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報名循東區太古城東
選區競逐連任的新民黨區
議員謝子祺，昨日在區內
舉行造勢活動，獲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及數十名支
持者到場支持，就連已退
黨的醫學會會長史泰祖也
為他打氣。同區已報名的
參選人還有報稱「獨立無
黨派」、實來自「傘後組
織」「太古社區工程」的
王振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子祺爭連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反對派聲稱要「傘落社
區」，要將「民主精神」帶到社
區，但卻是「得個講字」。由公
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倡議的
「社區公民約章」，至昨日為止
僅得15名反對派區議會選舉參選
人支持，反應奇差，吳靄儀所屬

的公民黨更是無參選人簽署。
「社區公民約章」固然是反對

派「圍威喂」（自己友談好）的
產物，有份簽署的15名區選參選
人中，既有來自民主黨、工黨、
民協及社民連等黨派，也有來自
「灣仔好日誌」、「城鄉共生連
線」等「傘後組織」，但 3名

「西環飛躍動力」參選人卻未有
公開其政治聯繫。
吳靄儀昨日聲稱，現時建制

派壟斷大多數區議會議席，給
人的印象是背後有龐大資源，
無人能敵，但其實社區最大的
資源是居民，「社區公民約
章」就是倡議由簽署約章的區
議員連結居民，打破建制派的
資源壟斷云云。

「社區公約」遇冷 訟黨無參選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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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輝強勢回歸戰龍上
近30載服務從未間斷 冀重返議會續為街坊打拚

林文輝自小在黃
大仙區成長，

早在中學時代已受
份屬工會代表的父
親熏陶，立志服務
社區，「好多街坊
都睇住我大，1988
年，我首次當選區
議會議員，自始一
直在議會及區內服
務，計落都近30年
了。」
作為黃大仙「地
膽」，他在2011年
區議會選舉竟無私
地把穩如泰山的席
位，拱手相讓給嫻姐，只因團隊精神及服務社區
的信念，「當時考慮到工聯會在首屆立法會超級
區議會選戰中不容有失，經團隊研究後，我自己
率先建議嫻姐來龍上參選。離開議會，當然唔捨
得，但反正有無議員身份，我都會繼續服務黃大
仙街坊。」

與嫻姐十多年來合作無間
回頭看，林文輝堅信自己的決定正確。他形容自
己與嫻姐十多年來合作無間：昔日向城規會爭取優
化黃大仙的社區配套；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起構思
黃大仙玫瑰園計劃；到近年提出「啟德河工程」概
念，成功取締政府當初的「城中城」構思；以至過
去4年由他發掘地區議題，支援嫻姐更宏觀地在立
法會跟進整體規劃，均印證團隊工作有成效，締造
了黃大仙甚至整個九龍東的優化發展。

社區建天橋電梯 不可能變可能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談到由幕後重返今
屆區選的前線，與龍上街坊一起歷經風雨、對地區
議題「滾瓜爛熟」的林文輝，一派氣定神閒。他細
說昔日在擔任區議員和市政局議員期間，將區內社

區建設化不可能為可能，「黃大仙中心連接天橋電
梯、新光天橋、黃大仙港鐵大堂上地面電梯及黃大
仙上邨連竹園邨天橋和電梯，都成功開通全天候行
人連接通道。以前街坊最怕高空擲物，晾衫竹都試
過跌落街，因此早在新屋邨施工時，我已向特區政
府提出一定要全部有上蓋通道，如今街坊出入都不
用擔心風吹雨打、日曬雨淋。」
在芸芸工程中，林文輝最難忘是幾經與政府當局

斡旋，終於在當局爭取落實區內增建詠善樓項目
時，他以此為談判籌碼，要求當局承諾加建黃大仙
上邨接駁竹園邨的天橋和電梯，「當年身邊好多人
都話無可能，要政府應承加建升降機，先要拆圍
牆，再興建近5層樓高的升降機塔，咁大工程，中
環就得！」但眼見不少街坊，尤其是長者要走300
級樓梯上落，他堅持立場。由1995年在區內發起簽
名行動，到2010年升降機終於落成，如今看到居民
輕鬆出入，他笑言一切的努力都值回票價。

「為你服務」「瞓身」做到最好
林文輝今屆強勢出戰龍上，最期望是重返議會

後，能進一步改善該區環境，包括跟進黃大仙興建活
水公園、倡議啟德河興建文化長廊、跟進落實興建摩
士暖水泳池，及跟進落實興建上邨小舞台觀眾席上蓋
等。只要有利社區發展，他都會本着「本區成長，為
你服務」的信念，繼續「瞓身」做到最好。
其他已報名參選黃大仙上邨龍上的候選人，包

