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 ■責任編輯：陳一新 ■版面設計：張景光

區議會選舉 2 2 / 1 1 / 2 0 1 5

兒新丁戰區選 父元老任軍師
楊哲安搶攻薄扶林 盼獻力社區修補港裂痕

生於「政治世家」，自幼開始接觸政
治，Jeremy 多年來始終心繫香港發

展。今年，他決意參選薄扶林選區，投身服
務地區，以小見大。日前，Jeremy就與父親
楊孝華「父子檔」擺設街站。
說到競選的「撒手鐧」，Jeremy在接受本
報訪問時強調，最重要是全心全意服務社
區，與居民同聲同氣，「我明白特區政府的
運作，議政總不能動輒『反枱』，更不能開
口埋口霸街『佔領』。」

設施要符區情 保安全安靜
從居民角度出發，確保地區設施更貼「地

氣」。Jeremy以當區連接華富邨及貝沙灣的
小徑為例，點出設施理念雖好，但始終不及
符合區情來得重要，「為求確保社區緊密聯
繫，政府興建了連接華富邨與貝沙灣的小
徑，雖然擁有很好的宏觀理念，但設施不獲
居民好評。」
他續說，薄扶林的居民具有知識及專業水
平，追求安全、安靜、具有空間感的生活；
若他當選，他定會保持地區原來特質，在三

者不能犧牲下，逐步優化當區生活，「因應
薄扶林居住人口增加，車流越趨增加，未來
有需要改善交通，確保安全車速等等。」
Jeremy承諾，未來會為居民提供貼身的地

區服務，「我居住在薄扶林，絕對清楚居民
的煩惱。正如今早擺設街站，看見大拖車錯
轉入沙宣道無法倒頭，我立即幫忙疏導交
通，避免大塞車。我深懂兩文三語，能夠與
當區居民溝通，總不能倚靠助手與華人居民
聯繫。」

父讚子有承擔 做事合法理性
兒子走到最前為民發聲，身為政壇元老級

人馬的父親楊孝華，當然帶頭擔當選舉智
囊，「有日Jeremy跟我講，經歷去年『佔
領』後，他想身體力行改變香港。雖然我已
經退休，但青年是香港的希望，我認同社會
應給機會予青年人。事實上，我們全家人都
對香港抱有承擔，我絕對支持他參與社會工
作，以合法理性方式改變社會，而非動輒採
取暴力。」
香港目前的政局跟以前大不同，由當年崇

尚理性論政，到今日的靠激上位。楊孝華對

此也深感惋惜。他嘆言，香港原來是塊「福
地」，講求和諧理性；若社會再繼續撕裂，
香港定會走下坡，「看到香港變得如此撕
裂，我感到非常傷心。香港政壇是需要生力
軍傳承。」
楊孝華並即場贈送「兩大錦囊」：努力及

誠意，鼓勵兒子青出於藍勝於藍，「Jeremy
居住在薄扶林，選擇一處他喜歡的地區參
選，絕非『空降』。他又擁有兩文三語的優
勢，雖然他只是扎根薄扶林一年，但已經創
出不少成績。我肯定4年任期，他會做得更
多。」
縱橫政壇多年，Jeremy今屆決意擔當「區
選新丁」，當然百般滋味在心頭。他坦言，
在外界眼中的艱苦硬仗，他倒過來樂在其
中，「自從報名參選後，心態變得更為踏
實。最令我窩心的是，有時擺設街站揮手，
很多市民原來愁眉苦臉，都會面露笑容揮手
回應。去年一場『佔中』撕裂社會，香港需
要復原，能夠為香港出一分力是值得的，這
是我的使命。」
參選南區薄扶林選區的還有報稱「獨立民

主派」的司馬文。

短片明心跡 妻女助製作
香港正值網絡年代，

港人追求速度，講求效
率。正當大家放棄採用
「面書（facebook）」

競選宣傳時，楊哲安倒過來善用網
絡，盼望以新思維為自己宣傳造勢。
最近，他的競選網站隆重登場，率先
上載題為《為何要參選？》的競選短
片，介紹自己參選三大原因：捍衛薄
扶林特質、拉近區議會與政府的關
係、以身作則鼓勵青年貢獻社會。

由當年投身特區政府任職教育局政
治助理，到今日「落水」參選區議會
選舉，Jeremy 可說心口有個「勇」
字 ，盼望為社區帶來新思維。他近日
啟動競選網站，並上載競選短片作為
頭炮宣傳。Jeremy在訪問中表示，短
片全屬「自家製作」，由於太太張新
悅具有審美眼光，負責統籌短片拍
攝，並為短片親自彈奏ukulele配樂；
囡囡則負責協助燈光效果。

