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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在即，香港研究協會日前發布一項調查：四
成受訪者表示，候選人政黨背景或政治立場是投票最
主要考慮因素，三成五受訪者着重候選人過往工作表
現，五成受訪者表明 「不會」投票給支持 「佔中」的
候選人，稱 「會」的僅佔兩成八。

對民調數字，從來都是見仁見智，但在選舉中，
候選人政黨背景、過往表現，的確是選民考慮的重要
因素。今年區議會選舉， 「佔中」成為選民考慮的一
個重要因素並不奇怪。一年前的那段時間，發生在金
鐘、旺角和銅鑼灣幾個核心區域的混亂暴力場景，人
們親眼目睹或是通過電視報紙等傳媒看到畫面，可謂
觸動心靈，令人震懾。 「佔中」的禍害罄竹難書，對
香港造成的創傷短時間內難以撫平，策劃、推動、參
與 「佔中」的政黨和激進派人士，對香港市民欠下的
債，賴也賴不掉，躲也躲不了，人們用選票說話，很
自然，天經地義。看來真是應驗了那句古話， 「躲得
過初一，躲不過十五」。

「佔中」被清場了，以失敗告終，香港社會卻付
出了沉重代價，港人企盼已久的2017年 「一人一票」
選舉行政長官和2020年實現全體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
生，化為泡影，法制核心價值亟待修復，香港的形象
需要重塑，旅遊和零售業的凋零需要救贖。然而，
180多萬港人的簽名，八成市民的意願，似乎未能激
活 「佔中」者的理性和良知，策劃、支持、參與 「佔
中」的政黨和人士，包括公民黨、民主黨、民協、工
黨以及激進組織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等，至今鮮有省悟
者，不僅沒有悔過，沒有給市民留下歉意，一些政黨
和人士甚至還選擇了更加激進路線，在鬧市區利用 「
鳩嗚」、 「港獨」製造事端，在立法會依然採用 「暴
力」、 「拉布」阻礙立會運作和政府施政。

不久前有媒體報道，網民 「民主真兄弟」披露，
反對派早在今年三月就開始部署政改方案表決期間，
發動 「十萬圍城」行動。如果政改方案獲通過，反對
派將與激進 「本土」勢力合作，發動 「二次佔領」，
將組織由200人組成的 「勇武隊」，衝擊甚至佔領立
法會。可見，反對派的激進主張和行為並沒有因為一
次 「佔中」失敗而汲取教訓，金盆洗手。

「佔中」清場後，這些政黨和人士提出 「雨傘落
區」策略，不僅自己希望通過區議會選舉將 「佔中」

理念、口號和對抗行動帶入區議會，試圖改變區議會
傳統的諮詢和服務功能，使之成為街頭政治 「大台」
和立法會 「拉布」的延伸。區議會選舉，公民黨在其
公布的《參選宣言》中，提出 「政制自主，撐起公義
」、 「民生自主，撐起生活」和 「社區自主，撐起香
港」三個 「自主」的主張。在綱領中，這個缺乏基層
工作實力和業績的政黨，將香港18年來 「一國兩制」
實踐和所取得的成就抹黑，說香港處於 「敗壞的時代
」，攻擊特首及建制派，認為 「社區自主、重奪議會
才可重新撐起香港」。

公民黨是違法 「佔中」骨幹力量，一些核心人物
的所作所為，人們有目共睹，心中有數。公民黨提倡
的 「自主」，其實正是 「佔中」期間人們在街頭常見
的口號，所謂 「自主」，說穿了就是擺脫中央政府的
有效管治， 「倒梁」癱瘓政府運作，將香港帶入混亂
無序狀態，最終實現變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的目標，
並在這個過程中漁利。

民主黨亦是 「佔中」主力。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不
僅在 「佔領區」亮相，還不斷鼓動和利用學生上街，
甚至組織青年人學習如何應付和抵抗警察的清場。議
員何俊仁，不僅成為 「佔中」先鋒，在後期清場期間
，竟教說 「佔領者」如何對抗法庭頒布的禁制令；與

一個立法會議員和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完全不符合。何
俊仁依然想延續他的 「超級區議員」的身份。這個曾
經將選民的信任視若無物，意圖以 「辭職公投」來給
香港社會添煩添亂的 「超級區議員」，還有多少選民
會信得過他呢？

「佔中」期間，一些激進組織如社民連，聲援並
參與其中，其成員身影隨處可見。其成員阻止警方清
場，不久前有成員被裁定阻差罪成並被判罰款。人民
力量雖然有一位在任區議員，但今年的區選卻派出九
人參選。這些激進勢力，意在藉 「佔中」帶來的傷痛
尚未撫平，政改受到挫折，社會激進勢力有抬頭趨勢
的環境，在區議會選舉擺脫難堪的局面。

