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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街坊「上刀山落油鑊」
遇棘手難題不言棄 扎根服務寶怡15載

黃毓民撐馮競文 工黨翻入獄舊賬

原屬西貢寶軍選區的寶盈花
園，在新一屆區選結合了怡

明邨及天晉二期，成為新增的寶
怡選區。常說「住當區，為鄰
居」，2003年，擔任寶盈花園業
委會主席的吳雪山，首度以地區
新丁身份披甲出戰區選，縱使未
能一擊即中，但手握千多張支持
票，雖敗猶榮，他戰後亦謹守崗
位，繼續透過業委會平台為居民
服務。

做好居民政府間橋樑
2006年，他加盟工聯會，翌年

在該會支持下再接再厲，捲土重
來，成功擊退公民黨對手當選；
2011年，他又力敵民主黨候選人
謝正楓成功連任。轉眼8年，吳雪
山坦言議員工作忙碌且充實，形
容區議員彷彿是「社區經理」及
「政府聯絡員」的合體，既要打
點好地區事務，也要扮演好居民
與政府的橋樑角色。
居於寶盈的吳雪山，打趣說以
街坊身份服務鄰居更加是快人一
步，早着先機，「無論是在街口
遇到清潔阿姐，或落街買份報
紙，都可以在社區收風，掌握區
內最新動態及街坊意見。」
他笑說，太太及兒子更成為自己
服務團隊的要員，「好多街坊見到
我太太，都會捉住她傾偈反映意
見，可說是全家瞓身去做。」

12年努力 獲建橋通港鐵站
在細說地區難忘事時，吳雪山
坦言最感動的是，經過12年的努
力，終於令寶盈居民免受日曬雨
淋之苦直達港鐵站。他憶述自
2001年起，已爭取連接寶盈花園
至君傲灣的行人天橋一事，期間
他曾先後與4位政府官員洽商，亦
曾遭社區人士大力反對，但靠着

即使「上刀山、落油鑊」都不會
放棄的信念，行人天橋終於在今
年動工。
吳雪山又憶述曾接到居民投訴

鄰近空地經常出現積水問題，蚊
患嚴重，豈料政府不同部門及空
地承建商之間互相「交波」推
搪，同樣是本着一顆永不放棄、
堅持到底的心，他輾轉與四五個
單位斡旋，終於完成任務。

促預留空間 增長者護理服務
吳雪山強調，在過去多年努力

下，將軍澳區在各方面都有所發
展，但他深知社區內尚有許多問
題有待完善。例如，區內長者護
理服務不足，令他非常焦急，
「現時區內長者日間照顧服務要
排3年才有位，眼見老街坊本來行
得走得，但因為中風或退化等問
題，身體轉差，卻得不到妥善支
援，心裡很難受。」他承諾會積
極爭取將來區內新增的社區會
堂，必須預留空間增設長者服
務，急市民所急。
隨着將軍澳人口日增，吳雪山

亦承諾致力提升區內社區配套，
包括爭取盡快落實將軍澳為獨立
警區；要求政府於將軍澳南區興
建食環街市；要求政府在將軍澳
南加設普通科門診診所；爭取盡
快落實興建將軍澳南標準室內暖
水泳池；及要求將軍澳醫院成立
婦產科等。
「家住寶盈心繫寶怡為您服務

15載」，豈止是一句競選口號，
更加是吳雪山為社區全力以赴，
為街坊排難解紛的最佳說明。選
戰在前，他呼籲選民比實力，比
政績，支持他成功連任，繼續為
鄰居打造更好的寶怡。
同區候選人還有民主黨的謝正

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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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家住寶盈花園、扎根服

務該區15載的工聯會西貢寶怡選區候選人吳雪山，憑藉

扎實往績及街坊朋友的讚譽，在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力爭連

任。回望8年的議員生涯，縱然遇過不少棘手問題，但他

本着「上刀山、落油鑊」都不會放棄的信念，為街坊締造

了更好的生活環境。面對區內長者護理服務不足、社會設

施尚待優化等民生議題，作為區內街坊的吳雪山充分掌握

地區脈搏，他期望在選民的支持下，讓他留守議會平台，

為左鄰右里爭取權益。

在西貢寶怡選區競逐連任的工聯
會候選人吳雪山，今次再遇上屆落
選的民主黨謝正楓挑戰。吳雪山對
自己15年來踏實的地區服務有信

心，並堅信寶怡區主流民意重視社區和諧，希望
香港穩定，不會認同煽動「佔領」亂港的反對派
候選人，打着「民主」旗號，斷送香港的福祉。

質疑謝正楓失蹤影 區選近才「現身」
選舉總有變數，吳雪山今屆重遇舊對手，他對
自己選情有信心，但絕不掉以輕心。他坦
言，上屆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後，在區內甚少

