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別在沙田愉欣區及廣源區默默為
社區服務16年的「夫妻區議員」姚嘉
俊與陳敏娟，在「黑暴運動」影響
下，雙雙高票落敗，失落服務多年的
議席。二人日前在接受網媒訪問時強
調，「今次輸掉了一次選舉，但我不
會輸掉我服務居民的心！」道出難捨
的街坊情。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姚嘉俊、陳敏
娟夫婦把整個青春都付出予社區。二
人日前接受《港人講地》訪問時說：
「在18歲至40多歲，我們付出了給社
區，今生無悔！」簡單一句心聲，亦
是兩人過去十多年來在社區工作的寫
照。

雙雙高票落敗 嘆「黑暴」礙選情

可惜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姚嘉俊
以3,578票、陳敏娟則以2,914票，雙雙
以高票落敗，失落服務多年的議席。
對於選舉結果，姚嘉俊坦然面對，他
認為每一張投給他們的選票，均是市
民對他們工作的肯定，他亦十分尊重
選民的決定。
不過，「黑暴」的確對今屆選舉有
莫大影響，姚嘉俊坦言，過往選舉比
的是政績，但今屆選舉被修例風波氣
氛掩蓋，令選民選擇的意向或有動
搖，「這是（讓）我比較傷心、失
望。」

黑魔焚毀議辦 嚇窒助選義工
陳敏娟的情況就更嚴重，其議員辦

事處在選舉前夕的11月11日，遭多名
黑衣蒙面暴徒大肆破壞和掟汽油彈縱
火，辦事處大量設施被燒毀，幸好沒
有出現人命傷亡。陳敏娟無奈地表
示，「很多幫手的義工，他們自此亦
不敢出來，有一些不是他們不敢，而

是家人不讓他下來！」
多年來，夫妻二人對待社區工作凡
事親力親為，大至爭取圓洲角綜合大
樓設立、小至幫忙街坊處理信件，只
要是幫到街坊，不論性質，他們都樂
此不疲，亦和街坊結下深厚的情誼。
選舉結果塵埃落定，令兩夫婦最不捨
的，是一眾服務多年的街坊。

一連7天謝票 承諾繼續電聯
姚嘉俊會一連7天謝票，為的是盡力

見到每一位支持他們的街坊；其太太
陳敏娟亦哽咽道：「畢竟這16年很多
街坊視我們是一家人，很多街坊看着
我們結婚、有小朋友，逐步逐步見
證。在這段時間很多街坊一進來，對
眼已經流淚，我們互相安慰，我不會
走掉的，我電話仍然繼續聯絡，我會
回到廣源邨探望他們！」
面對將要雙雙「失業」的問題，姚嘉
俊與陳敏娟兩人都樂觀面對，並表示現
時會先一邊處理交還辦事處的事宜、一

邊物色合適的工作。兩人深信，憑着他
們在社區多年的工作經驗，以及對人對
事的堅持，很快可以適應下來；他們亦
感謝對方多年並肩社區工作及扶持，強
調定會一起面對將來的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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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議員忘公 庇暴阻差謀私
鄺葆賢許智峯為暴徒護航 無視黃埔街坊受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遭暴徒
佔據13日的理大校園終於上周五解封，
惟在校園被佔領的數日，理大曾要求警
方不要進入校園，最終理大被暴徒破壞
得滿目瘡痍。理大校董會主席林大輝昨
日談到校園復修費用時指，理大在今次
事件十分無辜，是政府管制問題的「代

罪羔羊」云云，並要求政府負擔理大的
維修費用。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大學校園管理由校方
負責，既然理大拒絕警方入內，就應為
此承擔責任，又或找破壞者討公道，完
全沒有理由以公帑「埋單」。
林大輝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

稱，現時校園仍滿目瘡痍，日前更發
現了新一批汽油彈，情況相當危險，
目前校園內所有升降機停用，多處漏
水，復修工作困難，影響教學環境。
至於復修費用方面，林聲稱，暴徒是
「借場」向政府表達訴求，理大因為
政府管治問題成為「代罪羔羊」，要
校方承擔修復費用是於理不合，政治
問題要大學「找數」亦說不過去，政
府應該承擔有關費用。

