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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家駿）「一條心，

無雜音」是來自400名昨日出席民建聯新界

東造勢大會的市民心聲，在新界東競逐連任

的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及力爭循「超級區

議會」界別晉身議會的民建聯副主席周浩

鼎，分別在造勢大會上互相鼓勵及支持。陳

克勤以中國女排戰勝逆境勇奪奧運金牌，激

勵一眾參選人及助選團隊迎難而上，強調

「民建聯嘅團隊全部都係打逆境波壯大！」

周浩鼎就指自己在區議會「100%出席率，

無遲到無早退」，秉承民建聯「真誠為香

港」的理念，確確實實做好工作，呼籲市民

投票給民建聯團隊。

昨日的造勢大會在大埔林村廣場舉行，近400名來自鄉事委員會、
各界社團的代表到場，聲勢浩大。造勢大會以兩場足球賽揭開

序幕，由陳克勤帶領的「勤隊」及周浩鼎帶領的「鼎隊」分別落場，
對陣來自大埔的地區代表，響應奧運盛事之餘，也一展兩支團隊充滿
幹勁的一面。賽事進行大約10分鐘，最終兩支團隊均旗開得勝，寓意
他們能夠雙雙進入立法會。

送「民」入會 改變現狀
陳克勤發言時指， 香港社會現時面對反對派的各種攻擊、破
壞，包括違法「佔中」、暴力掟磚、拉布流會以及「港獨」思想，
令香港變得非常混亂，「我哋嘅香港唔係咁樣，我哋要做返好
佢！」他指要改變現狀，必須要將民建聯參選人送入立法會。
他又指社會現時非常撕裂，「社會上有人話分兩邊，有藍有黃，
好似水火不容咁」，但他的團隊今次特意選擇了藍、黃、白作為參
選顏色，不少宣傳品都將以藍黃兩色為主調，「拼埋一齊好靚，好
似香港咁靚」，批評有些人刻意在社會將顏色對立，希望社會能減
少分歧，求同存異。

無懼抹黑「為港行正路」
他又指自己及團隊身穿的參選人制服就是白色的，代表了團隊

「無懼抹黑」，無論對手以任何手段抹黑或將「假事實」放在他們
身上，都改變不了他們參政的初心，就是為香港市民好、為香港社
會好，「無論點抹黑我哋，都唔會令我哋身上嘅衣服變黑，我哋嘅
團隊今日企喺街上，仍然好正氣咁講『為香港，行正路！』」
不過，陳克勤承認今次的選舉是他參政以來最艱難的一次，希望
所有助選團義工、同鄉會的朋友以至各社團領袖都能夠行多十步拉
票，呼籲市民投票給民建聯，「如果唔係議會只會淪為有講無做嘅
反對派嘅遊樂場！」他又以昨早中國女排在奧運決賽上，面對逆境
都能打贏比賽，奪得金牌，寓意民建聯都可以，「因為民建聯嘅選
戰從來都係逆境波，民建聯嘅團隊全部都係打逆境波壯大！」

踏實工作 指選情「嚴峻」
周浩鼎發言時就指，希望與陳克勤雙雙進入議會，為市民爭取權

益，又指反對派「超區」候選人，連區議會都會缺席、遲到或早
退，但他自己就是「100%出席率，無遲到無早退」，秉承民建聯
「真誠為香港」的理念，確確實實做好工作。
不過，他坦言自己選情「好嚴峻、好危」，「我睇來睇去都係爭

啲啲」，又指不少支持者是「沉默大多數」，即是認同民建聯的理
念，但過去沒有投票習慣，認為「多我一票不多，少我一票不
少」，所以他呼籲助選團落力游說這些人出來投票，又以自己於2月
新界東補選落敗為例，指自己輸一萬票，若以150個票站計算，平均
每個票站僅輸數十票。自己如果在每個地方多幾票支持，隨時會積
少成多，故一票都不能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家駿）超
過廿個鄉事委員會及社團組織代表，
以及多名政界人士特意到大埔林村支
持陳克勤及周浩鼎兩支團隊。他們都
讚揚兩人「實幹有成績」，寄望他們
在今次艱苦的選戰中迎難以上，爭取
好成績。

