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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多區勢微妙 勝負還看選民醒目

代表受薪階層 偉強愈戰愈強
啟動「HKI 15號」廣晤市民 吳秋北：為港未來團結掃「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一眾立

法會選舉候選人，繼續「以汗水換選

票」，努力落區向市民宣傳政綱。已參加

香港島直選的工聯會郭偉强競選團隊，昨

日繼續出動新的「HKI 15號」宣傳車到筲

箕灣拉票。郭偉强表示，根據各大民調，

其團隊現時選情危急，故需要利用宣傳車

擴大宣傳範圍，接觸更多市民。他強調，

希望選民可以支持港島區唯一代表受薪階

層的團隊，投他與工聯會信任一票，讓立

法會注入正能量，令議會變得更好，香港

可穩步向前，堅決「剪布」、改善民生。

郭偉強昨日下午與其團隊成員吳秋北、
何毅淦、呂鴻賓及陳榮恩到筲箕灣港

鐵站一帶，為宣傳車「HKI 15號」舉行啟
動禮，同場有數十名充滿活力的義工打氣。
團隊成員與義工們一同高呼「工聯新一代，
自強、共融，15號郭偉強」及「工聯會，爭
工道」等口號。吳秋北更指，「HKI fifteen
（郭偉強團隊立法會香港島區直選的候選編
號為15），HKI fit team」，呼籲選民投票
支持郭偉強。
吳秋北指，宣傳車日後會在港島各區巡

遊，車上會播放宣傳影片，讓市民更了解郭偉
强的團隊及其政綱。團隊亦會定期在車上舉行
清談節目，主要在傍晚輕鬆時段，在港島不同
地點與市民大談時事、社區與政策，更歡迎市
民上車一同就關注議題討論。他續說，「勇
武」及「港獨」主張不斷在社會上放毒，一直
虎視眈眈，擔心將來會搞到議會「立立亂」，
「該些主張並非一般的毒，為了香港未來，我
們要團結一致用選票踢走他們！」

盼市民「一人兩票投工聯」

郭偉強表示，現時香港社會充滿爭拗，議
會拉布，令香港撕裂，「最後只得個桔」。他
指，現時議會內十分需要穩定香港的力量，促
請市民支持港島區唯一代表受薪階層的團隊，
同時希望市民可在「超級區議會」選舉投王國
興一票，「一人兩票全投工聯會。」
郭偉強指，多個民調均顯示他的團隊選情

危急，徘徊出局邊緣，而過去主要集中到街
站與市民溝通，宣傳效果並不十分理想，故
需要利用宣傳車擴大宣傳範圍，接觸更多市
民。他又強調，「港獨」思想是令整個香港

陷於撕裂的一大主因，而工聯會一直堅持信
念，堅決向「港獨」說不。

工聯人政績先行 唔識抹黑
對於前晚電視選舉論壇上的表現，郭偉

強認為自己的表現中規中矩，並指，一眾
建制派團隊一直被反對派圍攻，可說是
「雙拳難敵四手」。
他又指，反對派在選舉過程中，不斷攻

擊其他團隊去取分，但他與全體工聯會候
選人均政績先行，不會主動攻擊別人，

「你要我抹黑別人，我真係唔識。」

新支持者為反「獨」挺工聯
昨日的宣傳車啟動禮中，年約廿多歲的年
輕支持者Regina是首次出席造勢活動。初
次面對傳媒而顯得有點含羞的Regina 表
示，一直不認同「港獨」主張，亦支持工聯
會的理念，故於數月前經朋友介紹下加入工
聯會。她認為，現時社會面對的最大問題是
充斥政治紛爭，希望社會給予年輕人更多發
展機會，紓解矛盾。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文森）
立法會選舉
尚餘不足3
星 期 就 舉
行，各候選
人密鑼緊鼓
到選區各地
拉票。新界東候選人新民黨容海恩就在周末周日分別到
將軍澳及沙田區拉票，當中既擺街站又踏單車，向選民
展現自己動靜皆宜的一面。
容海恩在現任議員田北辰及西貢區議員譚領律陪同

下，周六於將軍澳及康城站擺街站。她指，由於是周
六，會比平日見到較多一家大小外出活動，亦有市民向
自己表達車費方面的訴求。她表示一直有向港鐵反映，
要求港鐵推出實際惠民優惠，小市民在可加可減的機制
下，現時的優惠並不足以惠及他們。她認為港鐵應當想
市民所想，又指，將會繼續爭取及提案，希望不久的將
來，會有好消息帶給市民。
在昨天周日早上，容海恩舉行單車巡遊造勢活動（見

