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的「出選新星 薪火相傳」造勢活動有近
百人參與，場面熱烈。民建聯其中7名接班

人從現任當區區議員手上接過紙製火炬，象徵努
力服務的薪火相傳。

周浩鼎：學「師父」300%認真工作
出選離島東涌南的民建聯副主席、現任離島委

任區議員周浩鼎，率先從「師父」周轉香手上接
棒。周轉香指這次不只是自己交棒，更是整個民
建聯將火炬交予年輕一代，又讚揚周浩鼎本身是
現任區議員，也很年輕、專業。周浩鼎說，這4年
間跟從「師父」做地區工作，獲益良多，而自己
的競選口號是「承傳、開拓、創新」，希望承傳
周轉香的「300%認真工作態度」。

王虎生：誓為民記區選打勝仗
現任沙田廣康區議員鄭楚光也決定退下火線，
交棒予王虎生。鄭楚光指王虎生是區內一屋苑的
法團主席，這幾年來為該區做了很多事，而自己
已服務該區16年，是時候交棒。王虎生則感謝鄭
楚光令他由不理地區事務，到真正了解居民需
要，並誓言要在區選為民建聯打勝仗。

歐陽均諾：秉承急民所急精神
歐陽均諾則從現任觀塘啟業區議員施能熊手
上接棒。施能熊說社區需要不斷注入新力量，
而歐陽均諾與他在區內「拍住上」多年，既年
輕又熟悉區內問題，其實幹作風是不二之選。
歐陽均諾就笑言，有街坊指他與施能熊樣貌相
似，問他們是否表兄弟，但最重要是二人都是
以真誠服務社區，希望秉承其「急市民所急」
的精神。

陳博智：望與街坊相處如親人
現任西貢委任區議員陳博智轉戰直選，代替陳
國旗競逐西貢富藍議席。陳國旗認為民建聯沒有

「大佬文化」，成員之間就像兄弟姊妹，共同拚
搏，又指陳博智已有12年的地區服務經驗，可說
是「資深新人」。陳博智則表示，陳國旗近期嫁
女，本想低調處理，但區內街坊得悉後紛紛向他
道賀，希望自己也可以與街坊如親人般相處。

楊開永：手接紙火炬倍感沉重
接着，最受矚目的「新老交替」組合—民建

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及接替葉出選中西
區觀龍的楊開永壓軸登場。葉國謙表示，楊開永
長期服務社區，街坊將其別名「水哥」掛在吐嘴
邊，絕非是「空降」者可比，更是他充分信任的
接班人。楊開永就說，火炬雖是紙製的，但拿起
來感覺就非常重，不過這些壓力正是自己拚搏的
動力，強調有信心接好棒，不負眾望。
葉國謙勉勵一眾接棒候選人時表示，資深區

議員交棒是延續民建聯服務社區、服務香港市
民的精神和使命，相信接棒新星也會秉承這種
精神。他又指民建聯正逐步換代，希望在區選
及立法會選舉中，讓更多年輕有為的後輩走到

更好服務香港的方位上，相信該黨一定會繼往
開來，一定能將服務市民的理想發揚光大，舊
人、新人會同心協力，為香港打造更好明天，
「民建聯必勝！」

李慧琼：不辜負前輩囑託期望
李慧琼向交棒區議員致以崇高敬意及謝意。她

指民建聯23年的發展，由無到有、由小到大，有
賴前輩緊守崗位，為市民真誠服務，「所以民建
聯得到的支持及席位一直上升，這些全憑我們各
位前輩、各位議員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你們給
我們的囑咐、對我們的期望，我們一定會全力以
赴、做到最好，不會辜負大家。」
東涌南候選人還有「傘後組織」「東涌人」王

進洋；廣康候選人還有工黨吳惠靈及獨立蔡振
超；啟業候選人還有民主黨林誠；富藍候選人還
有獨立反對派陳耀銘；觀龍候選人還有「青年新
政」梁頌恆。李慧琼出選九龍城土瓜灣北，其他
候選人還有「香港關注會」林依麗及沒有申報政
治聯繫、親激進反對派的沈泰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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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區選傳薪
36「新丁」接火炬 必勝之志報前輩

