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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票 日投 票 日

形象工程欠缺？ 政綱全面補足
林鄭：民生經濟急市民所需 倘當選先解教育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選舉今日投票，特首候選

人林鄭月娥環顧過去兩個多月的競選工程時坦言，是次選舉似乎

仍流於政治表態，自己的公關、形象工程確有不足，導致民意未

能急起直追，但自己的競選政綱是最全面的，而在選舉期間自己

得到不少市民支持，相信自己的支持度並不是如此低。她強調，

民生經濟政策才是市民所需，亦有助促進不同政治派別合作，故

一旦當選將會以先易後難的方式，先從教育問題入手，與不同政

治立場的教育團體「埋枱傾」。

「黃絲」鬧爆投「白票」
Eliza Yeung：賤人，不得好死，橫屍街
頭！

Maddy Ng：最初參選有冇講明投「白
票」？有冇欺騙選民！

Doris Chau：有票不去投，枉我投票比
（畀）你，等比（俾）人DQ！

Ken Chan：民選議員違背「民意」，下一
屈（屆）票債票償！

Anita Chiu：逆「民意」而行，最後只會因
逆「民意」而死。

Ren Cheung：我學番（返）你地（哋），
一票都唔投俾（畀）你地（哋）。蕉無得掟
架（㗎）喇，留番（返）黎（嚟）吔啦！

羅志光：我又可以唔怕得罪講句，下次立選
我用人頭擔保「人力」/社民連/「衆志」/劉
小麗必定×家剷！講完！

Patrick Leung：我最反感的不是投「白
票」，而是利用語言偽術，為自己爭取政治
本錢。

Andrew Lam：請你不要忘記，你得的票
亦是選民策略性投給你。現在你就走上道德
高地話策略性投票給曾俊華則違反民主精
神。你地（哋）是否精神分裂？

整理：羅旦

林鄭月娥近日在接受電視訪問時慨
嘆，今次特首選舉似乎仍是流於

政治表態，並不是比較政綱，「有個
頗強烈的感覺，今次選舉市民的反
應，好像不是去看幾名候選人，特別
其中兩個，好像在看他們所代表是什
麼，我代表建制、代表現屆梁先生
（現任特首梁振英）班子、我代表中
央可以信任的人。」

嘆選舉流於政治表態
她強調，自己的政綱最全面，大至
房屋供應，將私樓土地興建資助房
屋，小至各行各業的人才培訓、墟市
政策等，都有詳細交代，但可惜這些
統統不是今次選舉的焦點，「可能是
很正常的，選舉中誰有空來聽你的政
綱呢？」
林鄭月娥指出，她在選舉期間也得
到不少市民支持，相信不是如坊間所
謂的民調般如此一面倒，「我不是維

護自己，但真的在這段期間是有很多
市民的支持，所以不是一面倒的。」

特首須有心力有承擔
被問到看見曾俊華落區時有什麼感

覺，林鄭月娥坦言，對方的公關、形
象工程可能做得很好，但香港目前是
需要一位有心有力、有承擔，亦願意
「與民共議」的行政長官，「我覺得
他的民望、公關工程做得很好，短片
很好看，但我們要想香港需要怎樣的
一位行政長官，需要一位有心有力、
有承擔，亦願意『與民共議』的行政
長官。」
就反對派聲言她倘在下屆政府不重

啟政改，不能「根本解決社會撕
裂」，林鄭月娥並不同意，強調香港
社會應以先易後難的方式解決問題，
「我提出先易後難，民生議題、經濟
議題相對較容易，若沒有處理民生的
能力，社會在各方面也處於困局，也

很難談政治問題。」

棄政治取向「埋枱傾」
她透露，如果自己當選特首，會先
從教育問題入手，與不同政治立場的
教育團體「埋枱傾」，「如果放下政
黨間的政治取向，我可以大膽說，大
家吻合度有八、九成。如果不同政治
立場的教育團體，願意坐下來討論，

就可以向社會展示是可行的，到立法
會要批錢時不拉布，很短時間批給
你，我覺得社會便立刻鬆一鬆。」
被問到經過這幾個月面對對手的攻

擊、市民的批評，個人立場是否仍這
麼堅定時，林鄭月娥強調，她所作的
都是對香港好的事，「不單止政改，
很多議題我也是這樣，在政綱提出
的，都是我認為對香港好的事。」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因為「好做
得」，在兩名兒子長大後相處的時間不
免大減。在特首選舉前夕，林鄭二子約

希因未能回港陪伴母親，昨日特意透過WhatsApp短訊為
媽媽打氣，更祝福媽媽一切順利，並期望她能成功當選。

約希在短訊中表示，今日是特首選舉日，但他卻未能回
來參與這個重要場面，對此感到很抱歉，但仍會在精神上
繼續支持她的，「雖然我不會親身在此，但你知道我會在
世界另一邊在精神上支持你。」
他續說，自己去年12月得悉媽媽要參選時，就知道這

