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戰苦心礪志 精英大眾同行
激辯火花迸發 心談分享理念 同僚助破抹黑

是次特首選舉戰況激烈，前政務司司長、前財政司

司長和退休法官相互較量的場面，是前所未見的。林

鄭月娥在最緊絀的時間下宣佈辭職和參選，為社會各

界投下震撼彈，令特首選舉的火花從此迸發。由宣佈

參選、舉辦分享會講述理念、與各界「心談」、公佈

政綱、辯論和拉票，其間亦面對過匿名的抹黑，到最

後當選，一步步走來，一路都有眾多社會精英和市民大眾

同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林鄭月娥原本已發表了對香港
的「八大願景」作為準備退休官
員的臨別贈言，但因為現任特首
在去年12月初宣佈不競逐連任，
令林鄭不得不重新思考參選問
題。
最終，她在完成了絕大部分施政
報告工作後、於1月12日才正式辭
職，並在見記者時表明，倘她的辭
職得到中央批准，將會準備參與特
首選舉。就在國務院於1月16日正
式免去其職務的同日，林鄭月娥隨
即宣佈參選特首，再一次顯示其處
事的爽快果斷。她當時表示，自己
參選是因為熱愛香港，關心700多
萬港人的福祉，願意肩負重任，為
香港再創新高峰。

「以人為本」延續良策
在宣佈參選的記招上，林鄭月
娥指出，下屆特區政府必須在現

有基礎上，繼續推行「以人為
本」的民生工作，包括扶貧、建
屋、為青年創造更優質就業等，
讓好的政策延續。同時會推動重
視法治、民意的良好管治，而管
治班子需要注入新血，決策也需
要更高的透明度和包容，但坦言
社會事務不可能沒有爭議：「如
果要沒有爭議，或者不被人批
評，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做
事，但恐怕不做事的態度不是我
為官的態度。」
踏出希望與港人同行的第一

步，已有不少社會精英挺身與林
鄭同行，包括有行政會議成員陳
智思出任競選辦主任。
陳智思當時表示，自己與林鄭

相識20年，經常一同處理爭議性
事件，「在多次合作經驗中，我
和很多香港人一樣，看到林太對
香港的承擔、做事的能幹。」

第一步：為港福祉參選

雖然在緊絀的
時間下宣佈參選，
林鄭月娥依然在2
月3日舉行競選分
享大會，向自己多
年來的同行者分享
了三個施政新風，
包括管治新風格、
政府新角色和理財
新哲學，以及置
業、經濟和教育三
個施政重點，希望
憑着新的管治理念，解決目前社
會大眾普遍面對和關注的議題，
帶領香港前行，共建和諧共融社
會。
與造勢大會不同，林鄭月娥的分
享大會，主力聚集一直以來的同行
者︰與她一同成長的、從事教育工
作多年的中學師姐；在她大學時
期，到大學演講勞資糾紛議題時認
識的劉千石；在她任職西貢助理民
政事務專員時，與她因為地區工作
而識於微時，現為西貢區議會主席
的吳仕福；在她任職財務科時，經
常與她打交道、時任立法會財委會
主席的夏佳理；在她任政務司司長
時，「膽粗粗」發電郵給她講前途
問題的年輕藥劑師；在她決定出選

之時，態度由反對變成支持的長子
林節思等。
除了名人親友，當日分享會中

亦有不少街坊和傷健人士，都是
林鄭月娥以往扶貧、安老、助弱
工作時結下的緣分。

施政新風回應訴求
林鄭期望，可憑藉三個施政新

風，在管治新風格上，主張與民
共議、廣納賢能；在政府新角色
上，提倡政府肩負起「促進者」
及「推動者」的角色；理財新哲
學上，建議政府須善用財政資
源，回應市民的訴求，讓大家能
夠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為下一
代重燃希望。

