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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票投中央信任人選
引用「女媧補天」神話 暗示支持林鄭

女媧是中國歷史神話傳
說中的一位女神，也是華
夏文明的始祖之一。關於

女媧的傳說有很多，其中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
女媧煉石補天的故事。
相傳古時，洪水之神共工與火神祝融發生爭

鬥，怒撞天地支柱「不周山」，導致大水從天
而降，龍蛇猛獸伺機出來吞食百姓，人間一片
生靈塗炭。女媧目睹人類遭到如此奇禍，感到
無比心痛，於是決心補天。

女媧選用各種各樣的五色石子，將它們熔
化成漿，然後用這些石漿把殘缺的天窟窿填
好，隨後又斬下一隻大龜的四腳，當做四根
柱子支起倒塌的半邊天，其後還擒殺了殘害
人民的黑龍。
經過女媧一番辛勞整治，蒼天總算補上了，

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龍蛇猛獸也斂跡了，老
百姓重新過着安樂的生活。傳說天空出現的彩
虹，就是女媧補天神石的彩光。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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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媧煉石補天現彩虹

為了撐曾俊華，壹
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
英旗下的《蘋果日

報》等多次引用所謂「消息人士」之口，在無
證據下抹黑另一候選人林鄭月娥。近日，《壹
週刊》又引述「消息」稱，李嘉誠近期頻頻與
曾俊華「密切聯絡」，及全力支持對方云云。
不過，有消息人士向報章透露，李嘉誠於上周
二因腸胃炎入住養和醫院，上周末才出院，故

與曾俊華頻密見面之說並不準確。
昨日出版的新一期《壹週刊》封面故事引述

「有消息人士」指，李嘉誠「這個星期與曾俊
華忽然『緊密接觸』，『由上星期開始見得好
frequent』(頻繁)」，「有人似乎想造王，發揮
李氏力場的力量」，又稱一旦決定行動，有可
能會拉走林鄭月娥150票，加上游離選票等歸
邊，將令曾俊華第一輪投票就可勝出云云。
有啲報道，真係創作力同幻想會嚇你一跳。

《香港01》和《星島日報》昨日就引述消息人
士反駁，李嘉誠上周因腸胃炎入住養和醫院，
至周末才出院，有關他與曾俊華在過去一星期
頻密見面的講法並不準確。
李嘉誠昨日在回應有關問題時則笑說，「又

有說與某位候選人見面，但其實過去一星期我
見得最多的是醫生。」他稱，「不會談論與誰
人曾見面，中央沒有施加任何壓力。很多謠言
都不是真的，這樣說對中央也不公平。」這樣
說來，似乎其他傳媒引述的消息人士，可信度
比《壹週刊》高也。 ■記者 羅旦、梁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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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父子在今年特首選舉中的取向備受關
注。此前，李嘉誠（超人）雖表示不會提名任何
人，但其後就通過公關主動為特首候選人林鄭月
娥「抱不平」。李澤鉅和全體全國政協界別的選
委一起提名林鄭月娥，並估計會投林太一票。李
澤楷也表明，他支持林鄭月娥，認為香港需要一
位有駕馭能力的領導，而在遇上複雜變化的環境
時，一個中央完全信任的特首，會為香港市民帶
來更多穩定性，做起事來會較事半功倍。

「超人」為林鄭「抱不平」
2月15日，林鄭月娥在與政協界別選委會面
後，政協界別選委宣佈經過商討，在比較各參
選人的政綱及能力後，一致認為林鄭月娥獲得
中央信任，任職政務司司長期間對香港的社
會、制度、改善民生和經濟的問題都很有經
驗，最適合出任下屆特首。最後，包括李澤鉅
在內的51名政協選委決定一致提名林鄭月娥。
全國政協常委、選委召集人劉漢銓當時被問及

有人認為提名和投票可以不同時強調，只有支持
一個人才會提名，若之後不投予自己提名的人，
「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否則你無誠信」，而他

相信所有選委都是有
誠信的人。
2月19日，李嘉誠
上午會見記者時則
指，3名候選人都是
他朋友，故不會為任
何人提名，但一定會
投票，但未透露投票
意向，「一定會去投
票。（為何不提名只
投票？）提名就得罪任何邊個人。投票投邊個
無人知。我亦都唔會公開。」

「小小超」看重駕馭能力
同日傍晚，李嘉誠通過公關發表書面補充，
回應有人針對林鄭月娥的質疑，指政治並非零
和遊戲，任何沒有理據的政治化語言，及戴有
色眼鏡看人看事都是幼稚的，對林鄭月娥不公
平，又強調目前香港過於政治化，若再製造更
多政治化標籤，標籤選委及候選人，對香港並
沒有好處。
3月15日，李澤楷（小小超）接受本報訪問時

