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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近年多次表示將持續下放地區權力，區
議會的角色愈來愈重要，絕非可有可無，區議會選
舉亦自然愈來愈受關注。地區內的巴士及小巴路線
改道，區議會有影響能力；地區內的公共設施增加
或調整，區議會有影響能力；地區發展的規劃及重
建，區議會有影響能力；地區內的文娛康樂活動，
區議會可以負責；地區內的環境改善工程，區議會
亦可以負責。除此之外，不少區議員近年更主動承
擔了多項地區服務，例如免費法律及會計諮詢，就
屋苑維修及大廈法團運作提供意見，為區內居民提
供一些家居維修服務等等。隨着政府愈來愈重視區
議會，很多大型公共政策的諮詢，以及施政報告和
財政預算案等，也會認真諮詢區議會的意見，故區
議會亦成了一個發聲的平台，區議員擔負民意代表

的角色。

建制派努力得到市民肯定
正正由於區議員的工作與民生福祉息息相關，基本

上，無論是發展經濟或改善民生，區議員均可發揮一
定作用，故市民必須把握4年一度的機會，好好利用
手中一票選出一位真正代表街坊福祉和意願，真誠為
街坊需要服務，對社會整體利益有推動的區議會代
表。
一直以來，愛國愛港陣營均十分重視區議會選舉，
當反對派熱衷於炒作政治爭議、無時無刻阻撓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時，愛國愛港陣營卻總在社區默默深耕，
抱着社區無小事的精神，一步一步地與每位街坊建立
深厚關係，冀望透過區議會平台實實在在服務街坊，

而非只顧着噴政治口水。故此，在過去兩屆區議會選
舉中，愛國愛港陣營在各區均取得了絕大多數的議
席，絕非無緣無故的，其努力得到了絕大多數市民的
肯定和信任。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在即，社會上不少人認為愛國愛

港陣營將再次大勝一仗，更弔詭的是，甚至連反對派
亦加入唱好愛國愛港陣營的選情，在多個地區散播反
對派將落敗的風聲。可是，在一片唱好的樂觀氛圍
中，筆者卻絕不敢鬆懈，依然戰戰兢兢。畢竟，對方
愈唱好我們，我們愈是不能大意！
事實上，過去幾年的政治矛盾十分尖銳，社會紛爭

不斷，政治運動愈趨激進化，極端政治思潮蔓延，在
2011年區議會選舉至2015年的短短4年間，便發生了
「反國教」運動、「反水貨客」爭議、「佔中」混
亂、政改被否決、鉛水事件、「本土派」及激進組織
湧現、反對派新媒體大量冒起、大專學生衝擊校委會
等新情況，今屆區議會選舉較以往有更多的不確定
性，誰也無法百分百估算勝負，愛國愛港陣營有鬆懈
的條件嗎？尤其是一些兩邊陣營爭持激烈、委任議員
轉戰直選或上任議員交班予新一代的選區，勝負往往
只相差數十票，更加是一票都不能少，每一票都要付
出全力爭取，票票都重要。

用選票捍衛核心價值
不過，縱然選舉情勢複雜，

不能鬆懈，但筆者還是對愛國
愛港候選人有一定信心。這份信心，來自我對香港市
民的信任，以及一眾愛國愛港候選人的努力。筆者深
信，香港人始終視法治為核心價值，期望社會繼續繁
榮穩定，社會和諧。我們都不會忘記去年「佔中」帶
給香港的傷害和不便；我們都不會忘記反對派對法治
及社會秩序的踐踏；我們都擔心激進社會思潮蔓延下
去，社會愈趨撕裂，最終會損及經濟和民生；我們都
擔心陸港矛盾繼續發酵下去，將會引致更大的衝突。
筆者更加擔心的是，倘若反對派於這次選舉得利，他
們往後將更加振振有詞聲稱激進行動獲得市民支持，
繼而發起愈來愈多破壞香港的行動。試問一下，「佔
中」、「鳩嗚團」、毆打內地遊客、粗口辱罵警察的
行為，真的代表主流香港人嗎？
筆者懇請大家全力支持愛國愛港的候選人。因為這

