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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新丁」黃玉珍勇掃「鴿票倉」
擔使命拚實幹長伴街坊 盼為建制力量「收復失地」

深耕「小孩社區」增值「珍為您」
擔任社區幹事的黃玉珍，做事向來講求默

默付出、深耕細作，處事作風與對手恰好相
反。在訪問期間，她就以「小孩」來形容地
區，以「老師」形容地區工作者，說明服務
地區必須抱有無限愛心及耐性。為此，她特
別選擇以「真心真意珍為您」作為競選主
題。她承諾一旦成功當選，定視社區為「小
孩」般教導，為社區增值，為居民帶來更美
好生活。

為膝痛者轉介關節置換服務
在談到地區工作時，黃玉珍特別關注區內

的交通問題。她指出，由於朗屏地處西鐵沿
線，居民非常依賴鐵路出入，故認為港鐵必
須加強監察改善服務，包括增加優惠及降低
價格。同時，她期望為居民改善巴士脫班問
題、爭取增設更多區域性巴士轉乘站、改善
專線小巴服務和監管車費加價、促請小巴定

期檢討行駛路線等。
黃玉珍也非常關注長者健康的需求，為

此，她提倡在區內增設無障礙通道及文康設
施，「目前許多區內長者都飽受膝蓋退化引
致的疼痛之苦，但他們不知悉博愛醫院已經
啟動全關節置換中心。有長者就因『菠蘿
蓋』（膝蓋）退化造成行動不便，需要丈夫
照顧，最後我為長者成功轉介，她完成手術
後變得健步如飛，我希望為更多長者做好轉
介服務。」

盼為區內長者設健身公園
在地區設施方面，黃玉珍希望爭取在區

內空地，為長者設立健身公園，或在公園
爭取設立健康設施，讓他們「閒時舒筋活
絡」，並為有關節問題或完成手術後長
者，爭取免費的物理治療，「這樣既能減
少他們經濟負擔，亦能減輕醫院的服務

量。歸根究底，醫管局應該盡快增加資源
及人手，同時全面開放博愛醫院病床及縮
減輪候時間。」

爭建區內銀行圖書館自修室
為求社區設施更臻完善，黃玉珍承諾，一旦

成功當選，她會積極爭取在朗屏邨加設銀行分
行、圖書館及自修室等，並會跟進邨內漏水問
題，「目前朗屏商場出現『鐘乳石』，若成功
當選，我會積極協助居民處理有關問題，為受
漏水困擾的市民提供檢測等跟進。」

黃玉珍坦言，她今屆特別選擇以「真心真意
珍為您」作為競選主題，期望能夠當選為社區
增值，為居民帶來更美好生活，
「我會視社區為『小孩』一樣去
教導，積極實踐建設力量，為社
區增值，為居民締造更美好生
活。」 ■記者鄭治祖

「傘兵」兒戲區選 內訌封殺錢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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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選進入倒數階段，正
當一眾候選人紛紛為選舉作最後衝刺時，有份參選的
「傘兵組織」之一的「2047香港監察」內部卻突然內
訌。該組織突然發表聲明，稱該組織成員、出選灣仔跑
馬地選區的錢家和與該組織的「參選目標及理念有明顯
的差異」，故對方再非該組織的推薦候選人。將錢家和

納入「推薦名單」的「民主動力」則稱他們沒有正式收
到有關方面的通知，又稱「有關事件僅為他們內部的
事」。是次事件，反映出所謂「傘兵」與反對派組織在
選取候選人時是多麼的兒戲。
錢家和早前與另一「傘後組織」的「灣仔廣義」區麗
莊在灣仔司徒拔道選區「拉區」，但「2047香港監察」
其後稱為「顧全大局」而被迫「讓路」，但該組織召集
人、自稱「佔中十死士」之一的錢志健就為錢「被迫讓
路」撰文，批評「民動」稱「協調就是協調，再進一步
霸王硬上弓就會變成踩過界，形成高壓手段式的協商。
更嚴重就是迫使別人離開或退出，也是違法行為，任何
人也不應踩界」等。

