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民
建聯有5名「雙料議員」（立法會議
員及區議員）在區選競逐連任，其
中陳恒鑌會再在荃灣楊屋道選區出
戰，對手為「荃灣社區網絡」的林
錫添。他憶述自己在2003年區選勝
出，開始擔任區議員，而當時反對

派大打政治牌，建制派在荃灣幾近
「光頭」（全部輸掉），但今屆反
對派再次打政治牌卻「打唔起」，
「經過去年，大家也對政治厭倦，
而這才是最正常，始終市民不會每
天掛政治在嘴邊，區議員也是以民
生工作為主。」

對於「雙料議員」能否兼顧立法
會及區議會的工作，陳恒鑌指自己
在地區的「能見度」相當高，習慣
在出席立法會會議前先到地區視
察，甚至每天來回荃灣及立法會兩
三次，「地區是立法會議員的基
礎，一定要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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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荃灣誓師 正能量注區會
抗衡反對派專搞破壞損民生經濟 政壇元老預祝大獲全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在今屆區議

會選舉中，建制派派出16人出戰荃灣，多位

候選人昨日連成一線，在區內舉行誓師大會，

矢言要在區選中爭取最佳成績，抗衡反對派漠

視民生的破壞行為，堅決守衛荃灣。多名到場

支持的政壇重量級人馬都批評，反對派去年發

起違法「佔領」行動，又在立法會大肆拉布，

其漸趨激進的行徑破壞本港經濟和民生，呼籲

選民將代表正能量的建制派候選人送進區議

會，並期望他們大獲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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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0人昨日出席「『同舟共濟 誓守荃灣』正
能量凝聚大會」，支持在荃灣出戰區選的16

名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新社聯及獨立候選人
（見表），象徵凝聚該區的正義力量，以抗衡漸趨
激進的反對派。「同舟共濟、誓守荃灣、凝聚能
量、齊創未來」的口號響徹整個荃灣市中心。

多名重量級人馬到場鼓勵
多名建制派重量級人馬到場勉勵候選人。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表示，要將代表正能量的候選人送
進荃灣區議會，呼籲他們要凝聚社區，做更多實
事。她指出，建制派候選人長期實事求是，在社
區拚搏，而有些政黨看不起地區工作，只是空喊
口號，也有些政黨說要「搏盡」，「不過好像是
到了選舉才『搏盡』，平時就不知道見不見到
人」，相信選民懂得選擇。

譚耀宗：街坊最怕議員「搞搞震」
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指出，該黨在荃灣的候
選人「話多唔多」，最重要是愛國愛港人士佔區
議會的多數，「最好是全取議席，雖然未必做得
到，但要朝住這個目標努力」。他認為，街坊最
怕選出來的議員只是在「搞搞震」、不做事，而
建制派向來實事求是，明顯比反對派理性。他提

醒候選人，距離投票日尚餘4周，要提防反對派
「污糟邋遢」的抹黑招數。
工聯會副會長陳有海批評，反對派去年發起

「佔領」，嚴重破壞本港法治，影響經濟、民
生，而自稱「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卻否決政改
方案、發動拉布，呼籲選民要向反對派「票債票
償」，將有破壞、無建設的反對派候選人踢出議
會，並在未來4周多走一步、多打一個電話，游說
親友支持建制派。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形容，去年發生的事情就

像發惡夢一樣，批評「佔領」破壞民生、破壞法
治，有議員凡是發展都會反對，凡是特區政府的
工程撥款都會拉布，令香港發展停滯不前。她指
該黨雖然在荃灣只派出3名候選人，但也是希望擴
大建制派陣營，其中兩人更是年輕力壯，希望選
民多多支持。

陳勇讚候選人「睇得又打得」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讚揚，荃灣的建制派候選人

「又睇得，又打得」，相信他們可在區選取得佳
績，「正能量必勝！愛國愛港必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楊耀忠呼籲，選民在下月22

日投票當日踢走「搗亂派」，「支持正能量！邪
不能勝正！」

荃灣區議會主席、荃灣「保和平 保普選」大聯
盟主席陳耀星，荃灣鄉事委員會主席、荃灣區議
會副主席鍾偉平，荃灣區議會前主席、新界潮人
總會主席周厚澄及新社聯副會長陶桂英等人也為
在場候選人送上祝福，並呼籲選民支持候選人進
入荃灣區議會。
最後，在場嘉賓及候選人把雙手塗上不同顏色