次選舉，不但是對一眾愛國愛港候選人長期工作的肯
定，更加是對法治、秩序、和諧、繁榮穩定等核心價
值的一次捍衛！過去幾年，香港愈來愈亂、愈來愈激
進，趁着這次選舉，我們要用選票表態，撥亂反正！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理事長

全力支持建制派候選人 用選票撥亂反正
倘若反對派於這次選舉得利，他們往後將更加振振有詞聲稱激進行動獲得市民支持，繼而

發起愈來愈多破壞香港的行動。因此，這次選舉，不但是對一眾愛國愛港候選人長期工作的

肯定，更加是對法治、秩序、和諧、繁榮穩定等核心價值的一次捍衛！過去幾年，香港愈來

愈亂、愈來愈激進，趁這次選舉，我們要用選票表態，撥亂反正！大家應全力支持愛國愛

港的候選人。

陳南坡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選民須用好手中票

近年香港趨於政治化，政爭沒完沒了，
嚴重阻礙了發展的步伐。去年的違法「佔
中」就是政爭干擾最典型、最惡劣的例
子。「佔中」破壞香港法治基礎，損害營
商環境，動搖投資者信心，削弱香港競爭
力，
包括潮籍鄉親在內的廣大市民利益受

損，實在令人痛心疾首。「佔中」雖然最
終因不得民心而失敗，但留下種種禍港後
遺症，不能不令人警惕。「佔中」之後，
「反水貨客」行動、大學校園學生暴力衝
擊事件層出不窮，其實都是「佔中」的翻
版。「佔中」的搞手並未受到應有的法律
制裁，相反蠢蠢欲動，千方百計為「佔
中」捲土重來埋下伏筆。

區選專注民生 不應炒作政爭
因此，反對派對此次區議會選舉相當重
視，他們視之為反映港人「是否堅持民
主」的政治測試，認為選舉結果對香港未
來政局有重要啟示。臨近投票，反對派重
量級人物、「佔中」搞手頻頻亮相，為反
對派的候選人站台、拉票。他們一方面抹
黑建制派只識搞「蛇齋餅糭」、做「保皇

黨」，另一方面不斷鼓吹所謂民主獨立、
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將區選政治化，以此
催谷選票。
區議員的職責是服務居民，專注民生，

做實事，拚政績，不靠花言巧語的政治口
號，更不需要政治明星。反對派拿不出為
民服務的往績，提不出令人信賴的務實政
綱，唯有避重就輕，繼續打政治牌，炒作
政爭，企圖刺激市民不滿情緒，渾水摸魚
騙選票，延續「佔中」的負面影響。有
「佔中」搞手明言，不論選舉結果如何，
都會植根社區，言下之意要讓「佔中」思
潮在香港「遍地開花」。「佔中」的本質
是違法激進暴力，根本與香港法治理性的
核心價值觀背道而馳，「佔中」給香港帶
來的禍害市民深受其害，讓「佔中」的支
持者成為區議員，令區議會、區議員變
質，由服務社區、市民的平台淪為政爭是
非地，絕非香港之福、市民之福。

打好民意戰 創造美好未來
香港具有「一國兩制」、中西交匯的獨

特優勢，本來是一隻「會生金蛋的鵝」，
不少潮籍鄉親正為此而離鄉別井，來港尋

找機遇，為自己
及下一代創造美
好生活。香港能
夠取得今日的成
就來之不易，是
包括100多萬潮籍
鄉親在內的所有
香港人，以獅子
山精神同舟共濟
艱 辛 努 力 換 來
的，絕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想見到香港陷入
沒完沒了的政爭，荒廢了發展，更不希望
違法暴力的行為層出不窮，顛倒黑白，習
非成是，動搖香港的法治根基，令繁榮穩
定毁於一旦。
我們這些僑居香港的人士，最明白政爭
氾濫、社會動盪之苦，最渴望香港保持法
治穩定，在反「佔中」、撐政改的問題
上，我們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辦事，堅
決反對任何違法亂港行為，183萬個大簽
名當中有我們付出的努力和汗水。受制於
強大的民意壓力，「佔中」也不能不低
頭，灰頭土臉，黯然退場。
如今區議會選舉是一次重大民意戰，是