譚耀宗：民記鄉事關係緊密
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表示，看到

鄉事會多個代表到場支持陳克勤及周
浩鼎，充分說明民建聯與鄉事會之間
的緊密關係，強調眾人的支持為民建
聯參選團隊倍添信心，他承諾民建聯
會在新一屆議會中繼續為鄉紳爭取權
益。他又以中國女排勇奪奧運金牌來
鼓勵陳克勤及周浩鼎團隊，希望他們
都能繼續奮鬥，即使每次戰役如何艱
苦，都要勇敢戰鬥，最終就一定能取
得好成績。

曾鈺成：勉候選團隊續努力
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就表示，新
界東特別多人參選，「雜音特別多，
但一啲都唔難揀」，22號陳克勤團隊
絕對「揀得落」。「超級區議會」方
面，他指有9支隊伍參選，但「都係最
大嗰隊就係最好嗰隊，支持809號周浩

鼎！」他又指，距離投票日只剩下兩
星期，勉勵候選團隊、助選團以及所
有義工都繼續努力。

陳勇：面對抹黑危機不畏懼
民建聯副主席陳勇就指最近天氣不

穩定，香港附近更有三個颱風正在形
成，但昨日的造勢大會就天氣晴朗，
證明上天及許願樹守護香港的正能
量、守護香港的正義，又指「無論
人哋點樣抹黑，點樣嘅危機我哋都唔
會畏懼」，相信民建聯的參選團隊一
定會繼續堅持反「港獨」、反拉布、
反抹黑，「香港正能量必勝！」

張學明：風和日麗「好兆頭」
新界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也說昨日

是天公作美，在「行雷閃電」及「傾
盆大雨」後迎來風和日麗，是兩支團
隊的「好兆頭」。他讚揚陳克勤在新
界東社區服務十年，「可以講係任勞
任怨，為居民做好事、做實事」，相
信市民都有目共睹，笑言「就好似佢
個名咁，克克勤勤」。他又指周浩鼎
在經歷過新界東補選後，已變得更成
熟、更有資歷，絕對可以勝任立法會
議員，呼籲所有新界居民「超區投
80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家駿）大埔林村以許願樹聞
名，競逐「超級區議會」議席的周浩鼎昨日就聯同團隊
成員，將寫有願望的寶牒成功拋到樹上。團隊指現時選
情十分危，希望新界選民，能夠集中票源支持809號團
隊，讓這支年輕、專業、有活力的團隊進入議會，帶領
香港走出困局。
周浩鼎昨日聯同團隊成員，沙田區議員李世榮、荃灣

區議員林琳及屯門區議員巫成鋒在大埔林村舉行「鼎級
願望」活動，為香港和809號團隊許願。大埔區議會主
席張學明、林村鄉公所主席鍾偉強、林村鄉公所副主席
林祿榮，及大埔陳灶良議員均到場支持打氣。

前輩親授拋牒秘訣
張學明主席更親自向團隊傳授拋寶牒秘訣，就是要將寶

牒捲起，並以拋物線的角度就能成功拋上許願樹，得償所
願。團隊成員馬上入鄉隨俗，各人「你靠我靠你」的團隊
精神，以對方的背部當書枱，誠心在寶牒寫下對香港和團
隊的願望，拋了幾次之後，便成功將寶牒掛上許願樹，相
信團隊成員必定能夠心想事成。
林琳率先祝願香港能夠安定繁榮，不要爭拗，希望社

