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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讚張姚彬有承擔
陳鑑林顏汶羽齊助抗抹黑 用心跟進「牛下」事務 居民「有眼見」

牛下選情緊張，而自鉛水事件後，張姚彬被抹黑的
情況越來越嚴重。曾鈺成、陳鑑林及青年民建聯

主席顏汶羽等，連日來就落區為張姚彬打氣，協助他
對抗抹黑。曾鈺成讚揚張姚彬年輕、有承擔，是香港
社會所需要的力量，並呼籲街坊明日投票支持他。

促商場翻新街市加裝冷氣
陳鑑林表示，民建聯在牛頭角服務已有二三十年，一
直跟進區內大小事務，特別是重建後的牛下入伙、區內
的安基苑商場翻新工程、牛頭角街市加裝冷氣等問題，
張姚彬都用心跟進，這些事情居民會看在眼內。
顏汶羽批評，有人過分撕裂社區，是傷害市民生活
的做法。連日來各區出現種種的抹黑選舉伎倆，是市
民不想看到的事。他強調，市民渴求的是穩定、建
設、向前的社會，相信大家會按候選人過往工作和表
現，選出自己心中所想的代議人士。
張姚彬也強調，市民只想有更好的生活環境，選舉是
市民選代議人士的時間，不應有無盡的抹黑、謾罵。
民建聯早前曾為張姚彬舉行造勢大會，主席李慧
琼、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陳鑑林、九龍東立法會議
員謝偉俊、香港廣東社團總會與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的
代表、公屋聯會主席王坤及多名觀塘區議員，就在造

勢大會上為他打氣，現場更有過百個街坊為他吶喊助
威。

「彬哥哥會站在你們旁邊」
張姚彬當時在發言時一度哽咽，指自己在鉛水事件

一直在最前線去跟進，但就被人抹黑，當時想過放
棄，「但是我拿着自己的（史迪仔）公仔時，我就想
到應承過邨內的小朋友，『彬哥哥會站在你們旁邊，
你們每一次去驗血，我都會在載你們去驗血的車旁
邊。』你們去抽血很辛苦、很痛、手也腫了，彬哥哥
只想你們無事，我也不想我們這條邨有鉛水的。」
為了街坊，張姚彬繼續奮戰。其後，特區政府終宣
佈11條涉事屋邨約29,000個住戶可獲水費資助，他歡
迎有關措施，但認為牛下居民的生活仍諸多不便，當
局應為受影響居民提供更多補償，包括公屋單位免
租，及盡快訂立更換水喉的時間表。
牛頭角下邨候選人還有民主黨的黃正峰。顏汶羽在

觀塘佐敦谷選區出選，候選人還有民主黨的黃偉達。
李慧琼在九龍城土瓜灣北出選，候選人還有「香港關
注會」林依麗及親激進反對派的沈泰鋒。謝偉俊在灣
仔樂活選區出選，候選人還有社民連麥國風及報稱獨
立的蕭思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鉛水事件於今年7月爆發，反對派借此大做文章，抹黑

特區政府以至建制派，企圖在區選中撈取政治油水。在當局公佈的第四條「鉛水

邨」——觀塘牛頭角下邨出選的民建聯張姚彬，連日來獲民建聯創黨主席、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及立法會議員陳鑑林等黨內前輩力撐，對抗對手的抹黑攻勢。曾鈺成讚揚張姚彬

年輕、有承擔，是香港社會所需要的力量。陳鑑林也指張用心跟進區內大小事務，居民

都「有眼得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觀塘順
安邨和順利邨組成的安利社區位於飛鵝山
畔，交通問題一直是區內居民心中的「一
道坎」。在觀塘有10年地區服務經驗的民
建聯觀塘安利選區候選人梁騰丰，一直觀
察區內交通情況，曾日夜收集數據，約見
不同部門和機構，又聯合居民請願。最
終，爭設機場巴士線、新區域巴士線，以
至區內港鐵站的社區夢想都一一落實，扭
轉區內三十多年來「半孤立」的「交通生
態」。梁騰丰深信，「社區為家、專業團
隊、服務坊眾」的社區理念，定能為安利
社區帶來新氣象。
梁騰丰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安利
社區地理位置獨特，居民笑稱是居於「半山
區」，這種環境令該區「半孤立」，居民出
入主要依靠小巴或巴士，往地鐵站亦要其他
交通工具「駁腳」上下山。該區交通問題一
直是居民在建邨三十多年來最關注的一大社
區問題，然而，在區內擔任21年的區議員未
能改變區內「交通生態」。

