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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愛爾蘭民族運動模式

狂言議會街頭武力抗爭
由於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主張 「港獨」 被選舉主任裁定立會參選資格無效

，青年新政梁頌恆之後以本民前 「後備計劃」 的形式參選新界東，並在無形之
手催谷下成功當選。他昨日與梁天琦一起出席電台節目，梁頌恆聲言，進入議

會後會按照 「有原則無底線」 做事。梁天琦聲言，青政與本民前日後
合作可以參考愛爾蘭民族運動的模式，一個負責議會代言抗爭，

一個負責街頭武力抗爭。他更揚言未來議會 「勇武抗爭」 將
常態化，如搶佔主席台會變成一定要做的事。

揚言嘗試在議案加入「港獨」
梁頌恆昨日在電台節目大言不慚地定義今次

選舉任務成功，因為保着梁天琦的 「橋頭堡」。
他又揚言，將來亦會嘗試在議案加入 「香港獨立
」等字眼。而進入議會後會按照 「有原則無底線
」的原則做事，但聲稱若然面對 「惡法」，就不
能以底線限制自己。他聲稱，如果要拖延表決的
話，衝向主席台也是其中一種方式。

而要成為立法會議員需經過宣誓，梁頌恆稱
，他會參考部分外國議員的做法，穿一些服飾或
做一些動作，以突出對某些字眼有特別意思，但
稱自己擁護基本法。至於青政與其他 「泛民」的
關係，梁頌恆聲稱，議題上將會有合作空間，但
僅就個別議題而言，但 「泛民會議」是捆綁個人
意志，他不會加入。

梁天琦將任梁頌恆「幕僚」
梁頌恆又不掩飾與本民前 「私相授受」的關

係，稱青政與本民前是 「好兄弟」的關係，可能
會邀請部分本民前的成員擔任助理。

梁天琦亦承認會擔任梁頌恆 「幕僚」，他又
指，青政與本民前兩個組織各自發展是好事，暫
定未來參考愛爾蘭民族運動的模式走 「雙軌路線
」，青政會在議會內以代議士身份抗爭；本民前
則走街頭武力抗爭路線。他更揚言未來議會 「勇
武抗爭」將常態化： 「『拉布』、點人數嗰啲已
經變咗係本分。到真係表決嘅時候，搶佔主席台
呢啲基本上已經……亦都係慢慢變成係你一定要
做嘅嘢。」梁天琦亦聲稱，在選舉結果刊憲後便
會就被禁止參選作選舉呈請。

朱凱迪稱一定會拉布
香港眾志羅冠聰就稱，暫未決定是否加入 「

泛民會議」，但會與同樣表明支持 「民主自決」
的朱凱迪及劉小麗商討，如何整合更強大的反對
力量。他說，自己不怕在議會發生衝突，未來亦
必定會在議會上提出香港前途問題。

此外，朱凱迪昨日在謝票時稱，拒絕與內地
官員會面，又指與內地溝通沒有用，而重啟政改
不是任內的主要目標。他亦表明，一定會參與 「
拉布」。

葛珮帆收粉末恐嚇信 警方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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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參選 「超級區議會」的公民黨陳琬琛
在立法會選舉前兩日突然宣布棄選，
一直被質疑背棄選民。但昨日公民黨
不僅在作選舉總結時大讚陳 「做得啱
」，之後還通過Facebook發帖為其籌
款，聲稱陳自籌經費參選，要彌補他
在選舉中的經濟損失。該帖一出即刻
引起全城激憤，有網民形容為 「打咗
你三巴，然後同你講每巴收番五蚊」
，批評其自己棄選卻讓市民埋單，是
「不知廉恥」；又揶揄 「大狀黨」為

何不找 「金主」黎智英埋單。

為陳琬琛選舉工程埋單
公民黨昨天上午舉行記者會，黨

魁梁家傑與多名該黨立法會參選人出
席。梁家傑一開口便大讚陳琬琛棄選
的做法，打亂了對手的配票，感謝他
「為民主大局犧牲」。記招結束後不

足五個小時，公民黨又在其Facebook
主頁發帖稱，陳琬琛 「為了成全大局
而暫停拉票工作」，故為其發起 「籌

募選舉捐贈」運動， 「收取的選舉捐
贈將全數用作支付陳琬琛選舉工程的
開支」。

該帖一出，瞬間被網民 「鬧爆」
，在三小時內收到近三百個留言，網
民Waihang Iu質疑說 「你有盡力去選
咩？點解要捐款畀一個半途而廢嘅失
敗者？」網民Vincent Tao亦指， 「捐
錢畀你去選，跟住你棄選，但依家又
叫人捐錢畀你去找選舉開支？做人有
啲廉恥」。更有網民譏諷說， 「棄選
要募捐，咁當選係咪會派錢？」