圖），由馬鞍山踏單車至沙田城門河，十多名支持者參與結
伴同行。容海恩表示，單車在新界東是受歡迎的代步工具
及健體運動，希望藉活動要求政府盡快貫通新界東的單車
徑網絡，同時改善有關配套設施，及大幅增加單車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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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提倡
「撥亂反正，破格求變」的香港律
師會前會長、立法會選舉新界西候
選人何君堯獲著名導演李力持拍片
支持，李力持說欣賞何君堯不慍不
火，用智慧、理據和對話去應對暴
力政治，讓他心服口服。他支持何
君堯繼續於青年工作方面下功夫，
讓學生免受暴力政治影響。何君堯
於其facebook表示，會堅守原則保護
香港，不希望不守法的風氣繼續在
社會蔓延。

繼早前獲身兼惠州市政協委員的
歌手、演員陳小春拍片支持，何君
堯再獲著名導演李力持拍片支持。
何君堯昨日將片上載至facebook專
頁，李力持於片中指，很多學生受
激進反對派的影響，將暴力由議會
帶入社區，他十分支持何君堯的工
作，尤其在青年工作方面，包括支
持愛國愛港教育，希望何君堯繼續
以最大的毅力及最大的努力，將歪
理推倒。
他又說，欣賞何君堯不慍不火，

用智慧、理據和對話去應對暴力，
讓他心服口服，「議會要以智慧服
人，支持何君堯撥亂反正。請大家
支持8號何君堯律師。」
何君堯前晚又於facebook進行直播

與網民溝通，分享自己對某些社會
新聞的看法。他說社會目前二元對
立，有人將擲物等不守法的行為帶
入議會，翻閱報紙又見有婦人因不
滿法庭安檢而當眾脫褲的案件，認
為各種藐視法庭或議會的事均不能
助長。

名導李力持撐何君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現代人生活緊張、
工作壓力大，如果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人忘卻煩囂，
享受與大自然接觸的樂趣，又可強身健體，更能身
體力行實踐環保意識，着實極有意義。爭取在立法
會新界東直選連任的民建聯議員葛珮帆，積極推動
租地予市民耕作的環保農莊項目，認為可同時達到
以上目的。她認為，言教不及身教，呼籲大家珍惜
這項目，亦期望政府及各界多加支持。
葛珮帆昨日身處馬鞍山大水坑綠庭園環保農
莊，在facebook進行一段長6分多鐘的直播。她
在直播中指，這個被稱為「城市中的環保農
莊」，是她於2008年構思，原因是她喜歡耕種，
又想推動環保，因此想到可否利用一些政府荒廢
空地，以平價租予一些組織設立農莊，再租予市
民用來種植，享受農耕樂。其後在沙田婦女會的
推動下，綠庭園終在2010年開幕。

長者耕作身健 小童識「粒粒辛苦」
她坦言，最初其構思曾被不少身邊人潑冷水，

質疑「香港人點會耕田？」分割成的300幅小農地
「一定租唔出去」。可是在農莊開幕時，已有數
百人排隊租地，之後一直長期有千多至二千個家

庭等候租用，計劃十分成功，而且耕地實行有機
耕作，非常環保。
她又透露，環保農莊為她帶來不少難忘經

歷，例如有一位長者，初來時行路也有困難，
需使用助行器，但他之後日日來耕作，數月後
已健步如飛。又有家長向她反映，以往要子女
吃光飯菜甚艱難，但子女親眼看到自己所種的
種子，最後變成一棵菜，終於明白「粒粒皆辛
苦」的道理，以後甚麼也吃清，更懂得將廚餘
帶回農地施肥。
她認為，言教不如身教，如果有更多這類項目，

讓城市人有機會耕種，讓他們明白珍惜食物、水和
大自然，而不是只一味說教要環保。她希望大家能
珍惜這項目，政府及各界也可多加支持。

與浩鼎訪鄉村 天光走到天黑
另外，葛珮帆又發帖指，她日前與角逐區議會

（第二）功能界別的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先後拜
訪孟公屋村、大坑口村、布袋澳村、相思灣村、下
洋村、檳榔灣村爭取支持，由天光走到天黑。她感
謝各位村長及助選團的鼎力支持，亦希望大家給予
他們一個機會，9月4日投票支持他們。

言教不及身教 珮帆宣環保農耕

香港島候選名單
張國鈞、郭偉強、葉劉淑儀、黃梓謙、劉嘉鴻、何秀蘭、
詹培忠、羅冠聰、沈志超、王維基、徐子見、司馬文、
許智峯、陳淑莊、鄭錦滿

新界東候選名單
陳克勤、葛珮帆、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林卓廷、
鄭家富、方國珊、張超雄、范國威、侯志強、楊岳橋、
梁國雄、陳志全、麥嘉、李偲嫣、廖添誠、陳云根、
陳玉娥、黃琛喻、梁金成、梁頌恆

新界西候選名單
梁志祥、陳恒鑌、麥美娟、田北辰、何君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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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廸、呂智恆、鄺官穩、
湯詠芝、張慧晶

