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社團新聞 中國新聞 台海新聞 國際新聞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外表斯文 十分敢言
周小姐：陳凱欣外

表雖然斯文，但其實
是一個十分敢言的
人，找出問題後一
定會發聲，加上她
之前擔任過「健康

大使」，形象很好，十分適合當立
法會議員人選，希望她日後可繼續宣
揚健康訊息。

熱心幫人 精明實幹
謝小姐：過往在

一些活動上也有見
過陳凱欣，我認為
她是一個十分「貼
地」的政治人物，
對很多社會問題都

有認識，並且會盡力幫助有需要的
人，期望立法會可以有多一名做實
事的議員，為社會帶來更多希望。

關心地區 說到做到
陳先生：我自己本

身也有參與地區工
作，早前颱風「山
竹」襲港後，與陳凱
欣反映過我做義工的
地區情況後，她第二

日便來幫忙清理樹枝，她是一個做實
事的人，所以十分值得支持。

助少數族裔融入社會
張先生：陳凱欣是

對社區十分有心的
人，她過往有為少數
族裔小朋友舉辦活
動，跟他們說故事，
讓他們認識中國歷

史，協助他們融入社會，希望她日後
可以成為立法會議員，幫助香港解決
更多民生問題。

與人為善 用心行動
Cindy：我認識陳

凱 欣 已 經 超 過 10
年，她當時在醫院做
義工，幫助過我的朋
友。她對人很好，是
用心來行動，即使我

的朋友提出無理要求，她也會幫忙並
無條件付出，這是我也未必可做得到
的事。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出席陳凱欣宣佈
參選分享會的食
物及衛生局前局
長高永文，透露
兩人在共事期間
經常因為意見不
同而激烈辯論，
反映陳凱欣為人
富有正義感，並
形容對方的工作

能力高，可與不同黨派人士溝通，相
信可勝任立法會議員的工作。

共事多年常激烈辯論
陳凱欣為高永文出任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時的政治助理。高永文在分享會
上表示，兩人已經相識多年，並憶述
自己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時在醫
院管理局工作，不時被仍然是記者的
陳凱欣鍥而不捨地追問各種尖銳問
題，而對方當年更曾率先報道自己會
離開醫管局的消息。
兩人之後在政府共事5年。高永文透
露，他們在工作期間雖然經常因為意
見不同而進行激烈辯論，但這經歷亦
令他了解到陳凱欣具有強烈正義感，
「她不理對方是誰，不論是否老闆、
立場是支持政府或反對政府，她認為
事情正確便會支持。」

全力幫助有困難市民
高永文表示，陳凱欣不單工作能力

高，在政府工作期間可以協助他跟不
同黨派的立法會議員及地區人士溝
通，亦對工作十分「上心」，在遇到
特別有需要幫助的市民會提供援助，
例如遇到有等候器官移植的病人時，
會在原本職責外要求他多作呼籲，並
用自己方式支持病人。
他透露，自己加入政府時亦經過多

次游說才能成功邀請陳凱欣離開原
本十分穩定的工作崗位，成為其政
治助理，之前從未想過對方會願意
參選立法會，並認為陳凱欣是理想的
立法會議員人選，「(立法會議員)更
加自由，過往作為政府一部分，有些
想說的話未必可以說，她未來想做的
工作，可能比起在政府中工作更為適
合她。」

沒有政黨背景的
陳凱欣，過去在不
同崗位默默服務社

會，其努力及光芒被不少地區工作者
及市民所看見。在昨日她宣佈參選之
時，來自大坑東邨的義工華姐就憶述
在「山竹」襲港後，陳凱欣「落手落
腳」幫手清理街道，證明她是一個做

實事、很有幹勁的人。

身材細細粒 搬起大樹頭
華姐在分享會上坦言，自己是在早前

超級颱風「山竹」襲港後才和陳凱欣相
識的，「當時『山竹』對我們屋邨（大
坑東邨）影響很大，不少大樹均倒塌下
來，我們便發動義工街坊一同清理。」

她說，自己當時與陳凱欣一同「落
手落腳」執樹枝、搬樹頭、清理街
道，看到她不單沒有介意骯髒，力氣
更十分大：「看她細細粒、嬌滴滴，
竟然一個大樹頭也能搬起！」
華姐形容，陳凱欣是一個做實事、

