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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記悟大道理 慧琼 Sells
「幸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反
對派煽動違法「佔領」後，社會的戾
氣與日俱增，不同意見者視彼此如仇
讎。民建聯立法會區議會（第二）功
能界別候選人李慧琼團隊到香港地道
茶餐廳「醫肚」期間，在美食中悟出
香港目前所需要的大道理：鴛鴦代表
溝得埋、一齊傾；檸蜜代表香港一家
人，要甜甜蜜蜜；不要凡事政治化，
吃件「蛋治」輕鬆吓；要撐香港製
造、代表香港精神的菠蘿包。李慧琼
則以杏仁露寓意「幸（杏）福香港人
（仁），齊心創出路（露）。」
李慧琼昨日在facebook上載了一段短

片，講述她日前與團隊成員到香港地
道茶餐廳的小故事。她甫坐下就問各
成員有什麼食物好推介。洪連杉表
示，來到如此地道的茶餐廳，當然要
點一杯鴛鴦，「咖啡與奶茶，並非有
你無我。正如面對我們不同社會問
題，大家持不同意見，並不代表你一
定對，我全都錯，大家應開放一點
傾，可以有不同意見。」
朱立威對此表示認同，指現時社會
太多爭拗、充斥負面思想，故此應要
飲一杯檸蜜，讓大家都甜甜蜜蜜。顏
汶羽就認為，現時每個人開口講話，
都會先看政治立場，「『藍絲帶』跟

『黃絲帶』什麼都傾不來，相反都是
一樣，社會怎會有出路」，笑言：
「講政治，不如吃蛋治（雞蛋三文
治）。」蕭嘉怡則點了菠蘿包，「百
分百香港製造，代表香港精神，價廉
物美又好吃。」

杏仁露寓幸福港人創出路
民建聯創黨主席、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在片中更客串扮演茶餐廳員工，問
李慧琼想吃什麼。李慧琼表示，當然
要「店長推介」杏仁露，寓意「幸 ■李慧琼表示，杏仁露寓意「幸
（杏）福香港人（仁），齊心創出路 （杏）福香港人（仁），齊心創出路
（露）」。
（露）」。
fb截圖

■李慧琼短片講述茶餐廳的小故事大道理。 fb截圖

保建制遏破壞 浩鼎克勤靠你
重申參選三大政綱 盼新界選民投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界超級投浩鼎，新東地區投克勤！」立法
會選舉進入最後直路，距離投票日僅餘一個星期，民建聯選情非常嚴峻。民建聯
立法會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候選人、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和該黨的新界東
候選人、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齊齊在 facebook 專頁上載告急短片。他們強調，
所有民建聯的候選人選情都非常緊張，呼籲新界選民投票予兩人，一起保住建制
的力量，阻止香港再受破壞。

周浩鼎及陳克勤在短片中齊齊呼籲選民投票。周浩
鼎說：「如果民建聯要贏，懇請大家一定要出來

投票！」他希望所有住新界區的朋友，投給 809 號周浩
鼎團隊。陳克勤則表示，現時不單只周浩鼎選情十萬火
急，而是整個民建聯的選情都是非常緊張，懇請所有住
在大埔及北區的民建聯支持者，支持22號陳克勤。
他們提出，選民可以記着一個簡單口號「新界超級投
浩鼎，新東地區投克勤」，希望一起保住建制的力量。

「雖然路難行但沒放棄過」
周浩鼎又在其 facebook 發佈了新的宣傳短片。短片
中，他重申了自己參選時提出的三大政綱，第一是維護
「一國兩制」，反對「自決」、「港獨」；第二是維護
家庭價值，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第三是反壟斷，反對
企業賺到盡。希望自己可以進入立法會，努力去維護共
同的價值，「雖然呢一條路難行，但我從來都沒有放棄
過。」
影片又回顧了周浩鼎過去一個多月與團隊成員林琳、

