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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雄啟明爭標時退保侍產假
棠哥率工友打氣 讚為勞界披甲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打工仔眾多，勞工權
益備受關注。獲工聯會支持，競逐新一屆立法會勞工界議
席的 37 歲元朗區議員陸頌雄及 31 歲觀塘區議員何啟明，
昨日報名參選。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與十多名工會代表
到場打氣支持。鄭耀棠指出，兩名參選人過去均有多年服
務地區經驗，充分了解社會政策，有信心他們可秉承工聯
會「為打工仔爭取權益」的宗旨，為勞工界發聲。兩名參
選人均強調，會憑着一份執着與堅持，決心「為權益，爭
工道」。

工聯會早前經過重重遴選及評審，陸
頌雄與何啟明從約 10 名合資格擬參

選人士中脫穎而出，齊齊競逐立法會勞
工界議席。他們昨日下午到政府總部報
名參選時，獲鄭耀棠及十多名香港製造
業總會、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代表到場
支持。一行人沿路手持「為權益 爭工
道」的標語，以及高叫「承先啟後何啟
明」、「雄心壯志陸頌雄」的支持口
號，以示對兩名參選人的支持。

抱緊宗旨為打工仔發聲

承先啟後的精神，繼續將勞工界的聲音
帶入議會。

推動完善勞工法例
陸頌雄及何啟明在發表參選感言時均
指出，他們都來自工會，深深體會到基
層勞工在「強資本，弱勞工」環境下的
艱苦，加上在工會前輩的薰陶下，培養
了為勞工打拚的使命感。他們認為，參
加立法會勞工界別選舉，就是立志把更
多的勞工界聲音帶入議會，在立法層面
進一步推動勞工法例的完善，強調會憑
着一份執着與堅持，決心「為權益，爭
工道」。
已報名參選立法會勞工界的還包括港
九勞工社團聯會潘兆平。

鄭耀棠指出，現任立法會勞工界議員
郭偉強及鄧家彪將轉戰地區直選，而空
出的兩個勞工界議席將由陸頌雄與何啟
明角逐。他強調，二人過去均有多年服
務地區經驗，充分
了解社會政策，有
信心他們可秉承工
■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堅決反對擴大輸入外勞
聯會「為打工仔爭
取權益」的宗旨，
■立法訂定標準工時為每周 44小時
為勞工界發聲。
■要求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他指出，二人會
繼續爭取上屆勞工
■爭取勞工假期與公眾假期劃一 17天
界議員未完成的勞
■爭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一年一檢
工議題，包括標準
工時、退休保障及
■增加公務員編制，改良公務員薪酬及職系架構
男士侍產假等多項
■改善、推動及落實各項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勞工民生議題。他
又稱讚二人有幹
■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
勁、有抱負，希望
■推動「教育職學雙軌制」
他們能如其名，以
雄心壯志的決心及
製表：記者 文森

陸頌雄及何啟明的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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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選季不搞遊行不做騷

絲帶「藍黃通殺」 慧琼盼港團結

反映給特首，這樣會來得實在，
深耕地區工作總會
「只為選舉而拿標時遊行做騷，不
 有人留意。在工聯會
為也！」
港島區參選的郭偉強
網民「Kingwa Tse」在讚好的同時
名單中排第二的理事
留言說：「做實事，為勞工，讚
長吳秋北，近日到港
呀！」「歐陽海權」也說，吳秋北努
島區街站宣傳。有市民走上前，向
力實幹誠可貴，「我們心內降服向兄
他詢問標準工時的進度。吳秋北強
學 習 ！ 」 「Fung Yuk Fung」 勉 勵
調，現在搞遊行只會被視為選舉工
道：「工聯人，堅持請實話，做實
程，「只為選舉而拿標時遊行做
事。加油！」
騷，不為也！」 他認為目前最重要
已報名參選港島區直選的名單還
的，是「一周工作 44 小時及有 1.5 小
吳秋北在港島區街站作宣傳時，
，有市民詢問標準工時的 有民建聯張國鈞團隊、新民黨葉劉
時超時補水是主流意見，期望將它 ■吳秋北在港島區街站作宣傳時
進度。
進度
。吳秋北期望將勞工界主流意見直接反映予特首
吳秋北期望將勞工界主流意見直接反映予特首。
。
淑儀團隊、民主黨許智峯、「香港
直接反映予特首」。
眾志」羅冠聰、「熱血公民」鄭錦
吳秋北近日在其 fb 發帖，附上了
一段短片，一名市民追問吳秋北何時就標 們工聯（會）一早就搞過遊行！為打工仔 滿、獨立民主派司馬文及沒有報稱政治聯
準工時遊行，吳秋北回應說，若現時搞遊 權益站在最前線！」他解釋，現時最好切 繫的王維基。
■記者 尹妮
行，特區政府一定視之為選舉工程，「我 實整理早前收回的勞工界主流意見，直接



片拍童年事 王國興探「小國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鍾昊華）新一屆立法會選戰日前已
拉開序幕，各參選人亦已陸續展開競選宣傳工程。競逐超級區議
會界別議席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團隊正拍攝一條宣傳短
片。已拍完自己戲份的王國興昨晨到競選宣傳片拍攝現場探班，
笑言該短片在講述「慘過《 歲月神偷》」的個人經歷的同時，
也表達了他「守護香港」的理念。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片中友
情客串一個重要角色，為王國興參選造勢。

