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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投做實事者一票
麥小姐：植潔鈴是個做實事的女孩，她真
心幫到社區內的街坊。除了喜歡與年輕小
朋友們玩在一起，她也經常和一些年齡較
大的街坊聊天，問他們生活上的困難，有
沒有什麼事情能夠幫到手。即使她在上一
次選舉中未能當選，但她還是繼續在區內
幫手，實在有心，所以今天選舉我一定會
出來投她一票。

小朋友眼中好姐姐
伍小女孩：植潔鈴姐姐十分和睦親切，尤其
對住小朋友就更加友善，例如她就曾經有與
我一起玩過。所以她在這次選舉中，我與我
兩個妹妹都有落力為植潔鈴姐姐拉票呀，我
們大家都希望她能夠當選。

熱心服務關愛老人
麥先生：我最早認識到植潔鈴是因為參加過
她媽媽舉辦的旅行團，在她小時候就已經見

過她了。她與她媽媽一樣，都熱心為區內服
務，幫助我們這些街坊，又特別關心老人
家。最近天氣都較為「焗」，希望植潔鈴擺
街站時都不要「焗親」。

幫到街坊不二之選
傅女士：我一定全力支持植潔鈴！相比起其
他候選人，我覺得她給予大家的形象更加親
切有心又善良，而且都用心幫助市民，是我
的不二之選。

常辦活動小童受益
鄭小姐：雖然我不太認識政治，但從植潔鈴平

時所做的地區工作中，都能夠看出她對我們區
的真誠。我自己也是一名家長，留意到植潔鈴
也經常為小朋友舉辦一些活動，例如之前就有
開辦過做小手工的工作坊，真是有心！
陳女士：我一直都有為植潔鈴宣傳，心地善

良人又美。我聽到別人抹黑植潔鈴，我聽到
就替她感到不值，馬上會反駁對方，明明這
個女孩真心幫街坊。植潔鈴聽到這些謠言亦
不要感到「勞氣」，繼續用心幫街坊就可以
了。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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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笑說自己
「嫁」了給社
區的植潔鈴，

猶如是街坊們的「半個女」。小西灣
邨人口老化明顯，邨內坐着不少長者
乘涼聊天，潔鈴昨日走到邨內每一處
都極受歡迎：有婆婆緊握她的手，和
她咬耳仔；有伯伯向她高舉拇指，祝
福她順利當選。潔鈴昨日坦言，自己
在是次選舉中，感受最深的是街坊的
情，更難忘他們在聽到一些針對她的
不實言論後，激動地為她抱不平，令
她深受感動。有街坊的支持，植潔鈴
勇於面對謠言抹黑，並相信選民的眼
睛是雪亮的。

街坊煲花旗參 為潔鈴補身
「很多朋友都說『做區』很辛苦，
但我從來不覺得辛苦。」植潔鈴向香
港文匯報說，街坊的支持或是她堅持
的「良藥」：不少街坊看到她日夜擺
設街站時，樣子顯得「殘」和疲憊，
就不約而同地煲了花旗參湯，讓她補
一補，結果一天內共收到3壺，令她
既覺得好笑又感覺窩心。
她笑說，不少街坊甚至比自己更擔心

選舉結果，在得知她的選情緊張後，就
顯得非常緊張，主動呼籲自己的鄰居支
持她，更會向她報告自己的「拉票」情
況，這些都令她非常感動。
臨近選舉，社區內抹黑謠言滿天

飛，潔鈴直言街坊對此都表現得十分
激動，紛紛為她抱不平。有人大罵：
「有沒有搞錯呀！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傳言？如果他們所說的是真相，我們
也會收到所謂的利益啦！」潔鈴只好
逐一安撫他們，希望他們理解選舉中
出現抹黑是無可避免的，必須要保持
克制。

比拚政綱政績 不打抹黑戰
她強調，不希望掉進對手的圈套，更不希望因此

而破壞社區的和諧：「我的初衷是維持和諧安寧的
社區，和他們『嘈』並不是我樂見的。我會做好自
己，清者自清，相信大家眼睛是雪亮的。」
她昨日還在facebook上載短片訴心聲：「一如所

料，總會有人在臨近投票時發佈，『影射抹黑』的宣
傳，企圖混淆視聽。對於這些毫無根據的誣衊和抹
黑，我不退縮，也不畏懼，因為我參選的初衷，是服
務社區，是比政綱、比政績；我致力捍衛的，是合
法、公平、公正的選舉。」■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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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區議會佳曉選區補選今日
舉行。民建聯候選人植潔鈴昨日
獲得其「偶像」、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拍片力撐。她大讚潔鈴
在本區成長，為本區服務，在
建設社區、建設香港上有心、
有承擔，希望大家在投票日集