■郭偉强競選團隊昨日下午到筲箕灣港鐵站一帶，為宣傳車「HKI 15
號」舉行啟動禮，同場有數十名充滿活力的義工打氣。 劉國權攝

■Regina（白衣）表示，不認同「港獨」主張，支持工聯會的理
念，故加入工聯會。 劉國權攝

■葛珮帆及周浩鼎日前先後拜訪西貢多條村莊。
fb圖片

■李力持欣賞何君堯用智慧、理據和
對話去應對暴力政治。 fb圖片

9月4日立法會選舉已進入倒計時，各方政團和
候選人出盡法寶宣傳政綱，落區拉票，爭取選民
支持，戰情用「白熱化」形容毫不為過。多年觀
察分析香港選情的政壇高人，與自明談起對這次
選舉的追蹤觀察，笑言「唔單止七國咁亂，有啲
暗湧根本一時好難睇得明」。他形容，「泛民」
和激進各派勢力互相「打餐死」，固然似暗似
明，好難睇通睇透；一直被外界指善於協調配票
的建制派，多區也明顯有協調不當，隨時出現
「鷸蚌相爭」、浪費選票，最終益了對手的情
況。點算？高人笑言「睇啲選民醒唔醒目囉」。

上屆立選 新西慘烈千票分勝負
政壇高人回歸以來已經靜靜咁觀察研究香港選舉。
自明問到他，如何看香港立法會選舉的特點，他答
「幾句說話點講得清」？不過，有一個特點相信好
多人都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比例代表制，講到
尾係末位之爭」，2012年上屆選舉，九龍東、新界
東同新界西，當選同落選分別只差0.69%、0.87%

同0.19%，「九龍西的李永達，只輸給梁志祥
0.19%，唔夠一千票。你話慘烈唔慘烈？」這麼小
的差距，根本不是要一個「全票」才能拿到議席，
「真係幾百千零上落，已經天堂地獄之別」。
自明對政壇高人的觀察深感認同。「咁以此『定
理』睇今屆選舉，又有何提點呢？」政壇高人話，
每個選區議席、政治光譜、具體候選人情況、選民
取態各不相同，好難一概而論，只能舉幾個選區的
民調數字，做點概括的分析。等到選舉臨近，各種
數據積累得多一點，或者可以分析得更加具體。

九東建制 或者需千零票爭二三
高人先提到九龍東。「表面睇，呢個區係5個地區

直選中最單純嘅一個，其實不然。」高人說，12張名
單爭5席，建制派同傳統「泛民」壁壘分明，民建聯
有柯創盛、工聯會有黃國健，還有一個獨立的謝偉
俊；民主黨有胡志偉、公民黨有譚文豪、「人民力
量」譚得志，還有個屬於新興激進派的「熱血公
民」黃洋達。按目前的最新民調數字，胡志偉、黃國

健、譚文豪各有20%左右的支持，如果選情無大的上
落，可以各取一席。表面簡單地看，建制派和「泛
民」分別是「坐一望二」和「坐二望三」。但再細
分析，支持率緊隨其後的是，民建聯柯創盛9%，獨
立建制派謝偉俊9%，「熱血公民」黃洋達8%，
「人民力量」譚得志7%，互相之間只有1%左右的
差距，如果支持率稍有上落，隨時可能讓「泛民」和
激進派取得4席，而如果配票得宜，建制派也不排除
取得2席以上。「可能只有千零票差距，已經是天堂
地獄。」
「呢度的關鍵，是反對派與建制派陣營各自的

『弱勢』候選人，各自分走幾多票。」政壇高人
說，理論上說，只要選舉一天沒有進行，就不能
否定任何一個候選人的當選機會，任何一個支持
率排名靠後的候選人，都有機會因為對手和自己
原因「翻盤」；但事實上，那些支持率極低的候
選人，「翻盤」幾率幾乎等於零。以九龍東而
言，工黨胡穗珊、前綫譚香文、東九龍社區關注
組陳澤滔，最新支持率在2%至3%左右徘徊，可

以說極不樂觀但未完全絕望；至於「愛港之聲」
的高達斌和獨立的呂永基，長期支持率低於1%，
「睇怕好難有奇跡。」高人笑言，「九龍東60萬
選民，當有30萬人投票，1%都有3千。唔講得
笑，分分鐘送一個人上去，拉一個人落嚟嘅。」

協調是「神話」選民識選擇才是關鍵
「選舉唔係簡單的數字遊戲，背後既有政黨、

候選人的民意基礎，亦有各種選舉策略的運
用。」政壇高人話，一般輿論籠統認為，建制派
地區工作好，「樁腳」硬，「鐵票」穩，而且參
選人協調好，「總體上當然係事實，不過所謂
『協調』根本係『神話』。你估啲候選人，你叫
佢選就選，唔畀選佢就唔選呀？」他說，參選權
是所有合資格香港市民的權力，斷估都無人去叫
任何一個人不參選。「呢啲嘢，要交畀選民去判
斷。相信香港選民睇得好通透。」
仲想睇其他選區的分析，政壇高人賣關子，話

等下次細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