■黃斯昕

俗語云「長江後浪推前浪」。楊
哲安生於政治世家，父親是政壇元
老級人馬、全國政協香港委員楊孝
華。他自小開始接觸政治，畢業後
從問責官員到投身商界。如今，經
歷直選洗禮，父親依然是他的最強
後盾。楊孝華不禁感慨說，他從沒
教育Jeremy從政，更重要的是教
他學懂盡力就可創立成就，「無論
如何，家人必定與他共同進退」。
選舉結果未知分曉，但家人總動員
支持，令Jeremy感激不盡，「我
不怕風吹雨打，越戰越強！」

舉家遷京三年 共同進退
楊孝華，1978年獲委任市政局

議員，隨後曾任旅遊界立法局議
員、臨時立法會議員、旅遊界立法
會議員，縱橫政壇數十年。在他眼
中，勤力及誠意是從政的不二法
門，「我從來不會教育Jeremy從
政，更重要的是自立思考，親力親
為。每人各有各的長處，盡力就可
創立成就，這是我們的家教傳統。
今日Jeremy同樣是這樣教育囡
囡。」
談到家庭點滴，楊孝華強調，家

人定必與他共同進退。他憶述，當
年正值上世紀80年代的移民潮，由
於獲公司調任至北京工作，他決定
辭任市政局議員，並擔任「太空
人」定期來往北京及香港；但後來
家庭發生「大災難」，妻子接送小

朋友時不幸在吐露港發生車禍，教
他們明白家人不應該分開，為此，
他們舉家搬到北京三年，共同進
退。

母寫信鼓勵 妻設計單張
Jeremy既要兼顧家庭，又要服

務地區，初時家人曾經抱有懷疑，
但這是Jeremy的理想，全家當然
總動員支持。楊孝華說：「最初
Jeremy的媽媽及太太都有疑慮，
擔心他無暇照顧家庭。後來，大家
擔心Jeremy有顧慮無法全情投
入，大家決定總動員支持。最近，
Jeremy媽媽撰寫了一封信鼓勵
Jeremy，他太太更落手落腳設計
單張。囝囝為香港前景出力是應該
的。」
Jeremy笑言，父親從小就讓他

透過不同途徑參與社會活動，並曾
多次擔當父親的「選舉智囊」，已
對競選非常熟悉，「16歲那年拖着
一車競選單張，走遍全港過千間旅
行社，為父親拉票爭取支持，全心
希望父親當選，選舉工程做慣做
熟。父親從來都是我的榜樣，從畢
業到社會做事，一直銘記父親兩大
『錦囊』，終身受用。」
選舉結果未知分曉，但家人總動

員支持，頓成參選的意外收穫。他
感言，家人總動員擔當其「選舉智
囊」，無形間促進了家人間感情，
「當日接獲母親的信件，我是非常
感動的，寫信是我與哥哥到英國求
學後建立的傳統，當年我與哥哥都
有寫信鼓勵父親放手參選。家人支
持是最真摯，我會搏到盡爭取未來
4年服務社會的機會，不怕風吹雨
打，越戰越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斯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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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反對派自去年被揭收
受「政治獻金」及策動違法「佔領」禍港後，形象大
插水。一直與反對派工黨關係密切的天水圍天頌苑前
業委會主席莫炎熙，被指因擔心選情受工黨主席李卓
人等拖累，在今年「扮獨立」參選元朗頌栢選區。有
天頌苑業委會委員也爆料說，莫在擔任天頌苑業委會
主席期間的所為引起居民不滿，業委會月前換屆已成
功令他下台。
報稱「獨立」參選的莫炎熙，是天水圍天頌苑小業

主，曾代表屋苑向房委會追討逾7,200萬元兩幢短樁樓
管理費，並當選天頌苑第八屆業主委員會主席。不過，
有天頌苑業主委員會委員公開向傳媒質疑，莫炎熙是
「扮獨立」，實際上與工黨關係密切。事實上，莫炎熙
在入稟土地審裁處向房委會追討屋苑管理費時，工黨從
中協助及到場聲援。今年「鉛水」事件發生後，李卓人
在8月初更聯同莫一起到房屋署總部外請願。
該業委會委員又披露，莫炎熙在出任業委會主席
時，竟不准居民在屋苑停放單車，又在花槽上動工令
長者無法安坐，種種無理決定早已惹起居民不滿，故
月前業委會換屆已成功令他下台。

對手譏憂李卓人拖累
頌栢區另一候選人、新民黨現任區議員黃卓健質
疑，莫炎熙隱藏自己的工黨背景，或與上屆區選李卓
人在天水圍富恩選區落選有關，擔心被李卓人拖累。
他又說，新民黨2011年開始在短樁事件上協助莫，包
括多次為他聯絡律師，無償提供法律意見，也支持他
進入業委會，但現在卻與新民黨「對着幹」，批評莫
是「政治兩頭蛇」，撈取政治油水。
莫炎熙在接受傳媒查詢時回應稱，直至本月初，他
都無李卓人的手提電話，亦也未去過工黨總部，又辯
稱自己雖然認識工黨的人，但不等於自己有政黨背
景。至於新民黨曾協助他處理短樁事件，莫炎熙竟聲
言，新民黨並非真心想幫他，相反工黨更能幫到他。

