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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他冷，有人說他傲，有人說他奸，有人說他狠，更多的 
說他是狼。

為負面印象追本溯源，總找不到原始資料，言之鑿鑿傳得鼎鼎 
沸沸的，都是道聽塗說。接觸過 CY的人現身說法，說的卻又是
另一個南轅北轍的版本，有人說他重情重義，有人認為他值得 
信任，有人覺得 CY勇於擔當，更多的是相信他的能力與魄力，
幾乎口徑一致是大家都認同他是個廉潔正人君子。

「我不會為爭取任何一張提名票或選票，作出不能實踐的承諾。」

CY這麼說過。

如果選舉是一場政治交易，CY的選舉工程將會是一次愚公移山。
沒有利益交易的票，比什麼都難求；市民一次又一次在民調中給

CY送上信心，更讓人格外感恩。

一步一腳印，證明吾道不孤。

是時候，放下成見誤解，揮掉流言蜚語，在 CY的家人、朋友、
工作伙伴、受助者、同道人⋯⋯口中，直接拿來第一手資料， 
重新認識 CY這個人。

CY這個人……

「我不會為爭取任何一張提名票或選票， 
作出不能實踐的承諾。」

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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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家貧，媽媽通常蒸一大鍋饅頭做飯， 
振英每天早上就帶著一個饅頭，逕自上學去。



3

敢
於
承
擔

「這麼多年來，他都貫徹始終，
只要是對的、只要有道理，就會
挺身而出、據理力爭。」

梁桂香（梁振英姐姐） 

三歲時的冷饅頭  

在弟弟身上，我看到果真有三歲定八十這回事。

那年，我唸小六，振英比我小五歲，剛進小一。我每天領著他從 
西營盤警察宿舍走半小時路，到中環荷里活道警察小學上課。

有一回，警察宿舍樓下搞了個小型嘉年華，宿舍的孩子幾乎都 
參加，我碰巧發燒，沒下樓玩，翌日也因病上不了課。原來有許多

同學因玩得太夜當天沒來上課，尤其小六缺席的同學最多。

那天學校本要頒發小六畢業證書，校長知悉集體缺席事件後非常 
震怒，下令所有當天沒上學的小六生都不獲發證書，以示懲戒。

振英知道我因病缺課，一個小一生，竟大著膽子，獨自一人去敲 
校長室的門，為我說項。

我好記得，那位校長，好嚴好惡，校長室牆上，掛著一條藤條、 
一把長間尺，那種氣勢，看一眼都打冷顫。沒想到唸小一的振英 
竟敢一人獨闖校長室，為我解釋缺席緣由，還為我取回畢業證書。

第二天，回到學校，校長拉著我說：「你弟弟真是個好勇敢、好有 
膽識的人⋯⋯」

這麼多年來，他都貫徹始終。只要是對的，只要有道理，就會挺身 
而出、據理力爭。

鍥而不捨的性格，或多或少是成長時的艱苦環境造就。吃過苦 
的人，除了更會體諒別人的苦，還會培育出一種堅忍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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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給客人的午餐肉

振英三歲的時候，媽媽便送他進學前班，那時的孩子一般四五歲才

入學，振英上的學前班，屬非正式教學，主要是唱唱歌、認認字，

要上大半天，兼自備午飯。

因為家貧，媽媽通常蒸一大鍋饅頭做飯，振英每天早上就帶著一個

搪瓷潄口盅、一個饅頭，逕自上學去。

天氣冷，饅頭凍了變硬，他就用潄口盅盛點熱水，蘸著乾硬饅頭啃 
下去。

每天放學回來，他總是第一時間跑進廚房，打開蒸籠，看看裡面 
還有沒有剩食。我知道，他其實好肚餓。

我因為讀的是小學下午校，每天可以在家吃完午飯才上學。飯桌 
上，我常常看到媽媽邊吃飯邊紅了眼，因為當大家啖著熱飯暖菜，

就會想起在外啃著冷硬饅頭的弟弟。小小年紀，捱這樣的苦，從不

哼半句。看到同學暖壺裡的豐盛午餐，他沒有要求，更無埋怨，懂

事得讓人揪心。

當警察的爸爸梁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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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一年級六歲的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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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回媽媽穿多了膠花賺多了錢，主動提議：「不如今晚開罐午餐

