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人口老化，
醫療服務與時並進十分重要。已報名競逐新界
西連任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昨在其
facebook專頁公佈其團隊的醫療政綱。他指出，
新界西龍頭醫院屯門醫院的醫護人員及病人比
例為1比326，但新界東龍頭醫院威爾斯親王醫
院則是1比290，認為新界西醫院的護醫人手嚴
重不足，要求增聘醫生及護士，縮短病人輪候
時間。
梁志祥又批評反對派拉布癱瘓議會，導致

《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未能通
過，令非本地醫生未能來港行醫，紓緩現時醫
務人員不足。同時，反對派的拉布也導致屯門
醫院擴建被拖延，譴責反對派為反而反。
他指，爭取逾廿年的天水圍醫院將於今年底

投入服務。由於擔心天水圍醫院變成北大嶼山
醫院的「翻版」，因為醫護人手不足未能提供
原定計劃的服務，故會定期在立法會跟進醫院
招聘的進度，敦促天水圍醫院加快全部300個床
位投入運作。

梁志祥幫病人 促屯院增聘醫護

■梁志祥昨在其facebook專頁介
紹其醫療政綱。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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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琼為民 掃走「笠亂」
陳捷貴讚思維新成績佳 籲驅趕拉布議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天氣炎熱，走在街上不消一

刻已酷熱難擋，但在俗稱「超級區議會」競逐連任的民建聯

主席李慧琼（Starry）魄力十足，昨日由早到晚走訪中西區

多處，向上班族及街坊打招呼及積極拉票，爭取市民的支

持。在西營盤，支持Starry的中西區大學選區區議員陳捷貴

坦言，現時有很多民生議題受拉布影響未能通過，相信議會

需要如Starry般有業績、具備新思維的年輕力壯議員。他呼

籲選民於9月4日投下重要的一票，改變立法會「笠笠亂」

的情況，選出真正為香港好、為香港做事的議員。

李慧琼在昨日上午10時多，偕競選團
隊成員中西區區議員蕭嘉怡，一同

到達中環地鐵站地面出口，向每位辛勤工
作的上班一族，講句早晨及派發傳單。

發揮親和力 檔主開懷大笑
其後，李慧琼團隊移師到人流十分暢旺
的士美非路街市，找來一名賣潮汕美食的
檔主吳太聊天。雖然兩人首次見面，但
Starry發揮親和力，逗得吳太開懷大笑，
侃侃而談潮汕特色美食鮮薄殼，又推介以
蒜蓉、辣椒及魚露進行烹調，最原汁原
味。

遇忠實粉絲 尋出路須剪布
最意想不到的是，Starry在街市意外找
到自己4年前的競選海報，更找來仍然保存
海報至今的兩個檔主合照，並形容對方為
「Diehard Fans」（忠實粉絲），「尋回四
年前既（嘅）自己。」其後，她再到正街
與街坊打招呼，最後一站則到西營盤站。
陳捷貴為她打氣，更反映出市民對立法會

拉布影響民生議題的不滿。
Starry表示，香港可以更好，香港要向

前行，而出路是議會停止拉布，讓做實事
及開會的議員進入議會，為改善民生出謀
獻策，讓議會重回正軌。Starry其間更巧
遇中國極地博物館基金創辦人李樂詩博
士，並一同合照留念。

「你一定得！全家支持你」
不少網民在Starry專頁留言表示支持。

「Ngo Charles」說：「李慧琼女士；妳一
定得！」「Wai Kwong Siu」說，「請努
力加油，踢走拉布議員！」李進秋則表
示：「支持你！努力加油，為香港人服
務，辛苦曬（晒）你，你一定得，我地
（哋）睇你呀！加油！」「May Li」表
示：「全家支持你，天氣熱，飲多D水
呀！」「Kwok Fai Chan」則表示：「辛
苦了！注意健康！」
已報名參選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名

單包括：周浩鼎、王國興、梁耀忠、涂謹
申、鄺俊宇、何啟明、關永業、陳琬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已報名參加
本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新界東直選的民建聯現
任議員陳克勤，近日在其facebook專頁發佈
一段短片：他在大埔鄉事委員會首席副主席
陳笑權陪同下，造訪當區的美援新村，村長
蘇來也來捧場。

