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6年年88月月202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A7 ■責任編輯：汪 洋2016立法會選舉9 月 4 日 (星期日)

民建聯推優質民主救港
李慧琼梁燕城論政 齊指政治暴力劣質民主後果可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立法會選舉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候選人、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的其中一項政綱，是要建立優質民主。她

最近邀請美、加著名華人時事評論員梁燕城博士暢談何謂優質民主，

及優質民主對香港、對國家的重大意義。他們均認同，擁有多數議席

的政團壓制少數議席政團的訴求，或以政治暴力壓制其他持份者表達

意見的自由，是劣質民主，將會導致可怕後果。民建聯決意推動優質

民主，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一定可以為香港找到出路。

選舉不但是政綱
及立場的對決，更
考驗候選人的心理
素質，最忌剛愎自

用。新界東選區候選人眾多，早前的
電視選舉論壇更爆發罵戰，新民黨容
海恩被指稱「被人問到口啞啞」。容
海恩在其facebook專頁上回應說：
「惡，解決唔到問題。」她認為，選
民眼睛是雪亮的，只要盡力做好自己
便可。她更提出3個「容」：包容、
從容及寬容，去面對今次選戰，看來
容海恩的心理素質不錯。
容海恩近前繼續在其facebook上通

過直播「日常 live」和網民「傾心
事」。她表示，自己近期到新屋邨派
發單張，反應不俗，更笑說，有街坊
不認識自己，「出外也挺輕鬆」。下
雨做街站也很辛苦，因為未必有街坊
肯看一眼，而她現在會以平常心去面
對選戰，直言會「捱埋佢，大家一齊
撐」。
不少網民在留言中談到她上次出席

電視選舉論壇的表現。容海恩指，對
於別有用心的攻擊不用太認真，「最
緊要不可以人身攻擊」，輕鬆一點做
回自己就可，又坦言自己不懂對罵，
加上當時人多且聲音嘈吵，所以當時

表現不好，但未來仍會盡力。
不過，她也忍不住反駁有反對派候
選人稱她「唔做實事」的說法。她
指，其競選團隊專注港鐵、領展加
價、假難民湧港等問題，「如果這不
是做實事，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否
說得動聽便是做實事呢？」

新論壇有準備 自信表現更好
容海恩坦言，壓力是別人給予，不
是自己給予自己，現在要做的是保持
冷靜，做好自己，相信選民眼睛是雪
亮的，要靠理性選民投票支持，「唔
理閒言閒語，我哋自己都有支持者，

盡力做好啦。」她又鼓勵支持者留意
今晚（周六）最新一次的電視選舉論
壇，強調自己今次已做好準備，表現
應比上一次為好。 ■記者 文森

包容從容寬容 海恩選戰「平常心」

在香港出生及長大的梁燕城博士，是華人社
會著名中國哲學學者、基督教學術演講

者、兼時事評論家，於世界各地多所大學任客
座教授，同時是加拿大中文電台AM1470的時事
評論員。

溝通包容讓步可落實普選
李慧琼前日於其facebook專頁上載了她與梁燕
城討論如何在香港建立「優質民主」的兩段最
新的短片。兩人一致認為，各政團能夠坐下來
好好溝通、互相包容及讓步，是在香港落實普
選的先決條件。

融中西多元價值觀是真民意
他們指，適合香港的優質民主制度，應該是
將中國文化重視仁愛、包容的人性理念，與西
方文化中保障所有人自由實現個人特質的多元
價值觀結合在一起；應能保障及兼顧社會各階
層的訴求，為政府和市民構築恒常性的溝通渠
道，令所有人都能參與社會改革，而非僅靠議
員作民意代表參與施政。

港有普選帶動中國民主進步
兩人均認同，擁有多數議席的政團壓制少數
議席政團的訴求，或以政治暴力壓制其他持份
者表達意見的自由，是劣質民主，國際上已證
實該類民主制度會導致可怕後果，「香港有機
會成為中國第一個實現普選的城市，若香港民
主制度獲得成功，會成為內地完善民主制度的
重要借鑒。因此，全中國人都希望香港早日成