肉？」我的心在笑，但弟弟卻說：「不用了，我們夠吃，午餐肉 
留待有朋友來吃飯才開吧！」

因為媽媽常教誨：「假如自己有一口飯吃，都要先看看其他人是 
不是也有一口飯。」

今時今日，振英教孩子，也是這麼樣：「吃多少，點多少，別浪費，

因為這世上，還有很多人連吃一口飯都難！」

我們的媽媽雖是個文盲，但對孩子的教養，卻很重視。她四十多

歲生下振英，老來得子，卻沒有對他寵愛驕縱，常說：「男孩子， 
吃點虧不打緊！」

因為這種吃虧教育，振英從不計較，家務、粗重工夫，能做的他 
都做，洗衫、煮飯、抹玻璃、「 」 膠花、「透」 火水爐、修理
傢具⋯⋯他不許媽媽辛苦，也不讓姐妹操勞。

有時我想，作為大姐，我是幸運的，因為我有這樣一個肯擔當的 
好弟弟。

「我有很多志同道合、有擔當的朋友，來自四方八面， 
他們不怕廚房熱，因為不忿氣香港發展到這個田地，大家
都有決心，抱着頭一起衝進熱廚房，為香港做事。社會上
有志有力的人，是前仆後繼的。」

CY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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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六年級獲頒警察福利 
五年獎學金，入讀英皇書院。

CY姐姐、妹妹及父親， 
為母親慶祝生日， 
CY的姐姐站在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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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仁（兒科醫生）

「認識梁振英很多年，他做事非常勤力，很多事都親力親為，對事物

的分析、想法亦透徹，絕對不會言而無物。

「他又是一個愛家庭、照顧家庭的人，這麼多年，我都是支持他， 
連我的車牌，開首都是 CY。」

羅康瑞（瑞安集團主席）

「我和梁振英是認識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朋友，他在香港回

歸過程中，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有很大貢獻。這些年，

我和他一起工作，對他的能力、毅力、魄力，有很深刻 
印象。這些經驗，正正可以幫助香港、帶領香港，面對

各種挑戰。

「我們的特首需要得到中央信任、支持和尊重，振英過去

所做過的工作、扮演的角色，都充分證明中央對他的信

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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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喜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我認識梁振英已有廿多年，他不單做事專心，更有一顆關懷基層 
的心。有次他告訴我，香港低下階層的市民為什麼生活這麼鬱悶？

皆因他們看不見希望，我們的政府必須要令市民看到轉變的機會，

看到希望。

「其實，要解決這個社會問題絕對不困難，我們政府有豐厚財政能力，

問題是我們有沒有一個特首有決心去面對這些問題。我認為，CY就
有這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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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范椒芬（梁振英競選辦公室主任）

「過去一段時間，我和很多界別的專家朋友，和 CY一
起寫政綱，又接觸不少市民，深深感受到社會各階層對

目前施政的不滿。大家都希望新一屆的政府，在理念和 
政策方面都要有所改變，有所作為。

「CY一再叮囑我們寫政綱要 實實，針對問題作出

回應，要反覆思考，確信可行才提出來讓公眾討論。 
我們是以執政的態度去寫政綱，照顧全局，兼顧各階層

的需要，特別是基層和中產。我們不會迴避問題，不會

嘩眾取寵，更加不會以沒有靈魂的口號敷衍公眾。」

李樂詩（香港著名探險家）

「我認識梁振英先生是在 1985年，我在南極考察回來，他請我向 
他的同事講解南極考察項目及其科研，自此，中國雪龍號破冰船兩

次來港，他都參與及全力支持。

「梁振英先生很有世界觀，我欣賞他，因為他有強烈愛國心，過去

三十多年，他為中國發展提出多項建議，亦同時關心香港問題， 
十分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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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奕達（大專學生）