「2047香港監察」稱目標理念差異
不過，昨日凌晨2時許，「2047香港監察」核心成員吳

美蘭突然低調在社交網站上登出一段聲明，稱「在2015年
區議會選舉過程中，本群組發覺與跑馬地區候選人錢家和
先生的參選目標及理念有明顯的差異。故由即日開始，錢
家和先生再不是「2047香港監察」的推薦候選人，而他的
一切活動及言論亦與本群組無任何關係。」

錢扮不知情 避答記者
本報記者昨日致電予錢家和了解情況。他先稱：

「哦，你話吳美蘭老師的聲明吖嗎？我要了解吓呀！」
記者再追問他被內部「封殺」時，他閃縮迴避，繼續稱
「要了解吓」，又稱對事件「毫不知情」、「唔知咩
事」。被問到對有關聲明的感受和「被踢走」的理由
時，他再轉移話題，「個聲明係佢（吳美蘭）發出來，
我睇你要問返她本人。」在向記者索取聯絡方法後，他
稱「我會叫佢打返畀你」，其後趕緊掛線。
不過，本報記者發現，錢家和昨日在街頭的宣傳直幡
仍載有「2047香港監察」的字樣，而截至今日凌晨截稿
時仍未獲任何回覆。

「民動」指錢得「各黨共識」出選
在「民動」近期發佈的最新推薦名單中，錢家和的名
字仍在。「民動」召集人趙家賢昨日在回應本報查詢時
則稱，對方並「無official通知我叫我除名」，且「佢係
佢哋嘅成員」，故與「民主動力」無關。被問到錢家和
被人「劃清界線」會否令他聯想到錢的背景或其他政治
取向，趙稱則錢是「得到各個『泛民』黨派同意，在共
識制下得到同意」，也無收到任何反對的訊息。
跑馬地區候選人尚有報稱獨立的吳錦津參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去年發
生的違法「佔領」，參與「佔領」者得到
「佔中三丑」及反對派議員在背後撐腰，
不斷「煽風點火」，衝擊香港社會的核心
價值。其中一個「重災區」銅鑼灣，居民
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商戶的生意更慘不忍
睹。「佔領」雖以失敗告終，但該批「佔
中」者正密謀「佔領」灣仔區議會。據
悉，與「佔中三丑」關係密切的灣仔司徒
拔道選區候選人區麗莊，為淡化其「佔中
三丑」黨羽的身份，除借身為澳門前全國
政協委員的父親區宗傑試圖混淆視聽，並
重點突出其「金融界人士」的身份。
在今年區議會選舉，各積極撐「佔」的

反對派成員均低調處理他們在該次違法行
動中的角色，就連「傘兵」也試圖裝作毫
無政治聯繫。有政界人士昨日向本報指
出，司徒拔道選區候選人區麗莊，儘管自
認「傘兵」，但在選舉宣傳時，從未凸顯
此一身份，力圖淡化此一負面形象。

區為所謂「佔中金融組」成員
他指出，「佔中三丑」密謀部署「佔

領」期間，已被社會廣泛批評會嚴重打擊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佔中三丑」
為了「脫罪」，找來一批自認為「金融界
人士」者，組成所謂「佔中金融組」，企
圖凸顯獲得金融界支持。小組的主理人為
曾自稱「佔中十死士」的錢志健，而區麗
莊就是成員之一。
該政界人士指，在「佔領」期間，區麗

莊所謂「金融小組」十分活躍，經常以
「金融、商界人士」自居，並不斷擺街
站、派單張等，試圖向中產階層「洗
腦」。在「佔領」敗走離場後，就改名為
「傘兵」的名義空降灣仔區。