■李慧琼
在絲帶店
各買了一
束黃絲帶
及 藍 絲
帶。

年幼露宿 打風守攤
王國興昨早到位於石硤尾報案中心外的拍攝現場探班，探訪扮
演年幼王國興的 7 歲蕭小朋友及客串「柴可夫斯基」的鄭耀棠。
王國興向本報記者分享童年回憶時指出，他年幼時生活貧苦，一
度與家人露宿於尖沙咀街頭，其後因迫於生計而做小販，就算遇
到 10 號風球也要守衛賴以維生的小販攤位，坦言「仲慘過《 歲
月神偷》」。

小四輟學 司機指路

已報名參選立法會「超級區議會」界別選舉的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昨日繼續馬不停蹄落區。她先到中西區著名懷舊粵
式茶樓蓮香樓與街坊飲茶，再到石板街與商戶聊天。其間，
李慧琼在絲帶店各買了一束黃絲帶及藍絲帶，寓意不論
「藍」、「黃」團結起來，和睦一心，為香港共創出路。
李慧琼與參選團隊成員、中西區區議員蕭嘉怡昨早先到中環蓮香樓，尋找中
環本土特色，與街坊飲茶聊天。茶客「大妹姐」向她表示，每天都會來這裡飲
茶，「我喜歡這裡的茶好飲，來這裡『飲杯茶、食個包』已經很開心，全部都
是老街坊。」
她們其後到香港特式街道之一、本地文化之處，俗稱石板街的砵典乍
街。李慧琼表示：「嚟到中環，又點少得行石板街？（我）放工或食飯很
多時候都會來這裡，這裡有很多特色商品，我們女孩子都很喜歡。」
李慧琼又與售賣絲帶的商戶聊天。他們在這裡開舖已逾半世紀，坦言中
環在這段日子變化很大，「變得商業化，多了很多建築物、酒店，遊客都
多了不少。」
其間，李慧琼拿起店內的藍絲帶和黃絲帶，笑問店主：「你就最能代表
團結，『藍絲帶』、『黃絲帶』的人都會來你這邊買。」她又以絲帶比喻
香港現況，「其實跟香港都一樣，什麼顏色都有，色彩繽紛。」

&

「只搞對立，哪有出路？」
李慧琼最後在絲帶店各買了一束黃絲帶及藍絲帶，寓意「不論『藍』、
『黃』都可綁在一起」團結起來，期望港人可和睦一心，為香港共創出
路，讓香港繼續發揮，多姿多彩，「家嘈屋閉搞唔掂，香港如果只是鬧
交、對立，哪會有出路？」
李慧琼這番言論，獲得網民一致讚好。「方國英」表示：「講的（得）
好，支持你！團結就是力量。」「Jianqiang LU」說：「 家和萬事興，團結
就力量！」「李群妹」則期望她可帶領香港創出路：「 李慧琼，你要帶領
你的團隊為香港創出路，加油。」
已報名參選「超區」界別的名單還有民建聯周浩鼎、工聯會王國興、公
民黨陳琬琛、民主黨涂謹申、民主黨鄺俊宇、民協何啟明、「街工」梁耀
忠和「新同盟」關永業。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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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說，由於家貧，他連 5 元學費亦無力支付，被迫小學四
年級時輟學，及到酒店當門僮以幫補家計，令他年紀小小已認識
到社會的不公平。幸好，他其後遇到一名經常出入酒店、接送客
人的張姓私家車司機，經對方介紹下入讀旺角勞工子弟學校，亦
成為其人生的重要轉捩點。
在勞校免除其學費下，王國興順利完成中學課程，更燃起投身
勞工服務、為基層市民發聲的決心。他希望透過是次拍攝個人經
歷，向公眾解釋及表達他「守護香港」的堅定理念。
王國興的競選宣傳片主要分 3 個階段，包括講述王國興幼
年、青年，以及進入立法會的人生經歷。全片長約 3 分鐘至 5
分鐘，預計於 8 月上旬在其 facebook 專頁發放預告片，全片則
於 8 月中發放。

網友讚二少冷面笑匠報新聞


人稱「田二少」的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已報

 名參選立法會新界西直選，其參選口號是「只做實

事，不玩政治」。有人就質疑：「政治乃眾人之
事，選議員豈可不涉政治？」田北辰昨日發揮冷面
笑匠的本色，在網上發佈以特別新聞報道為主題的
宣傳短片，強調自己雖從事政治，但拒絕玩弄政治 ，慨嘆口舌之
爭、抹黑或攻擊政敵等做法無益。 在短片開首，田北辰模仿電視
新聞報道聲效，不停「嘟嘟嘟嘟嘟嘟」。他及後引述「新民黨高
層田姓消息人士」的說法，簡介他今年出戰立法會新界西直選的
口號，「只做實事，唔『玩』政治」，及重播記者會的片段。他
指出，撇除田北辰的年齡，整個競選團體成員平均只有約30歲，
「個個都有心有力，為新界西作出努力。」
由於短片內容內容生動有趣，吸引了不少網民讚好，上載數小
時已有不少網民讚好及分享。「Roger To」更留言說，「田生好
搞嘢喎！」看來，田二少可以嘗試循冷面笑匠方向「進發」。

■ 田北辰在網上發佈
以特別新聞報道為主
題的宣傳短片。
題的宣傳短片
。

已報名參選新界西分區直選的名單還包括民建聯陳恒鑌、民建
聯兼新社聯梁志祥、獨立何君堯、自由黨周永勤、民協馮檢基、
街工黃潤達、公民黨郭家麒、「青年新政」黃俊傑、「香港民族
黨」陳浩天及「土地正義聯盟」朱凱廸。
■記者 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