「我是一個大專生，我的興趣是玩音樂和作曲。今次特首選舉， 
我們無權投票。但香港的未來，我們都有份。所以，我選擇用音樂

去參與，用歌曲去發聲，把我最喜歡的作品《I could be》，去支持 
梁振英，做我們下屆特首。

「『人窮志不短』，這是 CY一直抱的人生觀，CY做到，我們後生
仔一樣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將 《I could be》 送給他。只要相信 
自己，相信努力，就有希望，I could be, we could be , we could be 
the 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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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走進社區，大家都可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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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位尊貴客人馭著軚盤、風塵僕僕、一臉歉意

趕到學校，汗顏的，卻是我們。」

天水圍的俠客行

認識梁振英，因為大家都是英皇仔。

我讀中六那年，他才是中一生，沒機會互相認識，但我卻好記得這

個小師弟，皆因他樣子古怪，像個古代人。

聽 CY的事跡都是畢業後，有件怪事，更一直被廣傳，是關於一個
英皇仔的死。

他是 CY的學長，跟母親說下樓買早餐，竟一去不回，在街上離奇 
死亡。警方判斷為自殺事件，蓋棺結案，但 CY和一眾同學對書友
仔的橫死有頗大存疑，於是，時在仲量行工作的 CY，公餘花了很多
時間和氣力去追查事件，為的，是幫過世同學的母親找回一頁真相、

一個說法。

當然，CY終究不是福爾摩斯，最後由裁判庭定為「死因不明」，但
卻看出這個「古代人」，原來真有點俠義心腸。

這俠客，後來更走進了天水圍。

有一陣子，天水圍被冠以「悲情城市」稱號，慘劇接二連三發生，

天水圍城彷彿跟人生死胡同劃上等號。CY卻領著他的專業聯盟，主
動走進天水圍，選了幾百個中五學生，由各專業人員帶領下，走出

圍城，步進中環，讓孩子看看，未來，不一定要沿著上輩軌跡做綜

援戶，看看人家做律師的怎樣工作、做測量是什麼一回事、做會計

要有何裝備⋯⋯最重要，是讓這群足不出天水圍的孩子，看到社會

階層原來還有向上流動的希望。

幹這些事，「著數」 欠奉、光環欠奉，記者不會理、報紙不會報、 
CY沒說、也沒錢收，除了因為關愛，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林超英（前香港天文台台長） 



14

開車獨闖天水圍城

有人說，CY得罪權貴，某程度上，也許是對的。譬如，他過去為
陪家人，絕少應約出席晚間應酬，但與英皇有關的一些蚊型活動，

如學校嘉年華、畢業主禮之類，找他，他從不推辭。權貴看來，這

不是「唔俾面」是什麼？但在我眼中，卻看到他的念舊、他的有情 
有義。

我是天水圍一間小學的校董，我曾膽粗粗找當時已貴為行政會議召

集人的 CY做畢業禮主禮嘉賓，那回，他又一口應允。

大家大安旨意以為以他這種身份該有司機直接送他來，所以校方只

提供地址，沒付上開車地圖，更沒詳加解說。沒料到，CY原來晚
上會盡量讓司機休息，當天單人匹馬開車前來。天水圍的路到處 
一模一樣，CY一進城就迷路。結果，向來準時的他那天遲到了。 
看到這位尊貴客人馭著軚盤、風塵僕僕、一臉歉意趕到學校，汗顏 
的，卻是我們。

這些年，我跟不同職級官員、局長、副局長⋯⋯打交道，漸漸發現，

在上位者有部份已是「擺款」擺到脫離群眾，一個官階，就是高人 
一等，就可氣指頤使。

我支持 CY，因為直至這一刻，我對他仍未有這種感覺，他仍是一個
有情有義、不忘本，對貧苦弱勢有真心關注的人。

新春期間 CY與在競選辦工作的年青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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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不忘掘井人，今日繁榮，是七百萬香港人共同打拼
的成果。為市民大眾做事的人，必須經常四處走動，不能
只坐在中環。早於 23 年前，我做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 
長時，已經落區，而且逢請必到，不論是街頭，或是球場，
只要有一張凳，只要你肯講，我就肯聽。」