功建立全民普選的優質民主，進而帶動全國民
主進步，這對全國民主制度發展具有里程碑的
重要意義。」

批小撮人為選票厚祿拒協商
梁燕城指，西方民主也存在很多問題，但各

持份者雖然在公眾面前極為強硬，關起門後至
少能來好好商談，直至取得一個大家都能接受
的方案，惟香港一小撮人只顧強烈反對，只為
贏取更多選票、獲得高薪議員的寶座，並無達
成方案的意願，令香港政局失去取得共識的條
件。
他坦言，西式民主制度已面臨困境，西方社
會利益集團愈來愈多，相互之間矛盾重重，加
上國民並無參與發展政策的權利，令所有社會
改革都難以推行；前英國首相Tony Blair都發出
「是否民主已死」的感嘆。

重啟政改 讓市民獲普選權
李慧琼在另一個電台節目上向市民表達了自

己的政治理念。她承諾民建聯會堅守崗位，推
動優質民主，讓議會恢復正軌，督促政府處理
社會各種深層矛盾；同時致力推動政改，努力
讓不同持份者能夠坐下協商政改方案，讓市民
獲得普選權利。
她指，香港目前面臨政治困局，必需重啟政

改，但關鍵是要建立社會互信，要堅守和平理
性態度；非法「佔領」和暴力衝擊只會令香港
民主停滯不前。她相信只要大家和民建聯一齊
努力，一定能找到出路。

議會目前最需要的
是正能量。立法會區
議會（第二）功能界
別候選人、民建聯主
席李慧琼除了嚴肅論

政，亦於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
載由她與其競選團隊合唱的歌曲
MV（見圖）。MV中，5人活力澎
湃，又唱又跳為團隊打氣、為香港
注入正能量，就如歌詞中所言「儘
管前路 有一點迷惘」，他們仍會
「為實現理想 齊迎難而上」！

拉票工作並不純粹是叫口號及派
單張，李慧琼團隊最近錄製了名為

《出路》的「為802號李慧琼團隊打
氣」歌曲，名單中的5位候選人一起
穿起鮮艷上衣又唱又跳，為緊張的
選舉注入正能量！片中又見李慧琼
是眾人的「火車頭」，開心帶領團
隊邁步向前。

就如歌詞所言，「為實現理想，
齊迎難而上；去再闖一闖/尋勝利/
做曙光」、「 儘管前路，有一點迷
惘；重拾信心，還是做到」、「為
了未來，我們勇敢踏前；全力以
赴，攀登更高」。片中最後，5人齊
心擊掌，團結一致。

■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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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活力秀「為理想迎難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立法會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候選人、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昨
日於其facebook專頁上載兩段短
片，一段是他於某論壇上怒斥反
對派支持年初旺角暴亂，令社會
各走極端；另一段是他跟進東涌
市中心交通改善方案，特區政府
接納他的建議下實施改善工程，
惠及受交通堵塞之苦的市民。
該論壇的主題是：如何看待
「暴力抗命」？一向予人溫文友
善印象的周浩鼎罕見激動，批評
年初旺角暴亂幕前、幕後的肇事
者，更為遭受暴力襲擊下辛苦維
持社會秩序的警員抱不平，並強
調暴力衝擊與「勇武抗爭」絕對
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為前線警員遭襲抱不平
他在論壇上說：「我們見到近
年很多人趨於極端，年初還發生
扔磚（襲警）事件。不少人由
『佔領』發展到扔磚（襲警），
傷害了很多很多的人。我看見那
些抗爭者甚至使用鐵欄（作武
器），將整幅鐵欄扔向警察，一
幕幕情境令人膽戰心驚。有沒有
人去慰問這些執法的警員呢？」
周浩鼎指，前線警員應對該些

