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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循九龍西地區直選進入立法
會，做了四年新晉議員的李慧琼此次將再挑
大樑，擬出戰 「超級議席」，她坦言，這一
決定經歷了反覆思考。李慧琼指，如果僅從
個人考慮出發，她若再戰九龍西，勝算相當
高，在未來四年的地區力量建設上亦可以做
得更好。但從政黨角度來看，今屆立法會增
加了十個議席，不同建制派陣營都希望有自
己的旗幟，民建聯如果維持原有的地區直選
議席數目，只派出一人角逐超級議席，最終
若只增加一個立法會議席，議席數的相對比
例會減少。

多拍短片 增強網上攻勢
「政黨謀求發展，一定要爭取更多議席

。自己作為民建聯副主席，有責任要從這個
角度去思考。」李慧琼表示，今年民建聯在
立法會選舉的部署上相對進取，除令增加議
席的機會最多，也希望製造多一些機會讓梯
隊上位。而在超級議席選舉中，民建聯計劃
派出兩名現任立法會議員參選，更希望傳達
一個清晰的訊息： 「一是為大家創造更多機
會，二是希望大家都多跑一步。」

「超級議席」是前所未有的面對全港市
民的超級選舉，在李慧琼看來， 「工程好浩
大，點樣接觸七百萬人，相當艱巨。」她認
為，在選舉策略方面一定要改變思維， 「過
去 sell 一票，現在要 sell 兩票。」比如在九龍
東，民建聯的宣傳策略就會提： 「一票陳鑑
林，一票李慧琼」。李慧琼指出， 「超級議

席」的選舉應該與地區積極配合，希望效果
做到 「一加一大於二」。

李慧琼又指出，除了維持民建聯的固有
基本盤，也希望展現年輕、專業的新形象，拓
展新票源。至於如何展示新形象，李慧琼認
為，目前新媒體的力量好大，在這次選舉中，
民建聯要想辦法在這方面做好一些，透過拍短
片、網上討論區和facebook等增強選舉攻勢。

盼超越對立 推動政制向前
作為民建聯新一代，李慧琼亦希望帶出

「超越對立」的理念。她指出，現在社會有
三大對立：行政、立法機構的對立；建制派
與反對派政黨的對立；發展與分配的對立。
李慧琼認為，市民都希望政府能夠受到監督
，但不希望行政、立法對立，甚至是立法阻
礙行政，但如何拉近行政立法關係，令行政
更有效率，並非易事，民建聯希望可以起到
推動作用。而在政制發展上，李慧琼指出，
各個政黨要多一些包容和理解，才能找到香
港向前行的政制路： 「不要當其他政黨是敵
人，只有大家一起共同為邁向普選而努力，
香港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對於發
展與分配的對立，李慧琼認為，社會不同階
層的人，對於過去的發展模式和分配的方法
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出現對立的情況。她說
，經濟上應該不再講進步發展觀，而是講公
義發展觀： 「所有發展都希望為社會帶來更
公平的機會，增加向上流動，令社會更加公
平公義。」

冀展示新形象 助民記拓票源

超選帶動地區
力吸一人兩票

適逢今年是民建聯創立二十周年，
新舊交替在醞釀之中，如何接班是擺在
新生代面前的一大考驗。相比前輩最初
的艱辛經營，李慧琼感慨地說，現在該
黨的發展已有很大進步， 「聽前輩講，
以前落區洗樓，一聽係民建聯就 『砰一
聲』閂門。」她說，現在大家會認同民
建聯的地區工作，認為民建聯是一個重
要政黨，但新一代接班人必須要爭取更
多支持，將民建聯推上新的台階。在李
慧琼看來，打破地區直選的四六比例，
是民建聯新一代最大的挑戰。要實現這
一目標，李慧琼認為 「一定要展現到一
個新的形象，要吸引更多中產選民。」

李慧琼指出，民建聯過往長期為基
層工作，但他們亦發覺到，在社會上默
默耕耘的中產也面對很大的壓力。尤其
是部分邊緣中產，人工加幅遠遠追不上
通脹。加上樓價高企，中產交稅相對多

，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 「如何為
邊緣中產創造更多向上流動空間，為年
輕人製造更多公平就學、公平發展的機
會，是政府要致力去做的，也是民建聯
致力推動政府去做的。」