CY 說

就讀英皇書院時的梁振英（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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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剛從廉署退了休，CY即找我去吃飯，提出邀請，問我
能不能幫他去內地的公司講幾課廉潔文化。

我第一個反應是：在內地商界搞廉政？ CY都幾天方夜譚。不過，
我倒是一口答應了，既然有人明知不可為而為，我也樂意奉陪。

清
廉
正
直

身先士卒行廉潔
「我發現，腐敗國家的共通點，就是行政 
首長全依靠商界支持上位， 於是得政權後，
自然出現許多政治交易，形成貪污。」

郭文緯（前廉政公署執行處處長）

「只要有一張凳，只要你肯講，我就肯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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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坦言，內地的企業文化不太好，不行賄往往做不成生意，但他
仍希望自己能身先士卒，在內地建立商業廉政文化。聽完，我覺得 
這個人很有原則。

結果，這些企業廉政講座由上海做到深圳，從公司管理層做到前線

員工，CY要公司每一個人都受過廉潔教育。

一同在中港上上落落，我亦看到 CY隨和沒架子的一面。

每次北上，CY總是開車來我大埔的家，親自接我上深圳，向同僚介
紹我、聽我的演講、陪我吃午飯，然後又親自送我回來。

接觸多了，我覺得他對香港問題很有研究，是個真正有心人。CY更
不時將他在報上發表的文章電郵給我看，彼此交換意見。

退休以後，我一直從事國際反貪工作，去過好多貪污腐敗的國家。

我發現，她們有個共通點，就是行政首長全依靠商界支持上位， 
於是得政權後，自然出現許多政治交易，形成貪污。

所以，香港更需要一個能照顧各階層利益的領導人，而非一面倒傾

向商界。

認識 CY十多年了，他為人正直，做事有原則、有承擔、有能力、
有勇氣，更重要，是他有一顆心、有一種使命感，他是要為香港做

事而參選，而非為做官而參選，我有信心，在他帶領下，香港可以

會是一個更廉潔、更公平的社會。

「我曾經義務幫深圳市政府做了點事，當時就曾有官員對 
我說：『不如給你一幅地，你轉手賣出去，唔使咁辛苦靠 
專業服務賺錢⋯』我斷然拒絕了。

「我是第一批回內地做專業服務的香港人，要發達，機會 
很多，我就偏不願走這些旁門左道。

「至今，我在內地唯一的物業，就是在父母家鄉的一幅住 
宅地。」

CY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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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CY，可以用「不打不相識」五個字來形容。

