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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九龍東獨立區議員
組成的「創建力量」昨日舉行誓師大會，宣佈今屆派出
22名侯選人競逐黃大仙及觀塘兩大選區，並承諾在當選
後會促請特區政府加快興建跨區文化中心及擴建醫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及社團代表均有出席撐場打
氣，又表示未來會與「創建力量」合作解決社區議題。
「創建力量」主席陳振彬表示，今屆參選目標期望全取
22席，其中以觀塘翠屏選情最為激烈，他相信，組織憑
着實務定能贏取市民認同。
「創建力量」昨日在觀塘翠櫻樓外舉行誓師大會，逾

200名街坊義工出席造勢，公屋聯會主席王坤、九龍社
團聯會永遠會長高寶齡等亦有出席。 「創建力量」今
屆派出22人參選，其中17人爭取連任，其餘為首次參
選，包括：陳耀雄（秀茂坪南）、鄭強峰（翠屏）、金
堅（定安）、李炎雄（龍下）及雷啟蓮（新蒲崗）。其
中，黃錦超（鳳凰）及陳耀雄（秀茂坪南）均由委任議
員轉戰直選。

促速建觀塘文化中心 擴建聯院建啟院
在誓師大會上，各參選人發表競選宣言，並舉行授旗

儀式。陳振彬接過寫上
「勇創佳績」的紅色旗
幟，帶領成員喊口號：
「同心協力建社區，真誠
打拚為市民，『創建力
量』必勝！」他表示，目
前九龍東最急切的是，促
使政府加快興建觀塘跨區
文化中心，並爭取擴建聯
合醫院及興建啟德醫
院，及為涉及大眾利益
的政治議題發聲，「我
有信心成員能夠得到市
民認同。其中，觀塘翠
屏上屆的兩名候選人得
票接近，上屆馮美雲以

3,067票對林家強2,805票勝出，相信今年翠屏亦是選情
激烈，『創建力量』派出鄭強峰在翠屏區迎戰。」

謝偉俊讚專注做實事 熟悉地區事務
「創建力量」顧問、九龍東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表示，
翠屏區參選人眾多，民主黨及「傘兵」也會報名參選；
黃大仙也有選區會與公民黨比拚，是理念型及實幹型的
對戰。他認為，「創建力量」專注做實事，故對選情有
信心，今屆組織更會以舊帶新，不少新人擔任議員助理
多年，熟悉地區事務。「我們期望先建立扎實社區基
礎，再於明年爭取立法會議席。」

陳鑑林：與民記合作多年是好夥伴
專程到場支持的陳鑑林表示，民建聯過去多年與「創

建力量」合作，大家是好的合作夥伴，「民建聯與『創
建力量』名字都有『建』字，做建設者是辛苦的工作，
要用汗水灌溉社區。」他並讚揚「創建力量」有基礎、
有能力、人才輩出，一直持續不懈服務社區，期望「創
建力量」參選人能夠順利勝出區選，繼續推動社會向前
行。
今次「創建力量」將挑戰反對派爭奪部分議席，包

括：鄧咏駿將在觀塘麗港城區決戰公民黨譚文豪；景田
張順華與公民黨的唐廸勤對壘；寶樂的劉定安將大戰民
主黨的鄭景陽；定安的金堅與民主黨黃啟明對戰。陳耀
雄將在秀茂坪南決戰民主黨的計明華。另外，龍下已報
名參選的還包括報稱獨立的郭秀英。

「創建力量」22人 爭九東醫院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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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大埔「十兄弟」誓師參選
李慧琼信市民眼睛雪亮 張學明盼全獲街坊送入區會

今年區議會選舉競爭競烈，參選人在
比拚地區實績的同時，也不絞盡腦汁令
選民留下深刻的印象。民建聯大埔參選
團隊就以市民耳熟能詳的「十兄弟」，
包括千里眼、順風耳、高腳七等來命

名，以寓意參選「十將」各自具備服務市民的「十大異
能」，而更重要的是：團隊「十項全能」服務社區。

「千里眼」看全局「順風耳」聽訴求
在昨日的民建聯大埔參選團隊誓師大會上，參選「十

將」特別攜同「法寶」粉墨登場。隊長黃碧嬌由於擔任
民建聯大埔區支部主席，一直以遠大看管全局，被視為
一眼關七的「千里眼」；胡健民則是 「順風耳」，因
他為人最有耐性，願意聆聽街坊的不同訴求；身為「大
力三」的黃容根，是團隊中「噸位」最重但心思最為細

密，多年來協助街坊解決無數難題。
「十將」中還有「銅皮四」李國英，他多年來以法律

的專業知識，為民解困；被視為「飛天五」的張鳳燕，
雖然首度披甲參選，但為人充滿拚勁，積極帶動社區變
革；身為「鐵頭六」的王秋北，急民所急，想民所想，
儼如「包公」體恤民情；「高腳七」的張國慧不單身高
七尺，他更是學識高，過去不斷將創新意念帶進社區，
贏得街坊一致好評。

至於「遁地八」的鄭俊平及「大口九」的梅少峰，前
者由1982年服務社區至今，一直贏盡市民愛戴，後者
則是年輕有幹勁的青年，甘願擔當「大口九」為居民發
聲；而身為社工的譚榮勳，多年來甘願分享街坊的喜與
憂，擔當着大埔區的「大喊十」。民記「十兄弟」為民
解憂而「變身」成「十兄弟」，堅持團結就是力量，以
「十項全能」服務社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十將」各具「異能」「十項全能」服務社區民建聯大埔區「十兄弟」
參選名單
選區 參選人 綽號

