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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本土加劇反對派碎片化

議員料協調難拉鋸更激烈

本民前號召40人衝擊票站

本屆立法會選舉中，傳統反對派遭遇重創，七個激進本土派搶得議席。對於
未來議政合作空間，反對派陣營各政黨均拒絕正面回應，僅表示要視乎具體議題

而定。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希望議員了解到他們肩負着選民的期望和要求，
應按照議事規則履行職責，確保議會運作。有資深議員認為，反對派

陣營在今次選舉中碎片化現象加劇，未來各方在協調方面將會有
更大的難度，相信未來四年議會拉鋸的激烈程度會有增無減。

【大公報訊】記者陳達堅報道：五區參選
的 「熱普城」聯盟慘敗而回，僅得新界西的 「
熱血公民」鄭松泰入局，隨着核心人物 「教主
」黃毓民敗選收山，本是烏合之眾的 「熱狗」
亦樹倒猢猻散。 「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昨日
即讓位予鄭松泰，並宣告 「熱普城」聯盟結束
，鄭松泰則揚言第一件事是要 「打倒《蘋果日
報》和肥佬黎」。

「熱普城」昨日下午即召開記者會宣告承
認失敗，向支持者鞠躬道歉，黃毓民終直認 「
樹敵太多」拖累選情，稱會沉潛一段時間，今
後專注開班培訓青年從政及文化工作。黃洋達
則宣布卸下熱血公民 「首領」的職務，組織將
在鄭松泰的領導下發展。

黃洋達稱， 「熱普城」競選一直遭《蘋果
日報》抹黑，謂 「熱血公民邊到跌低就邊到企
高兩級起返身」，他同樣宣稱下一步是要 「打
倒肥佬黎」。而被傳媒問到 「熱普城」表明要
就 「永續基本法」議題發動所謂 「五區公投」
，鄭松泰即宣布 「走數」，謂只有一張名單當

選，要實現有難度，但會盡力推動該議題。至
於會否與其他反對派陣營合作，鄭松泰僅稱要
視乎具體議題，又承認會檢討 「熱普城」的政
綱，研究是否因為部分內容太難實現而令選民
難以接受。

網上昨日湧現多篇深入分析熱普城 「敗選
」原因，不外乎 「熱狗」自視過高、圍爐取暖
、主張離地等等。有熟悉黃毓民作風的網民更
預言， 「雙黃」雖表面交棒鄭松泰，仍會繼續
把持旗下網媒喉舌，但鄭松泰掌握議會資源後
便會擁兵自立背棄 「雙黃」， 「熱狗」終不免
泡沫化，畢竟黃毓民失去政治能量後，亦再無
利用價值。

與黃毓民素有過節的前社民連主席陶君行
認為，鄭松泰一人當選比五人全數落選效果更
好，因鄭取得議會資源必然掌握實權，與領導
組織的黃勢意見分歧，最終反目令組織瓦解。
競選時一直狙擊黃毓民的何志光，以及網媒 「
花生台」，本周五將發起 「同黃毓民慶祝退休
」活動，到其位於長沙灣的辦事處 「贈興」，

有 「熱狗」成員揚言 「恭候」，兩派或爆發衝
突。

此外，在新界東落選的陳云根則酸溜溜嘲
諷當選的劉小麗或朱凱迪等人， 「年輕的政客
，例如小麗或凱迪，可以開出空頭支票來騙選
民」。

【大公報訊】記者陳達堅報道：立
法會選舉有投票站昨日出現衝擊場面，
「青年新政」及 「本土民主前線」的監

票人對點票結果有爭議，在票站主任宣
讀結果期間，突然情緒激動，大聲呼叫
影響點票程序，最後被警察抬走。 「本
民前」在社交群組號召支持者到場 「支
援」，惟到場人數只有近四十人，他們
在票站門外盤踞一小時左右離去。

立法會選舉法定投票時間於周日晚
上十時半結束，其後地區直選投票站即
成為點票站，位於大埔運頭塘邨的香港

教師會李興貴中學票站昨日早上因為點
算的選票數目與投票人數不符，需要重
新人手點票。 「青政」及 「本民前」方
面的監票人對此不滿，要求每張票重新
「唱票」，但職員明確指出，由於當日