美援新村平房 大麻石建成
陳克勤介紹，該個位於黃宜坳附近的村
落，是當年颱風襲港令很多漁船沉沒，由美
國援助漁民建村，因此有美援新村之名，而
村內大多數都是漁民。他又指，村內平房都
以大麻石建成，十分有特色，有別於其他以

石屎建成的村屋。

笑問選票 冀如榕樹氣根多
美援新村也有一棵大榕樹，陳克勤問蘇來

該樹的年齡。蘇來答已超過50年，卻被村
民糾正指榕樹至今有80年歷史。陳克勤
「取笑」蘇來「報細數」，又打趣問對方自
己的選票可否如大樹的氣根那麼多，即獲蘇
來「力撐」，指「村內無雜音一條心支持克
勤」，兩人最後友好地握手。
已報名參加新界東直選的，還有葛珮帆、

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鄭家富、林卓
廷、張超雄、楊岳橋、范國威、梁國雄、陳

志全、梁天琦、陳云根、麥嘉、李偲嫣、
方國珊、侯志強、廖添誠、李慨俠、梁頌
恆、陳國強及陳玉娥。

陳克勤「跑村」獲全村一條心支持

■陳克勤造訪美援新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已
報名參選立法會九龍西直選的經
民聯梁美芬團隊成員、深水埗區
議員梁文廣（圖），連日來不僅
與美芬團隊積極落區會見市民，
更同時落力跟進當區的工作。前
晚8時30分，梁文廣接到街坊電
話，指富旺樓中高層無食水供
應。他即刻到現場了解情況，安
撫街坊，並向房屋署查詢，經多
方努力及搶修，富旺樓相關樓層
終在晚上9時逐步恢復正常食水供
應，一場危機在短短半小時內得
以解決，足見梁文廣高效率溝通
及工作能力。

「民生無小事」必親力親為
「民生無小事。」身為深水埗區

議員，梁文廣大小事務必親力親
為，其議員辦事處亦設在富昌邨富
旺樓地下，方便當區街坊聯絡、求
助。在收到街坊反映富旺樓中高層
無食水供應後，他即刻前往了解情

況，及向
房屋署查
詢。署方
回覆指因
水泵鼓脹
使 5 樓至
頂樓樓層
缺少食水
供應，梁
文廣即時向街坊解釋斷水原因，安
撫街坊情緒，同時督促署方進行搶
修。
在梁文廣及署方的共同努力

下，富旺樓相關樓層終在晚上9時
逐步恢復正常食水供應。梁文廣
並要求房屋署交代故障原因並避
免類似故障再次發生。
已報名參選九龍西的名單，還

有民建聯蔣麗芸、狄志遠、黃碧
雲、毛孟靜、譚國僑、吳文遠、
游蕙禎、劉小麗、李泳漢、關新
偉、林依麗、何志光、朱韶洪及
黃毓民。

街坊無食水
梁文廣半小時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致
力發展大嶼山，但東涌區內交通不便一直為
人詬病。已報名參選新界西的現任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陳恒鑌，一直爭取逸東邨盡快興建
東涌西站，方便街坊不用耗時等待接駁巴
士。他昨晚8時在其個人網頁直播於東涌巴
士總站排隊的情況，片中可見人龍非常長。
他指，逸東邨附近日後會再起公屋，屆時人
口增加，接駁巴士未必夠供應，將會增加路
面壓力，有需要加快興建的速度。
短片中，陳恒鑌與競選團隊成員鮑銘康，

一起在東涌站外的巴士總站排隊等候上車，
指前方人龍非常長，希望逸東邨早日建成東
涌西站，日後居民就不必再乘接駁巴士。

「巴士站侷促 排隊非常不便」
「居民上班已經很辛苦，巴士站內亦非常
侷促，每次出門都要排隊是非常不便！」他
又希望日後立法會審議工程時，反對派千萬
不要拉布，「因為一拉布就唔知搞到幾
時！」
陳恒鑌的直播獲得不少網民讚好。