以前只在一些商會聚會中跟 CY碰面淺談過，說不上有交情。後來
特首競選鑼鼓響起，我在《經濟日報》專欄寫了篇名為「富二代與

醒目仔」的文章，戲言「醒目仔」有計謀、懂得審時度勢、不會輕

易使用武力、會「走精面」⋯⋯兩者擇其一，我會選「醒目仔」。

文章中其實我沒有特別取態要「撐」誰，只是不想看見特首選舉又

是一幕黃袍加身。

文章出街後，CY迅即找了個我認識的老朋友做中間人，約我吃飯，
先謝謝我的文章，再更正：我不是「醒目仔」！甫坐下，就開始跟

我解說他的理念，將他對香港各種問題的看法及解決辦法闡述，讓

我對這個印象中的「醒目仔」完全改觀，之前對他的負面印象一掃

而空，人家把他形容得如狼似虎，親身接觸後我發現他原來是個有

血有肉的有心人。

這頓飯沒有風花雪月，而是盡量爭取機會將他的想法一點一滴傳遞

出去，我想他不只對我一個人作過這種努力，而是向所有對他有誤

解、或者對社會有點影響力的人鍥而不捨推銷過，這種美國式爭取

選民支持的積極表現，和不計較人家嘲諷的寬宏氣度，我倒是非常 
欣賞的。

積
極
進
取

不打不相識
「甫坐下，CY就開始跟我解說他的理念，將他對香港
各種問題的看法及解決辦法闡述，讓我對這個印象中
的『醒目仔』完全改觀。」

張堅庭（著名導演）

CY 說

「這次行政長官選舉，我要爭取三方面的支持，既要中央的
任命，也要一千二百名選舉委員的提名和選票，更要努力
爭取七百萬香港人的認同和支持。只有高民望當選的行政
長官，政府才可以有高認受性，施政才可以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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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1月 27日，CY宣布參選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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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到板間房探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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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沙士事件，淘大花園成為人跡罕至的重災區，那段死城故事，
歷歷在目。好記得，3月 26日沙士爆發，3月 31日 E座封樓，4月
1日隔離居民。的士司機避開不敢進淘大，高官議員不敢來訪。這
裡成了鬼域，水靜鵝飛。

沒想到，就在 4月尾，CY竟主動帶著一班專業人士前來，直入災情
嚴重的 E座範圍，以他的專業為居民解決浴室地台去水渠傳播病毒
的問題。經過親身視察，再跟我們詳細商討，CY立刻為我們籌了
七十多萬，幫助全棟 E座更換全新設計的隔氣。

我曾直率地對新設計提出批評，沒想到 CY聽後，立刻改善設計 
方案。這種「容得下」的胸襟、有勇有謀的做事態度，讓我們深深 
感動。

事過境遷，如果我們不說，CY來過沙士死城一事，根本無人知曉、
更無記者報導過。可見 CY做事，不為曝光、不為選票，純粹是掏
心為百姓。

有
勇
有
謀

勇闖死城
「CY 做事，不為曝光、不為選票，純粹是掏心為 
百姓。」

葉興國（淘大花園互委會主席）

「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要貢獻香港，不要急於從政， 
先努力建立自己的能力和專長，將來才可以更好地為香港
發揮。」

CY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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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過去六、七年，我在中大從事社會問題研究，對社會衝突及矛盾做

了很多民意調查，研究發現，大部分市民都認為窮人及有錢人對立

嚴重了，小市民和大財團的矛盾尖銳了，政治紛爭多了，令香港整

體發展停滯不前，這些大家都不想見到的。我期望下屆行政長官需

處理好這些深層次的矛盾。

「梁振英為人正直，做事有原則，能夠照顧各階層利益，不會偏幫 
財團，我有信心在 CY領導下，不會出現官商勾結，利益輸送。」

葉兆康 
（2008 年奧運港區火炬手、殘疾人奧運馬術香港代表）

「CY提出穩中求變，迎難而上，作為香港的特首，需要
有心、有能力、有勇氣、有承擔，肯為香港廣大市民謀

求福祉，為香港的未來尋求發展，落實施政。我相信，

CY會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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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榮（電台節目主持）

「如果我用一種動物來形容梁先生，我會說他是一匹馬，一匹戰馬，

鬥志昂揚。

「由我認識 CY，第一次坐下討論政策，那時他的民望很低，但是他
一直向著目標進發，一步一步，打到出人頭地。我覺得，這些就是

教導小朋友讀書的最佳示範：成績包尾不緊要，最緊要向着目標跑，

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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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涯棉（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

「今日香港面對很多困難，商界經營困難，中產向下流，基層收 
入低，市民難以安居樂業。

「我認識梁振英 30年，他為人真誠、有理念、有能力，而且言出 
必行，講得出做得到。CY兩、三年前已提出要建多一點公屋、要 
復建居屋、推出更多土地等建議。

「未來香港要發展經濟，促進就業，我相信 CY多年來的內地經驗，
必定可以帶領香港拓展內地十三億人口的市場，為商界及市民帶來

更多工作及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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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香禧（英皇書院師兄）

