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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大公報》今日開始推出全新版面 「港東港西」 ，周一至周五見報，
暢談香港地人、情、事，紀錄太平山下大城小景，敬請讀者垂注。

港東港西

建聯如航空公司，到不同的地區服務市
民，同時與市民 「一起遠飛」，上下一
心，一齊打拚。他又說，非常感謝一班
民建聯的義工， 「有了他們（義工），
我們就可以盡力去做事」。
克勤形容今次表演是 「落重本」，
為此特別租了三件機師服，而三人更戴
上型爆黑超，力求做到與 「cool魔」 「
形似」。克勤說，自己平時便喜歡飛機
，當得知今次活動有
扮演機師的時候，便
第一時間報名， 「得
出來的效果亦唔錯，
大家都說好似」。

歲月如歌民記版
《歲月如歌》是《衝上雲霄》主題曲，由陳奕迅
演繹，大家都耳熟能詳。民記三小生昨日演唱的則是
民建聯改編的特別版。他們還專門給鄭晴傳送了歌曲
錄音，鄭晴聽來都覺得頗有專業水準。以下是民記版
《歲月如歌》的歌詞，大家不妨試下一齊唱：
有氣魄，有幹勁，同攜手沖天飛，在努力打拚中
，展翅萬里，
前行一片是晨曦，昂然闖新天地；有了信，有了
愛，同僚可當知己，DAB這個家，陪着你，
齊心一起遠飛，迢迢長路盛滿希冀。
天氣不似預期，亦信守，跟你飛。上下一心去打
拚，一起努力奮起。
關愛體貼入微，在這家，
時日會溢滿趣味，樂於關顧，
留下共處時愉快的憶記，
▲左起柯創盛、陳克勤及張國鈞扮機師擺出Chok樣
當世事再沒完美，一切在歲月如歌中找你。
相片取自陳克勤facebook

張華峰年輕時與阮兆祥（小圖）原
▲
來有幾分相似

張華峰那些年與阮兆祥撞樣
近年政圈不少 「男神」和 「小鮮肉
」冒起，一眾政界紳士們紛紛透過健身
、美容來提升顏值。鄭晴前排睇報紙，
有行家話，因身形魁梧而被
稱為 「肥老闆」的金融
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原
來那些年都好fit。鄭晴
即刻搵來經民聯新會
刊《經民天地》睇下
，相中人西裝筆挺，樣

子官仔骨骨，乍看還與阮兆祥有幾分相
似！
張華峰於1971年入行，最初在遠東
交易所擔任 「出市員」。 「肥老闆」縱
橫股壇近45年，但他2012年當選議員，
仍算是議會新丁。近年 「拉布」成為議
會常態，但在直播畫面中，我們經常看
到肥老闆坐定定 「抗拉布」。鄭晴問他
為何這麼 「乖」，肥老闆笑言： 「我是
新仔，當然是新仔值班耐一點啦！」

淘大工業村
一場四級長命火
歷經108小時終於
熄滅，全城關注
火情的同時，針
對消防救火策略的質疑也不絕於耳。
現時的情況不禁讓筆者想起伊索寓言
中《父子騎驢》的故事。
話說一對父子牽着家中養的驢進
城趕集，在路上，兩人都不騎驢，被
路人批評不智；父親騎驢，被指不慈
；再換兒子騎，被責不孝；於是兩個
人一起騎驢，又被斥虐待動物，是為
不仁。最後父子倆只好把驢子用繩子
倒掛起來扛進城，結果倍受眾人冷嘲
熱諷，驢更是受驚落水溺斃。長久以
來，大家都會說，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若盲目聽從外界意見，最終可能無
所適從。而換一個角度想想，在不明
就裏的情況下，大家是否可以先聽聽
對方的意見，而不是七嘴八舌，胡亂
評頭論足？尤其是在今次事關火場安