暴力抗爭時付出了很多，才維持
了全社會的治安，「有沒有人幫
他們說句公道話？」他批評反對
派一直抬舉那些暴力抗爭者，非
常贊成他們的行為，甚至挑動他
們做更多的抗爭。
他狠批反對派不斷縱容暴力衝

擊的發生，不僅不為被襲擊警察
說半句公道話，甚至為那些暴力
抗爭者吶喊助威，「這種行為加
劇了社會各走極端的情況。」

續跟進東涌市中心交通
在第二段片中，本身是離島區

議員的周浩鼎身處東涌市中心港
鐵站對開迴旋處，並指，關注到
該處清晨上班高峰期時的嚴重交
通堵塞，於是請工程師做了修改
此處道路設施的方案，能夠徹底
改善高峰期擁堵的情況，並於今
年5月底於區議會將方案遞交政
府部門。
他指，最近終獲政府正式回

應，計劃削減迴旋處綠化帶面積
及拓寬道路改善交通狀況。但他
認為還很不足夠，與其遞交的方
案還有頗大差距，未能徹底解決
擁堵。他承諾會繼續跟進改善計
劃，力爭政府採取更有效的改善
方案。

浩鼎短片斥旺暴 批反對派煽動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文
森）內地及香
港密不可分，
但雙方確實受
到歷史影響而
存在不少文化
上的差異，如
何妥善處理好
雙方的關係是
香港立法會議
員重要工作之
一。民建聯立
法會新東候選
人陳克勤昨日在個人專頁貼文簡述自己過去多年爭取的工
作，如限制多次重犯水貨活動人士出入境、設立「跨境專
網」，解決學位不足的問題等（見圖）。
陳克勤表示，過去團體向食環署、地政署及警方等多個

部門溝通，要求加強執法，以緩解水貨客阻街等滋擾問
題，並促成北區區議會成立「水貨活動關注組」。團隊過
去也積極為新東居民爭取，包括拒絕懷孕已有一定周數的
內地婦女入境、懲罰衝關來港分娩的內地婦女，及加強打
擊「雙非」中介服務等，以免影響本地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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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議員的支
持度不是靠簡單的口號和出位的行為獲
得，而是在日久天長的服務、真心實意
的關懷下逐漸積累。民建聯立法會新界
東候選人葛珮帆多年來扎根社區，聽民
意、做實事，自然獲街坊支持。
她昨晨又起個大早，5點鐘就與區議

會（第二）候選人、民建聯副主席周浩
鼎前往西貢天后廟前見市民，支持她的
街坊紛紛前來打氣（見圖）。葛珮帆在
個人facebook專頁貼文，感謝一眾前輩
及義工前來鼓勵，更強調目前選情激
烈，「一票不能少！」

珮帆浩鼎獲西貢街坊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立法會選舉新界東選情激烈，工
聯會候選人鄧家彪連日來即使落
雨都堅持在街站見市民，及持續
跟進民生事宜。鄧家彪日前於新
界東選舉論壇上再次聲明，支持
將消防員每周工時定為48小時
並建議獨立檢討救護員架構。
鄧家彪（見圖）昨日在其face-

book專頁貼文表示，新界東選
舉論壇提出消防員及紀律部隊問
題，「我過去一直與工會溝通，了解前線工作，並在立法會表達
紀律部隊訴求及待遇問題。」
他表示，工聯會支持將消防員每周工時定為48小時，並獨立檢
討救護員架構。

家彪挺消防每周工時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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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議會（第二）候選名單：
李慧琼、周浩鼎、王國興、涂謹申、鄺俊宇、關永業、
梁耀忠、何啟明、陳琬琛

■容海恩繼續在其fb上通過直播
「日常live」和網民「傾心事」。fb圖片

■兩人均認同，若香港民主普選制度獲得成功，
會成為內地完善民主制度的重要借鑒。

網上圖片

■李慧琼與梁燕城博士討論什麼是優質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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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鼎拍片怒斥旺角暴亂周浩鼎拍片怒斥旺角暴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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