的顏料，印在背景橫額上，寓意以雙手共同守護
荃灣，為該區帶來繽紛色彩，並高唱《同舟之
情》，代表建制派同舟共濟、團結一致。
李慧琼於九龍城土瓜灣北選區參選，同區候選人

還有「香港關注會」的林依麗及沒有申報政治聯
繫、親激進反對派的沈泰鋒。陳有海於屯門景興
參選，同區沒有其他候選人，預計可自動當選。

昨日的建制派荃灣區
選誓師大會上，出現一
名「政壇稀客」：著名
導演高志森（高Sir）。
原來高 Sir 特意趕來支
持演戲出身的民建聯呂
迪明，指找過她演出多
部舞台劇、音樂劇、話
劇，大讚她演戲「有
heart、有心、有火、由心而發，特別感動觀眾。」

高Sir說，選舉期間會出現很多反對的、煽情的口號，但服務
市民卻是一樣要由心而發，「她（呂迪明）就是這樣的人。這
個和做藝術一樣，觀眾一看就看得出。」他又笑言，本在數個
月前想找呂迪明11月到內地巡迴演出，「很大型，角色很適合
她去做」，然因她要準備選舉而未能成事。

致力改善民生 與街坊建互信
喜獲伯樂支持的呂迪明，繼2007年區選後，將會在梨木樹東

選區再戰公民黨陳琬琛。她先禮後兵，指陳琬琛在該區服務多
年，有值得學習的地方，而自己作為後輩，同樣要付出心機、
時間去服務，「尤其改善民生不是一時三刻的事，要揼石仔，
要慢慢和街坊建立互信。」

她表示，上屆輸給陳琬琛，或許是因為當時她落區不久，街
坊可能未必信任她這個年輕人，但自己之後一直留在梨木樹服務，
現在許多街坊都放心將該區交給自己。她又說，自己
一直親力親為，堅持親自與每個求助街坊見面，「街
坊很有智慧，他們會看得出誰是對他們好、誰是用心
為他們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公屋聯會副主
席文裕明代表新社聯出戰區選，在石圍角這個公
屋選區競逐連任，對手為沒有申報政治聯繫的前
「民主陣線」成員賴文輝。他表示，有信心擊敗
對手，「但始終有競爭，有競爭就要認真對待，
加上社會仍未喘定，氛圍與過往有少許不同，年
輕人的心態轉變了，抹黑、捩橫折曲的情況多
了。」
他指，曾有街坊宣稱「12年也見不到文裕
明」，但自己自2003年當選後，一直堅持「兩周
一show」，在區內現身解答街坊疑問，尤其是勞
工及公屋問題。現屆特區政府施政以房屋作主
打，他認為這對自己選情有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新民黨在區選派
出3人出戰荃灣，其中鄭捷彬將會在汀深選區出
選，選區包括碧堤半島、海韻花園等私人屋苑，中
產選民較多。鄭捷彬表示，自己將會主打交通及社
區設施議題，因區內只有3條巴士線直達市區，許
多設施也屬於臨時性質，建議深井污水處理廠搬進
岩洞後，原址可撥作社區用途。
這次是鄭捷彬的處子戰，對手除了有工黨的夏希

諾，還有前新民黨副主席鄭承隆。對於要面對前黨
友兼前輩挑戰，他直言有相當挑戰，但仍然有信
心，因自己落區一年半，時間比兩個對手都要長。

堅持「兩周一show」
文裕明有信心連任

鄭捷彬主攻交通
促搬深井污水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工聯會派出
多個「小花」出戰區選，其中譚芷菲將會在荃
灣梨木樹西選區出選，挑戰競逐連任的公民黨
黃家華。雖然年紀輕輕，但譚芷菲表示自己已
在該區工作3年，希望收窄該區工聯會與公民
黨的票數差距，「當然希望贏埋啦！」
譚芷菲的師兄、在福來選區競逐連任的葛兆源則輕鬆得多，雖然

