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媽咪之力」修補社會撕裂
「家珮媽媽」展親和力 剛柔並重為下代建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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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補選唯一女性候選人，新民黨的陳

家珮認為，女代議士的角色在現今撕

裂、僵化的社會中尤其重要，可以

「剛柔並重」地面對和解決問題：在

面對大是大非時，可以展現與生俱來

的「母親力量」；在社會需要溝通交

流的時候，可以以親和力這先天優

勢，聆聽彼此的想法、加強溝通。身

為母親，她希望推動家庭友善政策、

加強對家庭主婦的支援等，爭取婦女

權益。更重要的是，她希望為下一代

建構更好的未來，讓他們在香港愉快

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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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
史上最年輕上
論 壇 的 人 是

誰？可能是陳家珮的14個月大的
兒子杰杰。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昨
日藉三八婦女節的特別日子，舉
辦婦女議政交流會，讓各區候選
人與逾百名各界婦女交流。身為
母親的陳家珮，也借此機會把握
時間和兒子共聚，帶着囝囝參加
交流會，讓他「見見大場面」。
杰杰也相當聰明，在媽媽自我介
紹時，就自覺地舉起4隻手指，
似為4號的陳家珮打氣，引來哄
堂大笑。
陳家珮昨日在論壇後在 face-

book發帖出相，讓大家也看看兒
子在論壇上的乖巧表現，「可能
平日落區有功，囝囝被大家包圍
也不害羞，就乖乖地和我一起坐
在講台上，還和我一起接受訪問
呢。到交流會完成後，我們甫上
車，他就睡著（着）了，不得不

讚他非常配合！」

唔Like蟲炎 聽見即扭計
杰杰另一個「神配合」，就是

每當九龍西補選候選人姚松炎
（蟲炎）發言時，他都突然扭
計，被問及兒子是否不喜歡姚松
炎，陳家珮笑言︰「要問佢先知
啦。」
在昨日論壇上，陳家珮感謝香

港婦女中心協會舉辦這個活動，
讓她可以親身聆聽不同婦女日常
面對的困難，例如全職主婦及照
顧者的壓力、性侵及家暴問題、
離婚婦女如何追討贍養費、社區
保母缺乏津貼及保障、託兒服務
嚴重不足、單親媽媽的住屋問題
及餵哺母乳設施不足等。
她說︰「問題很多，但政府支

援很少，資源分配上亦不理想。
若我當選立法會議員，必定更積
極為婦女爭取我們應有的權
益！」

陳家珮並建議特區政府投放資
源改善老人及託兒院舍服務等不
足，減輕照顧者的壓力，及實施
強制性向施暴者作輔導，令家暴
情況得以改善，又不忘為各位媽
媽爭取道︰「政府可帶頭於政府
大樓增設哺乳室等等設施，令媽
媽們能夠方便為囝囡哺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近年，香港社會亂象頻
生，別有用心者企圖用各種手
段，包括在議會拉布，目無法
紀衝擊執法人員，甚至鼓吹破
壞擾亂社會秩序、分裂國家
等，令香港各方面發展停滯不
前，陷入無休止的爭拗中。香
港海關人員總會昨日向會員發
信，呼籲已登記為選民的會員
和家屬親友履行公民責任及權
利，在「3．11」立法會補選
中，全家總動員踴躍投票，選
出為香港辦實事的議員。
關總在信中指出，該會全力

支持真誠為香港市民；為勞
工、為香港謀福祉，實事求

是、堅决擁護基本法，支持「一國兩
制」為香港辦實事的愛國愛港人士選
進立法會。他們長期扎根地區關注民
生，堅持不懈以真誠踏實、有承擔的
工作作風，促進地區和諧作出貢獻，
有目共睹。
該會強調，今次補選是理性與激進

的對決，是建設與破壞陣營的比拚，
希望會員為香港美好的明天、創建和
諧社會而作出選擇，投票把辦實事的
愛國愛港人士送入議會。

1歲乖仔舉4指 幫4號媽媽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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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珮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解
釋女性在政壇如何利用剛柔並重的特

