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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強抗「獨」衝破逆境
憶區會曾協調創「雙贏」批「毒」爛工人飯碗不能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獨」歪風需

要遏止。參選立法會香港島的工聯會郭偉強昨日

在 facebook專頁指出，「港獨」永遠都不是理

性選項。雖然有小部分人要「撼頭埋牆」自殘，

但不能漠視絕大部分港人清晰的反「港獨」意

願。他又回憶自己最初服務東區區議會，曾處理

北角邨遷拆後，發展商有意發展建造屏風樓，最

後透過協商市民及發展商，成功得出一個「雙

贏」局面。

今天是開學日，莘莘學
子又要面對繁重的學習壓
力。一直關心學生壓力問
題的立法會教育界候選人
蔡若蓮，昨日在facebook

專頁上載自己與中學校長黃頌良談及關愛
校園文化的影片。蔡若蓮坦言，目前教師
的工作太多，即使想多關心學生亦「有心
無力」，希望教育局落實政策時從人出
發，讓教師、校園能建立關愛校園文化。
黃頌良在短片中指出，師生關係及校

園文化影響學生成長，故關愛校園文化
非常重要，但教師工作量多，難以建立
關愛校園文化。他認為，如果校園有良
好、積極風氣，有助學生成長及建立抗
逆力，讓學生懂得面對困難及挫折。教
師看到學生進步，也能得到滿足感。
他續說，特區政府目前提出的政策

中，對行政及及財務安排較僵化，希望
特區政府日後訂政策時從學校思考，減

低教師行政工作，讓學校建立積極關愛
文化，教師花更多時間引導學生。他希
望，教育界代表日後多與政府溝通，讓
教育「以學生為本，以教師為本」。
蔡若蓮認同，指教師工作太多，想與

學生溝通也有心無力，「有心有力都沒
時間」，令教師忘記自己與學生都需要
關愛及關懷。在推動教育政策時，應考
慮師生是否有空間實行，希望未來政策
多從人出發。 ■記者 文森

蔡若蓮盼教局「以師生為本」

■■黃頌良說，如果校園有良好、積極風
氣，有助學生成長及建立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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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蔡若蓮（（右一右一））及葉建源及葉建源（（左左
一一））就多項大眾關注的教育議就多項大眾關注的教育議
題各抒己見題各抒己見。。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累教育政治化 葉建源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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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未來的
經濟要再拓新天，必須在維持良好營商環
境及維護打工仔權益之間取得平衝。競選
連任立法會商界（第一）議席的經民聯副
主席林健鋒，昨日在出席香港總商會立法
會候選人簡介會時表示，商界正面對不少
難題，包括中小企融資困難、取消強積金
對沖爭議及標準工時立法等，商界必須有
具經驗及實力的代表，為工商界發聲及據
理力爭。他又強調，和特區政府、中央政
府的緊密聯繫非常重要，為商界開拓內地
渠道絕不能假手於人，要實事求是去溝
通。

「拓內地渠道不能假手於人」
是次簡介會約有80人參加，包括大中小
企業代表。林健鋒在簡介會上強調，自己擁
有豐富經驗及人脈網絡，能夠真正與政府及
各持份者溝通，又以強積金對沖為例，表明
與特區政府斡旋需要技巧及牙力，並非單單

叫幾句口號或向官員遞信就可以解決問題。
林健鋒表示，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將為

香港中小企帶來無限商機，此時與特區政
府、中央政府的緊密聯繫愈顯重要，「為商
界開拓內地渠道絕不能假手於人，需要實事
求是去溝通，建立良好關係才能替工商界保
駕護航。」他又建議商會成立「一帶一路」
委員會，為香港工商界尋找商機。
針對其競選對手稱他不出席選舉論壇，林

健鋒強調，自己不希望大家「鬥動員、鬥抹
黑」，因為商界已經沒有分裂的本錢，期望
選舉過後能團結商會內不同企業、不同黨
派，發揮商界影響力。
有中小企代表提到，2016立法會選舉的四