成功爭取增加及優化巴士路線
梁騰丰說，自己服務安利社區時，已深
知交通問題是區內居民心中的「一道
坎」。為此，他先從巴士路線入手，逐步
深化區內交通設施。例如成功爭設290號
線，讓居民直接往返將軍澳至荃灣地區，
而290A線回程線亦會爭取在區內設站，優
化路線。
他更爭取到一條機場巴士線A29P，令居

民可直接乘巴士往返機場，打破區內長年缺
乏直通機場設施的局面。另方面，他更與
300個街坊共同爭取港鐵落實觀塘北支線，
有關計劃將納入未來20年的規劃藍圖，屆時
將徹底改變「半山區半孤立」的命運。

街市設升降台 深化無障通道

民生無小事，梁騰丰對區內民生事務細
數家珍：在長者方面，他成功爭取順利街
市設升降台，深化無障礙通道；環境衛生
方面，爭取各公屋大廈樓層設公用垃圾
桶、冷氣機排水管、順利公園定期滅蚊；
突發事件方面，跟進利康樓食水變鹹水、3
號風球視察社區情況、趕赴協調區內巴士
交通意外等。已是兩個女兒爸爸的梁騰
丰，更在區內舉辦親子班，和家長交流養
兒之道。
爭取社區成果，梁騰丰可謂「一步一

腳印」。回想過程，他都身體力行，例
如爭取機場巴士線，他便約見運輸署和
城巴等相關部門和機構；又和民建聯區
議員郭必錚，共同在大清早和晚飯時段
到站頭點算載客情況，收集好客觀數據
據理力爭，最終成功游說當局新增巴士
路線，絕非「請請願、開開會」那麼簡
單。

視社區如家 重視每個細節
身為社區工作者，梁騰丰強調，只有當

社區是自己家人以外的另一個家時，才能
巨細無遺重視社區每一個細節，從自己的
觀察和街坊意見中了解到社區需要，然後
共同爭取。要真正落實社區工作，必須以
這種「社區為家」的心情才能做好服務，
否則只會視為「工作」交差了事。
梁騰丰指出，他並非單打獨鬥，他的社

區服務團隊有律師、醫生、工程師和社
工，從法律、醫療、民用設施和家庭福利
等方面，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社區服務，
包括免費法律諮詢和醫療講座。他期望，
這種「專業團隊，服務坊眾」的社區理
念，能為安利社區帶來新氣象。
同區候選人還有報稱獨立競逐連任的觀

塘區議員蔡澤鴻和另一報稱獨立的曹啟
暉。

明日就是區議會選舉日，民
建聯觀塘安利選區候選人梁騰
丰昨日發現其3條橫額被人刑
毀，有人借鉛水問題張貼字句
抹黑他。梁騰丰批評，選前突

現抹黑字句，破壞選舉公平公正，
用心險惡，他已報警處理。他強
調，自己在地區工作的成績有目共
睹，自己會專心競選活動，無懼卑
劣手段的打擊。

有人借鉛水事件企圖抹黑
梁騰丰昨日在開始地區工作前，

發現其區內張掛的3條橫額，被人貼
上黃底黑字紙張「支持民建聯否決
徹查鉛水真兇」，影射身為民建聯
成員的他「放生」鉛水「黑手」，
企圖抹黑他。他認為事件性質嚴

重，最終報警處理。
梁騰丰強調，在鉛水爆發初段，

他已為社區各座公屋大廈，依化驗
所要求抽取水辦化驗，並證實鉛含
量未有超標。同時，民建聯在立法
會一直要求在現已成立的專門和獨
立的委員會，徹查鉛水真相，而調
查委員會已成立更展開了聆訊，並
不存在「放生」之說。
梁騰丰說，該區選情一向較「斯

文」，對手也認同應公平比政綱，
但選前2日出現抹黑字句，破壞公平
選舉，是絕不能接受的。他昨日為
報警和善後已花費數小時時間，影
響競選工作，但他仍會堅持為社區
服務，無懼抹黑，並相信自己的工
作成績有目共睹，選民的眼睛是雪
亮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3橫額被毀已報警 無懼打擊專心競選

張國鈞籲包容尊重 香港續向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副主席、競

逐中西區西環選區連任的張國鈞，今年再戰昔日險勝
的對手民主黨莊榮輝。他在接受網上媒體訪問時坦
言，自己的確對今年的選情感到相當大的壓力，但相
信選民可以感受到他4年來的努力。面對現今的社會
政局，張國鈞指出，「謾罵解決唔到問題」，希望港
人學懂包容與尊重，容下不同人的政治立場，這才有
利民主制度的真正發展，「只有包容和尊重不同政見
存在，香港才可以繼續向前。」