會各界以對話溝通來化解社會矛盾，走出困局。巫成鋒
則希望全新界選民票投809號，讓年輕、專業、有活力
的周浩鼎團隊，能夠進入議會。周浩鼎指團隊選情十分
危，希望新界選民，能夠集中票源支持809號團隊，讓
這股建設新力量進入議會，服務市民，令社會和議會重
回正軌。

寶牒掛枝頭
浩鼎必如願

■■周浩鼎將寫有周浩鼎將寫有
願望的寶牒成功願望的寶牒成功
拋到樹上拋到樹上。。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陳克勤及周浩鼎陳克勤及周浩鼎
兩支團隊昨日在大兩支團隊昨日在大
埔林村廣場舉行造埔林村廣場舉行造
勢活動勢活動，，聲勢浩聲勢浩
大大。。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鄉事政界代表為兩支團隊打氣鄉事政界代表為兩支團隊打氣，，寄望寄望
他們在今次選戰取得佳績他們在今次選戰取得佳績。。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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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勤浩鼎迎難上勢比女排
林村造勢400市民力挺 「打逆境波大」無懼挑戰

本屆奧運降下帷幕前夕，中國女排勇奪
冠軍，把國人、港人的奧運熱情推上高
潮，中國女排那種不畏困難、勇於拚搏、
永不言敗的精神，讓世界動容，也令即將
迎接她們和其他冠軍健兒蒞臨的港人歡欣
鼓舞。中國女排奪冠之路可謂曲折艱辛，
預賽僅僅勉強過關，但她們在女排精神傳
承者郎平總教練統領下，以必勝的信念、
超常的毅力，團結拚搏，最終殺入決賽並
以3比1力克塞爾維亞，奪得失落12年的奧
運會女排金牌。中國女排攻堅克難贏得勝
利的過程，給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在面
對逆境、困難、挫折的時候，只要不忘初
心、永不言敗、團結一致，就一定能夠戰
勝種種困難，戰勝自己，成為人生舞台的
強者。

中國女排自1981 年首次奪得世界杯女排
冠軍起，一直將拚搏精神作為不斷爭取勝
利的法寶。「五連冠」之後，中國女排多
年來幾經挫折，多番沉浮，但拚搏精神並
未喪失，一旦各方面條件出現有利的變
化，就會再度爆發。回顧本屆女排晉級之
路，滿途荊棘，一波三折。小組賽 2 勝 3
負，僅以小組第四名驚險晉級，外界對中
國女排一片看淡。但是郎平和女排姑娘們
頂住壓力，在八強淘汰賽戰勝實力強勁的
衛冕冠軍的巴西，隨後碰上在小組賽贏過
中國的荷蘭女排，最終以3比1取勝。昨日
金牌之戰，對手塞爾維亞更在小組賽中以3

比0橫掃中國，但女排姑娘們在跌宕起伏的
決賽中越戰越勇，在先輸一局的情況下連
勝三局，拿下這枚份量特別重的金牌，讓
女排精神再次迸發出燦爛的光芒。

中國女排這次勝利，給我們一個重要啟
示——永不言敗、勇攀高峰的拚搏精神，無
論在哪個地方、在任何時候，都是最珍貴的
精神財富。中國女排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關
鍵在於她們視艱難困苦為必然，視失敗挫折
為暫時，每次跌倒就爬起來再去奮鬥，直至
取得勝利。擁有這種精神，不僅可以在奧運
賽場上戰勝對手，也可以在人生歷程中戰勝
自己，贏得勝利。郎平曾經說：「女排精神
不是贏得冠軍，而是有時候知道不會贏，也
竭盡全力。是你一路雖走得搖搖晃晃，但站
起來抖抖身上的塵土，依舊眼中堅定。」言
語很樸實，卻發人深思、感人至深。女排隊
長惠若琪說：「現在的社會依然需要這種精
氣神，不管在比賽，還是在工作與生活中，
今天我們做到了，希望對大家的人生也能夠
有所幫助。」