括民主黨的林偉基及報稱為獨立人士的周勵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4年前，來自工

聯會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秘書長林文輝，以大

局為重，自動「讓路」予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出

選黃大仙龍上選區，最終工聯會在首屆「超級區議

會選戰」中穩佔一席。今屆嫻姐決心退身幕後，林

文輝強勢回歸出戰龍上，憑藉在本區成長、近30年來從未間斷服務當區的優勢，加

上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毅力，林文輝對選戰處之泰然，信心十足，自信在重返議會後

能繼續為街坊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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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黃大仙社區數十載，工聯會龍上選區參選人
林文輝不僅立下了改善社區的實績，還與街坊居民
建立了友誼，編織了難忘的回憶。精於太極的他，
除了透過運動強身健體，還藉此打通與街坊之間的
「任督二脈」，成為提升地區關係的「秘技」，
「每星期，我總有幾天親自在地區教太極，有男有
女，不同年紀，最早的晨運班7點鐘就開始，方便
公公婆婆做完運動，他們再去歎一盅兩件。」

主動發掘街坊需要 排難解紛
公認是太極高手的林文輝，對社區事務卻從不
「耍太極」，堅持要服務好社區，最重要是勤力
接觸街坊，用心了解他們的需要。他坦言，區內
長者較多，他的辦事處每星期都請醫護人員幫

忙，舉辦身體檢查或健體活動；針對行動不便的
長者，他的地區團隊亦會多做家訪，主動出擊發
掘街坊的需要，為他們排難解紛。
林文輝憶述有一次家訪，對方甫開門即破口大
罵，原來屋主是一名老翁，剛在手術後不小心跌
了一跤，大腿骹位的人工螺絲也彎了，但由於當
局要他重新排期，他只能日夜受痛苦煎熬。「那
次我和嫻姐（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家訪，伯
伯以為我們與政府醫院同一夥，當下氣憤難平，
所以大罵我們。事後我們馬上約見醫管局反映跟
進，批評如要伯伯排多一年，隨時未等到做手
術，已痛到跳樓！」結果，當局加快處理老翁的
個案，「偶爾在辦事處附近碰到面，伯伯都大讚
我們幫到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每周教街坊太極 打通地區「經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濫用投訴
機制頻造「種票」疑雲，社會關注如何優化選民登
記投訴機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表
示，當局會從多方面研究修例，修補現有選民登記
制度漏洞，包括要求反對選民登記的人士提供較合
理的證據及出庭聆訊、更改選民住址證明須提交住
址證明等。他期望，部分以附屬法例修訂的措施，
可於明年立法會選舉前完成，及早完善選民登記制
度。
譚志源昨日訪京前，回應傳媒有關修補選民登記
制度漏洞的提問時指出，首先，過去一段時間，有
個別人士的選民登記資料被人肆意或惡意更改，特
區政府正考慮是否進一步提高選民登記住宅證明的
要求，特別是更新地址時是否需要附帶住址證明，
制度上有利確保選民登記資料不被人惡意破壞。

選民登記投訴今年增至近2,000宗
其次，多年來，2011年錄得最高的選民登記投訴

宗數亦只有86宗，今年卻突增至近2,000宗，社會
關注申索及反對制度有否被濫用，當局有需要研
究，方向包括要求反對選民登記的人士提供較合理
的證據、反對人士是否需出庭聆訊。

第三，當局正研究是否將每年新登記的截止日期
和更改個人資料的限期兩個日子「二合一」，特別
是如兩個限期都是在臨時選民登記冊發表前，那麼
臨時選民登記冊發表時可較完備和全面並更一目了
然。
譚志源預計，當局約於今年12月到立法會政制事

務委員會向立法會議員簡介最後想法。若得到立法
會支持，當局便會進行有關程序的調整。其中，部
分程序牽涉附屬法例的修訂，調整較快捷；若個別
措施需修改主體法例，則可能未必能趕及明年立法
會選舉前完成。不過，由於這是一個長期機制上的
改變，當局會開始去做。

搬屋交新住址證明 程序不擾民
被問及有否信心爭取立法會議員支持以住址證明

更新選民資料時，譚志源指出，數年前羅列了一系
列可作為住址證明的文件，都行之有效；幾年前開
始的查訊程序，亦接受該系列文件作為住址證明。
現在，是否在更新住址時已要提供住址證明會再研
究。當然，當局需作平衡，避免令選民過於不便，
例如搬屋時可按時提交更新選民住址申請和提交住
址證明，相信程序不一定造成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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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區議會選舉中，民建聯年輕生力軍備
受關注。其中，在社區扎根多年的民建聯社