「傘後組織」「荃灣民生動力」在提名期最後一天，找來石威廉與他
對撼，但他說日前收到選舉事務處的來信，指石威廉的提名無效，自
己可望自動當選，但一切仍待刊憲資料作實。
他說，自己確定自動當選後，會盡力協助師妹打這場選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建制派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派出不
少年輕新人力爭議席。其中，人稱「建制小花」、被街坊力捧為
「蝨王欣」的深水埗麗閣選區工聯會/民建聯候選人陳穎欣，勇於挑
戰反對派「大佬」、爭取連任的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成為政界
佳話。陳穎欣日前表示，選前沒有算計會面對甚麼對手，只要有心
有能力，以智慧幫助街坊改善社區，就是做好服務的一大動力。她
強調，加入建制就是要更實際地改變社會，拒絕責怪和謾罵。
陳穎欣是香港土生土長的「80後」，中學到英國唸書，後到港大就

讀經濟金融，又在倫敦大學修讀法學士。她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提
到，「從小就在社區做義工，已習慣幫人，甚至成為我的使命，既然
我有這樣的能力、能量，有這種思維，有這顆心，就去做了，我沒有
想過收入少了多少。」至於挑戰馮檢基，她表示沒有想那麼多，只是
覺得社區有些地方需要改善，便去提意見跟進，沒有特別比較。

爭改善設施 減少不幸事
她續說，一位婆婆因商場設施提示不足而弄傷腳的遭遇，更令她

意識到如能第一時間在社區服務，向有關部門提供意見，幫助街坊
爭取改善設施，便可減少這些不幸事情。她表示，社區存在很多問
題，街坊可能習以為常，實際上有方法解決改善，這種體會給予她
很大動力做好社區服務。
陳穎欣加入建制陣營，曾令她的同學感到奇怪。她則認為，以前

大學時期的小組討論，最討厭一些同學總是不論甚麼意見都反對，
卻又提不出建議。她將此引申到社會，認為現今社會有很多需要改
進的地方，但對這種情況並非靠責怪和謾罵去解決，而是應作出有
效建議，她希望走入體制去改變社會，更為實際。
至於「蝨王欣」的稱號，陳穎欣指是由於街坊驚訝於她願意上門

為街坊清理木蝨。她說，當初只是街坊遇到木蝨問題，她急市民所
急便提出上門清理，漸漸成為她在社區的恒常工作，「約到義工就
會上樓，長期累積經驗下，現都算是半個木蝨專家，偶爾也會在區
內辦講座。」
麗閣選區尚有參選人獨立人士黃仲棋。

陳穎欣有心有力 助街坊改善社區

陳恒鑌重民生 信反對派政治牌「打唔起」
葛兆源料自動當選
擬助師妹譚芷菲

建制派荃灣候選人一覽
候選人 選區 對手
民建聯（6人）
*陳恒鑌 楊屋道 林錫添（「荃灣社區網絡」）
古揚邦 祈德尊 湯詠芝（前「人民力量」成員）
曾大 荃灣中心 李洪波（民主黨，競逐連任）
*林琳 荃灣西 潘昭霖（「荃灣民生動力」）、朱順明
呂迪明 梨木樹東 陳琬琛（公民黨，競逐連任）
*陳振中 象石 陳嘉榮（民主黨）、黃志順（「民主陣線」）
新民黨（3人）
*田北辰 愉景 趙恩來（工黨）
鄭捷彬 汀深 夏希諾（工黨）、鄭承隆（前新民黨副主席）
黃超華 馬灣 曾文典（獨立，競逐連任）、譚凱邦（「新民

主同盟」）、陸偉良（「新思維」）
工聯會（2人）
*葛兆源 福來 石威廉（「荃灣民生動力」）
譚芷菲 梨木樹西 黃家華（公民黨，競逐連任）
新社聯（1人）
*文裕明 石圍角 賴文輝（前「民主陣線」成員）
其他（4人）
鄭柏強 海濱 鄒秉恬（獨立，競逐連任）
*林婉濱 荃威 王銳德（民主黨）
*黃偉傑 麗濤 趙佩詩（公民黨）
*林發耿 綠楊 王珮芝（「新民主同盟」）
註：有*者是競逐連任
福來選區的石威廉由於未被編配選舉號碼，相信其提名未被確認，

葛兆源可望自動當選，待刊憲資料作實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建制派舉行荃灣區區議會誓師大會。 黃偉邦 攝

■■陳恒鑌陳恒鑌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譚芷菲(左)及葛兆
源(右)。 黃偉邦 攝

■譚耀宗(左)為參選者打氣。 黃偉邦 攝

■陳有海 黃偉邦 攝■陳勇 黃偉邦 攝

■高志森出席撐場。 黃偉邦 攝

■鄭捷彬 黃偉邦 攝

■文裕明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