將是對她與父親兩人的巨大犧牲，但明白這是她決定要繼
續服務香港，就如她過往一直在做的事一樣。

約希強調，明白他媽媽將會最大努力去為港人服務，期
望她能成功當選，「正如當我感到孤獨、不確定時，你很
多時都會在我身邊一樣。希望媽媽能一切順利，我永遠是
你最大的粉絲。」 ■記者 鄭治祖

細囝WhatsApp越洋打氣

如果單純話曾俊華
搞到反對派內訌係
「撕裂2.0」，其實都

唔太公平，起碼佢竟然可以將有如「世
仇」嘅「自決派」、「左膠」，同激進
「本土派」團結起來反對自己。曾俊華
前晚在中環搞造勢大會時，稱集會地點
旁邊就是「佔中」發生地龍和道及干諾
道中，希望是晚的集會為該處「賦予新
意義」云云。結果，「黃絲」、「左
膠」和激進「本土派」突然「大團
結」，齊齊鬧爆，更瘋狂改圖，有人將
「佔中」時的示威場面和曾俊華集會場
面的照片作對比，有人更將曾俊華與納
粹希特拉相提並論。
曾俊華一次集會，爆出選舉前最大宗

的「關公災難」：好提唔提提「佔
中」。「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就將
自己fb的封面相換成「佔中」時的照
片，所為何事不講自明。「文化界監察

暴力行動組」成員鄧小樺亦在fb發帖
稱，「關於造勢造到『重新定義龍和
道』，我是有點被冒犯的感覺。」

被嘲「給和合石新意義」
曾參與「佔中」的「黃絲」填詞人梁

栢堅，也將「佔中」的畫面和曾俊華的
晚會場面比較，「2014要乜 vs 2017要
乜」，又發帖稱，「薯片話『給龍和道
新意義』，只要將名詞一改，你就
明」，更標註道「給和合石新意義」、
「給砵蘭街新意義 #給大口環新意
義」、「有乜意義」。
社民連前秘書長陳德章也發帖稱，

「唔知而（）家在囚中、被告中的
『雨傘運動』、年初一又或其他運動
『抗爭者』見到今日愛丁堡廣場的情況
會有咩感受呢？……有個薯粉兼朋友同
我講之前梁振英執政已準備移民。但JT
（曾俊華）的希望令佢打消左（咗）移

民的念頭。但事情峰迴路轉……今日他
跟我說看到愛丁堡廣場的薯粉，又再重
燃移民的念頭，而且念頭更強烈。」

批薯粉唔睇政綱盲撐
激進「本土派」罕有地與呢批「左

膠」意見一致。激進派fb專頁「得罪講
句」竟發帖將曾俊華被支持者包圍的照
片，和當年的希特拉比較。帖文稱，放
棄原則，盲目個人崇拜，唔睇政綱，
「無視參選人漠視人權自由往績，結果
會係點？希特拉上場前，民望都好高，
一樣被視為救世主。上場後，結局係點
大家都好清楚。民意萬歲？如果只睇民
意，唔用腦，結果其實可以好危險。」

「熱狗」李珏熙則稱，「咁多年蒞
（嚟）做咁多為咩？……我地（哋）求
生，順道拯救香港。連上一代下一代，
身邊人的力都出埋。用上超乎極限好幾
倍的力量，背負不應亦幾乎不能承受的

代價。而今敗了，阻不了大家求死。從
此，我地（哋）每時每刻都可以理直氣
壯咁叫香港人去死！」
「教主」黃毓民則分享了演員杜汶澤

的帖子，揶揄薯粉當正真係有「一人一
票」，「各位市民、馬迷星期日記得喺
就近的投注站，唔係，應該係投票站投
下香港前途之所寄的一票，投完票入馬
場可能會中大冷三重彩！他更標註道

「×，香港人真係痴（黐）×咗線！」
■記者 羅旦

薯片亂「搞佔中」惹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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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投曾俊華就係
鬼！」一個人就可以
搞到反對派鬼打鬼，
究竟邊個係「撕裂
2.0」呢呵？身為選
委 的 所 謂 「 自 決
派」、工黨及激進派立法會議員，包括
之前好受「黃絲」支持嘅羅冠聰、劉小
麗、朱凱廸、邵家臻、張超雄等近日陸
續公開佢哋今日唔會投鬍鬚，即刻被反
轉豬肚嘅「黃絲」圍攻，有人咒佢哋
「不得好死」、下次選舉「必定×家
剷」等等。有激進派恥笑，呢班人一直
鼓吹「二元對立」，如今自食其果，
「抵×死！」

張超雄劉小麗邵家臻成箭靶
張超雄近日發帖話自己不會投林鄭，

而曾俊華是「製造貧富懸殊、劏房、官
商勾結的元凶（兇）之一」、「爛蘋
果」，胡國興則「沒有足夠能力當行政
長官」，所以會投「白票」。
九龍西立法會議員劉小麗昨日也發