見到謝正楓的蹤影，直至去年違法「佔領」期
間，聽聞對方曾參與「佔領」，而新一屆區選臨
近，才再次見到對方「現身」。
吳雪山指出，寶怡選區以中產家庭為主，大家

都希望香港穩定和諧發展，「我相信區內反『佔
中』的居民居多，去年我們響應保普選大聯盟簽
名反『佔中』，即使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登記才
能簽名，但我們一個小時已收集逾800個簽名，
可見主流意見是不希望有人堵塞馬路，破壞法
治，希望還香港社會安寧。」
他慨嘆，「佔領」行動雖慘淡告終，畢竟已對

香港帶來負面影響，也令社會走向激進及兩極

化。他以自身經驗為例，「服務地區15年，擔
任議員8年，我從未試過像今次選舉般，在街站
被政治立場不同的學生上前挑釁，甚至『問候』
我的家人。」
吳雪山笑說，幸好自己EQ（情緒智商）高，

不會輕易動氣，但此情此景，心中也不禁悲嘆一
場「佔領」對社會及下一代遺禍極深。因此，他
更堅定要力爭連任，希望踏實地為社區出一分
力，也為香港注入正能量，修補裂痕，呼籲選民
心清眼亮，在區議會選舉日為香港投下理性關鍵
的一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信主流民意重和諧 不認同煽「佔」亂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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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研
究協會昨日公佈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六成
被評分政團皆錄得升幅，其中升幅最大的
是新民黨、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新世紀論
壇，跌幅最大的則是工黨及「新民主同
盟」。在政團整體表現方面，「監督政
府」、「議政能力」、「值得信任」及
「有活力」均全線錄得升勢。該會說，多
數政團評分及各項表現滿意度評分皆錄得
上升，預期政團受惠於區議會選舉效應，
並呼籲各政團把握機會，爭取更多市民支
持及信任。
香港研究協會在本月19日至26日訪問
了1,115名市民，了解市民對15個在立法
會擁有議席的香港主要政團的滿意度評
分。昨日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政團評分
排名變化頗大。其中，新民黨錄得0.18分
最大升幅，得2.63分，排名上升4級至榜
首，餘下依次為教協、民建聯、街工、自
由黨、工聯會、民協、民主黨，分別得
2.6分、2.53分、2.51分、2.49分、2.47
分、2.47分、2.22分。

9個支持度升 新民黨最勁
調查顯示，被評分的15個香港主要政團

中，9個支持度錄得上升，6個錄得下跌。
其中，升幅最大的是新民黨，升0.18分，其
次為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及新世紀論壇，分別
上升0.17分及0.13分。跌幅最大的是工黨
及「新民主同盟」，同樣急跌0.11分。

調查又發現，受訪者對政團「監督政府」滿意
度，上升0.23分至2.35分；「議政能力」上升
0.13分至2.13分；「值得信任」上升0.12分至
2.09分；「有活力」上升0.05分至2.11分。
研究協會發言人指出，六成被評分政團皆錄得
升幅，相信是受惠於各政團積極備戰區議會選
舉，加強與市民接觸，改善市民對部分政團的印
象有關。區議會換屆選舉將於下月舉行，該會呼
籲各政團把握是次機會，加強宣傳政團理念，增
加與市民面對面溝通，將市民的聲音帶進議會，
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及信任。

何潔泓「賒數」10元 遭本土派瘋狂唱衰
香港反對派近年不遺餘力宣揚仇恨、撕

裂社會。在違法「佔中」過後，香港社會
元氣大傷，即使反對派陣營同樣是政治內
鬥不斷。近日，曾參與「佔領」的「土地

正義聯盟」召集人何潔泓，在「面書」（facebook）分享
「賒數」的「雞毛蒜皮」小事時（見圖），即引來「本
土派」口誅筆伐，以粗口攻擊他們「欺負弱勢」，不單
連「買嘢要畀錢」的常識也欠奉，還倒過來「唱通
街」，並揶揄他們是「左膠生活小確幸」。此事可見
「佔領」餘毒之厲害。
何潔泓日前在其「面書」中稱，她早前與朋友在一小

店購買3碗糖水加芋圓及小丸子，原先盛惠60元，但身
上銀両不足，最終僅付款50元，「賒數」10元，故專程
刊帖推薦小店，「老板拿着滿到瀉糖水與老板娘邊掃地
邊說不夠錢不打緊的神情，還是想推薦一下。」

