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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婦女心 林鄭建共融
三八節訪各界「職女」促平等釋半邊天潛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是

三八婦女節，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探

訪本港各界婦女，包括巴士車長、接

待員、月台助理和見習飛機師，以及

服務慈善機構、貢獻可持續發展的同

工和義工等，分享「婦女界」兼顧工作與家庭的挑戰。林鄭月娥強調，她

的願景是要與眾同行，建立一個關愛、共融、平等的社會，為女性和男性

都提供更多的機會，並承諾一旦當選，會採取有效措施發揮婦女工作潛

能，幫助解決本港人手短缺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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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一直被
形容為「形象親
民」，早前又多

次落區飲吓食吓「體察民情」，但
到被邀請落場實戰、了解基層需要
就覆都唔覆人。反對派社福界選
委、沙田區區議員麥潤培前日邀請
3 個特首候選人落區到馬鞍山屋
邨，用100蚊買齊三餸一湯上樓探
獨居長者，更三度去信曾俊華都未
獲回覆，質疑對方究竟係「真．親
民」定係做騷。
曾俊華大賣所謂「曾.connect」來

塑造形象。昨晨，他到天水圍乘輕
鐵、行商場與時裝店店主交談，並入
茶餐廳吃午餐，又在fb展示一封「市
民」的來信及其肖像漫畫，又作出長
篇回覆，包括大學院校自主、樓價及
環境保護等方面，力銷其政綱。

區議員邀探長者無回覆
落區親民當然係好事，但曾俊華

似乎有啲選擇性「connect」喎。
麥潤培前日邀請3名候選人落馬鞍
山屋邨，但只係請到胡國興落區。
佢話林鄭月娥透過競選辦回覆指事
忙未能出席，而「我哋send咗3封
信畀曾俊華，係沒有回覆嘅」，批
評曾俊華信都唔回，令人質疑究竟
係「真．親民」定係做騷。唔通只
有名 DJ 先可以同曾俊華 connect
到，基層市民、獨居長者就費事同
佢哋connect？

佢表明投票取向會跟所屬嘅社
總，又認為雖然「民主300+」早前
決定跟隨「特首民投」結果綑綁投
票，但因為係投暗票，所以所謂
「綑綁」只有參考性。
本來候選人去唔去，的確係要夾

時間嘅，時間唔啱唔去都無可厚
非，但連覆都唔覆人，搞到自己力
銷嘅「曾.connect」變「失.con-
nect」，咁就唔係幾好啦！

■記者 陳庭佳

鬍鬚齋做親民騷
三邀落區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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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
要統計數字》2016年版數據，女性在

2015年佔香港390萬勞動人口近半，但其中
約一半女性勞動人口從事文書支援或非技術
性工作，只有31.8% 的職業女性是經理、行
政級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遠低
於在同樣崗位的男性比例（45.2%）。

敬佩堅毅 定策解難
林鄭月娥昨日探訪女性巴士車長、接待
員、月台助理和見習飛機師，並對她們的毅
力與堅持感到敬佩萬分。她說，「今天，在

職婦女往往面對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挑
戰，猶幸一些僱主願意提供兼職和靈活工時
的安排，讓婦女可以在照顧家庭的同時，也
可以保持一定的經濟能力與社交網絡。」
她續說，「我的政綱並無『婦女』的獨立

篇章，因為我的所有政策主張對男性、女性
同樣適用。但我會採取更有效的措施，發揮
婦女的工作潛能，釋放香港更大的生產力，
這對解決香港多個行業人手短缺的問題，尤
其有幫助。」

投放教育 迎接機遇

林鄭月娥指出：「要做到這一點，我會聚
焦培育人才，並提升我們的教育。我承諾會
即時增加每年50億元政府經常開支，提供資
源幫助老師、學生的更好發展。政府也會繼
續加強推動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教育，讓我們的下一代能更好掌握科技
迅猛發展和全球化所帶來的未來機遇。」
她昨日還去了惜食堂的「惜食分餉站」探

訪女義工們，感謝婦女義工及工作人員為弱
勢群體的付出，並為她們打氣。林太曾於
2014年參與惜食堂所舉辦的「惜食飯餐感謝
禮」，對食物捐贈機構的貢獻印象深刻。

訪惜食堂 撐助弱勢
惜食堂主席梁錦松及惜食堂創辦人董愛麗

向林太介紹惜食堂各部門的工作情況。梁錦
松表示：「感謝林太百忙之中抽空探訪惜食
堂，深入了解現時社福機構所面對的挑戰，
更為義工及同事們打氣。林太非常關注環保
及扶貧的議題，對惜食堂十分支持。」
惜食堂於2011年成立，一直以「停止浪