為了實踐其「同行」口號，做到
真正的聆聽、關懷、行動，林鄭月
娥決意參選後，不是急於先起草一
份政綱，而是先聆聽社會各界的意
見。她堅持要見完38個界別選
委、做了近100場「心談」、12場
座談會，才正式總結。
選委以外，無票的公務員團體

代表、教育界人士、不同團體，
她亦一一會見，希望可以藉了解
不同人的訴求，理順未來施政。
同時，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亦

多次落區，走訪不同地方了解民
情，與市民直接交流，飲奶茶論
政。

政綱頁頁皆「貼地」
聆聽完意見、表達了關懷，林

鄭月娥亦有採取相應行動，例如
她在早前接受本報專訪時就表
示，聽過本地設計師的苦水後，
就在政綱中提出「pitch fee（提
案費）」的建議，讓有設計元素
的人入圍投標項目，可以取得一
定的提案費，而非一未能中標就
淪為「白做」。
她亦聽取教育界意見，聽到部

分合約教師朝不保夕的情況，確
立要在教育上即時每年增加50億
元的額外開支，並建議6個開支
可以運用的方向，包括將合約教
師變成常額教師等。
這種先聆聽，再去思考施政
問題的做法，令其政綱每一
頁，都有社會各界同行的腳步
在其中。

第三步：先聆聽納眾意

參選以來可謂日日都馬不停蹄
會見不同人士的林鄭月娥，在與
其團隊的努力下，終於在宣佈參
選約一個半月後的時間，即2月
27日公佈政綱，向社會大眾交出
自己的管治藍圖。
在她的政綱中，回應了社會最

迫切的問題︰置業難、買餸難、
車費貴，相信憑藉解決不同民生
問題，有助化解社會的不滿情
緒、緩和不和諧的氣氛。

解樓荒減車費建街市
除了在分享大會提出重建置業

階梯，攻克置業難的問題，她亦

在講述政綱時介紹到「居屋出租
試驗計劃」，讓未補地價的居屋
透過社企放租，緩解樓荒。
在她出任政務司司長時提出的民

生「大山」，她亦對其中兩座，即
港鐵及領展方面提出具針對性的回
應，包括建議政府運用每年獲港鐵
派發的部分股息，降低長途車費，
令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受惠，又提
出增建公共街市、投放資源改善
現時的公共街市，為基層市民提
供更多日常購物的選擇。這些普
羅大眾面對的問題，林鄭月娥一
一提出建議嘗試解決，希望為香
港人除去前路上的障礙。

第四步：政綱面面俱到

競選過程中，有形
象包裝的公關工程，
亦有最能反映管治能
力的政策辯論時候。
經過選舉的磨練，林
鄭月娥在論壇的表現
越來越見從容，亦展
示出大將之風。在教
育界的論壇上，林鄭
月娥的熟書是其明顯優勢，能扼
要道出教育界各持份者的困境，
並講述自己的解決辦法、現時教
育界所採取的措施。辯論以外，
她亦主動指出網上留言的欺凌問
題，為受影響的人發聲。

詳盡解答市民關注議題
在7間電子傳媒聯合舉辦特首候

選人論壇上，林鄭月娥一直保持笑
容，面對競爭對手的批評和標籤，
她亦平常心面對，淡然道出被針對
的原因。她自己則依然重於政策辯

論，討論「0－1－1」開支削減方
案、公共財政和土地供應等，在市
民尤其關心的議題上，展開詳盡解
說和精彩辯論。
至最後一次3名候選人同台辯
論、由選委舉辦的選舉論壇上，
林鄭月娥面對兩名對手夾擊，卻
絲毫沒有展現出弱女子的面貌，
反而從容應對，以事論事。林鄭
月娥多次表示，自己在這次選
舉中，只是做好自己的事，不會
放風、不會造謠，態度實事求
是、敢言敢辯。