此外，梁家傑在記招上承認 「泛
民會議」已經 「過氣」，指 「泛民會
議」的組成已經產生了根本的變化，
不能再受到原有的框架限制，所以要
開始適應不用 「泛民」二字，而改用
「非建制派」。至於 「非建制派」未

來要以何種形式合作，梁僅稱，願意
擴闊和本土派的合作空間，具體的形
式仍需雙方進一步溝通。

公民黨今次選舉的總得票有所下
跌，尤其是在港島區，上屆曾豪奪七

萬多票，但今屆陳淑莊吸票僅為上屆
一半，最後以二千多票險勝王維基取
得末席。梁家傑承認，對於總得票有
所下跌，黨內會作檢討。但是否為 「
雷動計劃」所累，他說，不會歸咎於
此，但指許多市民在選舉時都是 「有
水泡搵水泡，無水泡拿條木」，稱四
年之後或可由 「泛民」政黨一起集資
去做一個大數據的民調。

▲梁天琦聲言，青政與本民前合作
可以參考愛爾蘭民族運動的模式

▲梁頌恆昨日揚言，如果要在立法會拖延表決的話，衝向主席台是其中
一種方式 資料圖片

公民黨為棄選人籌款不知恥

▲公民黨通過Facebook發帖為陳琬
琛籌款 網上截圖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佔中」發
起人、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 「雷動
計劃」在立法會選舉投票日發出混亂信息，並導
致多名被點名放棄的 「泛民」老將一一墮馬， 「
泛民」內部怨聲載道。民主黨昨日與 「雷動計劃
」劃清界線，並促戴耀廷向公眾交代 「雷動」詳
情。但戴至今仍一直 「潛水」，昨日雖在報章上
撰文評論選舉，卻對 「雷動」隻字不提。

民主黨促戴耀廷交代
「雷動計劃」早在投票日前，已向參與計劃

的 「策略選民」提供投票建議，工黨的李卓人及
何秀蘭、民協的馮檢基及獨立身份的黃毓民等人
都被列為放棄的候選人。

及至投票日晚上九時許，即截止投票前一個
多小時，計劃才再向參與者發放最新的投票建議
，改為推薦李卓人，但為時已晚，上述諸人全部
落選。 「雷動」對於投票日的操作混亂一直未有
解釋，惟投票日當晚通過Facebook聲稱超過四萬
人使用系統，被大量不明 「用戶」入侵，負荷太
大，令信息發放受阻，令投票時間變得緊迫，為
此致歉。

對於 「雷動」對很多 「泛民」政黨的選情造
成影響，有份統籌民主黨選舉的單仲偕昨日在民
主黨記者會上稱， 「雷動計劃」並非由民主黨提
出和制定，亦沒有參與，民主黨只是受影響的政
團，他又呼籲戴耀廷親自向公眾交代計劃的操作
詳情，包括收集數據及信息發放的方法。在 「超

級區議會」界別末席當選的民主黨涂謹申，被問
到自己是否 「雷動計劃」的受害者時，並無正面
回應，只說相信 「雷動計劃」的目的是為非建制
派爭取更多議席。

報章撰文不提雷動
自選舉投票日至今一直 「潛水」的戴耀廷，

昨日在《蘋果日報》以《香港民主運動再上路》
為題撰文。他在文中竟完全以旁觀者的身份 「指
點江山」，分析 「泛民」各黨派的得失，但對 「
雷動」隻字不提。

文中一句 「當前問題只是怎樣才能更好導引
公民的力量，設定更長遠的目標，配合政治組織
在前線的工作……」更似有意分散視線，轉移矛
盾。

雷動作法自斃 戴耀廷潛水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民主黨涂謹申由上屆 「超級區議會」
票王變成今屆末席入局，險失議席，
投票日晚其facebook更一度轉黑，又
批評黨內過度配票。負責競選策略的
民主黨單仲偕昨日在記者會上承認，
選舉過程的確有出錯。涂謹申則指，
沒有怪責單仲偕或民主黨，但承認其
競選團隊仍然 「好嬲民主黨」。

