助理。講咁多嘢咪又係利益
同錢行頭，邊度有資源就去邊度囉，賴乜
吖，投機政客！」
專頁分析，老馮喺2016年之所以轉去新

界西參選，係因為成個黨就只有佢最有能
力開拓新區，而原先民協有嘅超區議席，
就改由新人何啟明披甲，「至於民協根據
地九龍西，亦係最多人謀住嘅位，就由黨
內初選決定人選，……好心嗰啲喺黨內投
票同民調兩個部分都輸晒嘅落選人自己技
不如人就唔好怨啦，不滿贏咗初選嘅黨員
參選？咁初選嚟做咩？輸打贏要。」

享老馮餘蔭追擊老馮
現在留喺民協嘅人，專頁亦形容係垃
圾，「我最睇唔起何啟明等民協新領導層
佢哋嗰種見利忘義嘅反骨格，李永達抹紅
抹黑馮檢基平租『疑似共產黨員』地方做

民協會址，……所謂用平價租嘅會址，到
今時今刻民協都仲租緊，你班咁嘅反骨賤
人垃圾，着數就自己拎，俾人鬧就馮檢基
俾人鬧？」
專頁狠批：「你班×人有無一個出嚟為

曾經提攜你哋嘅恩師講返句公道說話
呀？！即刻停×咗租先再講啦，勢利賤
人！成班都垃圾，唔好再講咩為民主為公
義嘅廢話啦，聽到就想嘔啦！」
網民「Ricky Kin Cheng」留言話：「九

萬六呀，錢嚟㗎！照妖鏡，照出一班冷酷
無情、見利忘義嘅政棍。」「Kristy Hay-
in Wong」就話：「邊度有蜜糖，邊度就
有烏蠅，邊度有9萬6（議員薪酬），邊度
就有黃絲飯民。」
「James Chan」更直言：「民協班友仔
都係一班見利忘義的政棍，如果老馮有能
力向每位民協區議員，每月贊助一萬營運
經費，班友仔肯定即認老馮契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民協傾巢鬧恩師 見利忘義勁垃圾

反對派喺立法會九龍西
補選一事上玩霸權，除咗
劉小麗同被欽點嘅Plan B

你呃人（李卓人），其他人都唔可以參選，
理得你有冇喺九龍西服務。不過，你玩到咁
霸道，最終咪會有更多人出嚟挫你銳氣囉。
唔知係咪見到你呃人都可以空降，沙田區議
員陳國強亦都決定空降，前晚喺facebook宣

佈參加今次補選，仲話已經攞到超過500個
提名，仲大埋之前劉小麗話捐一半人工嘅承
諾，話自己會捐晒添。另外，「獨」人中出
羊子都話已經收到破百提名，仲整咗一堆選
舉橫額，其中「堅持免供退保 自助餐吃到
飽」更加係寸到劉小麗應一應。

寸Plan B人係「受益人」
陳國強今次參選，明顯都係想狙擊劉小

麗，幫俾佢哋瘋狂「屈基」嘅老馮（馮檢
基」出返口氣，因為佢喺fb度接連出post，
其中一個就話︰「民主黨行入中聯辦係『泛
民』！楊岳橋關鍵時候不投票係『泛民』！
梁耀忠關鍵時候讓主席位，都係『泛民』！
偏偏又傾又砌的基哥不被定義為『泛
民』？！究竟係乜玩法！」
佢仲揶揄︰「最想DQ小麗的可能不是共產

黨，而是工黨！成功DQ，李卓仁（人）是最大
得益者、工黨是最大的得益黨派！」唔少網民
都附和呢個講法，仲有人搵咗張你呃人藐住
劉小麗嘅相，睇落真係好有內心戲。
陳國強話，自己已經有超過500個提名，

而按照「正義原則」，「既然立法會議員，已不能
負起監察政府作用，又不能改變邪惡現況，
議員理應全數人工捐獻社會，分毫不收才合
理！」擺明係大緊劉小麗之前話捐一半人工
嘅承諾。
唔少人都支持佢出選，「Gary Li」話︰「狙

擊魔鬼政黨！」「Eric Chan Chi Hong」亦
話︰「去馬，全力追擊小麗老母！」「Edi-
son Ka Ho Yeung」表示︰「支持所有合資
格人士參選，反對話人參選就係鬼。」
另一方面，原名鍾銘麟嘅中出羊子，日前

