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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琼國鈞 街市買餸
50元買三餸一湯體驗民苦 冀入議會為基層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民生無小事，已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的民建聯

團隊亦深明這道理。李慧琼團隊及張國鈞團隊昨日早上便到筲箕灣金華街街市，

嘗試以50元購買一家四口一頓飯的三餸一湯食材，以體驗基層家庭的困苦，並

希望進入議會後為他們發聲。李慧琼表示，現時百物騰貴，基層家庭的工資收入

升幅追不上通脹，促請港府推出更多紓緩低收入家庭經濟壓力的政策，例如做好

託兒服務，讓婦女可以投入勞動市場，增加家庭收入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立法會選舉為歷屆最
激烈，其中，別稱為「超級區議會」的立法會區議會功能界
別（二），共有9名參選人角逐5個議席，他們昨日出席一
個電台節目時，火花四濺。其中，從港島區轉戰「超級區
議會」的工聯會王國興，就與「網絡」作家民主黨鄺俊
宇，就是否贊成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調查廉政公署人
事變動的風波，王國興指一切須尊重廉政公署的行政程
序，不應把事件「政治化」，其間鄺俊宇多次打斷王國興
發言，不讓王國興有表明立場的機會，最後，王國興按捺不
住，批評鄺俊宇「作為文化人，要有文化，唔好疊聲」。
被指「無文化」的鄺俊宇，其「疊聲」攻勢未能得逞

後，便「自圓其說」指自己不如王國興懂書法般具有文化
氣息，又反指王國興開場發言時批評立法會「拉布」成
風、民生問題遭「政治化」、「（拉布）損失27億，大出
血」，認為時常以耗費「午餐肉」指控立法會「拉布」，
並無任何新意。
民建聯周浩鼎就質問鄺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場，鄺未

有正面回應，只稱「愛不應分界限」。當周浩鼎再三追問
下，鄺才稱「支持」，鄺還「心有不甘」稱周浩鼎的質問
是欲透過選舉壓迫小眾云云，周則反駁強調全屬反映家長
對有關議題的訴求。
「新民主同盟」的關永業懶理是否「同道中人」，向街

工梁耀忠追問，是否贊成以辭職變相公投方式對政策表達
不滿，梁就稱「不贊成」，指「辭職公投」非真正的「公
投」，觀乎上一次「辭職」公投，選民多選擇候選人，甚
少理會議題，應該要求特區政府成立「公投法」，如英國
「脫歐」般，讓市民能真正就議題表態云云。

涂謹申：港「無革命土壤」
另外，民主黨涂謹申則被問及鼓吹「港獨」參選人被取

消參選資格時，涂聲稱「港獨」冒起是因「一國兩制」
「唔好」，又指香港「沒有革命的土壤」，提倡者有事時
便「縮埋一嚿」。他亦提到其兒子現時4歲已經「嘴刁
刁」、「巴巴閉」，涂語帶譏諷地說，如果將來「咁樣玩
落去」，兒子也可能即刻走去掟石云。
「超級區議會」其他參選人：民建聯李慧琼、民協何啟

明、陳琬琛也出席了是次節目。

「疊聲」阻發言被批
鄺俊宇認「無文化」

香港低收入家庭生活拮据，花費一分一毫均要精打
細算。已分別報名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區議會

（第二）功能界別及港島區直選的李慧琼與張國鈞團
隊，昨日就與多名民建聯成員到筲箕灣金華街街市嘗試
以50元買菜的滋味。

46元齊餸 最後4元買4蕉
在活動開始前，李慧琼指她與丈夫向來是「無飯夫
妻」，到街市買菜絕對是一大挑戰；她的競選團隊成員
蕭嘉怡雖已為人母，亦指甚少往街市。她們與競選團隊
另外三名成員洪連杉、朱立威及顏汶羽商討一輪後正式
行動，最終以46元買得用來弄豆腐蒸瘦肉、涼拌薯
仔、葱花蒸水蛋及節瓜鹹蛋瘦肉湯的材料，餘下4元剛
好成功買得4條蕉，讓一家四口有飯後生果進食。張國

鈞亦表示，他只有間中陪太太到街市買餸的經驗，最終
他與團隊成員買的食材足以弄炒通菜、魚片煮勝瓜、豬
肉蒸水蛋及節瓜鹹蛋瘦肉湯。
李慧琼表示，間中亦會落區或與家中外傭到街市，但

數到對上一次「落手落腳」買餸，則以年計算。她表
示，從近日落區的體驗，不少市民均反映物價高漲以致
苦不堪言。她亦指出，記憶中許多年前菜心才四五元一
斤，現時已倍升至十多元。

李慧琼倡助基層自力
李慧琼指出，如勝出今次選舉，日後會在議會內倡議

更多紓緩低收入家庭經濟壓力的政策，例如做好託兒服
務，讓婦女可以投入勞動市場，「現時全日制託兒學校
學位不足，必須改善」。

她同時指出，不少低收入人士均希望自力更生，靠自
己一雙手去找機會而非依賴政府，故希望當局可推出更
多協助基層人士的政策。

張國鈞冀當局助上樓
張國鈞則表示，香港不少街市的物價偏高，像金華街
等基層街市發揮到紓緩基層生活壓力的作用。他又表
示，希望港府可以想辦法協助基層家庭盡快上樓，減省
租金開支，以及推行「為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家庭提供
租金津貼」等。