民建聯首次參選的候選人
候選人 選區 對手

楊開永 中西區觀龍 「青年新政」梁頌恆
李嘉盈 南區利東一 民主黨區諾軒、「熱血公民」黃潤基
彭兆基 南區利東二 民主黨羅健熙、「熱血公民」蔡文龍、

鄧嘉樂
楊鎮華 油尖旺佐敦北 「傘兵」戚志良
苗凱明 深水埗南昌東 民協何啟明
陳穎欣 深水埗麗閣 民協馮檢基、黃仲棋
張德偉 深水埗幸福 民協鄒穎恒
陳威雄 深水埗荔枝角南 民協楊彧、梅宇
邵天虹 九龍城馬頭圍 民協莫嘉嫻
關浩洋 九龍城馬頭角 「香港關注會」區咏豪
林德成 九龍城紅磡 民協任國棟、黃志強
李美蘭 黃大仙彩雲南 民主黨沈運華
歐陽均諾 觀塘啟業 民主黨林誠
梁騰丰 觀塘安利 反對派蔡澤鴻、曹啓暉
張培剛 觀塘秀茂坪中 自動當選
張姚彬 觀塘牛頭角下邨 民主黨黃正峰
李靜儀 屯門兆置 民主黨林頌鎧、獨立王加良
黃玉珍 元朗北朗 民主黨鄺俊宇
程容輝 元朗慈祐 前「民主陣線」成員陳美蓮
梅少峰 大埔大埔中 民主黨區鎮樺、文偉強
張鳳燕 大埔怡富 「新民主同盟」任啟邦
周家樂 西貢健明 「新民主同盟」梁里
吳東河 西貢彩健 獨立何民傑
溫啟明 西貢景林 民主黨林咏然
胡綽謙 西貢環保南 獨立張美雄
黃自勇 沙田沙田市中心 反對派衞慶祥
蕭震然 沙田烏溪沙 民主黨李永成
王虎生 沙田廣康 工黨吳惠靈、獨立蔡振超
巫辰冬 葵青葵盛東邨 「街工」周偉雄、獨立梁廣昌、陳玉玲
梁崗銘 葵青葵涌邨北 「街工」梁錦威
李宏峯 葵青葵涌邨南 「街工」黃潤達
李世隆 葵青石蔭 民主黨尹兆堅
張燁媚 葵青石籬北 民主黨林紹輝
郭芙蓉 葵青大白田 民主黨徐生雄
鮑銘康 葵青祖堯 社民連陳德章、經民聯盧慧蘭
盧婉婷 葵青長亨 民主黨林立志、獨立雷可畏、夏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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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民建聯今屆
派出36名「新丁」出戰區選，他們昨日獲黨
內前輩勉勵和「教路」，其中主席李慧琼形
容，服務社區是一條艱難卻是正義、建設、承
擔之路，社會要發展就要有更多年輕人走這條
路，鼓勵「新丁」要用實績及誠意感染市民。
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強調，「新丁」要勝選，就
要有心及勤力。多名「新丁」希望以創新意念
為社區帶來新希望。

服務社區是「正義建設承擔」之路
民建聯昨日舉行「出選新星 薪火相傳」造勢
活動。李慧琼勉勵「新丁」時表示，為他們選擇
服務社區而驕傲，因服務社區這條路是很艱難
的，但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大家選了一條正
義之路，選了一條建設之路，選了一條承擔之
路。社區要建設，社會要發展，必定要有更多願
意選擇這條艱難道路的年輕朋友。」
她指「新丁」要用實績及誠意感染市民，社

區才會有更多正能量，建設得更好、更和諧，
並要求他們全力以赴、不怕抹黑、無懼風雨、
爭取勝利，在11月23日將勝利的喜悅帶給前

輩和支持者。

鍾樹根傳法寶：用心勤力多落區
擔任東區區議員多年、2012年「升呢」做立
法會議員的鍾樹根，則向「新丁」傳授升級之
道。他指從政最重要是有心，用心服務社區，不
要只記掛着選票，就會得到支持，而且要勤力、
多落區，告訴街坊你是來服務的。他又認為「新
丁」要排除任何干擾，包括來自沒有政績的「傘
兵」，「他們臨到最後兩小時才下來的，他們只
有誹謗你們，但這不要緊，你之前有心、之前有
努力過，街坊是會知道的。」

「小花」陳穎欣：想做大樹遮風雨
民建聯在九龍西派出了8名「新丁」，其中

6人出席昨日活動。出選油尖旺佐敦北的楊鎮
華表示，雖然自己的對手是「傘兵」，但在
「佔領」行動期間，整個油尖旺都身受其害，
希望選民用選票證明「佔領」不得民心，踢走
支持「佔領」的人。在深水埗麗閣出選的陳穎
欣說，希望為麗閣這個舊社區帶來新希望，雖
然許多人都稱她為「小花」，但她更想成為為
街坊遮風擋雨的「大樹」。出選九龍城馬頭角
的關浩洋說，該區是舊私樓區，希望以年輕人
敢試、敢做、敢想、敢創新的精神，為該區創
出更美好的未來。
佐敦北候選人還有沒有申報政治聯繫的「傘