張國鈞：須審慎處理公帑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
國鈞指，大學校園的管理一直由校方負
責，外人無法承擔，他認為除撥款問題
外，亦應該弄清校方為何不讓警方進入
校園執法等問題，「日後保安如何？校
園如何管理？這些必須清楚，否則今日
維修好，明日又被破壞，是否永無止境
地撥錢？這是納稅人的公帑，須審慎處
理。」他表示，由於事件複雜，已去信
教育事務委員會，要求召開特別會議，
討論理大及中大復修問題。

何啟明：應先以儲備維修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強調，「誰

人破壞，誰人負責」，大學應先循民事

索償找破壞者討回公道，而不是不問是
非，向政府拿錢。他又質疑，當日校園
被佔領時，校方為何不與警方合作，邀
請進入校園執法，盡量減低受影響的程
序。他續指，現時理大校園損毀嚴重，
確實應該盡快展開維修工程，讓學生盡
快復課。而根據資料顯示，目前各間大
學的儲備金相當充裕，為有效運用公
帑，各受損的大學應該先行運用自己的
儲備，進行維修工作，不致令教學進度
受到任何延誤。

顏汶羽：保安屬校方責任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理大被破
壞時，校方一直拒絕警方入內執法，警
方惟有根據校方要求在學校外圍佈防，
而校園內的保安，全是由理大自行處
理，就算被破壞，也屬校方的責任，或
應向破壞者追討，沒有理由以公帑「埋
單」。

周日黑衣魔繼續發起破壞香港的行動，九
龍多個地區成災區，遭暴徒堵路、縱

火，街坊苦不堪言。惟應該為街坊謀福祉的
煽暴派區議員，卻並未首先保障街坊利益，
而是為政治利益和暴徒同行。鄺葆賢當晚多
次向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發難，聲稱「自己
是民意代表」、「民意要求警方離開」云
云，企圖製造警民矛盾。而一直在黃埔一帶
的許智峯，則手持揚聲器，不斷以所謂「監
察」警方為由，要求警方解釋暴徒被捕原
因，又無端造謠稱防暴警察「濫用私刑」、
「影響新聞自由」云云。

盧瑞安批歪理連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今次事件
反映出大家的擔心，「被煽暴派操控的日
子，香港會是什麼樣子。」煽暴派區議員眼
見暴徒肆虐，在區內行兇，以恐怖手段破
壞，區議員卻公然包庇，還聲稱代表民意而
阻止警方執法，「真令人懷疑，民意是支持
暴力破壞社會嗎？實在歪理連篇。」

葛珮帆斥荒謬透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煽暴派區

議員公然阻差辦公，簡直是荒謬透頂。她提
到，今屆區議會選舉在充滿爭議的情況下進
行，過往建制派候選人的政績表現、工作能
力被忽略，而毫無社區工作經驗，只靠以
「五大訴求」為口號標榜自己的候選人竟然
當選。
她認為，區議員應該要落地做實事，服務

社區，服務選民，而不是縱容暴力，包庇暴
徒，阻礙警方執法。

陳凱欣責罔顧民生
立法會議員陳凱欣表示，作為當區的區議
員，應該為當區區民謀福祉。當晚一大班黑
衣魔在黃埔一帶搗亂，很多商店被破壞，街
坊及食客正慌忙而逃，但區議員卻站在黑衣
魔前方，與警方糾纏，甚至主動驅逐警方難
開，她批評相關區議員不應以個人需求，凌
駕於他人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煽暴
派為達政治目的不擇手段，區議會成為
他們的新平台。公民黨多名現任及新當
選區議員昨日高調公佈所謂「百日議
程」，揚言未來將在區議會內，繼續
「追究警暴」云云，亦會提出多項改革
區議會的措施，包括將所謂「連儂牆」
合法化等。
多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批評，他們不僅把地區事
務政治化，亦不譴責暴徒的違法暴力
行為，更沒有理會市民被暴徒施以私
刑，直指他們根本是為暴徒、而非為
街坊着想。
所謂「百日議程」宣稱，未來區議會
首要工作是「追究警暴」，亦會提出多
項改革區議會的措施，包括所謂改革增
選委員制度、取消區議會授權票及改革

地區撥款方式等，利用區議會平台為達
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鋪路。

梁志祥：散播仇警情緒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直

言，泛暴派取得區議會多數議席，可以
預計他們必定不安於室，會透過一切手
段，繼續製造仇警情緒，為暴徒設想，
根本不會真真正正地改善社區，為居民
福祉着想。

陳恒鑌：挑民憤撈本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出，從其

提出的多項「建議」，只是為再一次挑
起民憤，撈取政治本錢鋪路。其所謂
「改革增選委員制度、取消區議會授權
票及改革地區撥款方式」，也只是杜絕
所有非同類的有心服務市民，參與地區