「Wah Minia」說：「加油，快點為逸東邨
居民爭取。」「陳嘉慧」表示：「逸東港鐵
站早日成功有站。」「Kwong Kwok Wai」
則強調，「支持者，要站出來幫口又幫手才
可以送他入立法會，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為大
家爭取合理權益。快到當區報到，了解他的
政綱及過往，好讓朋友查問時真實地回應，
讓對方有更深入了解，投他一票。」

偕譚Sir公園學跳「大媽舞」
前日上午，陳恒鑌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
耀宗（譚Sir）到公園學跳「大媽舞」。據
他上載的短片可見，他和譚耀宗在公園看到

一群婦女跳舞，兩人即加入其中，隨即跟着
節拍及音樂跳舞。譚耀宗跳得十分自然，很
快便跟上舞步及節拍，更忘情地跳足3分
鐘。陳恒鑌的舞姿則較為生硬，跳了一會兒
便放棄。
陳恒鑌笑言，譚耀宗已經逐漸適應退休生

活，大讚他跳得很好，姿勢準確之餘亦非常集
中精神，遲一點更可以上台表演。他又透露，
譚耀宗主動要求學習跳「大媽舞」，讚揚他好
學不倦。所謂多做運動對身體好，伸展筋骨令
全身上下得以放鬆。有網民指「譚Sir勁，陳
生加油！」「譚Sir有音樂感！」「譚Sir係得
嘅，能歌善舞，佩服！佩服！Ben哥要多多學
習，加油！我哋全力支持你！」
陳恒鑌在facebook也上載數張他們到區內

設街站的照片。他與市民聊天及打招呼，譚
耀宗更獲得不少街坊的支持，主動要求與他
握手。
已報名參選新界西的名單，還有梁志祥、

麥美娟、田北辰、周永勤、何君堯、尹兆
堅、郭家麒、李卓人、馮檢基、黃潤達、黃
浩銘、朱凱廸、陳浩天、鄭松泰、張慧晶、
高志輝、湯詠芝、中出羊子、呂智恆及鄺官
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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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新
民黨田北辰已報名參選立法會新
界西議席，競逐連任。田北辰日
前於facebook上載一段「新界西
特別新聞報道」影片，片中田北
辰分別扮演議員、新聞主播及記
者，以輕鬆手法講述新界西居民
所面對的交通問題，十分有趣。
影片推出一天已經有2,400人次觀
看，大受歡迎。

扮主播 指居民迫爆西鐵
在短片開首，田北辰化身為

MT．V新聞主播，指有不少屯門
居民反映「每朝搭西鐵迫到死，
迫到上車都無位坐。」他其後以
現任議員的身份，說明要解決新
界西的交通問題，便應興建第五
條跨海鐵路，建議走線接連屯門
碼頭、小欖、欣澳、交椅洲人工
島及香港島西面，分流新界西居
民，解決西鐵在繁忙時間迫爆的
問題，同時亦可提供鐵路予汀

深、青龍頭及小欖居民。
該短片下方，更以幽默方式展

示出田北辰的參選政綱，包括
「港鐵年年狂加價，爭取可加可
減機制與盈利掛鈎」、「 爭取巴
士月票，新西居民往港島上班有
Jetso」、「屯門堆填區好臭，要
求廚餘先壓縮」、 「等小巴等到
佛誕，監察政府落實小巴座位上
限由16座增加至19座」。

■李慧琼在街市意外找到4年前的競選海報，
不禁找來仍然將其保存至今的兩個檔主合照。

■李慧琼找來一名賣潮汕美食的檔主
吳太，分享潮汕特色美食。

■李慧琼巧遇李樂詩，一同合照留念。

田北辰扮主播
倡屯門建過海鐵路

■陳恒鑌與鮑銘康實地考察轉駁之苦，促東
涌西站盡快興建。

■田北辰扮演新聞主播，以輕鬆
方式講述新界西居民面對的交通
問題。 影片截圖

■■李慧琼到正街與街坊打招呼李慧琼到正街與街坊打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