鏡

戴正言

「當世事再沒完美，一切在歲月如
新界呢部機八年」，就是希望新界的乘
歌中找你。」當年電視劇《衝上雲霄》
客可以坐得穩，坐得舒服。
中的Cool魔、阿Sam等型男機師俘獲了
有意於九月立法會選舉出選港島區
萬千粉絲。民建聯昨日舉行義工嘉許禮 的張國鈞亦說， 「希望有機會可以揸好
，為犒勞辛苦了一年的義工，民建聯主 港島呢部機，不論晴雨，都帶領大家安
席李慧琼與一眾議員紛紛落力演出，其 全抵達目的地」。今次擔任主唱的張國
中民記三小生—副主席張國鈞、陳克
鈞還笑言，平時好少公開唱歌， 「上次
勤及觀塘區議員柯創盛齊齊化身機師，
是在民建聯20周年慶典上，在紅館開騷
並獻上一曲《歲月如歌》，同樣是冧爆
，今次就在九展，相信是好多藝人的夢
全場。
想」。
做咗兩屆新界東立法會議員的陳克
寓意民建聯服務各區市民
勤現場將其議會工作與機師作比，指 「
柯創盛笑言，今次三人作機師打扮
新界呢部（飛）機好重要，香港有一半
的人都坐在這上面」，又指自己 「揸咗 ，唱出改編了的《歲月如歌》，寓意民

透視

民記小生Cool魔上身冧義工

反對派邊說撐消防邊喊削撥款

曾主席憑炒蛋秘技變廚神
扶康會昨日舉行第十二
屆 「香港最佳老友」運動
電能烹飪比賽，請來一班
立法會議員夥拍智障人士
下廚 「煮返幾味」，展現
傷健共融的精神。議員們
身穿圍裙、戴埋廚師帽，似
模似樣。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小圖）更憑一道「蝦仁炒蛋」擊敗參賽
議員，勇奪 「名人匯演金獎」！榮升「
廚神」的曾主席說，已經很久沒有下廚
了。不過，他年輕時曾獲母親傳授炒
蛋秘技，仲教路鄭晴話，要在蛋漿中

福
▼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中）昨日宣布，以獨立
身份參選教育界功能組別議席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挺身而出讓業界有得揀
現年50歲的蔡若蓮，曾任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及課程發展處高級課程主任，身兼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
等多項公職，現為教聯會副主席，近年先後成立 「幼師
薪酬關注組」及 「香港教師夢想基金」。被問到參選原
因，她解釋，教育界議席近年被 「壟斷」，希望挺身而
出讓教育界同工 「有得揀」，就如其競選宣傳口號 「抉
擇」兩個字。蔡若蓮強調，自己屬獨立出選，故不會有
任何包袱，會尋求各教育團體及教師支持。她又指，競
選團隊無政治明星或政黨背景，自言作決定時不會看黨
派立場。

不滿教育議題變政治化
雖然教協在教育界選民佔了人數優勢，但蔡若蓮相
信自己一直於學校前線工作，切實了解前線老師所需，
形容是次參與是 「信念之戰」。她又點名批評葉建源，
四年來只是 「大聲嗌，大力搞批鬥式思維」，不滿近年

教育議題變政治化，以小三全港系統性評估（TSA）為
例，指學校是否參加考試屬專業決定，不明白為何不討
論就先決定罷考，為學校增添壓力。
蔡若蓮昨日中午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會堂舉行宣布
參選記者會，下午則召開千人大會。現場有大型個人橫

【大公報訊】記者梁少儀報道：立法會選舉提名期
下月展開，資深建築師林雲峯率先宣布，競逐建築、測
量及都市規劃界功能組別議員席位。林雲峯表示，參選
是要將專業理性的聲音帶進議會。但建築師選民人數在
這組別素來並非最多，林雲峯認為，若只循個人所屬專
業決定投票取向已經過時，他將向跨專業年輕人爭取支
持。
林雲峯上周六在他的一個與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
界年輕專業人士對談的座談會上，宣布參選，政綱頭炮
是提出 「建．促達人」APP的構思，將公眾關注的議題
上載APP內，讓專業人士與公眾發表意見，政府相關部
門人員應 「放下身段」，在這平台回應。這個APP在參

選期間不會運作，但他已組成助選團，成員均是年輕專
業人士，而且不限於建築師。
年輕人近年在社會議題上，爭取手法日趨激進，被
問及若不夠 「激」，如何爭取年輕選票，林雲峯稱，參
選目的不是要 「激」，而是希望將專業理性意見帶出來
。他又指，建築師是為城市設計，創造空間要有新思維
、新做法。
林雲峯的助選團隊 「主將」、近日為香港建築師學
會在威尼斯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擔任策展人的蕭國健回
應不夠 「激」的問題時就指，近年年輕人已經 「做咗好
多」，試過不同的爭取手法，結果是沒有改變，他認為
，現在應回歸理性討論。

額、多面旗幡，以及有約20名前線教師助選，教聯會會
長黃均瑜亦有到場支持。
至於蔡若蓮申報的競選辦地址亦是教聯會會址，她
解釋只是向教聯會租用地方，選舉經費方面，她指會繼
續爭取不同團體不同形式支持。