「希望選民可感受到我的努力」
張國鈞4年前首度參加區議會選舉。他近日在接受

網媒《港人講地》專訪時坦言，自己當時嘗到前所未
有的壓力，選情極度緊湊，最終以24票僅勝。今年
選情同樣緊湊，他直言：「壓力一定有，但現時乜都
唔會諗，家只想打好呢場選戰！……4年前我落西
環區4個月，今屆我足足在西環工作4年，希望選民
可以感受到我的努力。」

「民主派」勝出選區亦有「一屋多姓」
由上屆開始，其對手多次反反覆覆以「種票」和
「幽靈選民」等，試圖質疑有人用「不誠實手法」
取得選票，張國鈞指出，自己早已舉行記者會回
應，所謂「一屋多姓」，主要是源於選民搬離現有
住址後，未有及時通知當局更改地址，「其實不少
『民主派』勝出的選區都有此問題，就連莊榮輝自
己居住的中西區地址，同樣有上述情況，難道這又
是『種票』？」
近年香港有很多風風雨雨，立法會常常在拉布、
示威抗議也愈來愈激烈，張國鈞對此蠻有感觸。他最
希望的，是香港市民學懂尊重和包容不同政見人士。
只有如此，香港的民主制度才能真正發展起來：「去
年『佔領』行動期間，其實公司都有同事去參加『佔
領』，但我們在公司相處完全沒問題，一切運作正
常。我覺得這才是香港可貴的地方，只有包容和尊重
不同政見存在，香港才可以繼續向前。」

■■張國鈞細心聆聽街張國鈞細心聆聽街
坊的訴求坊的訴求。。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瘋狂借鉛水事件抹黑建制派。本報接獲
市民投訴，指兩天前在葵青區興芳選區
內，發現有大批抹黑民建聯候選人梁嘉
銘的假海報，和梁的選舉海報幾乎一模
一樣，但其中就誣衊梁嘉銘「毒害下一
代」。民建聯葵青區支部認為事態嚴
重，已報警求助。民建聯除派員清理這
些假海報的同時，又向選民派發單張澄
清。
據報料市民提供的資料顯示，在葵芳港
鐵站外，有大批評疑似梁嘉銘的競選海
報，但細看之下其實抹黑海報。海報上印
有梁嘉銘的肖像、候選人編號和民建聯的
黨徽及字樣，但就印上「給我一個毒害你
下一代的機會」的字句，又引用《壹週
刊》等媒體有關梁嘉銘在鉛水事件的負面
報道，試圖打擊梁嘉銘的形象。

數量逾100張 貼得極牢固
該份抹黑海報，張貼在葵芳港鐵站、
葵芳圍和附近行人天橋巴士站、路牌等
區內人流多的地方，數量超過100張，且
貼得相當牢固。
民建聯葵青區支部認為事件嚴重，隨
即報警求助。梁嘉銘昨日也發出澄清單
張，強調該份抹黑海報的內容顛倒是
非、惡意中傷，意圖誣衊，打擊她的選
情。她對這種有違公平選舉的行為，感
到非常不齒。

梁堅信盡心服務大家有目共睹
梁嘉銘強調，過去10年，自己堅持對
社區盡心服務，大家有目共睹。在鉛水
事件發生後，她已第一時間為居民爭取
權益，及義務協助住戶驗水、驗血，安
排西醫講座、中醫義診及駐場律師團提
供諮詢工作等。
葵青興芳選區候選人還有民主黨吳劍

昇。
據政界人士分析，民主黨今屆區選一

直高舉所謂「光復葵青」的口號，是因
為新界西「話事人」何俊仁退休在即，
第二梯隊為爭奪接班人的位置打過「你
死我活」，希望當上新界西的「山寨
王」，同時激進反對派也對新界西立法
會議席「虎視眈眈」，倘民主黨成功取

得葵青區議會的「大多數」，就有「實力」令激進
反對派「知難以退」，甚至派出兩隊人馬參選「超
級區議員」，令今年選情激烈，抹黑等手段也特別
多。

■民建聯梁嘉銘被抹黑，須派單張澄清。

■■梁騰丰關注區內交通問題梁騰丰關注區內交通問題，，成成
功爭取增加及優化巴士路線功爭取增加及優化巴士路線。。

▶張姚彬（右二）及顏汶羽
（右一）要求當局為鉛水屋邨
免水費及免租金。

資料圖片

■陳鑑林指出，張姚彬用心跟進區內大小事
務，居民都「有眼得見」。圖為較早前陳鑑林
（右二）聯同張姚彬（右一）與負責驗水的化驗師
一起上樓，視察驗水情況。 資料圖片

▲曾鈺成（左一）落區為張姚彬
打氣。曾鈺成讚揚張姚彬年
輕、有承擔，是香港社會所需
要的力量。

梁騰丰服務觀塘10年 落實安利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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