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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黨務不任主席
江華全力扶掖後進

劉江華在 「超級議席」選舉中，以十九萬九千多
票落敗，未能躋身五甲重返議會。劉江華表示，十分
感謝接近二十萬名選民支持自己。由於今次選舉採取
全新的模式，候選人和選民都很難掌握如何投票，
「好多人事後埋怨早知咁樣投，但無人係先知，我會

尊重選民的決定。」

增大黨能量 擴大黨根基
談及未來的去向，劉江華坦言，有不少市民鼓勵

他下屆選舉捲土重來，但這不是他個人的決定，要視
乎黨的整體部署。他希望日後投放多些時間處理黨務
，畢竟議會內、外都要作出分工。他亦感受到市民對
民建聯的期望愈來愈大，所以他們一定要增大黨的能
量，擴大黨的根基。

劉江華指出，一個政黨的選舉成績固然是生命線
，但黨務工作亦是支撐一個政黨的重要根基， 「如果
黨務做得唔好，個政黨遲早散，不只是民建聯，其他
政黨如是，又無新人、又無政治培訓、又吸納唔到人
才，支部、區議員工作又做得唔好，根基做得不足，
單靠一、兩次選舉風光係無用嘅……」

至於黨的發展，劉江華認為，民建聯一定要 「升
級換代」、要 「升呢」，第一，吸納更多政治人才和
精英；第二，提升政策研究的水平；第三，繼續努力
地區工作，同時加入新創意吸納新選民；第四，發掘
更多人才加入政府， 「這一刻民建聯無可能做執政黨
，但我們要邁向一個 『似樣』的政黨。」

當被問及民建聯領導層明年換屆，會否有機會出
任黨主席一職時，劉江華明言不會考慮，因為他認為
，主席一定要由立法會議員擔任，這是約定俗成，外
國經驗如是，香港也應該這樣，改變對民建聯沒好處
， 「因為你唔係立法會的中心，你無辦法掌握好時事
和政治脈搏，所以任何人離開立法會，佢係會比較差
一點，所以我唔會考慮。」

至於會否考慮加入政府？劉江華亦認為自己未必
適合， 「有人曾經提議過，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考慮，
但我覺得民建聯的黨務工作都相當重要，所以我仍然
聽緊意見，（有無人開始招攬你？）無，（如果有人
招攬你？）我都覺得未必適合，或者我再有其他想法
……」

不忘市民囑咐 遺憾暫別立會
談及從政生涯最大的感觸，劉江華說，有很多市

民向他反映過很多民生問題，但今天不能重返議會，
由自己親身去完成市民的囑咐，的確令他帶點遺憾，
但他相信日後這些工作可以透過其他黨友去完成。

當他落選後，有部分偏激的市民竟走到他的地區
辦事處慶祝，其會否覺得難受？劉江華說，從政人士
就要有心理準備，總會有人認同或批評自己，所以要
時刻虛心面對這些事情，因為任何市民也有表達自由
， 「但我唔會人身攻擊番人哋，因為社會要成熟，一
定要互相尊重，所以要由自己開始。」

面對議員在議會內各出奇招，甚至作人身攻擊，
劉江華認為，民建聯一定要保持理性、務實的態度，
不要用攻勢或侮辱別人的語言， 「因為一時出位、曝
光唔會長久，民建聯係一隻藍籌股，唔係科網股，佢
會慢慢升，長遠嚟講係可以長揸。」

劉江華亦有信心，只要有認真接觸過民建聯成員
的市民，都會感受到民建聯的風格，是真心為市民好
，這亦是早年他加入民建聯的原因，但他也認為，建
制派及反對派兩個陣營並非你死我活，選舉過後大家
可以有很多合作空間。

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在立
法會 「超級議席」 選舉中落敗
，未能重返議會，他昨日接受
本報專訪時表示，未來希望專

注黨務工作，並表明不考慮出任黨主席一
職，加入政府意欲也不大。他欣慰民建聯
在今屆選舉中新秀輩出，又親自點評一眾
即將加入議會的同黨 「新丁」 。至於未來
民建聯的發展路向，他認為是需要 「升級
換代」 ，擴大支持根基和能量，爭取更多
市民的認同。
本報記者 宋佩瑜（文） 杜漢生（圖）

民建聯有多位 「新丁
」加入新一屆立法會。劉
江華寄語一眾新議員要用

心做事、無畏無懼，就算面對一些資深的議員，都
不用懼怕。他表示，每人都要鑽研不同政策，但應
有自己專注的範疇， 「浸」幾年再成為專家。另外
，面對政治議題時無須迴避，只要理直氣壯說出民
建聯的政治立場即可。

劉江華大讚多位 「新丁」在論壇的表現，例如
在面對現任議員質詢時也不畏懼，且感受到各人都
有充足的準備，論政時又有 「sound bite（精句
）」。他認為，大家不應只看議席的多寡，而是要
看新秀的表現，這是相當重要，民建聯多位新丁的
表現都十分值得讚賞。

慧琼──具一定親和力
談及李慧琼，有批評指，李慧琼 「鎅」走工聯

會陳婉嫻不少選票，劉江華認為，這樣說對李慧琼
不公平，因為每人都有自己的吸票能力，李慧琼的
形象專業，是代表民建聯的新一代，值得選民認同
。他又大讚對方是一位很適合從政的人，有一定的
親和力，言談不慍不火，潛力無限，相信她仍有很
大的發揮空間。

劉江華又說，明白李慧琼要負上 「超級議席」
「票后」之名，會有一定壓力，但他認為，不論是
「票王」或 「票后」已成過去，再下一屆選舉才是
「打真軍」，所以未來四年才是最重要，市民會檢