六時要 「交場」，如要重新點票，需把
選票搬到社區中心，但 「青政」及 「本
民前」監票人諸多留難，要求必須原地
重點，還要求將票站選票當作無效。

約昨日三時半，票站主任準備宣布
結果時， 「青政」及 「本民前」方面的
監票人與在場職員口角，票站主任表明

如繼續受到騷擾將尋找警方協助，但當
中一名女子突然情緒激動，大叫選票無
效，需由警方抬走，女子在過程中不
斷反抗後跌倒，再由女警上前將她抬
走，票站主任只能在混亂中宣布點票
結果。

「本民前」即時在社交群組號召民
眾到該票站 「支援」，約下午五時，聚
集了近四十人，有人在場更即時上網把
票站主任 「起底」，但他們得悉票站主
任離去後，亦於短時間內各自散去。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結果揭盅， 「香港眾志」羅
冠聰、 「熱血公民」鄭松泰、 「青年新政」游蕙禎
、 「土地正義聯盟」朱凱迪以及建築、測量、都市
規劃及園境界姚松炎等七名激進本土派成功進入議
會。

論及激進勢力再有新血進入議會最終會造成何
種影響，曾鈺成表示，相信議員明白他們各自肩負
選民的期望及要求，需要按照議事規則來履行職責
，而不應令議會無法運作。而區議會（第二）功能
界別方面有反對派候選人在投票日前宣布棄選，對
建制陣營選情造成影響。曾鈺成表示，有關策略的
最大得益者是民主黨鄺俊宇，建制陣營的選情亦無
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反對派各黨迴避談合作
反觀各路激進本土派大多與傳統反對派並不咬

弦，更曾在各選舉論壇中相互攻訐。對於未來議政
合作空間，反對派陣營各政黨均拒絕正面回應，僅
表示要視乎具體議題而定。在九龍東成功連任的工
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分析指出，反對派陣營雖然在議
席上取得進帳，但碎片化的情況亦是空前加劇，預
料未來立法會議政拉鋸情況將有增無減。

「立法會整個生態、議事的素質，以及政治上

講究的協調將來會如何呢？現在還是一片問號，但
在我看來並不太客觀」，黃國健解釋，陣營勢力愈
是碎片化，將愈難在各項議題中取得共識，個別激
進觀點在議會中既難以被各方接納，亦不可能被主
觀性地忽視： 「如果是一個相對大的整體，反而更
容易去溝通交流。而碎片化下，要取得共識是更加
難。未來四年，立法會並不會好過，拉鋸很有可能
是更加嚴重。」

熱普城散檔 內訌勢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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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陳達堅報道：
「港獨」分子與 「台獨」團體眉來眼

去，立法會選舉結果昨日出爐後， 「
台獨」組織 「時代力量」即發聲明妄
自置喙， 「恭喜支持香港人民前途自
決的泛民派及本土派大有斬獲」。

本身以年輕參政者為主的 「時代
力量」在聲明不諱言，長期從事香港
公民運動、關心香港前途的青年世代
贏得選舉進入立法會，相信 「雖然不
合理的選舉制度使得最後立法會的結
構無法反映香港真正的民意，但香港
人民追求民主與自決的聲音與堅定信
念，已經透過積極參與這次選舉投票

，明確而清晰地表達出來」，對本港
選舉說三道四。

事實上，新界西低票落敗的青年
新政黃俊傑，不久前正正捲入與 「時
代力量」有關的醜聞，他涉向一家網
媒 「放流料」，訛稱已邀得 「時代力
量」來港為其組織站台，當 「時代力
量」發聲明否認後，他就向另一網媒
稱是之前的網媒錯誤引述，其後被輿
論猛烈批評誠信破產，才被迫認錯辭
去 「青年新政」發言人一職。當時香
港特區政府仍照樣發出明確聲明，表
明不歡迎 「台獨」人士來港為香港政
治組織站台。

「香港眾志」秘書
長黃之鋒又丟人現眼，
昨日疑假借他人證件企
圖進入亞博館點票中心

。昨早十時許，黃之鋒與其他眾志成
員現身亞洲國際博覽館中央點票站，
本身僅持有公眾人士手帶的他卻出示
同黨林淳軒的代理人證件，企圖 「博

大霧」進入候選人區域，但即被眼利
的保安人員識破，驅趕他離開候選人
通道，黃見被有傳媒察覺追訪時，又
扮作受害者般面露尷尬苦笑 「唔好咁
粗暴」，保安員當面解釋，指如他再
犯規就發出警告，黃之鋒惟有一臉不
情願答應不用別人證件，無奈返回公
眾人士席玩手機。