區主任盧婉婷，日前報名參選葵青區議會長亨選區。她昨日
在街站派發參選單張，務求爭取每個街坊的支持。她說，多
年來曾與街坊共渡停水停電難關，又關注區內交通問題，現
時正爭取位於青衣西路與寮肚路交界的279X巴士站往上水
方向段設升降機，致力締造無障礙社區。人稱「譚Sir」的
前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譚耀宗昨日亦為婉婷站台派單
張，並「嗌咪」呼籲街坊支持她，勉勵民建聯青年團隊。
譚Sir稱讚婉婷已在長亨做了幾年社區工作，街坊關係良
好，成果有目共睹，「大家都讚賞她勤力認真，又有碩士學
歷，年輕有幹勁。」婉婷則謙虛地說，「我從譚Sir身上學
到細心有記性，只要一個窩心問候，居民亦會以心回報，我
們從事社區工作應有這種事事關心的精神。」
該選區參選人尚有民主黨林立志和無背景人士夏龍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盧婉婷獲譚Sir站台
全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在區選自相殘殺，民協面對同門
「鎅票」之窘。民協昨日舉行誓師大
會，派出25人參選。今屆民協選情岌
岌可危，參選人馮檢基腹背受敵，將
惡鬥獲工聯會及民建聯支持的「小
花」陳穎欣，及前黨友兼徒弟黃仲
棋。民協聲稱，已與民主黨及「傘
兵」協調，但受到「泛民」人士在選
區前突然落區空降參選，仍有4區出
現嚴重的「自己人互片」情況。
民協昨日在深水埗麗閣邨舉行誓師

大會，派出25人出選深水埗、九龍
城、油尖旺、屯門及黃大仙。民協副
主席譚國僑稱，今屆選情是歷屆以來
最激烈，參選人面對左右夾擊，在資
源實力上與建制派有差距，有被「拔
筍」（筍是民協標誌）的危機，同時
有「泛民」人在選舉前突然落區空降
「鎅票」。現時至少有4區出現與民
主派有淵源的人空降參選，包括深水
埗麗閣、南山、九龍城十三街及啟德

北。
其中，深水埗麗閣區選情最為嚴

峻。62歲民協「超級區議員」馮檢基
將大戰人稱「鎅票王」的徒弟黃仲
棋。他對「鎅票王」極為不滿，猛烈
批評對手落區只得6周，毫無勝算可
言。馮檢基直言，對手參選唯一目的
是「攞我嘅票，要我低票輸」。他估
計，如黃仲棋奪去300票，他便很大
機會輸掉選舉。他質疑，「民主派備
受攻擊，點解佢（黃仲棋）自己仲會
做人哋B隊？」他聲言，「呢個係
『拔筍行動』的其中一個步驟，搵到
佢，佢又肯出嚟，係深謀遠慮。佢咁
出嚟，我覺得好失望，選情唔樂觀，
好危險。」
對於麗閣另一對手工聯會小花陳穎

欣，馮檢基亦不敢輕敵。他表示，雖
然陳穎欣是「新女」，但工聯會不是
新會。「我同工聯會砌咗30年，佢哋
有晒網絡，上次都係贏工聯會范國輝
500票。」

4區「自己人互片」
民協憂被「拔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外界近日有傳聞稱，
挑戰民主黨涂謹申連任油尖
旺區議員的奧運選區獨立候
選人高曉榮，是油尖旺區議
會副主席、九龍社團聯會永
遠會長高寶齡的侄子或堂
弟。高寶齡昨日澄稱，她與
高曉榮各為獨立地區人士，
絕無親屬關係，更無政治聯
繫，質疑有人刻意在選舉期
間誤導公眾，只為「出口
術」影響高曉榮的獨立形
象。
本身為維港關愛協會主席

的高曉榮早在區議會選舉報
名期首日，便以獨立人士身
份參選奧運選區。惟近日有
傳媒引述消息報道有關傳聞
後，一度令人以為高曉榮參
選是「靠關係」或與建制
派關係緊密，並非獨立人
士。高寶齡昨日接受本報
訪問時強調，她與高曉榮
各為獨立地區人士，絕無
親屬關係，和任何政黨也
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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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輝林文輝（（左左））與棠與棠
哥及嫻姐哥及嫻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文輝爭取多年林文輝爭取多年，，最終成最終成
功令政府落實興建升降機功令政府落實興建升降機，，
惠及區內居民惠及區內居民。。 李自明李自明 攝攝

■■林文輝與嫻姐合作無間林文輝與嫻姐合作無間，，圖為他們與團隊一圖為他們與團隊一
起研究啟德河文化區的設計建議起研究啟德河文化區的設計建議。。 李自明李自明 攝攝

■盧婉婷(左)獲譚耀宗(右)站台及「嗌
咪」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