李慧琼及張國鈞的團隊昨日下午繼續馬不停蹄落區，
其中李慧琼亦先後到筲箕灣一些酒樓及公屋耀東邨，聽
取民意，同時爭取市民繼續支持民建聯。
已報名立法會選舉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團隊還
包括周浩鼎、王國興、梁耀忠、涂謹申、鄺俊宇、何啟
明、陳琬琛及關永業。
已報名立法會香港島分區直選的團隊還包括郭偉

强 、葉劉淑儀、許智峯、詹培忠、鄭錦滿、羅冠聰、
司馬文、王維基、陳淑莊、沈志超、黃梓謙、劉嘉鴻、
何秀蘭、徐子見及賴綺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近日的天氣變
幻不定，除天氣極為酷熱
外，亦時有驟雨，這兩天
更可能有颱風來襲！尋求
連任的民建聯立法會漁農
界功能界別議員何俊賢，
日前便在其面書專頁提醒
市民，當然包括其界別的
漁民和農民，不要對天氣
預報掉以輕心，務必做好
防風及防雨措施，減少對
漁獲及農作物的影響。
何俊賢處事一向貼心

盡責，因此他日前在香
港仔舉行的造勢大會，雖然陽光猛烈、天氣極為
炎熱，但仍有不少漁民專程來到現場支持，大家
更一起拍照留念，氣氛既熱鬧又融洽。他事後更
在面書發帖，公開感謝這些漁民朋友，在大熱天
時仍跑到香港仔支持他，實令他大為感動。
何俊賢是漁民子弟，自小品嚐不少海中寶，他
日前到訪鴨脷洲時，見到一些魚類，即表示讓他
想起其母親也曾以如此傳統的手法處理魚膠。相
信這些魚膠經過烹煮後，也如他母親曾烹調的一
樣美味吧。
已報名參加立法會漁農界別選舉者還有黃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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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俗稱「超級區議
會」的立法會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區覆蓋
全港，參選人要接觸全港選民，絕對不是易事。
以勤奮見稱的參選人、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連
日來馬不停蹄走訪元朗、荃灣及大嶼山多區，與
市民接觸。他今晚更會在facebook（面書）辦直
播節目「問鼎」，直接與市民溝通，打破地區界
限。
為了解各區現況及收集更多市民意見，周浩鼎
近日曾在多區現身，前日除到過元朗上演街頭劇
打擊假難民，亦曾往荃灣與競逐新界西選區連任
的民建聯議員陳恒鑌一起站台。由於兩人進行活
動前曾下大雨，之後即雨過天晴，因此他們的發
帖亦以此為題，期望未來能為香港創出路，做實
事幫助市民，令香港也能「雨過天晴」。

促投資源改善拾塱村道路
至昨日，周浩鼎則聯同另一新界西直選候選

人、競逐連任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前往大
嶼山，與市民接觸，跟進鄉郊道路問題。兩人並
在拾塱村進行直播，又邀請了該村村長亮相。
梁志祥表示，拾塱村是一個山明水秀的好地

方，可是前往該處的道路只得一條單程路，十分
狹窄，當有對頭車時極為不便，亦阻礙市民前來
這裡體驗鄉郊生活，欣賞美麗山景，因此政府實

應投放資源，改善這裡的道路。
周浩鼎也說，道路擴闊後可以方便村民，萬一

有事故發生，救護車也容易入村，所謂安全第
一，希望當局盡快處理，他們亦會繼續跟進鄉郊
的道路問題。
始終選民眾多，周浩鼎昨日在其面書公佈，將

於今晚 9時半在面書舉行全新直播節目「問
鼎」，又表明「阿鼎約定你」，與市民接觸，相
信他在節目中將會盡訴心聲，亦會聆聽大家意見
及接受提問。網民對他推出節目表現雀躍，有網
民更說：「我已霸定櫈仔睇好show，」顯示大家
的期待心情。
此外，周浩鼎團隊內的林琳及巫成鋒昨日就進

行了「琳琳鋒鋒 動漫展live」節目，分別身穿印
有神奇女俠和變型金剛圖案的服飾在動漫展現
身，介紹有趣的遊戲給大家參加，拉近與年輕選
民的距離。
已報名參選區議會（第二）界別的名單還有：