區選報名「政治聯繫」填「獨立」
該名政界人士透露，為免引起居民的不

滿，區麗莊在區議會報名時，就將「政治
聯繫」填「獨立」或乾脆留空，在職業一
欄則填報「金融從業員」，更經常一身行
政人員打扮落區，不想留有半點「傘
味」，企圖偽裝成「獨立、專業人士」。
不過，在報名參選當天，匿藏多時的

「佔中三丑」就傾巢而出，為區麗莊打

氣。在其後的造勢大會上，「禍港四人
幫」之一、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佔
領」的「堅實分子」，包括工黨立法會議
員何秀蘭，公民黨副主席陳淑莊、黎廣德
等都出席撐場，「佔」味極濃。
由於司徒拔道屬於中產區，對違法「佔

領」行動一直持保留的態度，「三丑」為
進一步洗掉「佔中」形象，試圖利用親反

對派的友好傳媒，以所謂「爆料」的形式
稱區麗莊的父親，是澳門前全國政協委員
兼匯業銀行主席區宗傑，試圖轉移視線，
以免被選民察覺到她實為「佔中三丑」的
黨羽，手段相當「高明」，涉有誤導選民
之嫌。
司徒拔道其他候選人為角逐連任的獨立

會計師黃宏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根據反對派內部統計，今年與「傘
兵」對撼或被其他組織及聲稱獨立
人士「票」的選區有42個，「傘
兵」備受傳統反對派批評為「
票」。其中，中西區堅摩選區的民
主黨候選人冼卓嵐，就埋怨同區
「傘兵」、「青年新政」候選人周
世傑「票」影響選情。不過，周
世傑和當區競逐連任的民建聯中西
區區議員陳學鋒都指出，民主黨當
區最大問題是經常換人，有負選民
期望。
今年區議會選舉是「佔領」行動
後首場大型選舉，「傘後」組織紛
紛空降落區，有3名候選人的堅摩
選區就有「傘兵」核心成員出選。
有線電視昨日報道該區選情時，21
歲的冼卓嵐就聲稱，民主黨招牌有
助勝算，但有兩個打着「民主」旗
號的候選人出選，「我若贏不了
他，的確會令陳學鋒得益取得議
席。」

傘兵：屆屆不同人冇原則
他聲言，選民會知道哪個候選人
有能力較易當選，餘下另一個就是
「票者」。不過，有街坊直言，
在當區投了民主黨幾十年，今次不
會再投。現年23歲、家住西環邨的

「傘兵」周世傑也指，「張票根本唔係屬於
你的，何來『票』呢？」他又批評，民主
黨在該區「很多時輸一個、換一個，這如何
向當年那1,000多票的選民交代？對他們的
支持去了哪裡？今日民主黨又找另一個人出
選，到底從政的原則和風骨去了哪裡？」
被問到「傘兵」加入後是否有助選情，民
建聯的陳學鋒指出，出現兩個反對派候選
人，在「數學上」他有得益，但他最大優
勢，是他連做8年，街訪認識他並很熟悉。
相反，民主黨每屆區選都換人，「街坊會評
論這個政黨，為何每次都換人，認識一個人
一兩年後，又不見你了。」他又坦言，民主
黨和「傘兵」誰誰的票，只有他們自己才
清楚，但周世傑的確比冼卓嵐早落區。
不過，冼卓嵐否認稱，「不是選完一屆就
走。民主黨一直都有服務這區居民，居民認
得以前的候選人，就說明民主黨的候選人是
『真正』在這裡做地區工作，今屆對他都會
有信心。」

黃玉珍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形容，她
作為區議會選舉「新丁」，參選元

朗北朗選區，絕對是「心口有個勇
字」，她期望以實幹為民建聯「收復失
地」，「畢竟對手來頭不小，我本身不
懂政治，但自從擔任祥哥（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梁志祥）助理後，幫手在梅窩開
設辦事處，繼而到坪洲、天悅、朗屏。
我是身負使命，以『心口有個勇字』的
心態收復失地。」
面對對手坐擁年輕人的「鐵票」，黃
玉珍直言，她期望透過父母感染子女，
從而透過他們呼籲同學及朋友支持，
「年輕人的心係好難攞，但我唔會放棄
佢哋（票源）。事實上，不少區內家長
都深明違法『佔領』行動帶來的家庭糾
紛、社會不和諧等負面影響，故他們非
常希望子女能夠支持建制的聲音，為社
會帶來裨益。」

