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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過去一直慨嘆沒有時間陪

伴家人，如今更上一層樓，被問到如
何兼顧家庭及特首的工作時，丈夫林

兆波及長子林節思就相伴在她身旁，她一度感觸：「我
先生……我先生等咗我好耐。」

林生：我樂意為市民犧牲
林鄭月娥坦言，自己原計劃在現屆政府任滿之後退

休，與丈夫到英國小住一段時間，「因為我哋結咗婚
32年，可以相聚一齊嘅時間唔係好多，甚至少到有啲
人話唔係好正常，擔心佢有紅顏知己，所以……佢為我
犧牲好多，所以……對唔住呀老公，你要繼續犧牲。」
一直沉默寡言的林兆波，這刻就十分識做：「我樂意為
香港市民作出犧牲。」
至於兩個兒子，林鄭笑言無所謂，因他們已經成

長，有自己的生活，「只要佢間中關心吓媽咪，或者
我識用facebook嘅時候，同我多啲facebook，咁我
就非常安慰。」
十多年來因教學工作一直不在港的林兆波，之後被問

到是否留港做「特首先生」時笑而不語。
■記者 朱朗文

對唔住呀老公，
你要繼續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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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大勝
香江續寫新篇 齊撐「女媧補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特首選舉昨日順利舉行，林鄭月娥在首輪投票中即以777票，擊敗

分別獲得365票及21票的曾俊華及胡國興，成為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人選。面對近年社會撕

裂，林鄭月娥在當選感言中強調，自己的首要工作是修補撕裂、解開鬱結，團結港人向前，並會馬

上與立法會各黨派會面，討論包括每年增加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等建議，未來希望建立恒常溝通機

制。「我懷着一直以來都無變的初心，多加一份謙卑，期盼與各位同行，以關心、聆聽、行動，建

設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當選感言全文刊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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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舉主任昨
日宣佈林鄭月娥
獲得 777票時，

在場選委反應不一，大部分人是為
她「一take過」當選而歡呼高興，
也有個別心邪者覺得數字是某廣東
話粗口的諧音。

雖然採訪區與大台相距甚遠，但
有記者向林鄭提問時稱，留意到她
獲悉得票數字時「臉色一沉」，是
否不太喜歡這數字。林鄭笑言，自
己的所有表情在這兩個多月來都被
放大演繹，對得票感到非常榮幸和
開心，更心存感激，「我今日得到
嘅選票係我努力嘅成果。」對於反
對派將來如稱她「777特首」時有何
反應，她說「花名係人哋畀，叫咗

呢個花名到時咪畀啲反應大家。」

妙喻波音777 領港再起飛
有人就認為「777」這數字是吉

兆。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表示，林
鄭的票數代表香港轉運，「係lucky
number，3條7」，另有網民笑言林
鄭參選是「偏向虎山行，玩老虎
機」，最後中了「777」的大獎。
在基督教世界中，7通常被理解為

「圓滿數字」，簡單例子就有「一星期
有7日」，當以「三位一體」的概念來
看，「777」就代表上帝。另有指
「777」是十字架於希臘文的數碼。

有建制派中人則笑言，「777」應
是指波音777客機，有信心林鄭可帶
領香港重新起飛。 ■記者 朱朗文

777，完美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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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以777票當選。
在點票和處理問題選票期間，林
鄭月娥的支持者戰意高昂，多次

歡呼，特別是當知道林鄭月娥得票已超過600票
時，台下的勝利歡呼聲更響徹整個會場。林鄭月娥
與曾俊華雖然是競選對手，但在選舉塵埃落定後，
二人在台上三度擁抱，真情流露。

