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太陪家珮拉票 傾聽市民訴心聲

鄭泳舜幫百年老號渡難關
長期關注深水埗區內小店 助公和荳品處理結業危機

逼走老馮推Plan C&D 「民動」卸責搵替死鬼

出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民建聯鄭泳

舜，一直關注區內小店營商空間及傳統行

業傳承，過去兩年就一直協助深水埗公和

荳品廠進行改革，令這間百年老號去年成

功獲發食肆牌照重生，避過結業厄運。他昨晚就與深水埗公和第

五代傳人蘇意霞（Renee）回憶爭取牌照的點滴。Renee感謝鄭

泳舜一直陪伴在旁，處理結業危機，又指當時大家理性思考下終

可解決問題，反之現時社會互相指責造成虛耗，希望補選可選出

一些做實事、有心有力者令香港前進。■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鄭泳舜昨晚到深水埗公和店內做
facebook直播，雖然當時已經關

門，但Renee仍預備豆漿、豆腐花、煎
釀豆腐等招牌食品，供做了一整天選舉
工作的鄭泳舜醫肚，更找來特別嘉賓─
小貓店長「豆卜」與網民見面。

設法處理牌照問題
回想Renee當日上門求助，鄭泳舜
指其區議員辦事處在鄰街，不時自己
一個人到該店來一趟「男人的浪
漫」，該店可說是在他服務社區的生
涯中陪他成長，故希望想辦法處理牌
照問題。當時，該店不停收告票，
「整多一兩張就真係阿彌吉帝」，現
在路經該店也會想起兩年前的情景。

第五代傳人慶幸「沿途有你」
Renee也指，當時是自己人生最徬
徨的時刻，因結業危機牽涉家人及合

作多年的員工，背負着很大責任，如
非鄭泳舜給予她和家人信心及鼓勵，
她也無法踏出改革這一步，又提到當
時擔心她處理不了大裝修事宜，幸好
鄭每兩周就造訪一次跟進進度，令父
母安心，「同你傾完，有一個人分
擔，沿途有你一齊去面對，精神上爭
好遠！」
鄭泳舜則強調，民生無小事，幫到

每個街坊都是一個故事，做地區工作
最重要是與街坊建立感情及信任，共
同去解決問題。
他們又提到去年裝修時的一段插曲。

Renee指，當時店內被盜走大批裝修器
材和冷氣機，自己徬徨無助下向鄭泳舜
求助，最後報警處理，幸好鄭之後與警
民關係科人員到場了解時，該警察向她
提出一些店內防盜建議。
鄭泳舜大讚該店保留原有特色，又

引入了新技術，以符合發牌要求，

Renee就說以前店內沒有冷氣，員工
及客人在夏天「大汗疊細汗」，甚至
有客人投訴為何不安裝冷氣，但當時
該店未申請增加電壓，現在裝修後申
請獲批，員工可在攝氏25度的室溫下
工作，另外以前煮食時是燒油渣，現
在已安裝煤氣，爐頭的溫度降低。
Renee又笑言，該店裝修後沒有大

幅加價，令基層街坊都負擔得起他們
的出品。
談到現時政治環境，Renee以當時
面對結業危機為例，指當時要面對不
少矛盾，但大家在理性思考分析下終
可解決，反之現在看新聞見到很多反
對及互相指責，討論不時都會離題，
例如由討論基建變成人身攻擊，慨嘆
資源被虛耗，希望補選可選出一些做
實事、有心有力者令香港前進。
已報名參選九龍西補選者還有姚松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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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所謂得道多助，鄭泳
舜昨晨在九龍西區內拉票
時，獲跨黨派區議員及社區
幹事拍住上。他感謝同道及
街坊的支持和打氣，並強調
自己會全力以赴。
鄭泳舜昨日在facebook上
載早上在區內拉票的相片。
他先到何文田愛民邨，夥拍

當區區議員、民建聯的吳奮金和街坊
打招呼，之後走訪紅磡黃埔，與當區
區議員、民建聯的林德成和經民聯社
區幹事李超宇一起，向居民介紹政
綱、信念，爭取大家支持。
他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和打