【大公報訊】記者許嘉信報道：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多名 「
本土派」和 「自決派」人士成功當選
，將為議會生態帶來轉變。有政界人
士擔心，這群新成員會令新一屆立法
會出現更多暴力事件。有學者則認為
，建制派、 「泛民」和本土派在立法
會內 「三分天下」，將進一步增加政
府的管治難度。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
功表示，從選舉結果可見，建制派、
「泛民」和 「本土派」在議會內 「三

分天下」的局面經已完成，建制派與

「泛民」向來有對抗； 「泛民」與 「
本土派」亦看似欠缺合作空間，這三
個板塊的變動，會令政府的管治難度
有所提升。他舉例指， 「本土派」主
打的民生議題如環保、土地規劃等，
過往較少在議會上討論，政府未來制
定政策時，需要與 「本土派」討價還
價，但有可能 「順得哥情失嫂意」，
未能兼顧其餘兩派的訴求。

法學博士宋小莊認為，不少 「本
土派」當選者都是靠 「佔中」起家，
近年提倡所謂 「自決」、修改基本法
，甚至 「港獨」，預料他們進入議會

後，會與反對派的 「拉布」議員同流
合污，預料新一屆立法會會變得更加
混亂。

前立法會議員、教聯會榮譽會長
楊耀忠說，年輕的新面孔這次成功進
入議會，未來議會文化將趨向負面發
展。對於新當選人聲稱要把自決問題
帶入議會，他認為，年輕人未能認清
香港當前最需要的是把政治和民生搞
好，而不是所謂的香港民族命運自決
。他又坦言，非常擔心未來議會出現
比扔東西更暴力、更沒有底線的抗爭
方式。

【大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成年人確
實要讓青年一個學習的機會，可是作為每月薪
酬逾九萬元的立法會議員，則不應抱着學習的
心態擔任職務，而是應該做實事，為市民服務
。不過，即將於下屆立法會加入議會的 「青年
新政」及 「香港眾志」的成員，議政水平令人
憂慮。除了論壇表現差勁，更提出一些令人笑
得合不攏嘴的政綱，例如 「青政」建議在香港
開發天然氣、為市民爭取每人每月一千多元的
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眾志」羅冠聰則在東隧
專營權屆滿，交回政府後一星期建議政府回購
東隧等等。而面對傳媒追訪， 「青政」游蕙禎

更需助理貼身保護和補習，寸步不離。而 「青
政」梁頌恆則竟以 「唔好玩我住啦」回覆問
題。

「青政」和 「香港眾志」論政水平一直存
疑，其中游蕙禎早前在接受一電視台訪問期間
，被問到 「如果你可以改一條議事規則」的意
見時，更突然找男助理 「通水」，而黃毓民則
直斥她 「乜都唔識」，批評 「游蕙禎無錯係幾
靚女，二十四歲，但議事規則又唔識，又要問
隔籬嗰個……」

游蕙禎昨日在當選後會見傳媒，繼續由其
男助理 「貼身保護」。當有外媒以英語問她多

條涉及政治和香港選民看法的問題時，游則疑
多次都聽不明白，需要有關記者以較簡易的英
文句子重複問題。被問到對 「港獨」的看法，
游蕙禎則無正面回答問題，只重複他們以往回
覆，指 「我哋唔會改變立場，香港獨立係我哋
可行嘅唯一嘅方法，但香港人嘅意願係最重要
。」其後，便被其助理稱有關受訪地方狹窄，
以及 「青政」其後會舉行記者會等拉走。而梁
頌恆昨被問到對 「港獨」的立場時，則立即嬉
笑地說： 「唔好玩我住啦，等我瞓陣先」，記
者指出，這是遲早要回答和向公眾交代的問題
，他才收起笑臉認真回答。

學者憂議會暴力升級

議政水平低 激進派政綱亂七八糟

台獨賀激進本土當選

黃之鋒博懵入點票區遭識破
▲ 「熱普城」 慘敗，宣告解散

▶黃之鋒使用
他人證件進入
點票區被保安
員識破

大公報記者
何嘉駿攝

▲涉嫌擾亂點票站的女子被警員抬走 電視截圖

◀▲傳統反對派何秀蘭等在選舉中落敗，激
進本土派梁頌恆、羅冠聰等進入議會，令新
一屆立會面對更大挑戰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曾鈺成指出，議員肩負選民要求，應按議事
規則履行職責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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