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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結果予港人社會三點啟示：

建制仍居主流 培養政壇新秀 共建和諧社會
二○一五年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全港十八
區四百三十一個議席已經全部產生，而選舉結果
帶來了三點重要的啟示，值得各方認真重視和研
究。
三點啟示之一，是 「民建聯」 奪得一百一十
九個議席，繼續保住本港政壇 「第一大黨」 的地
位，在區議會及立法會兩級架構中都擁有最多議
席。這一點是令人感到欣慰及高興的。
本屆區選，民建聯並不是一開始就居於優勢
，而是恰恰相反，政改鎩羽、表決「甩轆」、 「佔
中」 猖獗、青年力量冒起，都使到該黨在選戰中
面對眾多不確定以至不利的因素，但是，該黨最
終取得了穩中有進的佳績，並未令支持者失望。
事實再一次證明，維護繁榮穩定、支持政府
施政、發展經濟民生、要求和諧團結，始終是港
人社會的主流民意，不管有多少意見和不滿，市
民仍然支持一個 「打正旗號」 愛國愛港的政黨繼
續穩住大局，也不願見到抗中亂港、違法暴力的
政治勢力有機會進一步坐大。從某一角度而言，
選民選擇把票投給民建聯，並不完全是認同其工
作表現，而是基於不要 「抗中」 、不要 「佔領」

、不想香港亂。正確的政治方針是政黨的生命線
，愛國愛港、穩港建港的立場方針就是 「民建聯
」 在歷次選戰包括眼前這次區選能夠立於不敗之
地的根本原因。
當然，有了正確的方針和路向，仍然需要有
表現和實績支持，特別是區議會的工作，聯繫千
家萬戶，大至區內交通、環保、醫療、教育、文
康體的需要，具體至逢年過節的 「蛇齋餅糉」 ，
真是鉅細無遺、掛一漏萬，一點也不能疏忽大意
，否則，到投票前夕才去拍門 「洗樓」 ，只能是
自討沒趣。民建聯、工聯會以及其他建制派政黨
、團體的候選人，在這次區選中能夠取得佳績，
對全港市民來說都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一結果
符合全港市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維護繁榮穩定、
發展經濟民生的需要。
啟示之二，是選舉 「年輕化」 。這是本次區
選中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現象，包括參選的年輕
人增加、當選的年輕人增加、投票的年輕人更是
顯著增加。
選舉 「年輕化」 ，是一個值得歡迎的好現象
，儘管部分 「首投族」 把第一次投了給 「傘兵」

候選人，但他們關心社會事務、認同體制架構、
克盡公民責任的舉動卻值得肯定。更何況， 「年
輕化」 的並不僅僅是泛民，建制一方同樣有一批
新星、新秀冒起，而且取得令人振奮的佳績，擊
敗區選 「長勝將軍」 馮檢基的不是建制派大姐大
佬，而是年僅二十五歲的 「小花」 陳穎欣，真是
雛鳳聲清、後生可畏，令人不能不對年輕一輩的
參政力量刮目相看。
可以肯定，通過此次區選，如何培養新一代
年輕力量，已經成為擺在全港政黨、團體面前的
迫切課題；今後各級選舉，可以說，將會是 「得
年輕者得天下」 ，特別是建制派政黨，資深人員
不缺，缺的是既有愛國愛港之心、服務社會之志
，且具備良好教育背景的優秀年輕人。
像此次最耀目的 「小花」 陳穎欣，出身公務
員家庭，港大畢業、留學英國，返港後加入民建
聯，參與地區事務平日工作認真、積極，人又靚
女，早已在坊眾中留下好印象， 「老餅基哥」 碰
到如此高質 「小花」 ，只能是自嘆不如而已。難
得的是，陳穎欣 「勝不驕」 ，當選後向馮檢基的
祝賀鞠躬還禮，態度謙遜，孺子可教也。民建聯