冀倫理關懷促家庭和諧
放眼未來，她期望將倫理關懷滲透社
區，在社區推動家庭和諧，「正如我們
平日經常在（朗屏邨）八角廣場舉辦倫
理講座，又曾經在社區舉辦名為『倫理
關係顯愛心』的填色比賽，讓來自不同
地區的學校和不同年紀的學生參與，從
中宣揚有關的正面思維。我期望以倫理
及家庭的觀念，改變年輕人看待社會
的思維，令他們從父母身上學習，最終
支持建制力量。」
自參選以來，黃玉珍一直獲得地區朋友
支持，這教她感動萬分，「好多婦女及退
休人士支持我，平日他們更會陪伴我日曬
雨淋企街站，即使面對市民指罵，他們仍

然堅持支持我。他們是我背後的重要骨
幹。」她並舉例指，早前有男人因不滿西
鐵站附近的大花槽藏有很多煙頭，繼而大
聲指罵他們，但支持者依然面不改容繼續
宣傳，教她深受感動。
區議會選舉投票在即，黃玉珍認為，

輸贏與否並非最重要，更重要是本着體
貼居民需要，陪伴居民成長，以實幹感
動人心，「一直以來，我儼如社工般處
理個案，特別是大量的婦女求助個案，
工作比社工還要多。因此，輸贏非最重
要，更重要是成功協助區內居民。」

憶助新來港家庭 感幫人最樂
在訪問期間，她並憶述起一名身兼兩

名孩子母親的深圳新移民婦人的求助情
景，「當時，該名婦人向我求助時盡訴
心事，其間更為哭成淚人。原來，該名
婦人的丈夫突然因心臟病暴斃，令家庭
頓時失去經濟支柱。原先他們家境不
俗，所以，三母子非常徬徨無助，該名
婦人感到非常慌張，家庭巨變使她大受
困擾，更嚴重的是，她竟然萌起輕生念
頭。」
當時，黃玉珍堅持每天家訪，為該名

婦人尋求社工協助、申請綜援、尋找居
所；該名婦人最終能夠自我振作，教她
感到非常感動，「很高興她能夠自我振
作，學習如何打點自己及子女的生活，
最終她亦決定返回深圳生活，我亦協助
她的小孩辦理跨境學習手續。上述個案
令我明白到：服務社區不是只求選票。
俗語有云：助人最快樂，世界添溫
暖。」
參選元朗北朗選區的尚有民主黨鄺俊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元朗北朗選區一直被視為民主黨

「基地」。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作為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助

理、民建聯大埔區支部主席黃碧嬌胞妹的黃玉珍出戰該區，可謂「背

水一戰」。不過，她直言，自己「心口有個勇字」，披甲參選旨為服

務街坊，期望以實幹為建制力量「收復失地」，故此，無論選舉誰勝

誰敗，她仍然會身負使命，本着體貼居民需要，陪伴居民成長，「議

席並非最重要，更重要是做好自己。」

■「2047香港監察」在社交網站上發出聲明，稱與錢家
和「劃清界線」。 網上圖片

■■區麗莊在區議會報名時區麗莊在區議會報名時，「，「佔中三丑佔中三丑」」傾巢而出傾巢而出，，為其打氣為其打氣。。

■黃玉珍期望為居民改善巴士脫班問題、爭取增設更多區域性巴士轉乘
站、改善專線小巴服務和監管車費加價、促請小巴定期檢討行駛路線
等。

■黃玉珍希望爭取在區內空地，為長者設立健身公園，或在公
園爭取設立健康設施。

「佔丑」黨羽區麗莊 OL裝扮獨立圖呃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