氣，強調自己必定全力以赴，懇請大
家「3·11」當日支持他，一同「堅守
信念 舜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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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與林德成（右）和
李超宇（左）在黃埔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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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被退選」，惹來一片駡聲。
「民主動力」急忙轉軚，指姚松炎若
DQ，將按機制，由得票排第3、作為

「Plan C」的袁海文補上。「自己選自己」的所謂「初
選」，是要滿足反對派幕後大佬政治意圖的「劇本」，在
反對派內鬥下充滿勾心鬥角、顛覆協議、爾虞我詐，根本
是踐踏民主的鬧劇。

根據初選機制，馮檢基原本作為「Plan B」，可出選立法
會九龍西區補選。豈料姚松炎尚未被DQ，反對派有人不鍾
意馮檢基，以其勝算不高為由，核突手段盡出，阻其出選。

淪為反對派棄卒的馮檢基，唯有黯然宣佈放棄做「Plan
B」。他在記者會上批評部分反對派在網上對他大肆辱
罵，甚至連父母、兒子都不能幸免。「玩殘」馮檢基這匹
政壇老馬，暴露反對派不尊重機制、不尊重民主，即使反
對派內部看到，也不寒而慄。

反對派打着「民主初選」的旗，做的卻是「扼殺民主」
的勾當。操控者聲稱「Plan B」自動退出，並不等於會由
「Plan C」自動頂上，這是企圖為「重出江湖」的「大
佬」們鋪路。

傳媒早已踢爆，如果姚松炎未能「入閘」參選，反對派
有人推由「重量級人物」做「Plan B」，包括梁家傑、李
柱銘，梁家傑更承認有人就此向他接洽。只是操控者騙了
馮檢基，騙了整個反對派，引起強烈反彈，公民黨才急急
連夜發聲明，否定派人出選。

如今，反對派改回由「Plan C」袁海文補上，更顯得進
退失據，根本不可能擺脫困境，更加證明「初選」本來就
是一場無合法性、無公正可言、無民意的「三無選舉」，
是「有篩選的小圈子」選舉，不管如何補救，都掩飾不了
不過是一場假民主的鬧劇。 ■楊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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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C」掩飾不了「三無機制」的醜陋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出戰立法會香港島補選
的新民黨陳家珮，連日獲黨
主席葉劉淑儀陪同拉票。葉
太近日陪同陳家珮落區，在
與居民交流後有感而發。有
退休人士慨嘆女兒負擔不起
高昂樓價，要求增建居屋，
定價約200萬元，有市民則不
滿屋邨商場及街市貨品選擇
少、價錢貴。葉太認為，這
些是普羅大眾心聲。
葉劉淑儀昨日在 facebook
發帖，指自己前日上午陪同
陳家珮在鴨脷洲漁安苑派單
張，其間與不少市民交流。
她問到一個街坊有關鄰近的
利東商場及街市管理問題，
街坊指管理雖好，但肉檔是
領展合作夥伴，而菜檔租金
高昂，以往的菜販也無法繼
續承租，「生意給大財團壟
斷，物品售價昂貴，管理好
又有何用？」

「普羅大眾心聲」：樓價太貴
她又與退休遊艇船夫談論

樓價。船夫指30年前漁安苑
一個單位售38萬元，現在竟
高達600萬元，更訴苦道女兒
沒能力自置物業，只好暫時
同住。她問到船夫如果出售
居屋可免補地價，會否賣掉
物業讓女兒有錢置業，「但
他無奈表示，一旦賣掉單
位，自己住在哪裡？」
船夫說，特區政府過去十
多年沒有興建居屋的政策，
是大錯特錯，建議現屆政府