香港未來發展的風向標，選舉的結果可以
驗證，民意究竟是支持香港應該擺脫政
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
繼續糾纏所謂民主抗爭。在此關鍵時刻，
香港區潮人聯會已向22,000名會員發出
強烈呼籲，全力支持愛國愛港候選人，所
有愛國愛港團體也必須再接再厲，發動沉
默的大多數踴躍支持真誠服務市民的候選
人，特別要促使我們的下一代出來投票，
因為我們的下一代真正在香港生於斯、長
於斯，而且學有所成，更應該明辨是非，
用好手中票，以強大民意維護香港安定和
諧，也為自己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進入倒數階段，這次選舉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

義，是「佔中」失敗後首次全港性選舉，是對香港應該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民生，還是繼續糾纏政爭，進行一次民意檢驗。香港是我家，安

穩靠大家。100多萬的潮籍同胞在香港落地生根，數代「架忌冷」無

畏風浪，從不怨命，團結打拚，成功創出一片天，當然希望香港安穩

和諧，人人安居樂業，不想政爭氾濫摧毀大好家園。包括潮屬社團在

內的愛國愛港團體責無旁貸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廣大選民須用好手中

票，支持愛國愛港候選人，踢走禍港殃民的政客，以強大民意清除

「佔中」餘毒，鏟除反中亂港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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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屠呦呦教授因青蒿素之研
發榮獲諾貝爾醫學獎，成為首獲醫
學類諾貝爾獎之中國人，更是首位
獲獎之女華人。此份殊榮背後，不
可忽視的是她與其科研團隊付出的
艱辛與汗水。文革十年浩劫，對中
國經濟、科技、文化造成了嚴重打
擊，幾乎全國的科研工作都處於停頓
癱瘓狀態。然而一是飽受瘧疾之苦的
民眾，二是支援越戰之決心，使屠呦
呦及其科研團隊決心直面困難，經過
不斷的實驗、考證，終於順利完成該
科研項目（為了保密起見，當時該項
目別名為「523任務」）。
從 1961年起， 逾 380次實驗、
190份樣品、2000張卡片和多種提取
方法，才使得她們從黃花蒿中合成
青蒿素治療瘧疾。更為確保藥物安
全，她和同事親身試藥，許多同事
都因此罹患多種後遺症，她自己亦
患了中毒性肝炎，時時發病。若非
堅韌之定力與毅力支撐，必不能研
究成功、獲得如此巨大成就，挽救
千萬人之生命。事實告訴大家：成
大事者必有頑強之定力與毅力。
屠呦呦科研團隊之成功使筆者回
憶起北宋著名文學家蘇軾書寫之
《晁錯論》一文，在蘇軾看來，晁
錯之所以會招致禍身，是因其發現
社會不穩定的內因，卻缺乏應有的
定力和臨危不懼的精神，勸諫皇上
削藩之時卻「為自全之計，欲使天
子自將而己居守……擇其至安而遣
天子以其至危」。挑起「大難」卻
不願為天下人擔當「大難」，只願
保全自身，最終自取其禍。孟子有
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定力，作為成功之路上必然之考

驗，有人視之為「攔路虎」，怨天
尤人、自怨自艾最終毫無建樹；有
人卻將其當做「試金石」，愈挫愈
勇、奮發有為，最終收穫碩果。
「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
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從
某種意義上講，擁有定力可以使我
們擁有克服困難的勇氣和信念，亦
使我們充滿力量、精益求精，打好
有把握之戰。
除了定力，還需要堅強的毅力支

撐。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盧瑟福十分
重視個人的思考能力及毅力，認為
在充分的思考力及毅力水平下完成
的科學實驗成功的幾率會更大，最
終不負眾望，成為最早完成原子核
裂變實驗之科學家。細數近代成功
之科學家，無不遵循着此番「定
律」。在此寄語想從事科技創造的
青年朋友，不妨先向成功之科學家
學習其知識理論、吸取他人先進經
驗，再保持定力與毅力，不斷努
力、專心研究。只有如此持之以
恒，最後才能有所收穫。
由於近年來中國科技大躍進，出