性，解決具爭議性的問題。她指出，所謂
「剛」，是面對大是大非的議題時，女性可以
展現與生俱來的「母親力量」，展現強硬的一
面。

「女性唔好蝦 特別係阿媽」
在議會，她堅決反對拉布，冀議會運作重回
正軌；在「港獨」、「自決」的歪風渲染下，
她堅守「一國兩制」，堅定不移：「女性唔好
蝦㗎……特別係生兒育女後，每一個媽媽都會
盡力保護屋企人和小朋友。」
說到「柔」，陳家珮解釋女性的先天優勢是
親和力。因此，當社會需要溝通交流的時候，
男性或許要顧及面子，騎虎難下，而女性則較
容易放下身段，不會「擺架子」，可以軟性地
和對方溝通，聆聽彼此的想法。

爭政府支援釋女性勞動力
她坦言，現代化社會注重男女平等，香港立
法會的男女比例卻不太「平等」：70名議員中
只有12名女性。事實上，所有政策亦和婦女
息息相關，女性審議時可以從婦女的角度出
發，為婦女爭取權益。因此，她代表女性出
選，希望可以喚醒社會上不同階層的女性：
「我們需要更多女性進入議會。」
談到婦女權益，陳家珮指出，不少婦女為家
庭放棄事業，成為家庭主婦後「7天24小時
on call」。由於僅依賴丈夫的收入，家庭的財
政緊張，「小數都怕長計」，希望特區政府想
辦法增加相關支援。
她並承諾會為推動家庭友善政策而努力，例
如香港有8萬多名0歲至3歲的幼兒，惟幼兒
的託兒名額只有700多個，令婦女難以身兼工
作，「呢啲真正關乎到我們生活。」
「女性從政絕不輕鬆。」陳家珮笑着道，

不單要「日曬雨淋」，更要面對不同意見者
的批評，「臉皮一定要夠厚。」即使社會已
進步，仍有不少人在網絡上「口出狂言」，
利用其名字開玩笑。她回應時說，此類言論
實屬「低俗、帶歧視成分」，並強調大家即
使抱持不同的信念，也有必要互相尊重。
「社會中有不同意見是必然，亦是一件好

事。因為可以集思廣益，社會才會進步。」
對於這類「玩笑」，她沒有放在心中，不以
為然地說：「聽前輩講以前仲衰啲呀，仲激
進。」

基建有排搞 為未來而做
身為媽媽的陳家珮坦言，只得14個月大的
兒子亦是其參選的其中一個動力，因為立法會
目前審議的議案，很多是關於策劃未來，例如
基建工程：「起樓、填海閒閒地都8年、9
年，我們現在做的所有事，都唔係現在即時享
有到，而是為了10年後、20年後、30年後，
香港會變成點。」
陳家珮提到，「師父」葉劉淑儀常將一句話
掛在口邊：「第日做到，我都無機會睇到㗎
啦。」她特別敬佩葉太擁有堅定信念，深信對
香港好的事一定要做，即使自己無法享用，香
港人他日亦可以享用，「很多時候，（我們）
是為了未來，現在不做的話，很多事亦沒有之
後了。」
陳家珮的願景很簡單，就是希望香港發展繼
續繁榮穩定，社區富有人情味，年輕人品德兼
備，市民生活質素提升：「聽落好簡單、好卑
微的要求，其實要實行好難。」這一切一切，
全為了讓下一代可以在「開心一點」的社會長
大，而這也是每一位母親的願景。
同區其他候選人包括伍廸希、任亮憲、區諾
軒。

「捍衛法治，回歸理性」是陳家珮的
參選口號。她形容，是次補選是理性及
激進的對決，其對手一直刻意遮掩政治
理念，實際上欠缺同理心，不具備從政
者的條件。目前，她選情嚴峻，已亮起
「告急」的訊號。香港需要發展，走出
不斷內耗的困局，市民就要「爭氣」，

投票支持理性務實的候選人，她呼籲厭倦社
會分裂氣氛的沉默大多數，投下關鍵一票。
立法會補選快將舉行，陳家珮昨日連走多

場拉票活動及論壇，不分日夜爭取市民的支
持。她形容自己選情嚴峻，估計票數會輕微
落後，故已向支持者傳達告急的訊息，希望
動員更多人士投票。她特別希望沉默大多數
出來投票，「為香港發展作出關鍵的一
步。」