支持者揮舞國旗區旗
當電視畫面上林鄭月娥估算得票超過600票一

刻，意味着林鄭月娥篤定當選，其支持者爆出一
陣熱烈歡呼，更有人踏上座椅，手中揮舞國旗和
特區區旗慶祝。
大會其後處理問題選票，第一張問題選票上

的印章蓋在當選人林鄭月娥一格，選舉主任朱
芬齡判斷是有效選票，林鄭月娥的支持者再次

爆出歡呼。
選舉結果大局已定，在點票結束、等候公佈選舉

結果期間，3名候選人放下競爭對手的身份。林鄭月
娥面露笑容在台上與曾俊華擁抱，並與胡國興握
手，其後三人一起走到台中央，一起握手面對傳媒
和選委。這時候一直神色凝重的林鄭月娥終於鬆一
口氣，展現出燦爛笑容，並以肢體語言與口形感謝
支持她的選委。台下亦舉出「V」字手勢回報，代
表林鄭月娥的競選編號「2號」和「勝利」。
其後，當選舉主任宣佈林鄭月娥得到777票

時，其支持者再次歡呼，林鄭月娥與曾俊華和胡
國興再次握手和擁抱。片刻之後，選舉主任正式
宣佈林鄭月娥當選新一任行政長官人選，台下登
時爆發如雷掌聲，更大叫其英文名「Carrie」為她
歡呼，林鄭月娥三度向台下深深鞠躬和揮手致
意，並第三次與曾俊華握手和擁抱。■記者 文森

票過600一刻 歡聲雷動 對手擁抱

早上8時前 3名候選人當中，林鄭月娥率先到達投票場地會展，被問到是否充滿信心當選、前晚是
否緊張至失眠時，她笑言自己「瞓得好好」。之後她與競選辦成員在票站外拉票，並在
與曾俊華及胡國興碰面時先禮後兵。大部分選委都與她握手甚至擁抱以表支持，她也向
反對派選委點頭、握手示好

早上11時 投票時間結束，林鄭月娥、曾俊華及胡國興三方團隊大合照

中午12時 開始點票，林鄭月娥與競選辦主任陳智思全程觀察，神情輕鬆，而胡國興觀察了一會就
回到台下，曾俊華則全程未有上台

下午1時25分 選舉主任宣佈林鄭月娥當選，丈夫林兆波與長子林節思帶同鮮花上台向她祝賀，大部分
選委歡呼，有反對派選委就拿着標語牌及雨傘繞場抗議

下午2時 林鄭舉行記者會，強調自己的首要工作是修補撕裂、解開鬱結，團結港人向前

下午4時 林鄭與團隊到附近酒店慶功

當選一天鏡頭回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林
鄭月娥昨晨忙於拉票，其後等候點票
到結果公佈，再發表當選感言及回答
傳媒提問。在忙了大半天後，其競選
團隊於下午4時許在君悅酒店茶敘，
出席者包括夏佳理、盛智文、黃志
祥、黃永光、盧文端、潘德鄰、陳清
霞、陳勇、陳振彬等，還有競選辦公
室團隊、義工等約有數十人。「完了
記者會後，林太隨即被候任特首辦拉
了去討論相關工作，大家等了近一個
小時，加上競選團隊吃過早餐後就一

直要撐到記者會結束，大家都十分肚
餓和疲倦，要充一充電，所以大家一
齊吃點心，頂一頂肚餓。」
是次茶敘還邀請了載她四處去的司機

等。林太即場開香檳敬酒及切蛋糕答謝
團隊的支持，並逐一與競選團隊成員握
手，有人上前給予擁抱表示支持，不少
人更邀她拍照留念。全日未有進食的林
鄭，終於可以與丈夫和兒子休息一下，
吃點東西。據與會者透露，林鄭晚上未
有其他慶祝活動安排，只會和丈夫及長
子3人低調吃餐晚飯。

君悅茶敘慰勞助選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組班是林鄭月
娥下一項工作，她昨日重申會廣納賢能、用人
唯才，只要有心、有力、有承擔者都會邀請，
不論派別，又對未來與反對派合作有信心，呼
籲他們放下成見，與她共同為香港服務。