帖，聲稱今屆「情況特殊」，所以自己
「尊重」反對派及巿民意識到在「小圈
子選舉」需要策略性投票，並含糊其辭
稱「我只希望在『民主派』選委已幾乎

all-in 曾俊華的時候，為拒絕『 8．31』
框架、反對第二十三條立法、打倒貧富
懸殊的聲音在今屆選舉留下一點註
腳」。
社會服務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在fb發

出長篇帖文解釋稱，自己參選政綱寫明
是「以雨傘人、社運人、本土左翼、批
判社工及大學講師」身份參選議會，
「如果我今天基於政治現實，基於奪權
誘惑，參與『小圈子選舉』投票，甚至
去投一個表面「團結」，但實際認同『 8
．31』框架、支持第二十三條立法、並
且任由資本主義的運作而剝削基層的候
選人，那才是我辜負了授權予我的選
民。」
他續稱，「曾俊華提出的『休養生

息』是對近年飽受政治煎熬的香港人的
最大誘惑，可是何謂『休養生息』也必
須搞清（楚）；一個奉行新自由主義的
人，所謂的『休養生息』也就是讓資本
主義的剝削繼續運作而已。政治撕裂也

許減少了，但階級撕裂只會進一步拉
闊；作為『本土左翼』的批判社工，我
著（着）實無法妥協。」

邵家臻更透露，「這段期間，不斷有
巿民面對面、打電話、電郵及fb留言，
表明若不票投曾俊華，政治責任自負，
票債票償云云。……有說這是背棄主流
香港巿民，但社工價值從來只站在弱勢
一方；倘若我只跟從『民意』，恐怕我
不可能關心露宿者，只會站在居民一
方；倘若我只著（着）重主流聲音，恐
怕我在議會便只會支持發展發展再發
展，不會站在被拆毁家園的一方」云
云。
不過，好多人都唔受噃！知名「左

膠」林忌就連發多帖狠批邵家臻，
「當選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選
委)，去『投白票』堅守原則？乜原
則？又要做妓女，又要立貞節牌坊的
原則？」「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
真係令人驚訝！以為自己係直選（議
員）？收議員人工唔見你講原則？邵
家臻咁守原則反對『小圈子選舉』，
就立即辭職返屋企，讓返個社福界
『小圈子』立法會議席畀『義士』曾
健超，唔好又要『守原則』，又要做
『小圈子』代議士，好核突呀！」

被嘲愛「二元對立」自食其果
眼見「黃議員」被「黃絲」圍攻，不

少食花生者都忍唔住恥笑。「無敵神
駒」仇思達就發帖揶揄，「饅頭雄（梁
國雄）、朱凱迪、劉小麗、羅冠聰等所
謂『原則派』，因不支持莊曾（曾俊
華），淪落至被『黃絲』狂×，是抵×
死的。當初這些人鼓吹『二元對立』，
不支持『泛民』就是支持建制，如今自
食其果，豈不快哉！」（左圖）
「熱狗」前頭目黃洋達之妻陳秀慧也

發帖揶揄，「膠樽一出呢個POST，又畀
（俾）『黃絲』圍攻，好陰功豬。（話
時話，自己參加功能組別成為立法會議
員既（嘅），講乜×原則丫（吖），咁
幽默。）」

「熱狗」譏被踢出「新大台」
由「熱狗」開設的fb專頁「仇幼聯」

就揶揄黃之鋒等「左膠」，「羅冠聰寫
文解釋不投票予曾俊華的理由，被一班
『黃絲』圍攻，指羅冠聰為民主罪人。
歸根究底，就是因為羅冠聰等人當初為
了自己的權力，不把握機會教育大眾，
反而把大眾調教成只會聽從『大台』指
令的『黃絲』。」
帖文續稱，「如令『民主300+』這個

『新大台』成立，但卻沒有羅冠聰的位
置，此時想要『黃絲』再聽你號令己
（已）不可能了，『黃絲』從來只是聽
從『大台』指示，你的存在根本不重
要，這就是報應。」 ■記者 羅旦

激進派拒投鬍 同道圍插內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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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分享杜汶澤的帖子。 fb截圖

■■曾俊華被支持者包圍的照片曾俊華被支持者包圍的照片，，
被指似當年的希特拉被指似當年的希特拉。。 fbfb截圖截圖

在特首選舉投票日前夕，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並
沒有選擇四出拉票，而是在其競選辦公室拍攝了一段短片，感謝各方朋友過
去一直的支持。林鄭月娥在片中表示，這兩個月的選舉工程終於來到尾聲，
今次選舉令她獲益良多，「我盡了很大努力，用心聆聽各界的意見，亦很用
心地做好我的政綱。」她很有信心與大家「同行」，帶領香港，實現大家共
同的願景，建設一個更美好的香港。圖為林鄭月娥的選舉橫額。

■文：鄭治祖/圖：莫雪芝

感 謝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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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約希昨特地透過WhatsApp短訊為媽媽打氣。

■梁栢堅也將「佔中」的畫面和曾俊華的晚會場面比較：
「2014要乜 vs 2017要乜」。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