「有人說梁振英『狼』，他怎會是『狼』呢？他簡直是 
菩薩心腸，他對朋友真誠，有情有義。我下一世，也找

不到這樣的朋友！

「二十幾年前，我因為生意問題，向他借四萬元，他二

話不說，借給我，一年後，我還清。三年後，我再向他

借了八萬，但我重複講了幾次，可能無得還！他還是借 
給我，兩年後，我也把錢清還。

「後來，我有事找他幫忙，他當時在新加坡開會，年初四

也打長途電話告訴我說，會找朋友幫我！

「我跟他不算深交，但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幫我，他不

單幫我，更幫了我一家人。得人恩果千年記，他的大恩 
大德，令我今生刻骨銘心。

「振英從來不向人提起這件事，今次，是我主動公開， 
讓大家知道，他的菩薩心腸。」



26

我經常要搞一些青年人活動。找名人來分享心得，是吸引大家參

與的最佳捷徑，但未必個個名人都肯花時間來，惟有 Uncle CY， 
他永不托手踭，只要我開聲，他幾忙都會出席，例必早到遲走， 
坐足全場。

愛
心
真
心

汪明欣 

（香港首位失明女作家兼音樂創作人，2008年十大傑青）

「你好， 
我是梁振英。」
「別以為日理萬機的人都是遙不可及，高高在上， 
起碼 Uncle CY就不是這種人。」

CY落區瞭解市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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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為日理萬機的人都是遙不可及，高高在上，起碼 Uncle CY就
不是這種人。

有次我找他幫忙時，給他留了個手機號碼，後來那手機我媽媽借

去用了。有日，媽媽忽然接到一通來電，是一把沉厚聲音在找我， 
媽媽問：「你是誰呀？」 電話那頭說：「你好，我是梁振英。」 嚇得 
媽媽幾乎把電話跌到地上。

「這樣的大人物，怎麼要自己打電話？他沒秘書嗎？」媽媽到現在仍

覺得莫名其妙。但我知道，Uncle CY就是這種凡事親力親為、心思
縝密的人。

上年我獲選為 2011感動香港年度人物，提名期間，因為要拍點片段，
想找 Uncle CY講幾句感想，但時間緊迫，只得三日，我都覺得這
樣倉卒行事太失禮了，惟有硬著頭皮，給 Uncle CY發個短訊問問。

誰知很快就收到回覆，他爽快答應：「沒問題，不過要多給我一天時

間，明天我飛北京，後晚落機就跟你做訪問去！」

忙成這樣，Uncle CY不但沒怪責我們的急趕，還肯擠出空檔幫我，
一下機就準時給我打電話，又借出辦公室給我們拍攝。我記得那天

是星期六，寫字樓的人都走光了，那夜，我們把他耽擱到很晚，剛

下飛機累透的他，卻沒半句怨言。

還有一次傑青選舉，他是頒獎嘉賓，工作人員把獎座遞給他，他一

接手，知道獎座太重，我一定拿不起，於是頒給我時一直用手在

後面托著，拍完照就主動說：「我幫你拿著。」外人可能覺得這些 
事情微不足道，但在受助者心裡卻很窩心，因為他能細心觀察到 
別人的需要，然後在不經意間給你扶一把，沒有大鑼大鼓，更不會

令受助者覺得他在施恩。

「作為政府領導人，首先要『聽』，聽民意，聽公務員意見，
然後要『定』。若只聽不定，便是議而不決，若只定不聽，
便是一言堂。」

CY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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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 CY在嶺南大學校董會共事多年，深深體會他的領袖風範、 
決斷能力和聆聽的胸襟。

因為校董來自四方八面，各有各的工作崗位，嶺南又位處偏遠的 
屯門，故從前的校董會一直都在市區召開，直至 CY做了校董會 
主席，即一改舊例，每次開校董會都要到屯門校園，讓校董們有

機會對同學、對自己管治的大學多點近距離接觸和認識，加強歸 
屬感。

CY很擅長領導，老實說，大學管理層與教職員經常在開會中出現暗
湧，但 CY往往三幾下手勢就平息風波。CY也是個願意聽取意見的
人，每個與會者都有發言機會，絕非一言堂，故他領導的校董會出