、工聯會等建制力量，今後如能培養出更多像周
浩鼎、顏汶羽、陳穎欣、洪錦鉉等優秀接班人，
何愁大事不成也。
當然，培養年輕從政、參政人才的同時，如
何從整體上改善政黨的形象，擺脫框框 「老套」
，真正做到代表大多數市民的利益，對政府施政
「是其是、非其非」 ，做到政黨年輕化，才能夠
為新一代成員打開局面，以至奪取選舉的勝利。
眼前，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自己就是一位年輕人，
形象上佳、表現可喜，在前輩的支持下，一定能
夠團結黨內外老中青，帶領民建聯開創新局、邁
步向前。
啟示之三，是市民求變心切，這變，不是 「
變天」 ，而是對和諧社會、有效施政和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強烈渴求和期盼。「亂變」不受歡迎
，「不變」也不得人心，市民已經徹底厭倦無了期
的政治爭拗，厭棄毫無建設性的議會吵鬧和 「拉
布」 ，對日漸沉鬱的社會氛圍、停滯不前的經濟
局面更感到深深的厭煩和不安，區選的投票結果
，每一票都是市民的一聲吶喊和一份訴求，為政
者和各種從政力量又豈能聽而不聞、無動於中？

激進傘兵爆冷八人當選

反對派陣營 大震盪

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但反對派陣營在選舉
後發生大震盪。身為反對派第一大黨的民主黨派
出95人參選，43人勝出，但民主黨骨幹成員則接
連落敗，包括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及副主席尹兆堅
。而民協、公民黨、街工及工黨分別取得18席、
10席、五席及三席，但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失
守深水埗麗閣。力主本土的新民主同盟則成為反
對派大贏家，16人參選15人當選。作為政治 「素
人」 的 「傘兵」 則爆冷竄起，約有八人當選。不
過，人民力量、社民連、熱血公民等激進反對派
則在今次選戰中全軍覆沒。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今次區選是 「佔中」後的首場大型選舉，出乎意料的是
，八名毫無地區經驗的 「傘兵」竟然一戰當選，部分人更擊
敗扎根地區多年的資深區議員，其中，出選觀塘樂華北的 「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黃子健以1,729票當選，比當區爭取連任
的區議員馮錦源多483票；徐子見在東區漁灣以188票之差擊
敗民建聯鍾樹根；參選黃埔西的 「青年新政」鄺葆賢以39票
險勝當區擔任四屆議員、九龍城區議會主席劉偉榮。其餘五
名當選 「傘兵」包括： 「灣仔好日誌」楊雪盈、 「埔向晴天
」劉勇威、 「太古社區工程」王振星、 「沙田社區網絡」黃
學禮以及沙田王屋選區的黎梓恩。派出九人參選取得一席的
「青年新政」昨日召開記招時更稱，會汲取這次選舉的經驗
，進行重組及改革，且會考慮出戰明年的新界東補選及立法
會選舉，但目前尚未有部署云云。
面對政治新勢力的冒起，反對派陣營面臨又一次大震盪
。就反對派第一大黨民主黨而言，自2011年開始，該黨多次
爆出 「退黨潮」。民主黨今屆採取所謂 「精兵制」，派出95
人參選，結果43人勝出，較現任42名議員多了一名，不過上
屆卻有47人勝出，今屆則有13名新人當選。單仲偕死撐說，
五名區議員分別因為不同原因離開民主黨，所以現時只有42
名議員，不能單純將今屆議員數字與上屆數字相比，而今屆
總得票率是48.5%。不過，多個重量級人物，包括何俊仁、
尹兆堅和服務屯門多年的陳樹英都紛紛落敗。

尹兆堅落敗 「賴地硬」
對於今屆成績，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此次區選結果
絕不遜色，指新人很多都能上位，認為黨內更替成功。劉慧
卿對新人寵愛有加，但對黨友何俊仁卻不理不睬。她
自爆， 「仁哥（何俊仁）呢，可能有啲人同佢傾過偈
啦！我就無同佢傾過偈。咁我覺得而家唔適合去分析
佢嘅情況。」
至於被視為民主黨陣地的葵青區，由八席減至現時四席
，副主席尹兆堅亦告落敗。不過尹兆堅卻 「賴地硬」，聲言
葵青的成績與整體有落差，而民主黨在資源上面對的壓力較
大。

﹁

▲民主黨多個重量級人物，包括何俊仁、尹兆堅和陳樹英都紛紛落敗

短打

▼范國威稱，會慎重考
慮是否參選超級區議會

新同盟超區出爾反爾
立法會在2012年新增 「超級區議會」界別，只有區議員才擁有參
選權及提名權，於是各政黨在區議會選舉時已進行部署，今年亦不例
外。多個政黨紛紛派出 「明日之星」出選區議會，同時爭取足夠提名
票角逐超級議席。不過，多個反對派明星 「墜落」，如民協馮檢基、公
民黨陳家洛等；亦有政黨根本無法取得15席的提名門檻票數。
新民主同盟創黨成員當年因反對政改方案增加超級區議會議席而
退出民主黨，但今年區選他們派出16人參選，意外取得15個議席。現
時新民主同盟已有足夠提名票可以參選明年立法會的超級區議會
議席。
新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昨日在記者會上稱，他們會慎重考慮
是否參選超級區議會，或提名其他反對派出戰。該黨 「票王」任啟邦
更稱，若有機會會利用 「超級區議會」引發 「公投」。一個連初
衷都可以忘記的政黨，到底有多少競選承諾值得相信？