大商會中，三個商會的議員已自動當選，香
港總商會是唯一有競爭界別，更有超過兩成
新增選民。林健鋒強調，無論新舊選民，大
家都同坐一條船，希望團結各方為商界爭取
最大利益。
商界（第一）另一名候選人為陳浩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剛結束
的里約奧運激起大眾對運動的熱情，
更多人關注到香港運動員的發展。立
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候選
人馬逢國一直為體育界盡心盡力，更
獲得一直支持香港體育發展的霍英東
家族成員──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
霆、港協暨奧委會副秘書長霍啟剛、
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支持參
選。他們讚揚馬逢國做實事，積極服
務體育界。
馬逢國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
霍氏家族成員的鼓勵說話。霍震霆
說，過去4年馬逢國積極為體育界服
務，向特區政府反映體育界的意見，
希望大家支持他連任。
霍震寰則讚揚馬逢國為體育界盡心盡

力，為體育界做實事，請大家投他一
票。霍啟剛則說，馬逢國為未來體育界
發展提出多項實質建議，希望大家支持
他連任，一起推動本地體育發展。
馬逢國感謝3位霍先生的支持，並

承諾一定會與體育業界一起，為促進
本港體育發展打拚。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候選人
還包括周博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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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氏家族成員支持馬逢國參選。 馬逢國fb

健鋒：商界需有經驗實力代議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女為悅己者容。美容業市場愈
來愈大，新民黨立法會港島區候選人葉劉淑儀昨日發帖，片
中她和香港美髮美容商業會會長彭玉玲談及該行業未來的發
展。葉劉淑儀認為，美容美髮業適合婦女工作，有助釋放婦
女勞動力。她承諾若成功當選，定必在議會為業界發聲，協
助業界與特區政府溝通，推動行業發展。
葉劉淑儀在影片中說，美髮美容業屬個人服務產業，在發

達社會中十分蓬勃，而外國已將美髮美容業專業化，例如染
髮時重視化學反應、皮膚敏感及致癌物質、護理手腳的器材
均經過消毒等，故服務價錢較貴。
她一直支持行業發展，因為有助解決婦女就業問題，同時

協助中小企創業。

商會會長彭玉玲表謝意
彭玉玲感謝葉劉淑儀一直支持行業發展及支持女性權益，

又希望她向特區政府反映業界意見。
彭玉玲解釋，美髮美容業還包括醫學美容、修甲等，不少

從業員經過培訓後取得專業資格及認證，希望當局將行業專
業化、設立發牌制度，同時就進行醫學美容訂立指引，「邊
啲可以做，邊啲唔可以做，如果我哋接受了專業訓練，係唔
係就可以做？」她強調，只有業界受消費者認同，才有生存
空間。
葉劉淑儀認為，特區政府未有全力推動美容行業發展，滯

後了社會發展。特區政府不能以健康醫療角度處理行業問
題，而是要把行業當作優勢產業發展，故她將推動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與業界溝通，希望本港如韓國般輸出美容服務，令
香港成為亞洲的美髮美容中心。

葉太籲興美容美髮業助婦女就業

■■ 葉 太葉 太
指指，，美容美容
美髮業適美髮業適
合婦女工合婦女工
作作。。
fbfb截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大學職員協會與香港高等院校教職員
會聯會昨日舉辦立法會教育界選舉論壇，邀請候選人蔡若蓮及葉建源就多
項大眾關注的教育議題各抒己見。蔡若蓮指出，近年教育界事無大小都能
牽涉政治，並批評葉建源過去4年多次鼓吹教育政治化，任由學生成「政治
炮灰」，不負責任，又經常與不同反對派政團連結，政治關係千絲萬縷。
葉建源則訴諸陰謀論意圖抹黑，稱蔡若蓮參選時「隱瞞」教聯會背景，是
「另有所圖」。蔡若蓮踢爆指，葉其實也是教聯會永遠會員。
兩名候選人在是次選舉論壇上圍繞「一帶一路獎學金」、「普教中」、
TSA操練、大學管治及教師待遇等多項教育議題展開辯論。葉建源聲稱，
特區政府投放10億資金予「一帶一路獎學金」是「有政治目的」，表明不
支持設立。蔡若蓮則認為，培養香港學生的國際視野有益處，但建議資助
比例側重本地學生，讓他們有機會修讀當地特有學科，加強往「一帶一
路」國家留學的意義。她同時指，不應將事件政治化，甚至拒絕交流機
會，將香港封閉於世界之外。