中票源，一起支持3號。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昨日亦落區為她拉票。大讚她
年輕、能幹、做實事，希望大家在投
票日一起支持3號。

李慧琼：讓有承擔者當選
植潔鈴昨日在fb發佈短片，表示

「今次十分感謝Starry（李慧琼）
對我嘅支持同鼓勵。」她說，李慧
琼一直以年輕專業姿態在政壇周
旋，又能兼顧妻子母親角色，是她
的偶像之一。
李慧琼在片中說，潔鈴在本區成

長，為本區服務，在建設社區、建
設香港上有心、有承擔，並懇請各

位街坊記住在補選日集中票源，一
起支持3號，給予機會潔鈴，讓她
能夠進入議會，代表大家。

植潔鈴昨日在小西灣商場一帶擺街
站宣傳，吳秋北就現身街站，為她嗌
咪拉票，呼籲各位街坊集中票源全投
3號。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大
讚潔鈴有心有力、做事有擔當、有能
力，也是一個做實事的人。

吳秋北：服務熱誠最重要
吳秋北說，知道潔鈴從小已經在

地區服務處幫忙，而一份對社區的
熱誠，對地區工作者尤其重要。既
然潔鈴有志向在議會中發揮更大的
作用，自己應該全力支持。

他指出，民建聯與工聯會在這次補
選中百分百支持潔鈴，反映出潔鈴就
是個有心有力有擔當的人，而市民的
選擇十分重要：「讓一個真正為社區
着想的人進入議會，為社區發聲，以
及監督政府不斷改善社區設施，才能

夠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吳秋北分析，目前選情雖然嚴

峻，但只要潔鈴繼續用最大誠意、
一定的信心與決心感動街坊，街坊
也會以熱情回報，並形容潔鈴是一
位真正適合的候選人，希望各位街
坊能夠在投票日一起支持3號。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胡俊斯

植潔鈴曾任民建聯前立法會
議員鍾樹根的議員助理。其
後，鍾樹根選擇了另一條路，

她就轉任民建聯港島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張
國鈞的助理，獲益良多。對於有傳媒以兩人「師徒
情不再」炒作，她坦言感恩鍾樹根當初帶她入行，
令她在民建聯中學習和成長：「如果沒有他叫我擔
任他的助理，我可能也不會走上這條路。如果沒有
他，亦沒有今天的我。」
在是次補選中，植潔鈴獲得建制跨黨派支持，很

多前輩抽空指導及幫忙，除了民建聯主席及各立法
會議員、區議員外，還包括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等。
她形容建制派是一個大家庭，力量非常強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在選舉期間，植潔鈴對家人
一直以來的相伴，以至專程到
街站為她助選都感到十分感
動。植潔鈴的姊姊植潔雯與妹
妹植潔瑩均坦言，自己未必能

在社區工作上幫忙，但至少要在選
舉時用實際行動支持潔鈴。

姊姊落區助選：實際行動撐潔鈴
植潔鈴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姊妹倆主動開口為她站台
助選。她深深明白自己身邊的人並
不是公眾人物，所以即使有心想
幫，但還是對宣傳工作有點不習
慣。不過，姊妹眼見自己在選舉的
過程中感到辛苦，竟然義不容辭提
出為潔鈴落區助選。
她笑說，自己在擺街站時有姊妹

相伴，能夠讓她感到更自在，「同
家姐阿妹一齊企嘅時候，個感覺係
輕鬆少少嘅，因為我哋三個喺埋一
齊都會講好多無聊嘢，成件事（選
舉）就會冇咁緊張。」
潔鈴坦言，自己家人也會在過程中

承受很多壓力，即使只是自己參與選
舉，並不是他們參選，但網上的言
論、媒體的鏡頭也難免會提到他們，
因此自己十分感謝他們一路以來的支
持與包容，並向家人承諾會在選舉中
盡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而這是她能
對身邊的人的交代。
植潔鈴在昨日擺街站期間，她的

姊姊植潔雯與妹妹植潔瑩均有為她
站台助選，相伴潔鈴身邊。過程
中，姊姊與妹妹始終不是公眾人
物，難免沒有植潔鈴那麼自在，從
表現中能夠看出些許緊張與尷尬，
如在宣傳時都會有些許不自在的感
覺。雖然如此，她們還是願意為了
潔鈴站出來助選，更顯她們三姊妹
之間的互助與溫情。
姊姊植潔雯希望街坊能看到潔鈴

做的社區工作，在選舉中以實際行
動支持她，並直言很佩服潔鈴這幾
年都全心全力為社區服務。這份工
作已經不再是「朝九晚六」的工
作，就如同是「嫁咗畀社區」，自
問自己也不能做到。