多興建居屋，幫助年輕人上
樓，理想售價大約200萬元，
10年內不得轉售，如果實行
到可說是最大德政。
葉太認為，船夫這番話發

人深省，幾名路過的長者也
認同，停下來一起交流，
「我認為以上幾位街坊所說
的，不單是個人感受，也是
普羅大眾的心聲。」
已報名出選香港島補選者

還有周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報名參選香港
島補選後，陳家珮就展開「環島」宣傳攻勢。昨
日，她到上環與街坊見面。她透露，自己出世時在
上環居住，與該區淵源甚深，又承諾為街坊爭取半
山扶手電梯盡快完成維修，方便居民出入。
陳家珮昨晨到上環皇后大道中派發宣傳單張，並

與街坊見面。她在facebook上載短片時指，自己與
上環淵源很深，出世時父母住在鴨巴甸街其中一幢唐樓
的天台屋，外祖父母以前也曾住在伊利近街。
她續說，伊利近街一間糖水舖的芝麻糊，是其最愛的

甜品之一，至今也經常去吃，並提到上環變得非常多元
化，除了有很多傳統食肆，也有很多新派西餐廳進駐。
對於為期4年的半山扶手電梯維修工程將會展開，陳

家珮指當區居民非常關注，認為4年時間有點長，承諾
會為大家爭取縮短工程時間，令工程對居民的影響減至
最低。

「環島」宣傳 為街坊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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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珮
在上環拉
票。
短片截圖

■葉劉淑儀陪同陳家珮拉票。 fb圖片

反對派個所謂
「初選」搞到變
成政治炸彈，一

個二個就諗緊點樣將個炸彈轉手。繼
「自決派」朱凱廸日前突然改口話自
己向來支持遞補機制，但又爆咗主辦
機構「民主動力」一早就開過會講
Plan D之後，「民動」噚日就詳細
「交代」，卸責係姚松炎講多咗，先
令佢哋要講話個機制唔係「鐵板一
塊」去包底喎，再轉身射個三分波將
炸彈交到民主黨Plan C袁（袁海文）
身上，等佢決定係咪要參選咁話。接
咗波嘅民主黨好快又畀人話係有私心
地逼走民協老馮（馮檢基）。有老馮
支持者話，既然原來個個都支持原本
個機制，咁不如老馮收回成命做返
Plan B啦，問你死未。
個所謂「初選」嘅遞補機制引起

反對派陣營鬼打鬼，「民動」召集
人趙家賢噚日就好有技巧地對住記
者加埋喺facebook度示範如何唔上身
地揹飛。趙家賢話，一開始唔講清
楚呢，因為未獲授權，唔想影響公
正性；至於佢之前點解要講個機制
唔係「鐵板一塊」呢，就係因為姚

松炎講多咗在先，佢再去幫手「包
底」；咁個「初選備忘錄」嘅條文
點理解呢，其實「可根據」就唔等
於「必須根據」，唔係DQ而係自行
棄選呢，亦都唔喺保險範疇入面
㗎；點解要再傾過呢，就係因為有
啲人，其實即係姚松炎一直都冇參
加過機制嘅制定，所以作為一個勝
出者想傾吓邊個喺自己出事係繼
任，係好合情合理嘅；咁到底家
係點呢，就係等Plan C袁方面自己
諗清楚要唔要出選囉，總之「民
動」支持遞補機制㗎。

稱是誤會 完全唔上身
雖然真係講到完全唔上身，令人

幾乎唔記得「民動」係主辦機構，
但反對派陣營家根本就係集體搵
緊替死鬼，「Fai Ho」就即刻留
言，話趙家賢個「不是鐵板一塊」
論，令朱凱廸誤會咗可以改合約
喎，「建議你考慮少啲講啲冇乜用
嘅說話。」「Tin Fong Chak」就反
擊話︰「朱凱廸錯，就唔好怪『民
動』啦，家啲朱粉咁㗎原來？」
「Endrew Cheung E」就頂唔順趙

家賢嘅語言藝術話︰「1.『不是鐵板
一塊』，都可以俾（畀）你講成『會
緊遵備忘錄』，中文真係好。2. 如果
『可根據』等於不一定跟足，咁不如
寫『可不根據』啦。」「Eric
Chang」就鬧班人隨便演繹條文︰
「『泛民』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搞個
民主選舉搞到變咗假民主選舉。你地
（哋）當選民是什麼呀？」
芸芸留言之中，被迫走嘅老馮原