很有幹勁的人，故十分支持她參加是
次立法會補選。她並在分享會上向陳
凱欣送上代表「真心」的心形摺紙，
寓意她服務社區、幫助市民的一顆真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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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文讚：能力強 秉正義 善溝通

陳凱欣宣佈參選陳凱欣宣佈參選
團結破困拚民生團結破困拚民生

擁 躉 心心 語

/4/4
�"��"�

承諾決心 真心 信心服務市民 義工地區人士打氣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提名期正式展開，屬於
反對派的馮檢基及劉小麗昨日前後腳報

名參選。陳凱欣則在九龍城亞皆老街遊樂場舉
行分享會，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好
友 Cindy及義工華姐，即場向陳凱欣送上三顆
「心」，代表陳凱欣參選的「決心」、「真
心」和「信心」，希望她謹守信念、回饋社
會，並分享了他們之間的點滴故事，及支持陳
凱欣參選的理由（見另稿）。

專注改善住房食品安全
陳凱欣首先向市民剖白自己參選的初衷：和
普遍香港人一樣，她在香港出生、長大、讀
書、工作、建立家庭，「基本上過去一段時間
香港最好及最壞時間，我都是在這裡，沒有離
開過。」自己選擇在九龍城宣佈參選，全因那
是她成長的地方。
她強調，自己對香港有一份深厚感情，惟近
年來社會多了對立、分化，互相欠缺了一份包
容及互信，有時候更失去理性，令人感到「窒
息」，「和大家一樣，我真的不想見到自己有
感情的地方變成這樣。」
為此，她希望做一些事情、花一些時間令市
民生活變得更好，而不是爭拗及互相指責，例
如在住屋問題上，如何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
令他們「住得舒服些」；在食物安全上，如何
令市民「吃得安心些」；在學童教育上，如何
令小朋友「讀書可以輕鬆些」。
陳凱欣提到，在考慮如何改變現時不太理想
的環境及局面，以及思考未來工作方向時，過
去的一些工作經驗、人物、個案在腦海中出
現，令她有所反思。她舉例，早前颱風「山
竹」襲港，眼見很多人緊守崗位，努力地為社
會建設，從而感染身邊的人，「只要凝聚這份
力量，便可以突破目前的困局。」

「欣為你，突破界限」
陳凱欣的競選口號為「欣為你，突破界
限。」她坦言，這場選戰將十分艱難，「我對
自己說，一些正確的事、值得做的事和應該做
的事，我不應感到害怕，更應該要行出嚟。」
過去一段時間，她收到來自不同界別、不同階
層，以及不同政治光譜朋友的鼓勵，堅定信念
及參選的決心。
她並向場內支持者承諾，會以一貫勇於求
真、敢於突破的態度，並會以真心、決心及大
家給予的信心，「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
好，打好這場補選的仗！」台下的支持者隨即
高呼：「好！」她又表示，希望可感染到更多
身邊的人，凝聚更大力量，一同「共同突破」
香港目前的情況。
陳凱欣表示，會主力關注教育、房屋等議

題，現階段正努力籌組團隊，並將以眾籌方式
籌募選舉經費，目標為 112.5 萬港元，希望藉
此能以更有效的方式，向市民傳遞選舉理念及
政綱，以爭取選民支持。

立法會九龍西選區補選揭開戰幔，

昨日起開始接受提名。食物及衛生局

前政治助理、曾任職傳媒及慈善機構

的陳凱欣昨晨在地區人士、義工、當

區議員等打氣下，正式宣佈參加九龍

西補選。她表示，不願看到香港充斥

對立及分化，在收到來自不同界別、

不同階層，以及不同政治光譜朋友的

鼓勵後，令她希望可以利用過去的經

驗，與港人一同突破目前的困局，並

承諾自己會以真心、決心及支持者給

予的信心，「打好這場補選的仗！」

（尚有相關新聞刊A2及A12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清理「山竹」廢墟 感動義工

■高永文讚揚陳凱欣
能力強，善溝通。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昨日宣佈參加九龍西補選的陳凱欣接受支持昨日宣佈參加九龍西補選的陳凱欣接受支持
者擁抱者擁抱，，義工華姐手持一顆義工華姐手持一顆「「心心」」站台打氣站台打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陳凱欣昨日在地區人士陳凱欣昨日在地區人士、、義工義工、、當區議員等當區議員等
陪同助威下陪同助威下，，宣佈參加九龍西補選宣佈參加九龍西補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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