李慧琼、王國興、涂謹申、鄺俊宇、陳琬琛、梁
耀忠、關永業及何啟明。
已報名參加新界西直選的還有麥美娟、田北

辰、周永勤、尹兆堅、李卓人、郭家麒、馮檢
基、黃潤達、黃浩銘、鄭松泰、黃俊傑、高志
輝、何君堯、朱凱廸、中出羊子、呂智恆、鄺官
穩、湯詠芝及張慧晶。

勤奮浩鼎訪多區 約定市民面書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長
命斜」向來難為了不少行動不便的
長者，已報名參選立法會新界東直
選的葛珮帆連日來積極落區為長者
解決困難。葛珮帆前日於其個人
facebook專頁上載視頻，反映沙田
廣康區內一段上落樓梯通道只有上
行自動扶梯，卻無下行自動扶梯，
「長者要落樓，只能慢慢行落60級
樓梯，容易發生危險，又對長者出
行造成不便。」她呼籲政府增設電
梯，為長者打造真正「無障礙通
道」。
葛珮帆補充指，該區人流較大的
大老山隧道出口處亦缺乏無障礙通
道。沙田區區議員王虎生亦指，經
大老山隧道轉車去其他地方的市
民，日日都要行樓梯。
王虎生說：「因所屬區域屬私人
公司，若興建無障礙通道，短期內

很難做得到，希望政府幫手增設一
條『短期循環線』，專門在對面馬
路接載長者往返附近住宅區，免除
長者上落樓梯的辛苦。」
葛珮帆表示，不會放棄爭取在有

需要區域增設無障礙通道，但建立
臨時短期循環線將能及時解決長者
上落的難題。她並強調，未來會繼
續為市民做實事，服務區內市民。

「真係做事嘅」 網友留言撐
短片上傳不足9小時，已獲411

個讚，並有2,044人觀看。有網友
在視頻下留言支持：「支持王虎生
議員及葛珮帆議員為民爭取！做實
事！」「加油！支持你們啊！ 便
民設施是長遠的計劃必須重視落
實！」「真係做事嘅議員！」
葛珮帆昨日繼續馬不停蹄進行選

舉活動，並前往將軍澳康城港鐵站
外與市民打招呼。她在面書標註了
「新界東大混戰」，顯示其選區競
爭激烈，但她留言說：「今早一樣
咁熱，繼續努力」，充分表現其參
與選戰的決心。
已報名參選新界東的還有︰陳克

勤、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侯志
強、林卓廷、方國珊、張超雄、范國
威、楊岳橋、梁國雄、陳志全、麥嘉
晉 、李偲嫣、廖添誠、陳云根、陳玉
娥、黃琛喻、鄭家富、李慨俠、陳國
強、梁天琦、梁頌恆。

廣康有上冇落
珮帆促增電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正
面臨人口老齡化挑戰，長者的生活保
障備受關注。已報名參選立法會新界
東直選的新民黨容海恩昨日在其face-
book專頁貼文關注長者權益，並闡述
自身在長者退休保障、公共運輸服務
及公營牙科服務三方面的主張及見
解，力求為長者提供無憂退休環境。
容海恩以「與老友記『貼地』開

會」為題發帖，表示：「若要『貼
地』了解長者情況，當然是直接與長
者討論最實際。」她早前接受關注長
者權益大聯盟邀請，出席長者議題交
流會，聆聽長者意見。

冀公共政策具「可持續性」
針對長者退休保障，容海恩希望公

共政策具「可持續性」。她指，現時
社會只集中討論財政上不可行的「隨
收隨支界定利益計劃」，未來則希望
政府加快研究更完善方案，讓退休保
障更具可持續性。
公共運輸方面，長者多受惠於2元乘
車政策。容海恩指，未來會繼續推動
港鐵、有關企業及巴士公司增加長者
優惠撥款。她並建議政府設立有效監
察制度，做好《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
劃》的把關工作，確保優惠不被濫
用。
公營牙科服務一向是長者議題的重

要一環。容海恩強調，社會需正視長
者長時間輪候公營牙科服務的問題。

她指，關愛基金最近推出「長者牙科
服務資助」項目，將受惠長者年齡擴
展至「80歲以上、正在領取長者生活
津貼」的長者，希望為更多有需要長
者提供及時牙科服務。
容海恩指，健康牙齒有助長者攝取

充分營養。她建議政府增撥更多資源
設立更多公營牙科診所，服務長者，
並盡快將「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
目，覆蓋至年齡達65歲以上長者，並
將公營牙科診所擴展至全港十八區，
使更多長者受益。
容海恩最後表示，與長者的交流甚

具效益，過程笑聲不斷，未來會繼續
努力，關注長者福利。
已經報名參選新界東的還有︰葛珮

帆、陳克勤、鄧家彪、李梓敬、侯志
強、林卓廷、方國珊、張超雄、范國
威、楊岳橋、梁國雄、陳志全、麥嘉
晉 、李偲嫣、廖添誠、陳云根、陳玉
娥、黃琛喻、鄭家富、李慨俠、陳國
強、梁天琦、梁頌恆。

海恩談三主張
助長者退休無憂

■■周浩鼎及梁志祥昨日到訪周浩鼎及梁志祥昨日到訪
大嶼山拾塱村大嶼山拾塱村。。 fbfb截圖截圖

■周浩鼎推出fb直播節目「問鼎」。

■何俊賢表示到訪鴨
脷洲讓他想起其母親
也曾以如此傳統手法
處理魚膠。

■容海恩貼地關心長者衣食住行。
■葛珮帆落區為長者做實事，建議
增設無障礙通道。 fb圖片

■李慧琼買齊三餸一湯。 聶曉輝 攝■張國鈞計好買餸金額。 聶曉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