視議員的工作。

克勤──經洗禮後成長
談及兩位徒弟陳克勤和葛珮帆時，劉江華認為

，陳克勤經過一屆議會的洗禮，資歷已比多位同僚
高，地區工作也比較扎實，所以應該發揮領導的作
用。他又稱讚克勤懂得開拓新選民支持，成功爭取

到一批愛護動物的市民支持。另外，劉江華亦稱讚
葛珮帆與市民接觸時很有親和力，且在社會有一定
的歷練才加入民建聯，所以對她寄予厚望，期望她
在議會發揮更大功能，在地區打好更扎實根基。

至於另一名新秀陳恒鑌亦令劉江華有驚喜，他
更認為對方有潛質做 「重炮手」，因為陳恒鑌在論
壇的表現突出，也是可造之才， 「做政治人物唔一
定要做和稀泥，或做好好先生，要硬淨、堅定表達
自己的立場，當然作為新人，表達政見的語氣可以
稍為調校一下。」至於梁志祥，劉江華認為他有豐
富的地區經驗，作為元朗區區議會主席的他，亦可
把元朗市民的聲音帶入議會，另外以他的從政經驗
，更可發揮協調新界各鄉事派的角色。

劉江華又指出蔣麗芸成為 「票后」，是她日以
繼夜落區的成果，成功爭取到中間、中產的票源，
令民建聯成功擴大了選民的基礎。他希望蔣麗芸日
後以她在社會的影響力，在議會有所作為。至於鍾
樹根，劉江華笑稱他 「升呢」成功，值得高興，讚
揚他多年來在地區有很多貢獻，希望他在議會發揮更
大的貢獻，「但佢係我前輩，所以唔講太多，哈！」

劉江華認為，下屆議會將相當 「麻煩」，新秀
要有心理準備，要有一定的能耐，但議會是一個很
好的學習場所。

點評新生代 厚望寄珮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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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之談

「重炮手」非朝夕練成
雖然劉江華競逐 「超級議席」落敗，但他在

議會 「重炮手」的形象，相信無人能取代。劉江
華與記者分享整個選舉過程的心路歷程，以及從
政生涯的一些趣事。雖然選舉落敗，但從劉江華
身上看到的，有一種說不出的瀟灑和氣量，可能
這就是因為在政壇打滾多年，深明從政總會經歷

輸贏。他相信自己的落敗，對民建聯下屆選舉部
署，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劉江華近日馬不停蹄落區謝票，不少市民鼓
勵他捲土重來，但他沒有明言會否有這個打算。
他指出，今屆民建聯在選舉中派出十四張名單參
選，有十三人當選是相當可喜的成績，特別是新
秀輩出，對民建聯將來的發展是很重要的一環。

憶述整個選舉的過程，何時才開始發現自己
形勢危急？劉江華說，其實早於投票日倒數三個
星期，已開始察覺自己不夠票，因為不少新界東
、西的市民均認為他 「贏硬」，所以自行配票，
說要救李慧琼， 「我當時都話自己唔夠票，但我
告完急都無人信，除咗我之外，其餘六位（民建
聯）候選人都出現 『三高』（票數）變成 『三低
』（票數）， 『三低』變成 『三高』，所以我們
仍然要揣摸選舉規律。」

談及落敗至今的心情，劉江華表示，選舉沒
有一定贏或輸，這是至理名言，勝敗原因有很多

因素，個人能力有限，特別是今次要面對如此
大的選區。他又指，反對派總體所得票數較建
制派多出八萬票，民建聯在 「超級議席」選舉
中的基本盤亦不足以取得兩席，所以這算是正
常的賽果，但他有信心兩邊陣營的支持者人數
會逐步拉近。

談及選舉期間的最大感受，劉江華舉出兩點
，第一，他認為，不少市民對議會的不正之風感
到失望，所以特別珍惜建設力量；第二，多了一
批中間選民支持，由過往投票給反對派到今屆轉
投給他們， 「若果每屆選舉都有百分之兩至三的
選民，轉過來支持建制派就不得了，但我覺得有
這樣的趨勢，甚至有機會超越。」

舌戰李柱銘贏得漂亮
選舉塵埃落定，回望過去，劉江華憶述第一

年入立法會，當時民建聯的 「重炮手」有曾鈺成
、程介南等，他 「做細的」只是從旁觀察，有一
次反對派就某項議題炮轟民建聯，但他們 「重炮
手」已經 「彈盡糧絕」，用盡發言時間， 「嗰次
畀人鬧到無地自容，曾鈺成指住我說： 『你上』
，但我完全無準備，唯有結巴巴上陣，但其實係
好好的訓練，如果係無心理準備下上陣，當然唔
係講得好好，但你係要逼出嚟，係無得上堂。」

劉江華說，當年民主黨的李柱銘批評民建聯
， 「你民建聯講咩民主，根本唔係民主，不如叫
『建聯盟』啦，跟住我（劉江華）就企起身，你

（李柱銘）都唔係講民主，你不如唔好叫民主黨
，就咁叫個 『黨』字！我有建港聯盟，你得個黨
字！」原來劉江華的口才、轉數快就是這樣訓練
出來。

專訪專訪

▲劉江華一直獲得不少市民支持▲劉江華憶述在議會擔任 「重炮手」 的歲月

▲劉江華（中）喜見兩位徒弟陳克勤（右）及葛珮帆（左
）成才

撫今追昔

▼劉江華與記者一邊閱讀本報日前的立法會選舉
結果報道，一邊暢談未來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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