蔡若蓮：廢校監不應是唯一答案
葉建源在發問時間要求蔡若蓮就大學管治問題表態，包括是否贊成特首

作為必然校監。蔡若蓮強調，維護學術自由，院校自主非常重要，而所有
制度都應與時並進，她相信「廢除特首校監必然制」可以是一個選項，但
不應是唯一答案，過程中應該經過理性討論，尊重各持份者意見，「不是
推出一個方案逼人贊成或反對，一遇他人反對即發動群眾壓力，脅迫大學
就範。」
就TSA操練風氣問題，葉建源認為分為文化及制度兩個層面，「文化問
題很難單憑一個議員就能改變，制度上較易處理」，他進一步指近年學生
在文憑試及升學試以外，還要應付TSA評估，考核比過去任何年代都多，
問題必須正視；蔡若蓮則認為本港社會競爭激烈的風氣是問題核心，該從
改革整個升學階梯着手，僅廢除某項測驗考試無補於事。
本身為教聯會副主席的蔡若蓮，過往曾多次解釋因不希望受團體意見影
響，所以以獨立身份參選，又承諾假如教聯會與前線教師立場有異，將會
跟從後者。但在論壇上，葉建源仍然指控她「隱瞞」教聯會背景，又質疑
蔡沒有於宣傳單張上列明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身份，是「有誠信問
題」。
蔡若蓮反駁「看不到在一間津貼中學做校長有何問題」，並批評葉建
源自己也是教聯會永遠會員，卻從沒提起，又經常與政黨連結，「對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偷錄、學生衝擊、圍堵等明顯不過的
錯事含糊其辭，明明聲稱自己不贊成『港獨』，卻要老師跟學生討論
『港獨』事宜，這是什麼道理？」她批評葉屢次將教育事件政治化，令
學校沒有寧日。

郭偉強批評，「港獨」毒素對
香港有害無益，只會製造社

會紛亂及帶來災難的後果。社會不
穩，必然損害經濟，打爛工人飯
碗，只有等住發「國難財」的偽君
子，才會姑息養奸，縱容播
「獨」。他重申，自己及其團隊將
會為市民發聲，為市民反「港
獨」。
在確保社會穩定的同時，同樣重
要的是為民謀福祉。東區區議會是
郭偉強首個服務的區議會，他在fb

憶述，自己當時處理的社區議題，
就是北角邨遷拆後準備發展私人項
目，但該項目將會造成「屏風效
應」。他即與居民舉行多次居民大
會，解釋私人項目設計、商討解決
方法。同一時間，他又與特區政府
及發展商解釋居民的憂慮。

急市民所急 為全港服務
經過一段時間，多方成功協商到

一個「雙贏」方案，就是發展商願
意解決「屏風問題」，項目得以順

利開始，居民的憂慮亦一掃而空。
郭偉強坦言，這是一個非常寶貴的
經驗。身為區議員必須急市民所
急，協助市民解決社區議題。根據
這些經驗，更令他加深「為民請
命」的使命感，又強調自己已經準
備好為全港市民服務。

他又感謝各位義工每天的支持及
鼓勵，又引用一首經典電視劇主題
曲《天地有情》的歌詞：「請相信
最後能戰勝，就憑拚勁，可衝出這
一個逆境。」自己選情告急，呼籲
大家繼續支持他，將香港的正能量
送入議會。

工 聯
會港島
區候選
人郭偉

強競選團隊成員、工
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近
日在 facebook 發帖，
題為《香港走向沉
淪 ， 呼 籲 市 民 投
票》，配合了周融的
反「佔中」廣告。他
指，兩年前，183萬市
民挺身而出，簽名反
對非法「佔領」，用
團結的力量抵制了險
惡的港版顏色革命，

避免了香港陷入動亂危機。他呼籲市民於周日再次挺身而出，
用投票守護香港。
吳秋北坦言，自前年發生非法「佔中」，兩年以來大多數犯

法者仍然逍遙法外。他指正義不彰，邪惡必乖，法治精神受到
前所未有的破壞，而繼非法「佔領」引發的「鳩嗚」、議會拉
布、衝擊遊客、旺角暴亂，以至近期「港獨」的煽動等等，香
港像是正在一步步走向沉淪及動亂。他希望大多數愛護香港的
市民不要再坐視不理，在周日一起投票，守護香港。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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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強指，「港獨」永遠都不是理性選項。

■■郭偉強到各區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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