妹妹工餘拉票：幫得幾多得幾多

妹妹植潔瑩則表示，姊妹兩人雖
然都公職在身，但還是盡量在晚上
和假日中抽空為潔鈴助選，希望能
夠「幫得幾多得幾多」。
她坦言自己能夠做的事情實在有

限，實際社區服務只能靠潔鈴一人
面對，所以自己也只能在過程中支
持她。她知道社區工作十分辛苦，
潔鈴往往都要現身處理，但她也相
信潔鈴喜歡與享受處理這些地區工
作。■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胡俊斯

自大學畢業後，植潔鈴開始投入地區工
作，至今已將近5年。2015年，她曾

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加換屆選舉，初出茅
廬就獲得1,514票，成績相當不俗。

爭取商場換自動門 上下邨裝升降機
她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那
是一次「小測」，因為自己當時投身社區的
時間其實不算長，而這次的補選就是自己多
年來深耕社區的一次「考試」。過去一段時
間，她改進自己不足的地方，在不同委員會
中學習，吸收不同的經驗，努力增值自己，
盼望能有一張亮麗的「成績表」。
植潔鈴直言，過去有不少街坊向她求助，
令她更希望可以站高一級平台，擁有更大的
力量在議會內代表市民發聲，亦希望以區議
員的身份，直接與政府部門及官員溝通了
解，為巿民爭取更多。
她的目標是建設更美好社區，倘成功當
選，首要工作是改善社區的規劃配套，便利
區內居民的生活，包括爭取將小西灣商場主
要出入口玻璃門更換為自動門、興建連接
上、下邨升降機等。她希望居民給予她一次
機會，因為自己有目標、理想，能為區內注
入年輕的思維，令社區有改變和進步。
植潔鈴透露，其實居民確實需要的，是一
個能及時伸出援手的區議員：「在突發事件
發生時，他撥打電話可以找到你求助，可以
解答他們問題，已經很足夠。」

居住區內「落一落樓」就可幫街坊
她坦言，接獲的求助個案多是瑣碎的事
情，例如家中出現漏水的情況，居民一時三
刻不知道怎麼辦，就會拿起電話。她對於解
決這些「疑難雜症」樂此不疲，更笑言自己
的優勢是住在本區，即使居民在深夜向她救
助，亦可以立刻「落一落樓幫手」。
她近日在facebook上非常活躍，上載工作
時的點滴，時而水浸期間處理清理渠口，時
而舉辦手作活動，吸引不少人「畀like」。
她笑說，希望透過不同渠道讓市民接觸自
己，社區每天也有很多事情發生，自己亦一
直處理不少工作，但以往不會過於高調宣
揚，只會默默耕耘，但原來市民亦對於她的
工作感興趣，故日後會盡量公開、透明，一
方面讓大眾監督，一方面和大家「開心
share」。
這一場「考試」終於進入最後階段，植潔
鈴坦言現時選情非常危急，因為這次補選競
爭激烈，3名候選人中更有反對派，故自己
不可以鬆懈。她不希望自己的社區被人擾
亂，不希望電視看到的亂象會在社區中發
生，希望維持佳曉的安寧，並深信付出一定
會有收穫，希望所有支持自己的人今日都會
出來投票，讓她繼續為社區服務。
今日佳曉區補選的兩個投票站分別設於香
港柴灣小西灣邨瑞樂樓地下1號至10號香港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會所和香港柴灣
小西灣道15號小西灣綜合大樓地下小西灣
社區會堂，由上午7時30分至晚上10時30
分開放予選民投票。
同區候選人還包括陳真真及李鳳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今

日是東區區議會佳曉選區補選投票

日，居於區內、服務區內，並獲得

建制跨黨派支持的民建聯候選人植

潔鈴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現時選情危急，希望所有支持

自己的人把握機會投票，讓她與大

家一同攜手建設更好的社區，並維

持佳曉區的和諧安寧。她形容，過

去多年的深耕細作今日將迎來「考

試」，她深信付出一定會有收穫，

期盼能有一張亮麗的「成績表」，

令自己可以站高一級平台，以更大

的力量代表市民發聲。

慧琼拍片力撐 秋北街站拉票

姐妹齊心 其利斷金

樹根帶入行 不忘師徒情
��

■吳秋北為植潔鈴拉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姊姊植潔雯（右)、妹妹植潔瑩
(左)為植潔鈴助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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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小姐 伍小女孩 麥先生 傅女士 鄭小姐 陳女士

■■今日是東區區議會佳曉選區補選投票日今日是東區區議會佳曉選區補選投票日，，獲獲
得建制跨黨派支持的民建聯候選人植潔鈴昨日得建制跨黨派支持的民建聯候選人植潔鈴昨日
積極拉票積極拉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植潔鈴關愛長者深獲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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