第五步：敢言敢辯熟書

選舉中有選舉論壇上的明箭，亦
有從不同暗角放出的冷箭。林鄭月
娥參選之初，就有數個facebook專
頁冒用其名義，並作出惡搞言論，
更有專欄作家加以渲染，稱林鄭的
支持者竟是如此質素，可知林鄭是
怎樣的為人云云。
其他眾多抹黑中，一名自稱

為「資深政務官」的匿名公開
信，散播林鄭與公務員團隊不
和的消息，更稱若林鄭當選將
會有政務官「逃亡潮」，有人
更會立即離開政府，又指林鄭

任發展局局長時未有檢視香港
土地供應，是現時土地問題的
罪魁禍首，明顯都是想攻擊林
鄭選情。
不過，有關消息接連被不同的

資深政務官義正辭嚴指出「絕無
此事」，亦有不同人指出本來就
有數名官員夠鐘退休，才逐漸將
謠言一一擊破。
就土地問題，林鄭則擺出勝於

雄辯的事實，指當年她須在每年
的財政預算案後交代土地供應問
題，有關說法根本無法成立。

第六步：抹黑不攻自破

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林鄭
月娥終於脫穎而出，在選委和
市民的支持下當選為新一任行
政長官人選，並將成為香港首
名女特首。她感謝一直以來和

自己同行的人，並期望帶領香
港前行，先就民生和教育等較
易解決、較易達成共識的問題
着手，逐步建立香港的互信與
和諧。

第二步：新理念再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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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好打得」終得咗

■林鄭月娥早前落區受到街坊的熱烈歡迎。 資料圖片

■林鄭早前
落區與團體
交流「安居
樂 業 房
策」。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競選班子擊掌互相打氣。 資料圖片

■■33位候選人早前同台辯論位候選人早前同台辯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早前在競選分享會與同行者合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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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昨日順利進行，林鄭月娥以
777票高票當選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
官人選。選舉結果公佈的一刻，會展點
票現場和會展外公眾區掌聲雷動，不少
在電視機前緊張觀看直播的市民同樣歡
呼慶賀，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特區
政府第一時間表示祝賀，在在都顯示林
鄭月娥當選是眾望所歸。林鄭堅持為國
為港，行之正道，鐵肩擔當，信念堅
定，大度包容，以積累深厚的管治功
力、全面可行的政綱理念、扎實牢固的
民意基礎、謙卑兼聽的誠實姿態，贏得
了中央信任和港人擁護。林鄭月娥大
勝，是她個人和競選團隊的勝利，更是
愛國愛港信念的勝利，是香港求和諧穩
定、求發展繁榮、求民生福祉的主流民
意的勝利，有利團結各界、凝聚人心、
消弭分歧、聚合力量、同行向前。相信
廣大市民定會支持林鄭月娥與民同行，
以關心、聆聽、行動，攜手創造香港更
美好的未來；希望反對派順應民意，改
變泛政治化的抗爭思維和立場，以實際
行動回應林鄭團結香港、修補撕裂的善
意和誠意。

林鄭月娥行正道贏選舉，首先表現在

立場堅定、無私無畏，為國家和港人全
力打拚。在整個競選過程中，林鄭月娥
始終堅持「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
和底線，堅持以香港整體利益和港人福
祉為依歸，充分展示有心有力有承擔的
抱負和能力。即使在選舉中遭受各種壓
力，受到「被欽點」的質疑，在對待「8
．31」決定等問題的立場上受到攻擊，
但林鄭月娥都堅守底線，不左閃右避，
不左搖右擺，而是坦率地表達一以貫之
的原則立場，顯示了「疾風知勁草」的
政治風骨，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最符合
中央關於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中央信
任、有管治能力及港人擁護的「四標
準」，光明正大贏得選委和市民的好感
和支持。