費．解決飢餓．以愛相連」為理念，讓惜食
堂每天順利運用回收的剩餘食物製作6,000
份營養均衡的熱飯餐，及1,000份食物包，
免費送予有需要人士。

知名演員兼心理治療學碩士蕭芳
芳，多年來一直從事與保護兒童相
關的慈善工作，包括於1998年成
立了護苗基金，保護及避免兒童受
誘拐或被性侵犯傷害。特首候選人
林鄭月娥的「林鄭辦公室」昨日貼
出新一段「同行」短片，主角就是
蕭芳芳。她在短片中憶述，當年幸

得擔任社署署長的林太幫助，才可以找
到固定地方進行慈善工作，令有關工作
可延續至今。
蕭芳芳在短片中憶述，自己和林太相

識於16年前，就是林太任社署署長時，
當時對她的印象，是覺得她「接地
氣」、「無官架（子）」。當時，自己
面對一個很迫切的難題，就是要找一個
比較固定的地方，去做服務兒童的慈善
工作，「我當時什麼都不懂得做，『撞
板多過食飯』，所以我不知道應該要怎
樣做。」

穿針引線助平租
她續說：「這個時候林太就出現了，

她找了同事協助我們，介紹我們認識房
屋署的人，最終我們就租到一個租金很
便宜的地方，所以我們才可以生存到今
天。」
蕭芳芳更大讚林太多年來勤勤懇懇

為香港服務，「處亂不驚、行事果
斷，我更加感動。」自己並非代表任
何機構、不是代表任何人，而是代表
其本人支持林太。蕭芳芳更在影片最
後以滿有俠客風範的抱拳姿態致敬林
太，「即使滄海橫流，你亦盡顯英雄
本色。」 ■記者 甘瑜

義助護苗基金 蕭芳芳讚無架子

資訊科技界選委昨晚舉行行
政長官選舉論壇，候選人曾俊
華及胡國興出席。會場外，十

多名社民連及「人民力量」等激進團體成員示
威。曾俊華急忙在側面進入會場，被嘲「縮頭
龜」、「縮骨仔」。

曾俊華抵達論壇會場時，「人民力量」成員譚
得志等在會場範圍內側門狙擊，並向其高喊不同政
治訴求。曾俊華連稱「睇吓點」，在接收了諷刺自

己是「泛民主派共主」的示威紙板後，急忙從側門
進入會場。

示威者批「縮頭龜」「無下巴」
在譚得志通風報信下，在正門等待的梁國雄才

知道曾俊華從側門進入會場。有人提議梁國雄以選
委的身份進入會場，梁國雄拒絕：「你估我真係好
想見到佢？」他批評曾俊華「敗走，縮頭龜」、
「話係香港仔，其實縮骨仔」。最後，他們高呼
「曾俊華，無下巴」及「無面見市民，如何做特
首」等口號後離開。

在論壇進行期間，兩名「街工」成員突然高呼
「要求爭取標準工時」，打斷曾俊華與主持的對
話，並批評曾俊華不願接收請願信。曾俊華在台
上稱，自己在入場時已接過四五封請願信，及和
三四名請願者交談過。最後，兩名示威者在大會
員工勸喻下離場。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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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骨曾」避狙擊「側側膊」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在
昨日的選舉論壇上，兩名特首候選
人一先一後各自單獨接受主持人及
出席的資訊科技界人士提問。在論
壇末段，胡國興稱自己有80%信心
可以當選時，曾俊華剛進入會場。
胡國興就借機「宣傳」自己較曾

俊華及另一名候選人林鄭月娥「優
勝」之處，「我無政治包袱，因為
不是政府中人。（現屆政府）有咩
犯錯都唔關我事。」

「政府有咩犯錯都唔關我事」
在論壇上，胡國興被問及自己評

估會有多少勝算時稱，自己有80%
信心當選。
被追問信心從何來時，他稱：

「係自己畀自己，用自己眼睛睇形

勢審時度勢之後覺得唔係100%勝
出。」他希望資訊科技界的選委不
要認為他無機會勝出就不投他一
票，又針對曾俊華一直稱可以團結
社會的說法，聲言自己才是令香港
回復和諧社會的最佳人選。
被問及民意是否重要，及「民主
300+」選委應根據什麼準則投票
時，胡國興稱民意重要，但自己有
「利益衝突」，不便評論選委的投
票意向，僅稱選委眼睛雪亮，「各
位知道自己做緊乜，會依據自己的
考慮投票，若他們認為有其他重要
因素，便去考慮囉。」
在論壇結束後，胡國興被記者追