席率很高，個個坐足全場，討論氣氛也熾熱。

有一次，會議進行到「其他事項」時，CY忽然提出要檢視大學最底
層員工的薪酬，以確保他們有合理收入，能夠解決生活基本所需。

當時社會上還未有最低工資的討論，可見 CY此建議確是出於他對
員工的關愛。

我曾擔任過幾十年人事管理工作，閱人無數，學懂從小處看人， 
一個人是不是有心人、是不是有承擔，是不是有遠見，我看一眼、

談幾句、合作一回就辨出來了。而 CY，正是當中表表者。

領
袖
風
範

果斷的領導者
「一個人是不是有心人、是不是有承擔，是不是有 
遠見，我看一眼、談幾句、合作一回就能辨出來。」

「政府施政，必須真正做到以民為本。我們需要溝通， 
也需要決策。我們不能因循，更不能苟且。在現有政治 
制度下，雖然大部份人沒有投票權，但七百萬人是一家，
家是香港，我們榮辱與共，休戚與共。」

CY 說

高靜芝（嶺南大學校董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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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在活動中專心記錄市民所提出的意見，背後為 CY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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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很忙，但每年也會和我一起千里迢迢飛往英國，跟在彼邦唸書的
孩子聚一聚，哪怕只是逗留一天，為的，就是一家人可以團團圓圓

吃頓年夜飯。

父親的責任，家庭的責任，他從沒有因為忙而丟掉。

你能想像，像 CY這樣一個硬梆梆的大男人，會抱著滿月的兒子唱
搖籃曲嗎？「一條大河，波浪寬⋯⋯」多少夜，孩子都是在他的歌

聲中安眠。

繁重的工作和公職把他武裝起來，但冰冷盔甲下卻是顆熾熱的心。

和我一起看電視時，每遇動人場面，他都會跟我爭拿紙巾抹眼淚！

鐵漢也有柔情一面。每當出外公幹，只要時間許可，CY也會給我買
些小禮物。或許是小首飾、頸巾、又或是衣服，其實，他也挺羅曼

蒂克的。

意
志
堅
定

「或者他向來心無旁騖、問心無愧， 
字典裏從未有過「失眠」兩個字。」

利慾薰不了他的心

唐青儀（梁振英太太）

CY與太太和三名子女的家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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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最欣賞還是他的從一而終：那個跟他出雙入對的公事包，

是他在英國的書包，巳用了三十多年！維修費足夠他買一個新的，

但他還是對舊物情有獨鍾。

CY對自己要求高，但對我有限的厨藝卻照單全收！不管甜酸苦辣，
他也甘之如飴。待人包容，也是 CY讓人心悅誠服之處。

律人以寬，律己卻嚴，只要 CY需要休息，他的身體也守紀律得好
像關燈一樣，二話不說，倒頭便睡。又或者他向來心無旁騖、問心

無愧，字典裏從未有過「失眠」兩個字。

CY三名子女：頌昕 (左至右 )、齊昕、傳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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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社會沉積多年的各種問題，最關鍵是全社會對
問題要有認識，對解決問題要有決心。政府必須制訂
長遠及整體的社會發展願景和規劃，必須要『有膽識、 
有耐性』，能持之以恆，即使遇到阻力，仍要朝著目標， 
一步步前進。」

CY 說

公私分明，也是 CY的寫照。 我從前是一個從事土地買賣、物業發
展的律師，但他從來沒有藉此關係要我給予方便或者要介紹生意給

我。反而我遇過有些不明 CY為人的客人，在買賣的討價還價中，
竟要將我摒諸門外，以防我把機密洩露予 CY，這才真叫我啼笑 
皆非！

CY是測量師，是土地物業發展專家。假如我是個要丈夫發達的 
太太，那我們肯定整天都「家嘈屋閉」 了！因為 CY從來只專注於 
他的專業，沒有見獵心喜；看見客人一買一賣轉手就賺錢，他也從

沒想過分一杯羹。

70年代初，CY已返內地幫忙搞改革開放，譬如引入新的土地使用
制度、草擬全國第一份公開賣地招標章程⋯⋯當中，他遇過無數被

提供圈地發展的機會，但他都一一婉拒。他又經常自費往返內地，

免卻一切挪用公款的質疑。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懷抱一

顆赤子心，為國家盡點綿力。

CY仍然使用 30多年前留學英國時購買的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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