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彪下鄉造勢 籲票懲反對派
逾200政鄉代表挺重返議會 以選票向拉布禍港說不

以「跨越

．共享」為

競選主題的

新界東補選

候選人鄧家

彪，昨日就跨越城鄉，深入大埔及沙田多

條鄉村，了解鄉情及爭取支持，並獲多位

鄉事及政界領袖力撐，大讚他愛國、愛

港、愛鄉，為鄉民及新市鎮居民同樣做了

很多事。鄧家彪強調，如果市民厭倦政治

爭拗令香港停滯不前、失去解決問題的能

力，就應透過選票發聲，向反對派高呼

「受夠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真正為港為鄉做實事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鄧家彪年輕有為、有幹勁，
熱愛國家、香港及鄉郊，也有議會經驗，要支持
他重返議會為香港做事。

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新東補選有6個候選人，只
有鄧家彪才可代表我們，他年輕有為、夠正氣，
一直在新界服務大家，成績有目共睹，新東9個鄉
事委員會一致支持他。

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我與鄧家彪共事多年，他
以民為本的精神無出其右，希望新東鄉民上下一
心，支持他高票當選。

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鄧家彪為新界真的做了
很多事，如有份爭取九巴推出月票，減低居民車
費負擔，如果想他做更多，就要送他重返議會。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如果選民想選出「搞搞
震」者，有5個慢慢揀，否則就必須投鄧家彪，意
義除了是送多一分建設力量進入議會，也令議會
少一個人「搞搞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有些人以為修改議事
規則就一勞永逸，其實不然，反對派依舊拉布，
只是用一些故作和平、理性的方法，每項撥款沒
有花上數個小時也通過不了，所以需要支持鄧家
彪，不能讓議會有多一個反對派。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議會欠缺鄧家彪這個人才、
這把理性聲音，希望他為年輕、專業人士發聲。

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莫錦貴：鄧家彪的工作深入
鄉郊，不少偏遠鄉村的食水供應及無障礙設施都
是由他爭取，應要支持一個愛護鄉郊的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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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投票有禮收 阿舜遭砌生豬肉
為咗選舉，反

對派抹黑可以去
到幾盡？出選立

法會九龍西補選的民建聯鄭泳舜，昨
日在facebook發帖澄清，指有人向其
朋友發信息，聲稱投鄭泳舜一票可以
獲贈「開心果及其他禮物」。他強調
支持他的選民並沒有開心果等禮物，
只有免費的笑容，對被「砌生豬肉」
大感困惑。不少網民就批評其對手抹
黑。而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發佈有關候選人具誤導
性的陳述，最高可被判監3年。

神秘短信叫人今日投票
鄭泳舜昨日在facebook張貼了一幅
對話截圖，指該圖來自一名住在美孚
的朋友，對話內容是一名不明人士呼

籲「明天」（今日）要投票支持鄭泳
舜，並聲稱拿身份證登記「有兩包開
心果及其他禮物送」。他坦言對此感
到困惑，並立刻澄清：「立法會九龍
西補選的投票日是3月11日，明天係
無票投的，明天係無票投的，明天係
無票投的（重要事情要講3次）。」
他強調，投他一票的市民不單不會

獲派發開心果，「花生、杏仁、合桃
都無的」，說「如果你係（喺）街見
到我和我的義工隊，我們可以給你的
是我的政綱、政績和免費的笑容。」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任何人提供食物以誘使或酬謝
他人，在選舉中投票或不投票予某候
選人即屬違法。曾三度參選區議會的
鄭泳舜又怎會作出該等行為呢？對於
這些不君子行為，他無奈指「生豬肉

唔係咁砌的」。
鄭泳舜在facebook公開事件後，不

少人亦大感驚訝，紛紛表示關注。立
法會議員陸頌雄留言撐鄭泳舜：
「Vincent 零死角有（又）冇黑材
料，再加上靚仔無敵，對手只好砌生
豬肉。」
有人就直指鄭泳舜的對手用此卑污