問有否建制派選委表明會於選舉投
他一票時，他僅說：「呢啲慢慢先
講！」說罷即轉身離去。

空言勝算高 胡官玩卸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由反對派
主導的資訊科技界昨晚舉辦特首候選人論
壇，由於只有獲該界別賜票「入閘」的曾
俊華及胡國興出席，活動猶如反對派的
「造王」大會。胡國興在被問到如何幫助
「tech startup（科技初創企業）」時一度
語塞，主辦單位成員之一、IT界立法會議
員莫乃光竟主動「救駕」，為他重新組織
問題。多名IT界選委向兩人提問時，也藉
問題內容引導二人批評現屆政府及另一候
選人林鄭月娥。

胡官「唔熟書」提問「送埋口」
話係論壇，實際兩名候選人「前後腳」無
對質環節，唔知想「保護」邊個？昨晚甫開
場就講明自己非IT專家的胡國興，被觀眾
問到認為「tech startup」現時最需要什麼、
現有對「tech startup」的配套有何改善地方
時，先問主持「乜嘢叫tech startup」，再坦
言「呢個你就問倒我嘞」、「我真係唔

知」，之後更辯稱「我就係想聽你哋意
見」。
一般論壇到此處已經「無情講」，跳至

下一條問題，但主辦的反對派團隊「IT
Vision」及莫乃光議員似乎對胡國興特別
有愛，在胡「哦哦」一輪後，由莫乃
光出口相救，將問題拆細至科技初創企業
面對什麼問題，包括申請當局支援程序繁
複、人手短缺、難找生意等。
獲莫乃光放出如此「好牌」，但胡國興依

然「唔識上」，僅回答「新嗰個科技局（創
新及科技局）應該要處理呢啲問題」，如果
業界面對這些問題，應該「寫封信」向當局
反映。
多名反對派IT界選委就向曾俊華及胡國

興作引導式提問，試圖借兩人的口攻擊現屆
政府及林鄭月娥。公民黨的黎智富問到，曾
俊華的理財智慧比林鄭的理財新哲學有何優
勢。曾俊華回應時先稱「你預咗我講咩
嘢」，後聲言林鄭的理財新哲學「我睇唔到

有啲咩新嘅嘢」。

誘導鬧扶貧 林鄭「躺着也中槍」
緊接發問的楊林發更聲言，現屆政府出現

「交波文化」及「語言偽術」，問曾俊華如
何挽回市民對問責團隊的信心。曾在橫洲事
件中有「交波」之嫌的曾俊華，稱自己「唔
係好習慣交波畀人」，又謂自己非能言善辯
的人，「大家都話我講嘢口窒窒，今日都睇
到，我真係唔識點樣用呢啲『語言偽
術』。」最後他說自己在現屆政府4年半，
自己對一些決定要負上一定責任。
公民黨的邱智堅向胡國興提問時，就將

劏房問題扯到林鄭在任政務司司長時主導
的扶貧委員會上。胡國興在回答時就十分
「識做」，聲言扶貧委員會「有啲嘢愛做
不做，又唔係做得好」，如在職低收入家
庭津貼估計只有十分一人申請，或因申請
手續繁複之故，而「N無」津貼也不應取
消。

曾俊華「入閘」後，連續缺席兩場供傳媒
採訪的論壇，昨晚終肯蒲頭。被主持問到會
否期待3名候選人同場較量時，他稱「唔係
特別期待，有咩好傾啫」，而自己已看過對
手的政綱，「睇唔到有咩特別。」不過，他
會後被問到為何不期待3人同場辯論時就改
口稱：「我講笑咋！」

反對派論壇 偏幫做到出面

■曾俊華自認「講嘢口窒窒」。 曾慶威 攝

■曾俊華入
場時被示威
者狙擊。
曾慶威 攝

■蕭芳芳抱拳致敬林太，讚其「盡顯英
雄本色」。 短片截圖

■林鄭月娥探訪惜食
堂女義工。■林太與港鐵月

台助理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