了許多科學家及科技行業之企業
家，前者得享榮譽，後者名利雙
收，引得青年學子競相追隨。但沒
有定力毅力，難成大事。當然，在
通往成功之路上，此外還應具備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
患」之警醒之心。「遇危不氣餒、
定心破困境，居安不忘危、細心防
險境」才是正確之為人處世之道。
以成功的科技人物為師，堅持定力
與毅力，才是爭取成功之道，願與
你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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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會與會國佔
全球總人口 2/3，經

濟總量佔全球GDP90%，貿易規模佔世界
八成，是世界焦點。在G20中，美國歷來
是老大，一直是焦點。但由於美國「暗算
他人」成癮，總是幹損人利己、甚至是損
人不利己的勾當；支持某些政府的反對
派，到處擴張，發動多場戰爭，導致經濟
急轉直下，影響力已今非昔比，在今次的
峰會中更加喪失領袖資格。北京提出的
「一帶一路」，不僅讓發展中國家叫好，
也讓G20耳目一新。「一帶一路」的核心
是合作共贏，由此衍生的「亞投行」、
「中歐自貿」、「亞太自貿」等也因此備
受矚目。
目前，世界經濟正處於調整期，經濟增

長已經取代各式各樣的聯盟而成最熱門話
題。世界期望G20峰會能夠找到讓經濟有
效、快速復甦的良方。美元是世界結算貨
幣，但無休止印鈔行動，已經讓世界失去
信心。在減排、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議
題上，美國總是混淆是非，躲躲閃閃，完
全沒有承擔的態勢。長期奉行不管他人的
「美國利益」，已經過時，並被歷史拋
棄。G20峰會成員國已經意識到，貿易是
增長動力，中國是第一貿易大國，唯有靠
北京這架引擎才可能合作共贏，習近平也
自然成為G20峰會的焦點。

下三流手段欲置歐元死地
二戰後，根據「布雷頓森林會議」，確
定美元作為全球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保
證35美元自由兌換1盎司黃金。美國隨後
發動了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多場戰
爭，釀成了經濟危機，華盛頓於是拋棄
承諾，持續無休止地印鈔，利用讓美元
貶值的方式，獲取大批他國錢財。上世
紀末，歐洲國家忍無可忍，聯合出台歐
元。歐元問世後，打破了美元的霸主地
位，成功「佔領」了全世界儲備貨幣的
三分之一「地盤」，削弱了美國的利
益，歐元也因此成為美國的眼中釘，於
是採取評級下調等多種下三流手段欲置
歐元於死地。
蘇聯解體後，美國一方面高調支持時任

總統葉利欽，另一方面又運用金融、貿
易、人為拉低油價等手法製造盧布大貶
值，並稱之為「休克療法」，讓俄羅斯經
濟走向崩潰邊緣。上世紀，美國利用貨幣
優勢，操控世界匯率，暗算東京，讓日圓
升值，導致日本經濟至今沉睡不起。最
近，奧巴馬剛剛在美國和習近平談「互不
對抗」，建新型大國關係，轉眼又「誠
邀」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和越南等一
齊到南海「巡航」，企圖讓相關國家成為
炮灰。顯示華盛頓不僅暗算大國，小國也

不放過。「暗算癮」已經讓世界嗤之以
鼻。

「各掃門前雪」已沒有市場
目前，美國經濟復甦乏力，歐盟尚未度

過債務危機，日本出現連續衰退，俄羅
斯、巴西等國家亦都面臨經濟衰退壓力。
各國經濟政策不協調，使資金流動混亂，
帶給世界經濟負面影響。金融市場動盪，
股市大起大落，石油、金屬等大宗商品價
格似「過山車」，諸如此類都對世界經濟
造成強力衝擊。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各
國經濟都面臨困難，需要急切調整的背景
下，尋求合作共贏，共渡難關，只有用北
京倡導的合作共贏才能產生藥效。美國奉
行的「暗算癮」，主張「各掃門前雪」的
陳腐理念，已經沒有市場。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雖然放緩，但仍然

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每年增量相當
於一個中等國家的經濟規模，可謂是G20不
得不承認的現實。習近平在峰會的講話中表
達的看法和構想備受矚目。與往屆峰會不同
的是，中國的一言一行都成為與會國關注的
焦點。習近平倡導的「各方合作、共挖增長
潛力、加強溝通、把握機遇、化解挑戰」，
獲得G20的高度認可。習近平的「中國採取
的經濟政策既對中國經濟負責，也對世界經
濟負責」的承諾，更被峰會廣泛傳頌。