這個周末，中國女排和其他奧運冠軍將
蒞臨香江，廣大港人將能夠親睹她們的風
采，與她們一起分享勝利的榮耀。同時，
我們更應傳承這種與獅子山精神一脈相承
的偉大精神：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不服
輸；在遇上逆境的時候，不氣餒。這種人
生態度，曾經激勵我們的前輩們取得光輝
的成就，亦將繼續激勵我們砥礪前行。

女排精神不畏難 戰勝自己攀高峰
新學期即將開始，廣大家長極度關注如何防範

「港獨」入侵校園毒害子女問題。本報昨日專訪多
名小學及中學生家長，他們都強調，絕不應在校園
鼓吹違法的「港獨」，批評在校園鼓吹「港獨」是
對思想尚未成熟的學生「洗腦」，促請教育局謹慎
應對，不應忽略「港獨」思潮侵校的嚴重後果。這
些家長的關注，說出了香港絕大多數孩子父母的心
聲，應當引起從政者、從教者和教育當局的思考和
重視。中小學校應該是幫助學生正常健康成長的神
聖園地，必須維護學生身心健康的根本權益；培養
他們知法、守法，絕不讓「港獨」違法思潮侵蝕他
們稚嫩純潔的心靈，是政府和教育工作者不能推卸
的責任。

處在人生重要成長期的中小學生，不僅需要系統
地學習知識，鍛煉體魄，還需要逐步形成全面而正
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為展開美好人生之
路打下堅實基礎。其中，形成守法、文明、仁善的
基本社會人格非常重要。近年來，香港激進勢力推
行各種經過包裝的「港獨」論調，為他們披上「本
土」、「正義」等貌似美好的外衣，掩蓋其違法的
實質，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果任由心智未成熟中
小學生「獨立思考」、自由討論「港獨」，而不指
出其違法本質，其危險性，就如同讓中小學生自由
討論「三合會」，卻不指出其違法性質一樣，等於
給黑社會培養「新血」。

本來，重視教育學生熱愛祖國和反對分裂國家，
是國際社會最基本的教育倫理，更是許多國家教育
當局的通常做法。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曾經作過這
樣的解釋：「如果我們僅僅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

夠的，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且產生強烈的
感情，那才是基本的，學生必須在美和道德上具有
鮮明的鑒別力。」新加坡教育部明確提出，學校要
注重「愛國」、「自信」等價值品質的培養。韓國
學生從小到大就被告知韓國有哪些值得驕傲的地
方，學校注重培養學生對國家的熱愛和認同感。美
國學校更加從小注重愛國主義教育，美國公立學校
要求學生以朗誦效忠誓詞來開始每天的教學：「我
宣誓效忠國旗和它所代表的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國
家在上帝之下，統一而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
正義的權利。」這種教育，令他們成長過程中逐步
培養起國家優越感和自豪感。

顯而易見，為了香港社會的未來，為了這些孩子
們的未來，全社會都要譴責和抵制企圖把「港獨」
違法思潮帶入中小學校園的卑劣行為。對於那些向
中小學生播「獨」者，甚至鼓吹以暴力來推動「港
獨」，明顯超越法律底線的行為，當局更要依法檢
控，這既是防範「港獨」入侵校園，也是對中小學
生的知法、守法教育。同時，要在校園內進行「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教育，營造學生抵制「港獨」侵
蝕及健康成長的環境。教育局應該制定清晰指引，
幫助學生從小就了解國家，認識國情及中華民族的
歷史發展，認識「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建立「港
獨」就是違法的基本觀念。可以說，本港學生認識
祖國就是認識未來，不懂中國就是不懂世界。本港
學生認識「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就會明白「港
獨」思潮的錯誤及禍害，並且能夠放開懷抱，去認
識國家今日的面貌，增強自覺抵禦「港獨」思潮毒
害的能力。 （相關新聞刊A2版）

絕不容「港獨」違法思潮侵蝕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