馮檢基改口或轉戰立會直選

▲區選敗陣的馮檢基（前排中）昨突轉口風稱2016年立法會選
舉或再戰九龍西直選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民協馮檢基
及另外三名元老在今屆 「落馬」。馮檢基在深水
麗閣選區不敵工聯會 「小花」陳穎欣，失去超
級區議會議席入場券，昨日隨即轉口風稱2016年
立法會選舉或再戰九龍西直選。
民協超級區議員馮檢基今屆以99票之差，失
去盤踞多年的深水埗區議會議席。他落敗後稱尊
重選民決定，惟不願承認自己遭選民遺棄的事實
，反指對手陳穎欣只是以資源多、選舉部署嚴密
取勝。他昨日更改選舉前聲稱若未能再循超級區
議會進入立法會，不會重返九龍西參選的講法，
稱只要一日在政界，都一定會考慮參選立法會。
至於是否再選九龍西，他則改口稱需時研究。他
又說，個人認為民協可考慮與理念相近的政團結
盟，但強調內部仍未討論過。

民協今屆區選派出26人參選，除馮檢基外，
還有三名 「元老級」現任區議員爭取連任失敗，
其中九龍城區失兩席位，民協副主席任國棟在紅
磡選區不敵民建聯生力軍；莫嘉嫻在馬頭圍輸給
民建聯 「新丁」邵天虹；中委秦寶山亦在深水埗
石硤尾選區落敗。民協今屆區選共取得18席，較
上屆多兩席。
另一反對派工黨今屆區選派出12人參選，三
人當選，得勝率僅25%。其中早前在大埔新富選
區補選中勝出的工黨秘書長郭永健不敵獨立的羅
曉楓，僅任四個多月區議員就要落馬。工黨主席
李卓人承認結果差強人意。但工黨葉榮在沙田頌
安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的對戰中勝出；該
黨譚駿賢在屯門亦擊敗了民建聯資深區議員陳雲
生。

陳家洛拒認 空降 招敗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
道：今屆區議會選舉，公民黨派
出25人參選，比上屆大幅減少16
人，最後只有10人當選。公民黨
主席余若薇否認今次選舉失敗，
死撐結果達標。有指公民黨現任
立法會議員陳家洛亦因堅持 「空
降」海怡東選區而招致敗局，但
陳家洛昨日在公民黨記者會上則
砌詞指，這些講法是用來抹黑他
的手段。

﹂

余若薇死撐達標

公民黨此次區選派出25人參
選，當中只有10人當選，得勝率
為四成。曾於2014年出選東涌北
補選勝出的余俊翔，今屆敗給新
民黨傅曉琳。余若薇否認今屆區
議會選舉失敗，死撐結果達標。
陳家洛在今屆區選敗於獨立
候選人林啟暉，在公民黨的區選
結果發布會上，非但沒有清楚解
釋敗選原因，反歸咎有人抹黑、
指摘他為 「空降」。陳家洛聲稱
，這些講法是一些懶惰的參選團
隊用來抹黑他、不願意和他正面
交鋒的手段，又指這不是對選民
一個公道的安排云云。陳家洛更
死撐，指公民黨連續三屆在該區
敗選，但成績有進步，證明得到
居民肯定。
余若薇亦為陳家洛的 「空降
」敗選卸膊，聲稱由上一屆開始
，該黨已和其他反對派協調在哪
一區出選，又指一直以來公民黨
都計劃在海怡東出選，不可能在
最後時候更改，對於支持的居民
來說做法並不公平。
過去反對派曾就出選海怡東
、海怡西選區而互相指摘， 「人
民力量」主席袁彌明曾直指，居
民不支持陳家洛 「空降」，又質
疑陳身兼立法會議員及大學副教
授，難以兼顧海怡事務，陳家洛
反指袁在地區補選後沒有跟進地
區工作，堅持在海怡東選區參選
，結果折翼而歸。

▲陳家洛將敗選原因，歸咎選前遭人抹
黑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