兵」戚志良；麗閣候選人還有民協馮檢基和前民
協及民主黨黨員黃仲棋；馬頭角候選人還有「香
港關注會」區咏豪。李慧琼出選九龍城土瓜灣
北，其他候選人還有「香港關注會」林依麗及沒
有申報政治聯繫、親激進反對派的沈泰鋒。鍾樹
根出選東區漁灣，其他候選人還有報稱獨立的
「傘兵」徐子見。

李慧琼勉「新丁」：拚實績 展誠意

服務大眾情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今屆區議會

選舉，民建聯派出171人參選，其中36人是

選舉「新丁」，也有多人從退下火線的現任

區議員手上接棒，希望薪火相傳，延續前輩

熱心服務社區、服務市民的精神。民建聯昨

日在堅尼地城舉行「出選新星 薪火相傳」造

勢活動，主席李慧琼到場為「新丁」及接班

人打氣，多位接班人接過前輩交託的「火

炬」，均指從前輩身上獲益良多，誓言要在

區選中不負眾望，搶先爭勝，以報答前輩知

遇之恩，並傳承用心、認真的服務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民建
聯的「利東孖寶」—李嘉盈及彭兆
基昨日齊齊現身造勢活動。李嘉盈希望
進入區議會後，能發揮現代女性的剛柔
並濟，為市民爭取權益，並以女性的細
心服務他們。彭兆基就說，南區是充滿

漁民特色的社區，而自己除了是漁民子弟，更是在南區長大，認為利
東需要一個真正專注地區事務的區議員。
李嘉盈在南區利東一出選，其他候選人還有民主黨區諾軒及「熱血

公民」黃潤基。彭兆基在南區利東二出選，其他候選人還有民主黨羅
健熙、「熱血公民」蔡文龍及沒有申報政治聯繫的鄧嘉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在黃大仙彩雲南出選
的李美蘭表示，彩雲邨是超過35年的舊邨，街坊雖然
說公屋都可以住得好，但當區區議員在過去4年沒有為
他們爭取過甚麼。出身基層家庭的她說，明白公屋居
民需要，承諾會為街坊爭取更多。
在觀塘牛頭角下邨出選的張姚彬指，街坊雖然面對「鉛

水」問題，但每當遇上風浪時，他總會站在街坊的一邊，向他們伸出援手，
希望晉身區議會，發揮自己「彬．向前 用心服務不停步」的精神。
彩雲南的候選人還有民主黨沈運華；牛頭角下邨的候選人還有民主

黨黃正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出選大埔大埔中的梅
少峰表示，自己的對手、民主黨區鎮樺是全大埔最懶的
區議員，出席率低及經常遲到是大埔知名，希望以自己
的勤力，換走這個最懶的區議員。
出選西貢將軍澳環保南的胡綽謙承諾，會當上鄰近堆

填區的區內屋苑日出康城的親善大使，致力改善區內環
境，並唱好本是背山面海的該區，「日出康城是不臭的！」
大埔中候選人還有報稱獨立的文偉強；環保南候選人還有報稱獨立

的張美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在葵青祖堯出選的鮑
銘康說，民建聯在葵青有8個「新丁」出選，是全港最
多，每個都年輕、有活力、有幹勁，希望藉此以汗水
澆灌社區，也期望8人全都當選。祖堯候選人還有社民
連陳德章及經民聯盧慧蘭。

「利東孖寶」：剛柔並濟為民打拚

九東李美蘭：為街坊多爭權益

新東梅少峰：用勤力踢走懶人

新西鮑銘康：望汗水澆灌社區

■■李慧琼向交棒區議員李慧琼向交棒區議員
致崇高敬意致崇高敬意。。 潘達文潘達文攝攝

■■楊開永從葉國謙手中楊開永從葉國謙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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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昨日舉行民建聯昨日舉行「「出選新星出選新星 薪薪
火相傳火相傳」」造勢活動造勢活動，，多名區選多名區選「「新新
丁丁」」矢志傳承前輩認真服務市民的矢志傳承前輩認真服務市民的
精神精神，，打贏區選硬仗打贏區選硬仗。。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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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銘康鮑銘康

■■梅少峰梅少峰

■■李美蘭李美蘭

■■李嘉盈李嘉盈 ■■彭兆基彭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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