來都有留言，仲要係食晒花生嘅哈
哈 笑 公 仔  。 「Siu Kit Alex
Kwok」就問︰「基哥為什麼要大
笑？」老馮自己都唔係第一次用錯
賬號出文，今次佢用咗全天下人都
會用嘅藉口︰「有人盜（盜）用我
的戶口出了两（兩）個大笑臉，不
好意思！Sorry。」
個個都卸責忽然支持遞補機制，

「Chung Ping Willis Choi」就喺老
馮個facebook度留言話︰「原來一場
誤會，全部人都好支持『初選』機
制，包括遞補安排，咁基哥絕對應
該收回成命，繼續守護『初選』機
制，守護姚松炎，守護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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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鬧個所謂「初選」鬧到口
臭，咁不如睇下數據啦。「經濟
通×晴報」前日就聯合舉辦咗網
上投票，問大家「民協馮檢基宣
佈棄做『泛民』九龍西補選後
備，令『初選』機制失去公信
力，你認同嗎？」截至噚晚10

點40分，有740人投票，當中76%都
認為「初選」冇公信力，得18%人唔
認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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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初選」無公信力

■「經濟通X晴報」聯合舉辦網上投
票。 網上截圖

話說「民主動力」轉身就將「初選」個
遞補機制嘅炸彈傳咗畀民主黨同Plan C袁
（袁海文），等佢哋自己諗清楚要唔要出

選。民主黨噚日就回應，中委會今晚會開會做決定，但有民主
黨中人就認為，Plan C袁嘅政治魅力同能力等，都唔係立法會
議員嘅人選喎，再加上佢哋未「洗底」，班「本土派」等人對
佢哋好大「敵意」，可能都會起反效果咁話，驚最終會累街
坊。咦，咁咪真係變「玩袁」？唔怪得之「民動」之前要開會
討論埋Plan D啦，應該冇陰謀嘅，除非唔係。

放風冀助袁軟着陸
雖然民主黨中人放晒風希望幫Plan C袁軟着陸咁，但一日
未走，一日都仲有迫害。連日批評反對派想改遞補機制嘅民主
黨羅健熙，前日就喺facebook出文話有人想郁佢，想演繹成佢
有私心咁話，「『初選』完第一日我已經支持跟機制，由阿基
做Plan B，你班友唔跟、逼走阿基轉頭仲私下講係我私心想推
袁海文上去？警告又警告過，你地（哋）係都要咁做，調返轉
頭話係我私心都得？驚我啲私心，你唔逼走阿基咪冇事囉。」
咁民主黨同Plan C袁到底應該何去何從呢？「Siegfried

Lee」就留言話︰「袁海文千祈唔好出聲話唔選住，等『自決
派』出手話個機制已失效DQ埋佢，再捧曾健超或其他友好出
黎（嚟），咁就路人皆見（不過死忠就仍然會扮唔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袁海文未「洗底」鴿黨唔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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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右)與蘇意霞。
fb截圖

獲建制派力挺出戰立法
會新界東補選的鄧家彪連
日爭取支持，昨日就在其
選舉代理人、民建聯沙田
區議員李世榮陪同下，於
馬鞍山街頭派發單張，並
與街坊交流。
已報名出選新界東補選

者還有陳玉娥、范國威、
陳國強及方國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政界對於「自決派」
朱凱廸推倒反對派所謂
的「初選」機制，迫走
民協老馮（馮檢基）都
看在眼內，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梁志祥昨日就在
facebook貼出一幅類似
「九龍皇帝」的書法，
揶揄朱凱廸霸道謂︰
「古有九龍皇帝，今有
八鄉朱帝取而代之，口講民主，實際獨裁。」他更加上一
堆抵死hashtag（標籤）寫道「以為自己返左（咗）明
朝」、「無朱（豬）一般既（嘅）隊友」、「我地（哋）
好團結」、「破壞制度公義」、「輸打贏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圖︰梁志祥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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