洗版式留言攻擊 網絡欺凌

一件小事，竟在網絡瘋傳，原因是大批「本土派」洗
版式留言攻擊。他們狠批何潔泓「賒數」等同「走
數」，是在「欺負弱勢」。網民「Rick Cheung」稱，開
聲賒數就係唔要面，「你開聲問，唔通要人哋答你：冇
得賒呀去㩒機咩？」網民「Teddy To」稱：「兩個人去
食，就找一個人去提款啦。」網民「elson Ho」則直
斥：「口講照顧弱勢，其實專搵弱勢便宜。」
「Kwok Jason」則批評，他們大言不慚「唱通街」，
「食嘢就應該帶夠錢。呢啲做小額生意嘅店面都係艱苦
經營，明明爭人錢仲要上網爆響口。廿蚊碗糖水都要賒
數，仲要通街唱，客觀效果就係會多咗人去賒數。樓主
唔係第一年搞社運，應該清楚乜叫群眾效應。」「Ho
Yin Ma」亦恥笑稱：「買嘢要畀錢，呢啲常識真係唔
係人人有。」
有些「本土派」的留言更不堪。「虞瑋倩」留言稱：

「左膠成日話幫小店自己就呃小店咁cheap。廿蚊都無
學人去食嘢？矯情兼賤格。」「Bon Tsang」稱，「無

錢就唔好夾硬叫啦，有着數
就要到盡咁賤格嘅你？」
「羅仲康」稱：「冇錢學人
加咁×多料，你個腦生×左
（咗）係（喺）邊呀？」
「BiBi Kei」稱，「原來討
小便宜，搲着數，就叫『撐
小店』，你食懵咗啊？……
賤人就是矯情！」
何潔泓的男友、前學聯副

秘書長岑敖暉乍見女友受
辱，即留言批評這些網民攻
擊「×鬧」，「專程不帶夠
錢去食，和老闆娘認得來過
幾次、知道住附近叫你下次畀返是有分別的。我很好
奇：為何有人一邊講『本土』、講『小店』，一邊又話
下次要去食嘢唔畀錢？大家要繼續扭曲、造謠、×鬧，
悉隨尊便。」「雞毛蒜皮」的「賒數」竟爆發「口水
戰」，揭露了反對派間的嚴重撕裂，更可嘆的是反映了
社會撕裂的嚴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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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反對派因今年區議會選舉
而爆發的「爭位戰」異常激烈。激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近日力撐前民主黨成員、原九龍城區議員馮競
文出選紅磡灣區，挑戰工黨的趙仕信。有工黨支持者即
大罵「同路人」黃毓民，並翻馮競文曾因詐騙入獄的往
事，更爆稱當年她是被民主黨中人告發。
馮競文被指控由1998年起4年間，誇大區議員辦事處
租金詐騙政府津貼，涉款逾60萬元，2006年12月在區域
法院被裁定4項提供虛假資料罪名成立，暫委法官游德康
指公眾對區議員操守有更高要求，馮競文違反公眾對她
的信任，有計劃犯案，且犯罪行為歷時多年，故重判她
即時監禁18個月，是民主黨內首名在本港被定罪黨員。
她其後上訴獲減刑。
在今年區議會選舉，馮競文在未得到民主黨中委會批
准下，報名參選九龍城紅磡灣選區。民主黨指馮競文違
反黨內處理程序，涉嫌違反黨紀，予以譴責。不過，馮

競文在沒有申報政治聯繫的情況下「復出」，更獲黃毓
民「全力支持」，和工黨的候選人趙仕信「打對台」。

亂質疑「精神有問題」
在社交網站，不少工黨支持者齊出口術，批評馮競文
是次出選，更質疑她「精神有問題」。有關帖子更得到
「人民力量」的「快咇」譚得志等其他反對派政黨中人
讚好。網民「Tsang W. K. Charles」稱，「又鳩嗚團
（馮一直有參與旺角的所謂『鳩嗚』活動），又民主
黨，又黃毓民支持，即係點呀？」「Sailai Tang」在留言
中稱，「擺明鎅票，……鬼到仆街！」
「Chun Hin Au」則翻舊賬稱，「佢係呢區前議員，
當年因貪污（實為詐騙）坐監而搞到個區淪陷。」「文
世昌」則指，「她自己該知道自己事，民主黨家維區議
員劉定邦也因此被她拖累，敗選2007年的區議會。出獄
後她心心不忿（是民主黨某人把她的事情揭發），她怨

不了別人，她又不是窮人，就只怪自己貪心吧！」
「Kevin Chan」則稱，「我曾經係（喺）D Day（所謂
『佔中商討日』）見過佢，……之後係（喺）電視再見到
佢，同 ( 好似係 ) 反佔中嘅人吵大鑊，見佢好激動，嬲到
想打人咁……」有網民更質疑她「精神有問題」，不適
宜擔任議員。
紅磡灣選區候選人還包括李淦鏘及張仁康。

■馮競文挑戰工黨趙仕信，飽受攻擊。

■吳雪山憑
藉扎實的往
績，受到街
坊的讚譽。

■吳雪山關
注區內長者
護理服務不
足的問題。

■■吳雪山充分掌握地區脈搏吳雪山充分掌握地區脈搏，，他期望在選民的支持他期望在選民的支持
下下，，讓他留守議會平台讓他留守議會平台，，為左鄰右里爭取權益為左鄰右里爭取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