聆聽民意 議而有決 決而有行
林鄭在當選感言中重申，自己的組班原則是

廣納賢能、用人唯才，只要有心、有力、有承
擔服務香港，不論派別都會誠意邀請他們加
入，並要求每個成員必須用心聆聽、與民共

議，同時要議而有決、決而有行，這樣才可締
造到可行的共識，得到社會最大的支持。
被問到有否組班人選，她直言自己腦海裡不

可能完全沒有腹稿，但不能透露名字，又指組
班是選舉結束後的重大挑戰，未來會努力尋找
人選。

籌組班子 用人唯才 不論派別
林鄭又對未來與反對派合作有信心，指反對

派雖然在選舉過程中不能完全支持她，但經過
多場「心談」、坦承交流後，感覺到很多反對

派的年輕專業人士更認識她，他們都希望有一
個做實事、解決他們面對的問題的特首，會努
力與反對派共同磋商、一起努力。
被問及會否招攬反對派加入管治團隊，她

重申組班用人唯才、不論派別，如果中央對
她屬意者的政治立場有保留時，自己會極力
爭取，認為中央也希望特首有理念相近的班
子，以落實「一國兩制」。
不過，她指反對派是否肯加入政府是一個

問題，因他們也稱與她溝通有問題，希望雙方
都放下一些看法，共同為香港服務。

今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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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派別成見 共同服務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林鄭月娥今日除了會和特首梁振英
會面外，更會落區感謝市民支持。
她強調會以港人福祉為依歸，如果
港人在一些議題上與中央看法不同
時，自己有職責盡早與雙方溝通，
令雙方加深了解。
林鄭被問到會否去中聯辦「謝

票」時，指自己今日會落區接觸
市民、感謝他們支持，未來數天
也會拜會現任特首、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立法會主席及3個中央駐
港機構，包括中聯辦、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及解放軍駐港部
隊，強調這是禮節性需要，並非
「謝票」。

特首須向中央和市民負責
對於未來港人意見如與中央有矛盾

時，她是否「夠膽」反映，林鄭月娥
笑言「我嘅膽識大家好似都見識
過」，自己為官時做實事，沒有什麼
可以畏懼，也沒有任何私心，不會為
自己利益及榮譽而出任特首。
她指出，成功落實「一國兩制」、
堅守及執行香港基本法，是中央、特
區政府及港人的共同願望，中間不應
該出現矛盾，但當外在情況令雙方看
法不同時，自己有職責在很早的階段
與雙方溝通，令雙方加深了解。
她強調，在香港基本法下，自己

要向中央負責外，也要向香港特區
負責，即向香港市民負責，會堅守
以香港市民福祉為依歸。

特首選舉首輪投票於昨日上午9時開始，至
11時結束，各候選人都在最後階段積極拉

票。在1,194名選委中，有1,186人參與投票，
投票率為99.33%。點票在中午12時開始，在下
午1時25分完成。林鄭月娥在首輪投票中已獲
得777票，超過當選所需的601票門檻，擊敗分
別獲得365票及21票的曾俊華及胡國興當選。

首重修補社會撕裂團結向前
林鄭月娥其後在記者會上，發表以《選舉過
後，團結向前》為題的當選感言。她表示，自
己懷着謙卑的心情，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候任行政長官人選，與大家開始新
的一段同行，又感謝曾俊華、胡國興及未能
「入閘」成為候選人的葉劉淑儀，認為他們的
表現令人敬佩，更啟發了她很多，希望他們繼
續與她一起服務港人。
她更感謝在選舉過程中與她分享過意見、或