廣福及寶湖 黃碧嬌 千里眼
宏福 胡健民 順風耳
寶雅 黃容根 大力三
大埔墟 李國英 銅皮四
怡富 張鳳燕 飛天五
富亨 王秋北 鐵頭六
舊墟及太湖 張國慧 高腳七
大元 鄭俊平 遁地八
大埔中 梅少峰 大口九
頌汀 譚榮勳 大喊十

資料來源：民建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地區賢達即場贈「法寶」支持
民建聯大埔區「十兄弟團隊」昨日舉行誓師大
會，其間競選團隊高舉印有「實事求是，為您做
事」、「選議員要選民建聯」等競選大旗打氣助
威，並獲大批地區「大佬」到場支持，包括民建聯
副主席陳克勤及陳勇、香港客屬總會主席梁亮勝、
鄉事代表張國棟、新界「五姓人」代表徐馬正等，
他們並即場向「十將」頒贈「法寶」以示支持。
李慧琼在誓師大會上表示，民建聯今屆合共約派

出170人參選，其中10名「戰將」參選大埔，「10
名戰將是長期服務大埔區的議員及幹事，他們有決
心及有承擔。雖然有人看不起地區工作，有人只懂
高叫政治口號，甚至是到了選舉才做事，但市民眼
睛是雪亮的。戰友義工，做實事需要堅持的。誰人
建設、誰人破壞、誰人搞事、誰人做事？市民是清
楚知道的。戰友們，準備好為社區做實事未？準備
好為建設香港努力未？我懇請街坊將他們全部送進
議會！」
張學明期望，民建聯大埔區能夠穩陣接位，「有
人說：民建聯捷足先登，由我通過鄉議會出任當然

議席；又質疑民建聯多取兩個議席要求好低？我期
望街坊將『十將』全數送進區議會。今屆（宏福選
區的）林泉退下火線，交由胡健民接棒；有女將張
鳳燕（怡富選區）代表基層女性的聲音；有梅少峰
（大埔中選區）挑戰全區議會最懶惰（已報名競逐
連任）的區鎮樺。交棒是不容易的，我期望大家齊
齊整整晉身議會。」

黃碧嬌批區鎮樺出席率不達標
身兼大埔「十兄弟團隊」隊長的黃碧嬌坦言，今
屆民建聯7名大埔區候選人尋求連任，其中林泉退
下火線，由她轉區至廣福及寶湖，並由胡健民競逐
宏福選區，「民建聯一直團隊式服務宏福、廣福、
寶湖，服務年期更是長達10年，深信是次轉移選區
同樣獲得市民支持。」
她批評，民主黨的地區服務不合格，如區鎮樺在
區議會的出席率就不達標，「他在社會服務委員會
出席率是零、文娛康樂委員會出席率僅30%。選民
眼睛是雪亮的，一些只懂反對政府的政黨，根本無
心服務社會，一味靠口號上位。我相信民記定能成
功競逐連任接軌。」

張鳳燕關注地區託兒服務
首次參選的張鳳燕表示，大埔區議會歷年只得一

名女性區議員，她期望當選為女性居民發聲，「目
前大埔區有很多婦女，很多婦女更在家庭中擔當着
重要角色，需要議員從女性角度為他們發聲。我特
別關注地區託兒服務不足的問題，期望當選捍衛女
性基本權益。」

譚榮勳指區內四大建設不足
競逐連任的譚榮勳說，他特別關注區內的「四大建

設」，包括：一、泊車位不足；二、地區設施不足；
三、交通接駁不足；四、善用空置土地。「目前大埔
區賽馬會泳池及第一區有兩塊空置用地，我期望特區
政府善用政府用地，考慮興建自修室、圖書館、暖水
泳池等設施。居民對康樂設施需求強烈。善用土地不
能紙上談兵，更重要是讓設施到位。」
截至昨日，已報名參選頌汀的有民主黨的雷諾；大

元有民主黨的區鎮濠；怡富有「新民主同盟」的任啟
邦；宏福有民主黨的文念志；寶雅有「新民主同盟」
的周炫瑋；舊墟及太湖有報稱獨立的劉勇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選議員，要選民

建聯！」民建聯大埔區「十兄弟團隊」昨日誓師報名

參選區議會，獲大批競選團隊到場打氣助威，以浩大

聲勢迎接未來連場硬仗。昨日到場助威的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表示，民建聯今屆派出10名「戰將」參選大

埔，全部都有決心有承擔。雖然有人看不起地區工

作，甚至到了選舉時間才做事，但她相信市民的眼睛

是雪亮的。新界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期望，民建聯大

埔區能夠穩陣接位，又呼籲街坊將「十兄弟」全數送

進區議會。

■左起：陳振彬、陳鑑林、謝偉俊出席誓師大
會。 梁祖彝 攝

「創建力量」
2015年區議會參選名單
觀塘區
觀塘中心 陳華裕
雙順 符碧珍
秀茂坪北 黃春平
曉麗 蘇麗珍
秀茂坪南 陳耀雄*
平田 姚柏良
油麗 黎樹濠
油塘西 呂東孩
麗港城 鄧咏駿
景田 張順華
翠屏 鄭強峰*
寶樂 劉定安
月華 徐海山

協康 陳振彬
康樂 馬軼超
定安 金堅*
淘大 葉興國

黃大仙區
龍下 李炎雄*
鳳凰 黃錦超
新蒲崗 雷啟蓮*
樂富 陳偉坤
翠竹及鵬程 蘇錫堅

*首次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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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北 鐵頭六
黃偉邦 攝

張國慧 高腳七
黃偉邦 攝

鄭俊平 遁地八
黃偉邦 攝

梅少峰 大口九
黃偉邦 攝

譚榮勳 大喊十
黃偉邦 攝

■■民建聯大埔區參選團隊舉民建聯大埔區參選團隊舉
行誓師大會行誓師大會。。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