選民手中的一票，不僅決定着本社區未來四、五
年時間有一個什麼樣的代表去推動治理和爭取並維護
權益，而且區議會這個非政權性質的區域組織，既有
服務功能，又有諮詢功能，對政府地區管理有不可忽
視的影響。作為社會架構最基本的構成，區議會的組
成結構亦很大程度上影響着社會結構。區議會選舉已
經開始倒數，每一個選民，只要是真心為香港好的，
都應當仔細地思考，要使自己手中的一票為香港未來
發展增添正能量，絕不應當把那些在 「佔中」期間狂
熱，而現在又在區議會選舉的舞台上，試圖把區議會
變成政治場所，變成政治角力場的政黨和他們的利益
代表送進區議會，而應當用手中的一票，向這股勢力
和其化身 「說不！」維護區議會的服務和諮詢功能，
維護社區的安寧，維護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讓區議
會選舉成為 「佔中」者的滑鐵盧。

何俊仁參選屯門樂翠，對手包括：前律師會
會長何君堯、熱血公民鄭松泰、快信社會服務
團的阮偉忠、獨立人士張永偉及沈錦添。

讓區選成佔中者滑鐵盧
─區選觀察系列評論之九 □樂陵君

香江香江點擊

斥反對派沒建樹 愛搞事亂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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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11月22日區選
投票日還有最後六日，

建制派候選人緊鑼密鼓地
為選舉全力衝刺，在他們的背
後，更離不開一群默默付出的
義工的傾力支持。在觀塘藍田
，就有一位民建聯的 「頭號粉
絲」 ─百歲老義工葉陳開老太太。多年來默默
付出，葉老太只要見到做實事的候選人能夠在選
戰中旗開得勝，就覺得心滿意足。見證了整整一
個世紀的歲月變遷，葉老太感嘆港人在港英年代
「餐飽餐餓」 的生活中，反而踏實做事，成就香
港當下的繁榮。時至今日，不少人享受着政府各
方面的福利，但仍然終日抱怨，葉老太直言他們
是 「身在福中不知福」 ；她更直斥反對派過去沒
有建樹，現在更加四出搞事，禍亂香港。

大公報記者 黃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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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陳開老太今年已經一百歲高齡，但依然精神奕奕。她
平日擔任區議員辦事處的義務 「大總管」；每逢選舉臨近的
時候，她又會現身在義工團隊中，為建制陣營奔波出力。入
住廣雅樓以來，她在區議會選舉中認定的是民建聯柯創盛，
在立法會中亦力撐民建聯陳鑑林。每逢選戰臨近，葉老太都
會參與助選工作。被問到為何支持建制派候選人，葉老太的
答案很簡單── 「他們有做事」。

嘆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獅子山下百年的變遷，葉老太看在眼裏，她感嘆近年來

社會發展迅速，市民的生活日漸富足，更加能夠享受政府提
供的各種福利。回顧當年，葉老太說，丈夫在太古船務打工
，自己每天料理家中大小事務： 「大家生活條件都唔好，日
子過得艱難，有時甚至要捱餓。政府不會理你，任由你自生
自滅。好在大家都堅持落來，有時隔籬鄰舍互相幫助，咬咬
牙，就熬過來了。」

「現在的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葉老太感嘆說，比
起港英年代，特區政府有綜援等各項政策，保障基層市民的
生活。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是老人家的一大福利，醫療券
覆蓋面增加減輕了看病的負擔， 「兩蚊乘車計劃」更加方便
老友記出行。

最不滿「拉布」阻礙發展
提到當下的政壇，葉老太最不滿的就是反對派不停在議

事堂中無理 「拉布」，拖累政府做事，阻礙香港社會發展，
更加將 「掟蕉」等歪風帶入立法會， 「教壞細路」。葉老太
反問，在港英年代，市民生活最是艱苦的時候，這部分反對
派到底身在何處，為何不為民發聲？她直指，現在香港回歸
了，特區政府要有所作為，致力於改善民生，反對派卻冒出
來不停搞事，更加策動了 「佔中」等 「完全不講道理的事情
」，令社會氣氛日漸惡劣。

百歲義工撐民建聯實幹

【大公報訊】記者黃昱報道：葉陳開在民建聯的義工團隊
下服務多年，見證着廣德區區議員柯創盛出道到現在成為獨當
一面的 「資深區議員」。柯創盛感嘆，葉老太為自己付出了太
多，形容彼此雖沒有血緣關係，但卻勝似親人。他又表示，身
邊 「落力」的義工團隊督促着自己要努力工作，否則將難以對
得起大家。