喺fb貼咗自己張報名表出嚟，話要去馬參

選，噚日佢果然出咗去收集提名，夜晚就喺
fb宣佈話「提名破百，感謝支持」喎。
中出羊子仲好抵死咁學晒劉小麗個守護幸

福嘅口號，話要「守護連贏的幸福」，「當
選後將全數薪金貢獻馬會」；又話要「守護
傻人的幸福」，「堅持免供退保 自助餐吃到
飽」喎，擺明寸緊之前劉小麗承諾要爭取嘅
「全民免供退保。」

一票唔益小麗
不過，多兩個人想參選，都唔一定威脅到

劉小麗嘅，因為陳國強同中出羊子都曾經俾
人DQ過入唔到閘，今次都未必得，所以都係
落吓劉小麗面啫。中出羊子仲放定話︰「如果
我被DQ了，撐基哥等於撐羊子。」睇嚟真係
一票唔益劉小麗班人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兩被DQ「過來人」擬追擊小麗

■中出羊子標語潤小麗假大空。 fb圖片

■陳國強在fb出post明寸劉小麗之前話
捐一半人工嘅「承諾」。仲話李卓人會係
最大受益人。 fb截圖

■老馮終
於發表「反
擊宣言」。

fb截圖
◀蔡東洲號召支持
者挺老馮。 fb截圖

■《蘋果》屈人三反口的片早被back up。 網站截圖 ▲《蘋果》急棄
「爛蘋果」，大佬
喉舌求生慾果然強
呀！ 網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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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內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政
府因應超強颱風「山竹」的應變及善後工
作。議員的關注點，主要在於災後塌樹清理
進度緩慢，以及應否因應交通癱瘓而宣佈停
工。政府應對「山竹」的準備工夫做足，值
得肯定，但善後工作需要改善，除了要更好
的統籌多方力量加快清理復原，更要認真檢
討未來應對重大災害的停工機制，及制定迅
速展開災後處理的預案。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與9名局長及多位署長
一同出席昨日的特別會議，反映政府對善後
不足的問題高度重視。張建宗承認善後情況
不理想，會汲取經驗及檢視機制，並指部分
受「山竹」破壞的設施將會逐步重開。

「山竹」襲港已過去大半個月，但本港5
萬多宗塌樹，很多仍然沒有得到清理。沙
灘、非主要幹道、公園、遊樂場等市民活動
場所，依然可以看到塌樹處處，部分樹木斷
枝有下墜傷人的危險。全港樹木視乎不同的
種植地點，分別由8個不同的政府部門管
理，被批評政出多門、協調不足，一些塌樹
沒有部門「認領」。雖然發展局局長黃偉綸
表示，部門之間有清晰分工，由負責土地管
理的部門管理樹木，會較為熟悉地方。但面
對災後清理進度緩慢，市民日常生活遲遲未
能復原，不能再墨守成規地以原有架構、按
照既定的部門分工慢慢做，應該特事特辦，
發動更多力量加快修復進度。

首先，要由一個部門統一協調清理塌

樹，其他部門派出人手協助；其次，政府
可以發動更多社會力量，例如社區組織、
義工組織等參與清理，政府有關部門可為
這些組織提供工具及指導；第三，需要建
立清晰的清理時間表，持續向市民公開進
度，讓市民清楚了解自己社區的塌樹何時
得到處理。

至於「山竹」吹襲過後的第一個工作
天，出現交通大混亂，不少市民上下班苦不
堪言，記憶猶新。當日港鐵東鐵線、巴士及
小巴都停駛，大規模道路受阻，但政府依然
沒有宣佈停工，顯示災後應變機制存在不
足。雖然特首林鄭月娥曾作出呼籲，希望僱
主不要懲罰未能準時上班的僱員，但就連醫
管局員工，都有因當日未能返工而被扣假。
張建宗表示會跟進個案，令員工免受罰。但
更重要的是，政府應對未來再出現重大災害
的停工機制作出清晰安排。

工聯會上月的調查發現，87%的受訪僱
員贊成立法賦予政府權力宣佈停工。政府應
該全面檢討現行機制，考慮制定《災害及災
後停工安排條例》，賦予政府因應天災情況
宣佈停工的權力，包括釐定停工準則、僱員
權利、投訴機制等，確保市民人身安全，減
少不必要的麻煩。