指，香港社會是時候減少分歧和撕裂，團結力
量，應對競爭和挑戰，謀求長遠福祉，「正如中
央期望特首的標準，包括愛國愛港、中央信任、
有管治能力、香港人擁護，根據林鄭月娥女士過
去的往績，大家都看到她具有這方面的條件。」
他強調，無論亞洲或全球，都正在面對很多

變數和紛亂，香港需要一位有駕馭能力的領
導，在遇上複雜變化的環境時，若能與中央有
互信基礎，做起事來會較事半功倍，「在各方
各面不可估計的情況下，尤其是世界如此多變
數，一個中央完全信任的特首，會為香港市民
帶來更多穩定性。」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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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鄭治祖)除
了工商界，
特首候選人
林鄭月娥也
獲得不同弱
勢社群的支
持。殘疾人
士權益提倡
者 羅 偉 祥
（祥仔）是

一名生命鬥士，他不會因肢體的殘
障，而停止為其他弱能人士爭取改
善生活質素。他過去一直和林鄭月
娥一起關懷社會上的弱能人士，為
他們提供支援，並認定林鄭月娥也
是一名鬥士，並相信她是一個很有
理念的人，有能力成為下任特首，
帶領更關愛的香港。
林鄭月娥競選辦公室昨日在網頁

上載了一段題為「生命鬥士和林太
與你同行」的影片。羅偉祥在出生
時因頸部被臍帶纏着，令他肢體嚴
重受到影響。祥仔的朋友鄺浩然坦
言，他的童年生活經歷根本是難以
想像，「早年時，祥仔只能夠在地
上生活，甚至他都講過是跟老鼠做
朋友，聽到這個經歷根本是難以想
像。到他十一歲的時候，他的哥哥
抱他下樓，他才第一次知道樓下的
世界是怎樣的。」
不過，縱使生活上處處受到為難，

但祥仔仍選擇「堅持」，鄺浩然憶述
指，當祥仔第一次見工時，老闆已經
勸他放棄，「你不適合這份工，因為
你那雙手無法用力」，但祥仔並無安
於現狀，「他跟老闆說，他自學了電
腦，可以做其他工作。老闆便跟他說
先試工一個月吧。祥仔在這一個月來
都很努力，最終證明了自己的工作能
力，之後便留了在這工作崗位，一留
便留了十一年。」

鄺浩然表示，祥仔是個生命鬥士，
「祥仔的日常生活給他很多放棄的理
由，但失敗了，不要緊，站起來再試
過。」同時，祥仔也是他人生的老
師，「我記得有一次舉辦座談會，遇
上黑色暴雨，其他嘉賓都缺席，祥仔
仍準時到達，全身濕透、連電動椅也
差點失靈。」

祥仔幫殘障朋友找工作
祥仔現在協助很多跟他身體狀況

類似的、嚴重殘疾的朋友找工作，
因為他抱着一個很強的信念：「只
要有一個機會，能讓殘疾人士去發
揮時，就好像當年他的老闆給他機
會一樣，對他來說是改變了他的一
生，所以他就好努力去幫其他情況
一樣的朋友，爭取工作機會。」

支持Carrie有理想有信念
祥仔在片中透露，其實他認識林太

已經有一段時間，覺得她是一個很特
別的人，特別在她不會信口開河答應
你任何事情，「我記得有一次，我跟
她說一些嚴重傷殘人士需要佩戴呼吸
機，很希望政府能發放津貼讓他們租
用，林太在某個星期六特登交託我，
安排一些佩戴呼吸機的傷殘人士與她
會面。三星期後，她傳給我一封電
郵，說她已開設了相關項目，當時我
很高興，因為我估不到林太如此重視
這件事。」
祥仔認為，林太也是一個「鬥

士」，故非常支持她當選下屆特
首，「理想很多人都有，但理念不
是每一個人都有。理念是什麼？就
是理想加信念，我很支持林太，因
為林太是一個很有理念的人。」
鄺浩然也指，雖然她跟Carrie不

太認識，但認為他們兩人都是希望
社會能夠變得更加理想，「而變得
理想之前，其實是有更多的障礙及
挑戰，需要大家一同去克服。」

生命鬥士：
與林太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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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在談到
近年香港發展停
滯時一度感觸，

首度在眾人、鏡頭面前哽咽，聲
音沙啞重申：「我愛香港，希望
再見到本地一直引以為傲的香
港……」李嘉誠說畢有點眼紅、
眼鏡起霧，哽咽斷續稱「今日香
港……GDP……得返2%」，又指
自己自上世紀40年代已到香港，
認同自己是香港人，香港以往有
活力，但今日只見大家顧住「炒
樓、賺多啲」，已經無理想。

他其後否認自己哭，稱「冇
喊，點解要喊呢，只係有少少傷
風，少少感冒。」

望新特首重拾香港奇蹟
集團過去一年香港酒店及零售表

現差，李嘉誠期望新特首上任後，
要帶領香港急起直追，不要怠慢，
要做到香港人引以為榮、國家引以
為榮。港人如果可以好好發揮力
量，香港不單可受國家看重，亦會
受世界看重，「想想香港人感覺驕
傲，好多時有奇蹟，我明年90歲，
我1940年來香港，感情好深厚，不
想睇到香港變到樣樣嘢都麻煩，認
真去做，同中央溝通特別好，我哋
減少好無謂的紛爭……咁細地方，
依然做出奇蹟，依然欣欣向榮。」