手段，實在可恥。「Paul Lau 」批
評：「呢D（啲）係『犯（泛）民』
一貫技倆，無中生有，屈得就屈！」
「William So 」直言：「『泛民』
陣營怕輸，不斷發抹黑，不斷為阿舜
做出不利好消息，但最後都係真金不
怕洪爐火。」

「遭抹黑反證有實力」
有網民也安慰鄭泳舜，指有「分

量」的人才會被「砌」。「Paul
Chung」說：「 清者自清濁者自
濁，不招人妒才是庸才」；而「欣
諾」就笑言：「係名牌貨先至有價值
被人假冒的，證明Vincent 必屬正
貨！好事嚟㗎！」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任何人不可為促使或阻礙某候
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而發佈關於
該候選人且屬虛假達關鍵程度或具誤
導性達關鍵程度的事實陳述，即屬在
選舉中作出非法行為及犯罪。如循
簡易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0,000元及監禁1年；如循公訴程序
審訊，一經定罪，則可處罰款
200,000元及監禁3年。
九龍西補選候選人還有姚松炎及蔡

東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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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彪昨日早上先到多條大埔鄉村，除了聆聽
村民需要，當然也爭取他們支持，而他在大

埔頭水圍視察時，就獲新界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
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
芸、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新社聯理事長陳勇及「實
政圓桌」召集人田北辰等到場力撐，沿途更有一班
青年朋友與他同行。
到了下午，他就轉戰沙田，先在沙田鄉事委員會

造勢凝聚士氣，鄉議局正副主席劉業強、張學明、
林偉強，譚耀宗，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沙田鄉事委員會
主席莫錦貴，前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及當區多名
村長、村代表等為他打氣，共200多人高喊「支持
鄧家彪重返議會」等口號，以振聲威。
鄧家彪表示，自己當日在旁邊的沙田政府合署報

名參選前，同樣也是在這裡造勢，同樣陽光充足、
士氣如虹，是為香港爭氣的好兆頭。

政爭不斷社會代價沉重
他慨嘆過去幾年香港出現嚴重政治爭拗，社會付

出沉重代價，除了經濟及產業發展受拖延外，單是
家嘈屋閉、社會撕裂已令大家痛心不已，其中大學
校園發生了很多事，大家都憂慮年輕人甚至整個社
會失去凝聚共識、解決問題的能力，甚至連溝通對
話都做不到。
他認為，歸根究底是劣質議會文化已渲染至社會
每個角落，自己過去在議會一直目睹這變化，「不
單有班人喺度搞事、癱瘓，更加將佢哋癱瘓議會變
成癱瘓社會嘅風氣蔓延，立法會好難再凝聚共識，
淨係講立場。」

跨越矛盾紛爭轉化為現實
鄧家彪強調，香港要發展、要解決問題，最終都

是要透過議會實事求是、制訂政策，大家都希望香
港擺脫困局，立法會可以重新成為以事論事、凝聚
共識的地方，故大家的選票十分重要，不單可將一
個做事的人送進議會，更重要是扭轉惡劣氣氛，告
訴反對派市民已經受夠拉布，呼籲支持者在反對派
拉布時，他們就要拉票，將「跨越矛盾紛爭，共享
發展成果」的主張轉化為現實。
對於有何招數扭轉建制派在新界東的劣勢，鄧家

彪認為要做好建制派內部的團結工作，而目前他們
在新界東4區都是空前團結，此外也要向市民傳達
不要香港亂、要擺脫困局的信息，要相信市民的智
慧，強調這是建制派最接近勝利的一次補選。
他之後與劉業強、莫錦貴等人一起造訪銅鑼灣

村、大圍村、上徑口村等村落，與村民拜早年並拉
票。其中在大圍村，他請村民說出含有其競選號碼
「4」字的祝賀語，在他說了「四季平安」、「四
海昇平」拋磚引玉後，有村民就大喊「4號必
勝」。
新界東補選候選人還有范國威、黃成智、方國

珊、陳玉娥及趙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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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政客被
批 評 表 裡 不
一，在鏡頭前