全球暖化加劇，極端天氣更頻繁，我們
不知道下一個超級颱風何時再來，必須汲取
「山竹」帶來的教訓，以更完善的制度安排
應對天災。

加快「山竹」善後 提升修復效率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提名期展開，至昨日已有3人報

名。過去立法會內出現的亂象，加上反對派近日爭權逐
利、不惜為議席撕破「民主」假面具上演鬧劇連場，已
令越來越多市民意識到選舉立法會議員必須挑選為民做
實事、有真誠的候選人，不存在議席由個別政黨、政客
獨霸的可能，更何況自我標榜為民主派的政黨、政客，
實質奉行「民主霸權」，只識搞激進抗爭的政治投機，
阻礙香港發展，損害市民利益，破壞社會和諧，選民一
定要擦亮眼睛，作出明智抉擇。

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表，的確有監察政府、反映民
情的責任，但社會大眾、主流民意希望議員實事求是參
政議政，而非利用議會大演政治騷，把立法會變成窒礙
香港前進、阻礙改善民生的政治平台。尤其是經過宣誓
風波一役，市民更加重視立法會參選人的政治誠信和品
格，期盼選出腳踏實地、替民謀福的人士進入議會，真
正發揮議員監察政府、服務市民的職責。

此次九西補選，全因劉小麗違法違規宣誓被DQ而
起，反映劉小麗根本不尊重香港的憲制秩序和立法
會，更對不住曾經投票支持她的選民；劉小麗為了重
返議會，放棄就自己被DQ的上訴再參選，自相矛
盾，參選決定名不正、言不順，一切只為個人的政治
利益。

劉小麗是2014年「佔中」之後，利用當時的社會氣
氛，打出「民主自決」口號，把自己包裝成九西的「民
主女神」而迅速冒起；「佔中」、「自決」沒有多少號
召力之後，她搖身一變，加入工黨「洗底」，再把自己
包裝成為九西基層民眾爭取權益的「街頭鬥士」；臨近
選舉，她又鬼祟刪除自己網頁裡涉及「自決」的政綱，
突擊「漂白」，企圖蒙混過關，充分暴露劉小麗只是一

個政治投機者，為了重奪議席，可以背棄信念。
事實上，作為九西的參選人，劉小麗對該區的民生改

善乏善可陳，甚至有破壞無建設。九西的「假難民」問
題是該區的治安及民生毒瘤，但是劉小麗及其現在所屬
的工黨，均強烈反對特區政府加大打擊「假難民」力
度，任由「假難民」問題惡化，罔顧該區市民的利益和
感受；2016年的旺角暴亂，劉小麗名義上維護無牌小
販利益，實際上挑撥矛盾、火上加油，導致發生令人震
驚的違法暴力事件，嚴重影響九西的治安，損害該區商
戶的利益。

劉小麗專事政爭、漠視民生，但因為她頑固奉行激進
路線，獲得反對派的青睞，反對派政黨傾巢而出支持她
重奪議席，以增強反對派在議會內反中亂港的勢力。為
了增加劉小麗勝選的機會，更為了保證議席掌握在自己
友手中，自視為「民主派」的反對派，不顧公平競爭的
民主原則，放棄初選機制，欽點李卓人為劉小麗的
「PLAN B」，不讓在九西深耕多年、注重地區服務的
馮檢基代表反對派出選，剝奪馮檢基的參選機會；馮檢
基不服氣而報名參選，更遭到反對派口誅筆伐的圍攻和
抹黑，暴露了反對派的所謂民主素養，讓人看到的是黑
箱作業、霸道專橫，是對民主的最大諷刺。

今年三月份的立法會九西補選，建制派贏取議席，實
現突破，已經證明選民厭倦政爭，捨棄激進亂港政客。
劉小麗長期主張「自決」，與「港獨」並無區別，較之
三月時代表反對派出選的姚松炎更激進；此次反對派搞
欽點，黨同伐異，漠視程序正義，毫無半點民主精神。
香港主流民意日益趨向求穩定求發展，九西的選民心明
眼亮，相信會選擇真心為民的民意代表，拒絕激進政客
入議會胡作非為。

拒「民主霸權」再奪議席續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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