■記者 梁悅琴

嘆港發展遲緩 一度哽咽？
新特首與中央合作好緊要

李嘉誠昨日在公司業績記者會上，被問到對特
首選舉的人選及投票意向時表示，自己會支持一
位對每個行業都有深切認識，與中央合作得好的
特首。今日，香港亟需要新特首同中央溝通合作
無間，才可將香港帶入新局面，解決諸如房屋、
居住等問題，「香港未來五年不能再好像過去五
年，要有新局面，一方面有中央支持，一方面香
港要自力更生，自己扎扎實實，發揮香港人的力
量。新特首同中央合作得好，呢個好緊要。」

「女媧補天」克服社會撕裂
被問及特首候選人的民望問題，李嘉誠強
調，特首民望固然緊要，也要看重新特首跟中
央的合作關係，「世間事不可能樣樣百分之
百，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哪一個候選人能夠
和國家溝通合作好，能得到國家信任，就會投
票給有關人選。希望新的特首出來能好好合
作，有中央國家支持，加上香港人有好的建
議，及有好的合作關係，將香港推向有希望及
值得驕傲的地方，才可以有奇蹟。」
他認為香港現時看似有很嚴重的問題，但領
導者若看清問題，認真做，仍有很多機會。
被問到過去香港因為人為因素影響社會，出
現撕裂情況時，李嘉誠指，自己今日不知最後

的特首選舉結果，「但我比較樂觀。中國古時
神話有『女媧補天』，很多事都是人為，相信
撕裂及其他問題，都可以克服。」他其後多次
被問到「女媧補天」的暗示，他說，「講笑
呀，我哋嘅神話有一句，女媧補天，女媧補天
個女字邊，你有無聽呢個神話？」記者問他特
首人選心儀的是男或女，他說，「古代神話只
有『女媧補天』，不能硬說成『男媧』。」
被問及兩名兒子李澤鉅和李澤楷已表態支持

林鄭月娥，李嘉誠指，如果以為他在操控兒子
投票，「當你50歲時，會不會事事問父母？和
兩兒子無矛盾，如果說我要與他們計算各人投

哪一個，咁諗係睇低我。如每事都要如此策
劃，自己沒有今日成就。」

責有人自棄「一人一票」機會
李嘉誠又有感而發，指香港「一人一票」選
特首本來已經有，中央已經批准了，但被自己
香港人毀滅了這個願望，「邊個係禍首呀？好
少人責備他們，我係是就是，非就非，唔會是
非不分！」他重申，香港人需要新特首，同中
央溝通、與他們合作無間，自己力量小，只是
超過1,100名選委之一，但問心無愧，又希望香
港不要再被破壞及傷害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

琴）特首選舉將於周日舉行，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昨日被問到

對特首選舉會支持及投票予誰

時表示，特首民望固然緊要，

但他更看重新特首跟中央的合

作關係，「邊位能夠同國家合

作，中央信任，我自己就投嗰

位。」他更一時感觸，感嘆香

港近年停滯不前，有人毀滅了

「一人一票」選特首，但禍首

卻少人批評，是非不分，又引

用「女媧補天」的神話故事，

指人為造成的社會撕裂問題是

可以克服及修補的，希望新特

首上任後，急起直追，帶領香

港闖出新局。

李嘉誠金句(摘錄)

■邊位能夠同國家合作，中央信任，我自己就投嗰位。

■會支持一位對每個行業都有深切認識，與中央合作得好的特首。

■香港未來五年不能再好像過去五年，要有新局面，一方面有中央
支持，一方面香港要自力更生。新特首同中央合作得好，呢個好
緊要。

■世間事不可能樣樣百分之百，人無完人，金無足赤。

■希望新的特首出來能好好合作，有中央國家支持，加上香港人有
好的建議，才可以有奇蹟。

■講笑呀，我哋嘅神話有一句，女媧補天，女媧補天個女字邊，你
有無聽呢個神話？

■古代神話只有「女媧補天」，不能硬說成「男媧」

■(失去一人一票選特首機會)邊個係禍首呀？好少人責備他們，我
係是就是，非就非，唔會是非不分！

■■李嘉誠昨日表李嘉誠昨日表
示示，，新特首能與中新特首能與中
央的合作好緊要央的合作好緊要，，
自己將投票給中央自己將投票給中央
信任的候選人信任的候選人。。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李澤鉅(左)和全體全國政協界別的選委一起
提名林鄭月娥。 曾慶威 攝

■李澤楷表明香港需要一
位有駕馭能力的特首。

■殘障人士祥仔讚林
鄭有信念有理念，支
持她成為下任特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