林
▼雲峯率先宣布競逐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功能組別議員席位

林雲峯競逐功組建築測量界

加點水，先會炒得滑啲！
年年都參賽的工聯會
黃國健就話，自己一早就
練定幾味，希望不會在比
賽上面獻醜， 「唔做地獄
廚神已經好好啦！」
講到 「地獄廚神」，有
份參賽的會計界梁繼昌就遭評
判劣評，名廚周中笑言 「蛋都未炒熟
」，主持更笑稱： 「我也是第一次見
『蝦仁炒蛋』的蝦同蛋係分開的！」
睇來梁議員要多向曾主席學習下蝦仁
炒蛋的秘訣啦。

▲扶康會昨日舉行電能烹飪比賽，請來一班立法會議員夥拍智障人士下
廚 「煮返幾味」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蔡若蓮獨立參選教界功組
【大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立法會選舉將於九
月舉行，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昨日正式宣布
，以獨立身份參選教育界功能組別議席，意味着她將挑
戰考慮角逐連任的教協副會長葉建源。對於教育界議席
多年被教協 「壟斷」，蔡若蓮希望參選可讓教育界 「有
得揀」，扭轉近年 「教育政治化」的不健康現象。

危的問題上，大家可否先尊重消防的
專業意見？
英雄勇鬥烈火，兩名消防員殉職
，多日來的艱辛努力卻換來很多無理
指摘，已經令人無限唏噓。但最讓筆
者心寒的是，竟然還有反對派議員藉
此 「抽水」。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
志全在社交網站貼圖，要求政府取消
今年 「7．1回歸日」所有慶祝活動。
然而，就是陳志全，在今年立法會預
算案 「拉布」時，聯同社民連梁國雄
及工黨李卓人提出十項修正案，當中
包括刪除消防處的運作開支及個人薪
酬的全年撥款，就連更換添置新消防
車、消防船、救護車及消防設備的全
年撥款都一併動議刪除。若修正案真
的獲得通過，後果不堪設想。五大消
防工會當時發出聯合聲明強烈反對陳
志全等人的修正案。如今，陳志全卻
提出要停止七一慶祝活動，扮為消防
員請命，何其假慈悲！

招顯聰宣布選立會
指本土派是敵人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曾因擅
闖軍營被捕的 「港獨」分子招顯聰昨日成立
了所謂 「香港歸英獨立聯盟」（英獨聯），
並宣布參選九月立法會選舉，揚言五區都派
名單。對於會否與 「本土派」協調，招顯聰
直言， 「本土派」是他們的敵人， 「本土民
主前線」、 「香港民族黨」、 「熱普城」等
組織都不是同路人。
招顯聰昨日聯同兩名 「英獨聯」成員，
在旺角某商廈的會議室召開記者會，但現場
狀況不斷。招不但遲到，讓多家傳媒苦等，
他宣讀參選宣言時，又多次暫停，吩咐同伴
拿來新設計的旗幟，但對方尋找不果，招就
一言不發，氣憤地離場，親自去找。但不久
記者聽到外面有人爭執： 「唔好玩啦」、 「
開緊記招呀依家，你想點X樣」，氣氛極其
尷尬。其後，招兩手空空地回場，回答記者
提問。

選哪區也未想好
被問到會在哪區參選，招顯聰竟稱沒想
好，但強調約30人組成的 「英獨聯」，會派
出至少五人分別選五區，他自己出選是 「毫
無懸念」，具體選哪個地區仍要內部商討。
至於其他人選，招亦稱 「未講得」，而同場
的廖姓和李姓成員只是考慮中，所以不可以
透露他們的名字，以免其前途受到影響。
至於組織是否已註冊，招顯聰聲稱，已
經用了一間名為 「巷蜀」的建築公司名義註
冊，並開了戶口。他又說，每區預計用七至
八萬競選開支，資金由出選人士自己負責，
目前組織資金主要是成員夾錢，或向親戚賒
借，亦接受港人捐款。招又說，台灣 「獨派
」大佬史明和王獻極已受邀擔任 「英獨聯」
的榮譽顧問，但他們不會給予資金支持。
招顯聰聲稱， 「歸英」只是過渡安排，
終極目標是 「獨立」，又稱要做體制內改革
以及體制外革命，並狂言暴力是革命一部分
。對於會否和 「本土派」協調參選，招顯聰
直斥， 「本土派」是他們的敵人，本土民主
前線、香港民族黨、 「熱普城」等組織都不
是同路人，自詡 「英獨聯」才是香港唯一真
正 「獨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