何俊仁圖獨攬「搬箱」功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在今屆區議會選
舉中，轉戰直選的民建聯副主席、離島區議會委
任議員周浩鼎，會在東涌南選區與「傘兵」王進
洋競逐。這場民建聯領導核心與「傘後組織」的
對決，備受矚目。周浩鼎近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指出，相對於「空降傘兵」，在區選層面上，一
直服務東涌、法律專業背景正是他的優勢。然
而，反對派隨時透過今次區選大動員，向反「佔
中」的建制派報復，他作為民建聯領導人物更會
成為主力發洩對象，故此選戰不能鬆懈，務求以
充分信心和最佳狀態，打好這場硬仗。
王進洋來自傘後組織「東涌人」，卻無申報政

治聯繫。周浩鼎在訪問中對王進洋「先禮後
兵」，指他們二人「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
hostile（敵對），我們碰面也會打招呼」。
他坦言，二人各有各做，各有「基本盤」，故

此，要勝選就要爭取中間選民支持。然而，他憂
慮建制派和反對派目前各有一批堅定支持者，估
計這種局面未來無大變化，可以爭取的中間選
民，甚至會越來越少。
周浩鼎指出，他過去4年在東涌的確做了很多地

區工作，與該區區議員周轉香更設有聯合辦事
處，「絕非今日才走出來」。同時，他的法律專
業背景也令地區服務更多元化，單是他提供的免
費法律諮詢服務，已幫到不少街坊。

驕兵必敗 不敢鬆懈
在「佔領」行動結束後，香港社會回復秩序，

廣獲市民支持。然而，周浩鼎指出，反對派支持
者在意識上可能更頑固，隨時會透過區選向建制
派發洩，「我現在也算是建制派中一個小小的頭
面人物，他們（反對派支持者）會管不了那麼

多，覺得反正我是標誌人物，就要踢走我。」
驕兵必敗，面對地區工作乏善可陳的「傘

兵」，擁多年地區實績的周浩鼎明言不會鬆懈。
不過，他也會保有信心，不會妄打「告急牌」賣
弄悲情，以保持選戰最佳狀態，創出佳績。

「識法」周浩鼎 爭中間選民拒「傘兵」

曾任香港教育局政治助理，又是自由黨資深黨員，楊哲安（Jeremy）縱橫政壇多年，今屆決意擔當「區選新

丁」搶攻薄扶林。在外界眼中的艱苦硬仗，Jeremy卻樂在其中，越戰越勇。他沒有競選「撒手鐧」，只相信全心

全意服務社區，與居民同聲同氣，來得更為直接簡單，「香港撕裂後需要復原，能夠為香港出一分力是值得

的。」兒子走到最前為民發聲，父親楊孝華是當然的選舉智囊，鼓勵兒子青出於藍勝於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斯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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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何俊仁（「AV仁」）在新一屆區選屯門樂
翠選區競逐連任，但由於他去年被發現在立法
會議事堂內公然看「索女艷照」而淪為笑柄，
加上地區表現乏善可陳，更被踢爆份屬「雙料
議員」的他既無出席立法會會議，更不出席區
議會會議，終於招徠5位對手全方位夾擊，陷入
苦戰。
為挽回頹勢，「AV仁」近日出動「成功爭

取」橫額，宣稱自己「勤政不懈」，2010年一
直跟進搬遷輕鐵美樂站電箱，今年5月終見成

功，還路於民，更呼籲選民要「票投有政績的
候選人」云。不過，有地區人士踢爆，搬遷輕
鐵美樂站電箱絕非「AV仁」的個人政績。
該地區人士指出，早於2008年，不少區議員

一起與民政事務處多番跟港鐵研究和處理，至
最近完成工程。他批評「AV仁」竟視此為一己
功勞，令人側目，「搬個電箱都要出橫額邀
功，『AV仁』技止此耳！」
同區參選人還有報稱獨立的沈錦添、張永偉

和何君堯及「熱血公民」鄭松泰、「快信社會
服務團」阮偉忠。

■■政壇元老楊孝華政壇元老楊孝華
（（左左））協助兒子楊協助兒子楊
哲安搶攻薄扶林選哲安搶攻薄扶林選
區區。。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童年楊哲安童年楊哲安（（左左））與哥哥與哥哥（（右右））
及鄰居玩伴提燈籠慶中秋及鄰居玩伴提燈籠慶中秋。。

■■周浩鼎周浩鼎
陳庭佳陳庭佳 攝攝

■■何俊仁出橫額獨邀何俊仁出橫額獨邀「「搬箱搬箱」」之功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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