李世榮及巫成鋒四出向市民拉票、家訪派傳單的點滴。
林琳、李世榮及巫成鋒三人均在片中指出：「選舉工程
已進入最後階段，好多人都未意識到，你的一票是可以
阻止香港再受破壞。市民的支持是我們的原動力。」他
們四人最後齊聲道出，他們選情嚴峻，請大家投票支持
周浩鼎團隊一票。
另一位民建聯新界東候選人葛珮帆昨日則在 facebook
上載了她近日出席電視台選舉論壇的片段。她在發言時
表示，自己過去 4 年在議會內努力工作，並為香港發展
新經濟、創新科技、婦女、家庭、治安、環保、保護野
生動物等各項政策，已經做到一點成績。

葛珮帆：倘非拉布可做更多
但她強調，香港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仍需要繼續發
展，「如果議會不是這麼多拉布、掟東西，我相信我一
定可以為香港做得更多。」她並提醒，新界東選民不要
盡信民調，「不要相信我所謂夠票」，在投票日仍要走
出來投票支持她進入議會。

■周浩鼎陳克勤努力拉票。

民記反
「拉」
反
「獨」 為港尋更多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獨」試圖入侵校
園，令不少家長憂心忡忡。昨日在立法會新界東候選人
選舉論壇上，民建聯候選人陳克勤強調，民建聯會堅定
反拉布，反「港獨」，反「佔中」，為香港努力建設。
另一民建聯候選人葛珮帆指出，香港年輕人需要
更多發展機會，但過去幾年反對派拉布拖延創科局成
立，呼籲選民投票給真正為港做事、靠得住的議員，
不要讓拉布、扔雜物、搞「港獨」的人進入議會。
新民黨候選人容海恩則在論壇表示，推動「港
獨」等於分裂國家，將對香港造成嚴重後果，無論法
律上和實際上都不可行，而一些鼓勵青年人「無底線
抗爭」、鼓吹「流血革命」的候選人，是在煽動和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
聯會新界東候選人鄧家彪近日馬不
停蹄，到新東各區擺街站，爭取每
一位選民的支持。他昨日在街站上
偶遇人稱「鄺美人」的藝人鄺美
雲。鄺美雲和他一起做 facebook 直
播，強調香港目前非常需要和諧，
並讚揚鄧家彪一直出心出力為街坊
服務，故絕對支持他連任。

鄧家彪昨日在大埔墟擺街站時巧
遇鄺美雲，並邀她一起做facebook直
播「站台」。他向傳媒透露，自己 5
年前在東涌舉辦長者活動時，結識
鄺美雲，但鄺美雲昨日的現身只是
純屬偶遇。鄺美雲表示，香港社會
和諧是非常重要，大家應互常尊
重、包容，理性討論事情，才可令
社會變得更美好。

她透露，自己是新界東的選民，又
指鄧家彪一直出心出力為街坊服務，
故絕對支持他連任，「阿彪幫長者做
很多事，又為教育做很多事，所以我
就絕對好支持阿彪，因為他是很有心
為街坊做事。」
最後，鄧家彪和一眾義工團成
員，與鄺美雲一起做鄧的競選手勢
build up（建設）並合照留念。

■鄺美雲
與鄧家彪
一起做團
隊競選手
勢
build
up。

美芬政綱亮相 幫創業助退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競逐連任
的經民聯九龍西候選人梁美芬在 facebook
上載了她有關青年及長者部分的政綱。她
建議特區政府增建青年宿舍，重推首次置
業貸款計劃，及增加青年創業基金，回應
香港年輕人的住屋及就業需要。針對長
者，梁美芬則認為，特區政府應盡快制訂
綜合退休保障計劃，為有經濟困難的長者
提供財政和生活支援，令長者退休無憂。
梁美芬建議特區政府協助青年置業，設
立青年創業基金，推動多元培訓，協助待
業青年就業，又期望特區政府提升青年
對社會事務的認識及參與，包括委任更
多青年人加入政府諮詢組織。同時，她
會爭取增加 60 歲至 64 歲退休人士福利，
60 歲開始可享受 2 元乘車優惠，65 歲開
始可領取長者醫療券，並建議特區政府
設立流動牙科醫療車，方便長者及偏遠地
區居民，及為長者提供恒常的牙科醫療、
鑲牙資助。
在退休保障方面，梁美芬認為，特區政
府應盡快制訂綜合退休保障計劃，為有經
濟困難的長者提供財政和生活支援，同時
放寬生果金離港限制，擴大長者回鄉養老
計劃範圍，令長者退休無憂。她並指，未
來要加強退休人士再就業的政策支援，成
立專責小組研究發展銀髮產業，鼓勵身壯
力健的退休人士按其能力、經驗、興趣發
展「第二職業」，重投社會成為生產力。