李慧琼亦希望，當局能夠落實十五
年免費教育，讓 「起跑線公平一些」，
同時增加多一些大學學位，以追上經濟
發展。此外，香港與內地融合的問題也
是民建聯關注點所在。李慧琼說，這涉
及一個容量問題，雖然自由行促進了香
港經濟，但國內的需求是無限大的，以
香港這麼一個細小的地方，無論醫院床
位、學校的學位、房屋，都有一個容量
限制，不可能完全開放。她認為，香港
資源，香港人應該優先， 「應該先處理
好香港人的需求，才能進一步滿足內地
人對香港服務的需求。」而民建聯亦會
推動這方面政策的落實。

回顧十餘年的從政路，李慧琼說： 「十
幾年，我睇返轉頭，都覺得係幸運，在外界
看來十分順利。不過，正正有咁多機會，畀
我壓力好大，自己對自己要求都好高。」李
慧琼表示，民建聯和市民都給了她機會，如
何達致大家的期望，是她經常思考的問題。

談及四年立法會議員工作中最大的感受
，李慧琼說： 「走入熱廚房（從政）好難。
」她指出，一個政策無論如何改動，總會有
人受影響，得益的人好少會出聲，但受影響
的人會反應得好激烈。 「要擺平不同的持份
者一點都不容易。」李慧琼又指，行政長官
不是政黨出身，雖然有自己的團隊，但無長
期合作，其實是一個即時組合的團隊，需要
時間磨合。而政府在議會中又缺乏穩定的支
持，令政策推行更加艱難。對於議員而言，
要落實政綱亦非易事， 「就算自己認為這件
事是對的，但政府不同意，或者時機未到，
其實是落實不到的……三、四年爭取到已經
好成功。有的要十幾年才能改變一些事。對
香港的從政者來說好困難。」

而新政府上場，無論架構重組，或是行

會委任，都面對前所未有的猛烈抨擊。對於
行會召集人林煥光兼任平機會主席被指有角
色衝突，作為行會新成員的李慧琼指，過去
亦有類似情況，但從未遇過這樣的批評力度
。她認為出現這種情況有兩個原因：一是
「特首選舉後遺症」，梁振英未完全建設到

一個團結的香港，好多人仍在觀望；二是
「立法會選舉前哨戰」，九月選舉將至，這

兩個月很關鍵，因此，所有事情都會變得更
政治化。

李慧琼指出，目前的社會氣氛對建制派
的選情並不是很有利，立法會 「拉布」亦打
亂了落區時間，因此他們在選舉上絕不能放
鬆。但李慧琼認為，今次選舉是選民表態的
好契機， 「經過這麼多政治事件，大家對於
社會環境、對行政、立法關係的表態。」她
說，由於民建聯與政府關係良好，政府如果
有做得不好或有失誤的地方，就會投射在民
建聯或建制派身上。李慧琼希望，梁振英能
在短期內提出一些具體的想法，令市民對他
的施政信心增加。而她亦一定會向特首爭取
一些市民期待已久的政策。

● 1999 年，當時 25
歲的李慧琼首次參
加區議會選舉即成
功當選，成為當時
香港最年輕的女性
區議員

●2004年，加入民建
聯，並隨曾鈺成名
單排名第三參加立
法會選舉九龍西地
區直選，雖未勝出卻
積累了選舉經驗

●2008年，曾鈺成轉
戰港島區，李慧琼排
在民建聯九龍西名單
首位出戰，最後以該
區最高票成功當選

● 2011 年，成為民建
聯新任副主席

●2012年，新政府上任
，獲委任為行政會議
成員

立法會選舉在即，五個新增 「超級議席」 的龍爭虎鬥備受
矚目。積極考慮出選 「超級議席」 的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表示
，新形勢下，民建聯不進則退。她認為，超級議席的選舉與地
區直選應該積極配合，力吸 「一人兩票」 ，以達致 「一加一大
於二」 的效果。而作為民建聯新一代，李慧琼希望展現清新形
象，多利用新媒體宣傳，向選民傳遞 「超越對立，愛護香港」
的訊息，拓展新票源。

本報記者 石璐杉

期望新政府
短期內挽市民信心扶助基層 關顧中產

勉民記新生代做好接棒

李慧琼李慧琼從政簡歷從政簡歷

▲（左起）曾鈺成、阮紀宏、譚耀宗
、陳萬雄及蘇錦樑昨日為新書發布會
主禮 實習記者陳曉茵攝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新民黨葉劉
淑儀和副主席田北辰昨日聯同該黨的區議員與
傳媒茶敘。談及今年立法會選舉部署，葉劉淑
儀表示，她與田北辰積極考慮分別領軍參選港
島和新界西，目標至少取兩席。