看着「柯仔」慢慢成長
葉老太早在20多年前就已經與柯創盛相識，在當時九龍東

一系列社區福利活動中，二人開始結下不解之緣。無巧不成書
，柯創盛最終投身選舉，選區正是葉老太住的廣田區。葉老太
自然加入其義工隊伍，成為 「柯家兵團」中最年長的一員。葉
老太憶述當年說： 「佢（柯創盛）當時個樣好後生，做事又勤
力，自然容易得到街坊的支持。」 「柯仔」服務該區近20年，
葉老太也看着他慢慢成長。得知 「柯仔」在今屆選戰中自動當
選，葉老太馬上笑得合不攏嘴，口中更是連連稱讚： 「叻仔，
我都話你一定贏！」

柯創盛在訪問中耐心傾聽葉老太的訴說，亦十分動容。他
指，葉老太與自己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卻勝似親人： 「葉老
太一直都非常非常照顧我。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說這聲感謝
，因為葉老太為了我的事，付出了太多太多。這一切，已經不
是一句謝謝能夠表達到的事情了。」他又指出，自己身邊義工
團隊的努力付出，一方面是對自己的肯定，同時也在督促自己
，一定要克己所能去多做實事，回報社區， 「否則如何對得起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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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道：要取得一個議席，
除了有選民支持及候選人努力之外，背後的團隊亦居功
至偉。新民黨海怡西候選人陳家珮每朝擺設街站，義工
黎太都會幫忙，早前適逢黎太生日，她也不忘為陳家珮
助選，令陳家珮大受感動： 「我感動係因為黎太只係想
搞好海怡社區，而唔係為咗得到任何recognition（讚賞
）。」

盼海怡變得更好
每日早上六時，天色漸亮，部分海怡街坊開始上班

，陳家珮亦開始擺設街站，宣揚自己理念，爭取街坊支
持，而義工黎太總會陪伴在旁。陳家珮透露，她與黎太
的相識始於社區活動， 「我同黎太早於當選前已經識得
，當時我搞社區活動，黎太有參加，可能人夾人緣，而
家大家關係相當密切。」陳家珮續說，黎太是居於海怡

二十多年的舊街坊，從來未曾參加任何政黨或婦女組織
，這次願意擔任義工純粹是希望令海怡社區變得更好。

生日也協助擺街站
生日是值得慶祝的日子，理應共聚天倫，一同慶祝

，不過黎太卻選擇協助陳家珮擺設街站。陳家珮表示，
黎太落力協助她助選，甚至連生日這個大日子也會願意
協助她擺街站，既是希望海怡社區變得更好，同時亦得
到家人鼓勵。陳家珮強調，起初黎太的丈夫對政治冷感
，但由於這次海怡西選區有較為激進的人民力量主席袁
彌明參選，所以支持黎太擔任義工。

對於黎太義無反顧的支持，陳家珮亦深受感動： 「
我感動係因為黎太只係想搞好海怡社區，而唔係為咗得
到任何recognition（讚賞）。假如社區多啲黎太這種有
心人，相信海怡必定會變得更好。」

葉陳開老太閒暇時總
到民建聯柯創盛的區議員
辦事處幫忙，漸漸地就成
為了這裏的義務 「大總管

」，連職員也不知道放在哪裏的物資，年過
百歲的她卻記得一清二楚。葉老太亦非常熱
心，得知 「柯仔」辦活動不夠座位，她叫人
一下子搬來了十多張櫈；而辦事處初期條件
非常艱難，她甚至將自家的冰箱捐了出來。

環顧柯創盛的議員辦事處，擺放有不少
精美的摺紙作品，乍看似是專家製作，但原
來這裏各種的工藝小玩意都是葉老太無師自
通的作品。農曆新年過後，她就會將利是封
收集起來，在經過一板一眼的剪裁和摺疊，
才製作出如此精品。她拿起 「柯仔」桌面一
條栩栩如生的紙龍： 「這個都係我送給佢的
，整咗三個幾鐘。好寓意啊，行運一條龍！
」葉老太的這一門手藝，不但用於室內布置
，1999年陳婉嫻在立法會選舉活動中佩戴的
襟花，各種節日慶祝時的花燈，中秋節時區
內小朋友手中的燈籠，也都出自葉老太之
手。

葉老太感嘆說，過去街坊多注重候選人

是否在區內做了實事，例如令設施有所改善
等，但現在不少人開始關注政治議題，令助
選工作難度加大。 「我做得幾多得幾多啫
……最近身體都已經差了，如果唔係可以再
多些幫忙的。」

百歲老人的默默付出，只希望做實事的
候選人能夠在選戰中旗開得勝。

義務大總管摺出小玩意

▲陳家珮（左）、黎太（右） 受訪者供圖
▶陳家珮母親（左）、陳家珮（中）、黎太（右）

受訪者供圖

▲每逢選戰臨近，百歲老義工葉陳開（左）都會參與民建聯助選工作。右為區議
員柯創盛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柯創盛（左）形容與葉老太（右）雖沒有血
緣關係，但卻勝似親人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柯創盛的議員辦事處，擺放不少精美
的摺紙作品，都是葉老太無師自通的作
品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