批區諾軒「隱獨」自小涼薄
她指出，香港目前需要的是「團結、爭
氣」，聚焦於發展經濟，「激進爭取會有反
效果，理性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從政者
理應擁有堅定的政治理念，政治立場要鮮
明，她強調自己堅守「一國兩制」，擁護香
港基本法，包括「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
部分」，並批評其主要對手區諾軒的政治理
念搖擺不定，在「自決」及「港獨」方面立
場含糊，一直遮遮掩掩。
陳家珮並認為，從政者應有同理心，惟區
諾軒中學時已叫校長「收皮」，大學更送鐘（終）
予時任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好涼薄的行
為，中國人一聽就知咩事啦。」身為教育工作
者，區諾軒應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懂
得尊師重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選情告急 盼沉默大多數支持

昨日是三八婦女節，身為立法
會港島區補選唯一的女性候選
人，新民黨陳家珮昨日特意在
facebook上載短片，由來自不同
背景的女性為大家加油。陳家珮
坦言，自己結婚生子後，感覺到
自己責任更大，在為家庭、為兒
子的同時，她更想進入立法會，

為婦女爭取權益，為婦女發聲。

女區員校長「欄后」拍片撐
短片雲集了不同範疇的偉大女性，

包括街坊冼太、翠姐，也有灣仔區議
會副主席周潔冰，灣仔區議員鍾嘉

敏、李均頤、伍婉婷，離島區議員傅
曉琳，南區區議員張錫容、陳李佩
英，退休小學校長馬月霞，沙田區議
員陳敏娟、林松茵，曾是田徑「欄
后」的郭靜然，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
劉聖雪。
她們在片中各自道出婦女的期望，如

希望特區政府推出更多家庭友善政策、
增加託兒服務，支援少數族裔婦女、幫
助曾受家暴婦女重拾自信、反對性暴力
或性騷擾等，並同時向所有女性致敬。
陳家珮則表示，現代女性要工作，

同時要照顧家庭、子女，面對的壓力
不容小覷。自己作為唯一女候選人，

「代表女性出選，更感責無旁貸，務
必為爭取婦女權益、推動家庭友善政
策而努力，希望政府及僱主能更體諒
在職女性的困難，包括提供更多社區
託兒名額，容許女性以彈性上班時間
工作等等。」
她最後表示︰「今（昨）天婦女節，

不論妳是已婚或未婚，不論妳是家庭
主婦抑或職場女性，讓我們振臂一
呼，為自己加油！」
另外，港區北京市政協委員、信和

集團副主席黃永光及一幫老友記，昨
日也齊齊為陳家珮加油，並祝她節日
快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補選唯一女將 為婦女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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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珮昨落區拉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黃永光及一班老友記昨日齊齊為陳家珮加油，並祝她節日快樂。

2014年，新民黨「初哥」陳家珮，擊敗時任立法會
議員單仲偕，勝出南區區議會海怡西區的補選。至今，
家珮扎根地區快踏入第五個年頭，獲得街坊的信任。周
太是其中一位街坊，也是陳家珮義工團隊的一員。她讚
揚家珮多次在她需要時伸出援手，如同「人間溫暖」，
遂決定支持對方進入立法會，更上一層樓，為更多有需
要的人服務。
居住在海怡半島逾20年的周太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在2014年該區選舉期間，她看到年輕踏實的陳
家珮在區內宣傳，已默默留下了印象。
後來，周太有一次接獲電話，指其丈夫獨自在商場內暈
倒，她感十分無助，故向家珮求援。她憶起，家珮二話不說
答應幫忙，並聯絡商場的管理公司，取得閉路電視錄影片
段，證實丈夫並非遇襲，令她放下心頭大石。
「我真係萬分感激佢！」周太說，家珮不單救急扶危，為

民請命，更像是「人間溫暖」，積極服務市民。其後，自己
因私人問題需要上法庭，家珮亦提供了協助，令她十分感
動。
她相信，家珮能勝任立法會議員一職，服務廣大群眾，向

更多人伸出援手，特別是議會「嘈嘈閉」，浪費納稅人的金
錢，希望做實事的人進入議會，讓社會回復安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街坊多次獲援手
盼「暖女」惠更多人

■陳家珮希望推動家庭友善政策、加強對家庭主婦的支援等，爭取婦女權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家珮囝囝陪同出席選舉論壇，
乖乖坐着聽媽媽發言。

陳家珮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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