被問及是否會分拆名單出選，葉劉淑儀指
，新民黨是新黨，無太多地區樁腳，因此在兩
個區都打算以一張名單出選。至於在港島是否
有機會取得兩席，葉劉淑儀說，會盡量努力，
但她形容面對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和民主黨副主

席單仲偕等同樣爭取中產選票的對手，選情比
較嚴峻。而在新民黨港島區名單方面，大坑區
議員黃楚峰和太古城東區議員謝子祺都會在名
單內，其中，黃楚峰很大機會排在名單第二位。

新界西選情方面，田北辰說，以他在新界
西這幾年的經驗，發現大的地區樁腳有本身的
利益和政治考慮，與新民黨的基因不接近。他
指，新民黨希望講真理、講道理，旨在爭取新
的選民。田北辰希望在新界西能取得五萬票，
亦堅決表示新民黨絕不會 「買票」。

葉劉田北辰領軍分途出選

工程師會前會長備選立會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曉茵報道：民
建聯昨舉行《民建聯二十年史》新書發布會
，紀念民建聯創黨二十周年。新書由阮紀
宏博士執筆，特首梁振英寫序，完整地記
錄了民建聯二十年的發展歷史，由創會、
選舉、政黨建設等多方面作出詳細描述。

資深傳媒人執筆
新書發布會由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聯合出版
（集團）有限公司總裁陳萬雄、新書作者
阮紀宏及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主禮。

梁振英在序中表示，民建聯與香港一
同經歷時代的轉變，香港特區的誕生。民
建聯的持續發展將會為香港未來的政制發
展帶來積極的作用。他希望民建聯本着一
貫的信念，繼續竭誠為香港社會服務，保
持與特區政府的緊密聯繫和合作，並在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反映民意方面擔當
更重要的角色。

譚耀宗致辭表示，新書記錄了民建聯

的成立、所走的路線等，目的不是自我吹
噓，而是希望透過客觀的歷史分析，幫助
民建聯總結二十年來的成敗得失。民建聯
應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努力團結市民
，幫助推動香港各方面的建設及發展，才
能成為一個 「真誠為香港」的政黨。他又
表示，新書作者、資深傳媒人阮紀宏從讀
者角度分析政黨發展，別具參考價值，亦
能令更多人加深對民建聯歷史的了解，消
除他們對政黨的誤解和猜測。

阮紀宏表示，民建聯二十年來經歷港
英管治及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成立，在這急
速轉變的政治舞台下，政黨在香港的政治
有着不同程度的參與，擔當着不同的角色
。這些年來，民建聯在眾多政治角色中，
有那些被市民接受和不被接受，這點都是
值得深入研究的。他又指出，民建聯的發
展反映出香港整體的政治環境，新書對解
釋香港各種政治現象有着重要的依據，而
且亦對政黨日後的發展方向有參考價值。

《民建聯二十年史》是黨史系列的第

二本，民建聯去年出版了黨史系列一──
《建港心路──我們和民建聯的緣與份》
，該書作者亦是阮紀宏。

民建聯新書 旨在總結得失

▲李慧琼積極落區，聆聽市民訴求

◀李慧琼認
為，超級議
席的選舉與
地區直選應
該積極配合
，以達致更
好效果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本報訊】工程師學會前會長盧偉國昨日
舉行記者會，宣布備戰立法會工程界別議席，
挑戰現任該界別議員何鍾泰。盧偉國服務工程
界三十餘年，他希望凝聚業界力量，推動社會
持續發展。

曾在特首選舉時提名及支持特首梁振英的
盧偉國，於昨午舉行記者會，宣布積極備選立
法會工程界別議席。有見本港面臨的一系列社
會矛盾，他認為，香港社會應有所改變，而工

程師的專業貢獻亦將在未來五年更加重要。
盧偉國將以 「偉國承擔．您我共贏」為

口號，表示有志團結工程業界，監察特區政
府施政，推動社會持續發展，保障業界權益
和提升工程師地位及推動政制發展。昨日到
場支持他的包括香港工程師學會歷任會長潘
樂陶、梁廣灝、黃澤恩，亦有多名政府工程
師、大學教授、資深工程師和青年工程師代
表等數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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