林鄭月娥行正道贏選舉，還表現在她
堅持一以貫之、扎實有效的工作作風。
林鄭月娥30多年公職生涯，勤政為民，
擅於處理棘手複雜問題，「好打得」名
副其實。此次選舉，她憑着對政府管
治、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的深入
了解和豐富經驗，憑着對香港的民情民
意瞭然於心，準確把握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促進和諧的關鍵所在，制定

了切中要害、切實可行的政綱，並且在
競選過程中集思廣益，吸取各種有益的
意見和建議，不斷豐富充實政綱，為未
來施政打下堅實基礎，顯示林鄭月娥整
裝待發、準備充分，足以肩負起引領香
港前行的重任。

林鄭月娥行正道贏選舉，還表現在她
經過選舉的洗禮，變得更謙卑包容，贏
得廣泛而真實的民意支持，為團結香港
打下良好基礎。正如林鄭在當選感言中
所指，在選舉過程中，她聽到很多人的
心聲，學到了、體會了很多新的事物和
對事物的不同角度，看到自己的不足，
明白必須要加把勁。的確，在選舉的過
程中，林鄭主動與本港各界、各階層人
士溝通接觸，了解不同意見和訴求，務
實聆聽市民聲音，市民更加真切地看到
林鄭月娥與民共議、與民同行的誠意和
決心，更加支持林鄭月娥落實管治新思
維新哲學，為市民創造更大福祉。

林鄭月娥行正道贏選舉，還表現在有
決心、有誠意團結社會、修補撕裂。在
選舉過程中，她堅持君子之爭，面對攻
擊抹黑手段，不卑不亢，不慍不怒，更
沒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身體力行地

示範了如何避免政治化的對立，避免擴
大裂痕。勝選後，林鄭月娥承諾首要工
作就是修補撕裂、解開鬱結，團結大家
向前。她感謝三位對手，並歡迎三位
「用自己覺得合適的方法」，一同服務
香港。林鄭月娥又表示，將馬上約晤立
法會各黨派議員，希望建立恒常溝通機
制，為行政立法關係打好基礎；強調組
織管治團隊的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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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誠意邀請加入。林鄭
月娥充滿誠意，邀請各界不分黨派，共
同努力彌合撕裂、促進和諧，符合香港
整體利益和意願，值得各界支持。

林鄭月娥行正道贏選舉，還表現在
她具有心底無私的犧牲奉獻精神。林
鄭月娥以往因為公務繁重，與家人聚
少離多，難享天倫之樂。年屆59歲的
林鄭月娥本已做好退休打算，但面對
特首梁振英因為照顧家庭而不競逐連
任的突然情況，她毅然挺身而出參
選。在競選過程中，她丈夫和兒子亦
承受不必要的壓力。昨日當選後，林
鄭月娥有感而發，即場向一直在身邊
默默支持她的丈夫表示，「對唔住，

老公，你要繼續犧牲」。難能可貴的
是，她丈夫義無反顧回應，願意為香
港市民，繼續犧牲。林鄭月娥及其家
人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情懷，令人
動容，顯示林鄭月娥不存私心，不為
個人名利，全心全意服務香港。

特首選舉已經結束，一切都要恢復正
常。香港因為政治化的干擾，已經虛耗
了太多時間、錯失了不少機遇，廣大市
民殷切期盼社會摒棄政爭，重回發展正
軌，特別希望反對派政黨和人士，順應
民意，以大局為重，放下意識形態桎
梏，改變泛政治化的抗爭思維和立場，
以實際行動回應林鄭團結香港、修補撕
裂的誠意和善意，為香港凝聚共識、促
進和諧、實現良好管治，為照顧市民利
益共同努力。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林鄭月娥已為帶領香港前行做好準備，
即使香港面臨的挑戰和困難不容低估，
廣大市民相信，林鄭月娥會堅守服務市
民的初心，以更創新思維，更謙卑心
態，更扎實施政，回報港人的信任和支
持，開創一個團結和諧、充滿希望的新
局面。

林鄭行正道贏信任 高票當選眾望所歸 各界團結共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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