涂謹申昨日早上在電台節目稱，
當初民調估計，他可以得到25至26萬
票，鄺俊宇可得到約10萬票，黨友想
多協助鄺俊宇，所以微調策略，但慢
慢變成大調整，過度分票。他又解釋
，在投票日完結後，自己的網上社交
媒體頭像轉為黑色，是因為管理頁面
的同事當時認為配票不理想，過度催
谷票源予鄺俊宇。他下午又在記者會

上承認，其競選團隊仍然 「好嬲民主
黨」，投票日當晚他更被助手 「鬧到
成隻咩咁」，所以當時情緒難免激動。

單仲偕指，配票的結果不理想，
承認選舉過程的確有出錯，導致部分
選民誤解分票策略，但競選團隊投票
日當晚已及時糾正錯誤，並為涂謹申
告急。涂謹申則指，自己從無怪責單
仲偕或民主黨。

fb轉黑 涂謹申團隊好嬲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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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立會選戰告一
段落，但暴力恐嚇事件卻未停止。民建聯葛珮帆在
新界東地區直選中高票連任，但一日之後，她於立
法會的辦事處就收到匿名信件，內附有白色不明粉
末及辱罵字條。消息指，警方在初步調查後，確認
有關粉末屬麵粉，事件交由中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葛珮帆譴責事件，她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絕對
不接受任何人以恐嚇或威脅他人的方式來表達反對
的意見。

初步化驗確認是麵粉
昨日下午三點左右，葛珮帆議員辦事處職員開

拆收到的郵簡，赫然在一封信中發現辱罵字條及不
明白色粉末，即時報警。警方接報後到現場跟進調
查。辦事處所在樓層曾一度被封鎖三小時，兩名曾
接觸過信件的女職員亦被隔離。

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到場處理，經初步化驗
後，警方確認有關粉末不含爆炸物或生化成分，只
是麵粉。

據悉，該封粉末信於9月2日寄往民建聯總部，

但一直沒有被開拆。葛珮帆的議員助理昨日將信件
由民建聯總部轉至立會大樓拆信時才揭發事件。信
件收件人寫着葛珮帆的名字，至於信中具體的辱罵
內容，由於警方正在調查，故不能公開。

辦事處職員透露，信件並沒有列明寄件人資料
，所有字句都是用打印機列印，顯示寄件人有意掩
藏身份。警方現正追查寄件人身份及作案動機，並
將案件列為求警調查案處理，交由中區刑事調查隊
跟進。

葛珮帆在接獲辦事處職員通知後趕回立法會，
並透過社交網頁譴責事件。她表示自己在事件發生
後感到心情沉重，坦言在選舉期間也曾遭到個別人
士的威嚇和辱罵，但收到粉末恐嚇信卻是首次。她
對香港的未來和前途感到憂慮，並希望這不是社會
暴力升級的第一步。

各方都不應容忍暴力
據悉，民主黨候任立法會議員尹兆堅位於屯門

良景邨的辦事處昨午亦收到刀片恐嚇信，並寫有尹
兆堅的寓所屋苑地址，民主黨已就此事報警。

此前選舉期間，新界東選舉主任何麗嫦就因裁
定主張 「港獨」參選人提名無效而兩度收到恐嚇信
，其中一封亦含有粉末，並聲稱內有愛滋病、炭疽
菌及精液等成分；另外一封則含鎅刀刀片。被問及
今次的恐嚇信事件與早前的事件是否有關聯性，葛
珮帆表示，自己難以推斷。她強調，如果大家不尊
重選舉結果，香港將難以發展優質民主。香港是一
個法治社會，市民應該用合法合理方式表達意見；
對於暴力、恐嚇乃至威脅的手法，各方都不應該容
忍。

法律界：涉及刑事恐嚇
執業大律師蕭震然指出今次的事件涉及刑事恐

嚇，根據《刑事罪行條例》，涉案人士最高判罰可
以判監5年。

他坦言，類似案件較難追查到犯案人，但若能
拘捕疑犯並證明其確實寄出信件，則很大機會能夠
入罪。蕭震然又認為，近期類似的案件一宗接一宗
，確實較以往多： 「相信是有樣學樣，以前選舉根
本沒有這類型事件發生。」▲警員到葛珮帆議員辦事處調查粉末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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