■梁美芬在 facebook 上載了她
有關青年及長者部分的政綱。

■梁美芬近日接受網媒
訪問談及「假難民」。

倡截
「行街紙」
減
「假難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假難民」問題日趨嚴
重。經民聯九龍西候選人梁美芬在接受網媒訪問時，要
求特區政府停止向未證實身份的「假難民」派發「行街
紙」，及設置禁閉式中心或難民營羈留「假難民」。她
又承諾如果連任，會提議修改議事規則反拉布。
梁美芬在facebook分享了有關短片。她在片中表示，
香港簽訂了「酷刑公約」，任何人進入香港聲稱自己是
酷刑受害人，特區政府就不可以遣返，之後每人可獲三
千多元津貼，又可以獲得法律援助，倘不獲接受留港更
會以香港的公帑上訴。
她續說，香港目前積壓了一萬多個「假難民」個案。
這些難民沒有永久居民身份，特區政府便給他們發「行
街紙」，讓他們可以在地工作，以致印度、巴基斯坦等

國不停輸出假難民。她建議特區政府改變現有政策，設
立「行街紙」截止日期，宣佈此日後非法入境者，除非
能證實自己是酷刑受害人，否則都要進入禁閉式羈留中
心或難民營，相信有助減少數字。
被問到她今年所唱的《反拉布之歌》的構思，梁美芬
解釋，拉布令市民感到非常煩厭，她聽到不同年齡的朋
友都反映不應再拉布，加上政壇缺乏幽默感，遂與身邊
朋友不斷「腦震盪」，終編成此曲。
被問到有何方法反拉布，她指，如果可以當選，會提議
修改議事規則，例如參考其他地方加入由議員提出中止辯
論議案（Closure Motion），或由政府提出限制議案的討
論時間上限。不過，要夠票通過並不容易，萬一無法修改
議事規則條文，她建議由主席提出判斷的慣例。

麗芸籲票投民記 守住香港

出心出力為街坊「鄺美人」
力撐家彪

導青年人，這對青年人不公平。
她表示，會支持青年創業，推動文化、音樂、藝
術、運動還有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讓香港更國際
化，為青年打造更多平台，尋求更多出路。此外，她
也承諾，進入議會後會爭取移走三座大山，包括改革
強積金制度，減港鐵票價及抗衡領展霸權等。
「城邦派國師」陳云根則繼續發揮其「傻根」本
色，在論壇上聲稱功能界別使專業界和商界「被
困」，需要取消功能界別來「解放」他們，又稱爭取
普選的次序是應先確認香港的「主權」，再普選特
首，但過去次序調轉，先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令
「主權」懸空云云。

■蔣麗芸親切與長者握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年不
斷挑戰中央及特區政府底線，令中央與香港特
區的關係變得緊張。民建聯九龍西候選人蔣麗
芸前晚聯同主席李慧琼舉行造勢大會時強調，
反對派經常以各種方法挑戰中央，例如「佔
中」，「港獨」等。民建聯認同香港在「一國
兩制」、高度自治下與中央保持溝通，才是維
護香港人安居樂業及維護香港人權益最好方
法。
蔣麗芸昨日又到愛民邨拉票，呼籲街坊們支
持她的團隊，「我很開心見到很多街坊來到，
大家都非常熱情，現在距離投票日仲有一個星
期，希望大家繼續為我打氣、鼓勵我、支持
我，蔣麗芸很需要大家的一票。」
她強調，「假如我哋（民建聯）守唔住，香
港就守唔住！」故此，她懇請大家全力支持民
建聯，真正為香港人的政黨。

九龍西候選名單：
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毛孟靜、
譚國僑、黃毓民、吳文遠、劉小麗、朱韶洪、
何志光、李泳漢、林依麗、關新偉、游蕙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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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