是用不同方法表達過想法的社會人士和廣大市
民：「在參選之前，我自信有多年的公職經
驗，應該已經算是了解情況。但在選舉過程

中，我聽到很多人的心聲，學了、體會了很多
新的事物和對事物的不同角度。我看到自己的
不足，明白必須要加把勁。」
林鄭坦言，香港現時存在頗嚴重的撕裂，積累了

很多鬱結，其首要工作是修補撕裂、解開鬱結，團
結大家向前，「對我來說，團結是要實實在在、一
步一步建立起來的。我會用具體的工作和扎實的政
績去答謝支持我的人，以及贏取未曾支持我的人的
認同。我深信：行動比說話更有力。」

以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為優先
她從行政立法關係展開第一步，表明當選後會

馬上約見立法會各黨派議員，之後希望建立恒常
溝通機制，為行政立法關係打好基礎，並舉例指
自己提出每年增加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會盡快
聯絡教育界的各方持份者及各黨派，從學生的利
益出發，一起討論和決定如何使用這筆新資源，
有信心各方可以求同存異，達至多贏。

用實幹證明不同聲音可合作
林鄭又強調會竭盡所能維護「一國兩制 」，

堅守香港的言論自由、核心價值，歡迎並鼓勵
不同聲音，「我會透過實務去證明，不同的聲
音是可以互相尊重，一起解決問題、逐漸修補
撕裂。這項工作絕不容易，未來政府亦將會有
很多其他同樣甚至更加艱巨的工作。我們盡量
先易後難，也要聰明一些，結合政府、公民社
會以及民間的力量。」

特別希望讓青年發揮力量
有人聲稱林鄭缺乏年輕人的支持，她特別提

到希望發揮青年力量，指自己在選舉深深感受
到青年強烈的訴求和對香港的熱誠，而政綱的
不少內容都是受到青年啓發，「我自己都是在
讀大學的時候投身關注社會，並立志追求一個
更公義、更仁愛的香港。幾十年後的今日，我
依然熱愛服務大家。」
展望未來5年，她坦言工作確實不少，要

克服困難也不容易，「我懷着一直以來都無
變的初心，多加一份謙卑，期盼與各位同
行，以關心、聆聽、行動，建設一個更美好
的香港！」

■■林鄭月娥在昨日舉行林鄭月娥在昨日舉行
的特首選舉中的特首選舉中，，以以777777
票高票當選票高票當選，，擊敗分別擊敗分別
獲得獲得365365票及票及2121票的票的
曾俊華及胡國興曾俊華及胡國興，，成為成為
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
官人選官人選。。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昨日順利完成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昨日順利完成，，當選新一任特首的林當選新一任特首的林
鄭月娥與家人鄭月娥與家人、、支持者及競選團隊擺出勝利手勢慶賀支持者及競選團隊擺出勝利手勢慶賀。。 美聯社美聯社

■林鄭月娥發表當選感言時，強調要修補社會撕裂，團結向前。 潘達文 攝

■林鄭月娥與丈夫相擁時眼泛淚光。 美聯社

■勝選的林鄭月娥與競選對手曾俊華相互擁抱，旁為另一候選人
胡國興。 劉國權 攝

■林鄭月娥票數超過600票一刻，場內支持者歡呼雀躍。

■林鄭月娥與競選團隊成員昨日在君
悅酒店茶敘慶祝。

高票當選777777

三候選人
得票情況

特首選戰金句摘錄
◆中央高度信任，香港才有高度

自治

——梁振英

◆「女媧補天」，撕裂問題可以

克服

——李嘉誠

◆投票給林鄭月娥是眾望所歸

——李兆基

◆我熱愛這個城市 ——林鄭月娥

◆好打得、好做得、好捱得

——林鄭月娥丈夫林兆波

◆有心、有力、有承擔、有經

驗、有領導才能 ——任志剛

◆擺平就是水平 ——唐英年

◆林鄭月娥務實，香港要靠這

個人 —呂志和

◆民意可以造出來 ——何柱國

◆選特首不是選公關

——媒體輿論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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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年二月三十 初八清明
港字第24482 今日出紙5疊22大張 港售7元

星
期
一天晴乾燥 早上清涼

氣溫15-20℃ 濕度：5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