笑臉迎人，鏡頭後就「黑面
神」，不過出選立法會新界東補
選的鄧家彪（阿彪）一定不是該
類人。事因近日網上流傳一段閉
路電視片段，拍攝到阿彪在狹窄
的升降機內，仗義協助收賣紙皮
的婆婆，就連本來對阿彪沒有好
感的上載者都刮目相看。片段獲
不少網民「畀Like」，大讚阿彪
是「暖男」，阿彪昨日回應則謙
稱：「真係舉手之勞。」
有市民前日在YouTube發佈一

條近一分鐘短片，題目為「本來
唔係好鍾意鄧家彪，不過見到
CCTV（閉路電視）後，都覺得
佢係一個好人」。上載者並交代
了片段的由來，指自己當日下班
後，看到一個疑似鄧家彪的人進
入另一部升降機， 「我即睇下
（吓）CCTV（閉路電視），見
到（入）面有好多紙皮，我好想
睇呢條友會有咩反應」，其後的
發展令他感到意外：「估唔到佢
會主動幫阿婆執紙皮。」

CCTV拍過程擺上網
短片的畫質不太清晰，但仍可

見升降機內除了有身穿
西裝的阿彪，還有一位
婆婆、一名年輕人及大
量紙皮。婆婆一度離開
升降機，相信是正收集
各樓層的紙皮，阿彪隨
即「左望望、右幫
幫」。雖然短片沒有聲
音，但看到阿彪主動向
升降機外的婆婆伸出援

手，並幫忙把紙皮箱放在身旁已
堆疊起的紙皮上。身旁的年輕人
亦有加以協助，其後3人成功和
紙皮一起擠進升降機內。
畫面中，阿彪一手扶着紙皮避

免倒塌，並開始和婆婆傾談起
來。短片的尾聲顯示，升降機似
乎到達底層，阿彪又再幫忙搬出
紙皮，名副其實的「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短片在網上流傳開後，不少網

民均大讚阿彪是「暖男」，自動
幫助婆婆是一件「好人好事」。
網民「Tsz Ching Chan 」留言
指：「真心感覺到你鄧家彪是貼
地的，請繼續堅持你的理念」，
「Fat Pang 」就說在新東補選候
選人當中，「只有鄧家彪一人才
是真正幫香港市民做事。」
事件主角的鄧家彪昨日亦在

facebook回應，指事件只是「舉
手之勞」，又提到該位收賣紙皮
的婆婆，指她為人「好健康，好
正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不少家長為生計日夜工
作，缺乏與孩子共聚天倫的時
間，近日小學及幼稚園提早放
年假，更令在職家長手忙腳
亂。出戰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
鄧家彪，在政綱中提出有關紓
解家庭壓力的具體建議，包括
擴大現有課餘託管服務計劃、
將「勞工假期」統一為17日
等。
鄧家彪宣佈參選後提出其政

綱的八大主張，包括「紓解家
庭壓力共建關愛社會」。他昨

日在facebook進一步介紹其建
議，包括要求將「勞工假期」
與「公眾假期」統一為17日，
讓全港僱員享有公平的休息時
間，還有延長現有10周有薪產
假至14周，及將產假薪酬增加
至全薪。
他並提出應該擴大現有課餘

託管服務計劃，除了增加豁免
名額，亦應該將申領津貼的門
檻降低，並建議小學成立駐校
社工隊，和檢視現有各項有時
限的社會福利計劃轉為常規
化。

幫婆婆執紙皮 網民畀Like讚暖男

倡擴託管「加假」助在職家長

■鄭泳舜
對被「砌生
豬肉」感到
無奈。

fb截圖

■鄧家彪的政綱包括「紓解家庭壓力
共建關愛社會」。 鄧家彪fb圖片

■阿彪幫助婆婆的過程被閉路電視拍下。
YouTube視頻截圖

■鄧家彪與助選團昨到鄉郊舉行造鄧家彪與助選團昨到鄉郊舉行造
勢大會勢大會。。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鄧家彪向村民拜早年並拉鄧家彪向村民拜早年並拉
票票。。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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