事務的路，玩弄政治手段，一點惠民建
議也沒有。

傅健慈：公然為暴徒吶喊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北京交通大學

法學院兼職教授傅健慈批評，泛暴派完
全沒有譴責暴徒堵路、縱火、大肆破壞
的違法暴力行為，更沒有理會市民被暴
徒進行極端殘忍私刑等問題。其次，亦
刻意針對警察，提出不合理的質詢，試
圖打擊警隊士氣，還企圖把非法的「連
儂牆」合法化，公然表達歪理，根本就
是要為反中亂港的暴徒搖旗吶喊，完全
沒有為街坊着想，罔顧區議會議員的正
確態度及職能。
他呼籲廣大市民應該看清楚泛暴派的

真面目，他們仍為暴徒撐腰，置公義法
治和民生議題於不顧，令人齒冷。

黑衣魔於周

日在九龍多個

地 區 大 肆 破

壞，重災區黃

埔街坊的生活

和安寧被嚴重影響。惟煽暴派黃埔西區議員鄺

葆賢並未幫街坊出頭趕走暴徒，而是做暴徒的

保護傘，驅逐在場維持秩序、保障街坊安全的

警員，而煽暴派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中環選區

區議員許智峯，當晚也現身黃埔一帶拿大聲公

不斷干擾警方，企圖阻差辦公。多名政界人士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今次事件反映

大家的擔心，被煽暴派操控的香港會是什麼

樣，他們批評區議員公然包庇暴徒，阻差辦

公，只為一己私利，不為街坊和社區福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區員俠侶暫離別 街坊情誼永不滅

林大輝盼公帑修理大 各界促向破壞者追數

公民黨「百日議程」借區會抹黑警方

香港文匯報訊 修例風波讓建制
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失利，而當選的
泛暴派區議員卻有多人在暴力衝擊
事件中被控不同罪名。《環球時
報》昨日刊出對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的訪問，他認為要盡快推進司法改
革，以及考慮提高選舉門檻，不能
讓犯罪分子參選。
對於立法會議員、屯門的建制派

區議會參選人何君堯來說，區議會
敗選的結果多少讓他有些始料未
及。「現在我們要做的是痛定思
痛，找出導致我們失敗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還可以怎麼補救？未
來 4 年，我們要怎麼做群眾的工
作？」何君堯說，他正在聯絡一批
立法會內的建制派人士，大家需要
找個時間一起坐下來分析一下整體
情況，找出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質疑反對派謀區選奪權
在這名以「敢言」著稱的建制派
人士眼中，這次區選是反對派早有
預謀的「奪權行動」。「從衝擊立
法會，到街頭暴力四面開花，再到
佔據校園和警方談判並以此為基地
製造武器，這次區選算是他們的一
個階段性目的和成果。」何君堯坦
言，反對派的下一步是立法會和特
首選舉委員會，所以需要建制派和
港府一起以團結和認真的態度面
對。
「該怎麼應對？長遠之計還是教
育，真的應該馬上推行國民教育，
並取消那些在課堂上散佈反華、
『港獨』言論的教師的資格。」何
君堯說，「但遠水解不了近渴。我
們還需要盡快推動司法改革，改善
現階段司法無力懲治犯罪行為的現
狀，以及考慮提高選舉的門檻，不
能讓犯罪分子都能參與選舉。」
在何君堯看來，深入社區、繼續

做好服務群眾的工作，是建制派的當務之
急。「我在區議員這個崗位上『下崗』了，
但這不代表我離開了那裡的市民，服務屯門
社區仍然是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仍然
會一如既往地為大家提供幫助。」
他表示，未來如果擊敗自己的對手在社區

服務方面需要自己合作，他一定幫忙，「也
希望他們能好好利用區議會這個平台，肩負
起自己真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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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當晚站
在前線干擾警方
執法。 資料圖片

◀鄺葆賢（左一舉手
指者）在前線「手指
指」，企圖阻差辦
公。 資料圖片

■姚嘉俊與陳敏娟難捨街坊情，未來仍
會繼續服務居民。 資料圖片

■理工大學日前遭暴徒佔據，校園內滿
目瘡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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