「暗算他人」成癮 美國喪G20領袖資格

西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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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

區議會選擧日臨近，有反對派的
參選人自知不得人心，勝算渺茫，
便使出邋遢手段，企圖瞞騙選民，
竊取區議會席位。選民千萬要睜開
火眼金睛，揭穿、唾棄他們。
他們「借刀殺人」，封殺正氣之
聲。黃大仙龍星選區的譚香文被揭
發借助業主立案法團把持屋苑的權
力，封殺競選對手林作的宣傳和出
入自由，並促管理處派人監視他。
更嚴重者，是借管理處和護衛員，
不許《頭條日報》在星河明居派
發，封殺正義之聲的傳播和居民對
區選的知情權，嚴重干預新聞自
由。譚香文未成區議員，就對不同
政見對手和居民實行專政，是可
忍？孰不可忍！
他們涉嫌違反《選舉條例》。反
對派候選人在彩虹選區和池彩選
區，免費為居民舉辦晚宴及茶敘，
包括超值旅遊、上門派米、月餅晚
會、大擺筵席、中式茶敘、酒店茶
敘等手段。僅是9月7日至16日，就
向彩虹住戶（共7000多戶）每戶派
米3、4斤。反對派參選人給選民提
供食用和旅遊消遣以博取好感，實
在明目張膽、無法無天。
他們用語言偽術欺騙選民。「基督
徒社關團契」派5人參選，標榜是
「獨立人士」，「冇任何背後勢力支
持」。但報刊揭發：其中有人由反對
派頭目「全力支持」，其中油尖區尖
沙咀西的劉×雄傳單就印有民主黨涂
謹申、黃碧雲和公民黨梁家傑支持；
出選中西區山頂的陳×滿也表明獲梁
家傑、郭家騏、戴耀廷支持，何來
「獨立」？向選民撒了個彌天大謊。
有個「AV仁」，近日向選民濫發
電郵，高呼他「選情告急」要求投
票給他。其實，離投票還有10日，
選民也未接到投票通知書，選區風
平浪靜，何來「選情告急」？街坊

指，今次有何君堯律師參選，他大局
在胸，正義凛然，誓為改變樂翠區服
務市民。故「AV仁」色厲內荏，便
騙人「告急」，撈救命稻草。
他們用色情引誘市民選票。大角

咀櫻桃區的某激進派候選人，因全
無社區政績，只好將自己打扮成鬼
蜮：留垂肩長髮，穿女人長裙，並
取名「中×洋子」，妄圖以東洋日
本名字取寵有崇日傾向選民；更可
惡者，他僱用性感女郎，以比堅尼
三點式泳裝，在光天化日之下，在
街上扭動「臀波乳浪」，揚言會有
好色者投這「中×洋子」的票，將
選民視作色情狂，行為下流，玷污
民主選擧聖潔，誠為無耻！
他們行事賤格低俗。有人以黑客

入侵，危害建制參選人。離島區東
涌南參選人、民建聯副主席周浩
鼎，近日個人電腦工作網被黑客入
侵，一度停止運作。他已報警要求
徹查。論者認為，這也可能是反對
派的入侵，行為極端卑鄙。更有一
小撮去年「佔中」的雨傘運動分
子，自以為「佔中」出了名，便可
空降到一些選區參選，盼獲得激進
選民支持，這是公然侮辱港人智慧
和眼光。因港人經去年「佔中」動
亂，更感安定繁榮的可貴，對「傘
兵」深惡痛絕，一定會不屑一顧。
用選票嚴懲禍港殃民的害群之馬

此其時矣。
（龍星選區的候選人還有：岳敬

寬、何偉權；彩虹選區候選人有：
梁達波、莫健榮；池彩選區候選人
有：胡志健、何賢輝；尖沙咀西的
候選人還有：孔昭華；中西區山頂
選區的候選人還有：陳浩濂；大角
咀櫻桃區的候選人還有：林浩揚、
鍾澤暉；樂翠選區的候選人還有張
永偉、沈錦添；東涌南選區的候選
人還有王進洋。）

■陳南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