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州商會賀鄉彥榮膺公職
林瑞麟主禮 馬介璋呼籲鄉親支持京奧

董太募百萬助震災傷兵
慶鑽禧迎奧馬 工聯會辦嘉年華

曾憲梓接待萬慶良一行
【本報訊】金利來集團主席、原香港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昨天下

午在家中接待了廣東省副省長萬慶良一行。萬副省長對曾憲梓出席
2008粵港經濟技術貿易合作交流會開幕禮表示感謝。

萬慶良副省長向曾憲梓表示，2008粵港經濟技術貿易合作交流會
昨天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開幕，這是廣東省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聯
合舉辦的一個大型經貿活動。

他又說，今年正值內地改革開放30周年，本屆交流會回顧了改革
開放以來粵港經貿合作的成果，並在會上舉行「改革開放30周年廣
東外經貿發展暨粵港合作成果圖片展」和「粵港經貿合作高層論
壇」。

萬慶良表示，交流會全面展示了兩地合作的成果和發展前景，共
同推介大珠江三角洲的投資營商環境，並推出了150個重點招商專

案，相信能為香港工商企業界、金融界帶來更多的投資和貿易機
會。他並對曾憲梓不辭辛勞出席交流會開幕禮表示感謝。

萬慶良向曾憲梓表謝意
曾憲梓亦向萬慶良副省長一行憶述了內地改革開放和粵港經貿合

作的歷程，表達了他報效祖國、促進粵港經貿、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的心願。

陪同萬慶良副省長拜訪曾憲梓的包括有：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劉
曉捷、省經貿廳廳長梁耀文、省僑辦主任吳銳成、省經貿促進會會
長陳文傑，茂名市市長鄧海光等12名廣東省官員。金利來集團副主
席兼行政總裁曾智明、香港嘉應商會永遠榮譽會長劉宇新陪同曾憲
梓接待了萬慶良副省長一行。

■曾憲梓接待廣東副省長萬慶良一行。

曾京銘率團
訪嘉應商會

【本報訊】(記者 沈清麗) 香港嘉應商會昨日喜迎
由梅縣副縣長曾京銘率領的訪問團。訪問團成員還
有外經貿局局長王其幟、外事僑務局局長陳于洋等
部門領導。該會副會長張慶華、林瑩和多位常董、
會董與來賓進行了友好交流。雙方都希望，藉此訪
問互通信息，加強往來，為梅港兩地的繁榮，共同
攜手合作，貢獻力量。

會面中，林瑩代表嘉應商會會長曾智明及會董同
人，向來自梅縣的領導表示熱烈歡迎。她在簡介商
會創會歷史和會務發展後指出，商會長期以來的團
結、聯誼及互助精神，得到了在港梅州人士的支持
和認同。它既發揮了海內外客屬人士敦睦鄉誼、溝
通鄉情的橋樑作用，也在支援家鄉及祖國建設方
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林瑩：商會與梅縣相輔相成
林瑩同時指出，商會的發展和努力，與家鄉領導

的支持和關注是分不開的。全體會董都有一顆愛
國、愛港、愛鄉、愛會之心，會繼續廣泛團結會員
和客屬友好人士，辦好會務，同時與家鄉領導密切
加強聯繫，以實際行動支援家鄉的建設和發展。

曾京銘副縣長指出，今次來港出席粵港經貿合作
大會，受到在港鄉親接待感到非常開心。他讚揚和
肯定嘉應商會長期以來支持梅縣的社會建設和經濟
發展。

參與會面的訪問團成員還有曾慶輝、熊浩明、張
捷先、楊柏芳、賴廣賢、李銳、溫建光、姚建輝、
鍾建兵、李勇。嘉應商會成員則包括:李玉明、徐
琳、廖永福、巫宜鈔、梁軍、梁根壽、陳榮燊、葉
國植、廖作祿、蕭志模和李元祥。

■責任編輯：施篇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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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源同鄉會
理監事就職

【本報訊】 (記者 潘曉平) 香港潮州商

會日前宴賀鄉彥陳有慶榮任全國僑聯副主

席，並慶賀本港潮籍人士榮任全國政協常

委、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榮任各大

慈善機構首長等公職。特區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長林瑞麟蒞臨主禮，商會首長馬介

璋、許學之、陳幼南、周振基、

張成雄暨會董、鄉彥歡聚一堂。

二○○八年七月四日（星期五）戊子年六月初二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會長馬介璋於席間向各位
鄉彥表示熱烈祝賀，對各位受賀鄉彥積極回饋社會，熱心
公益，扶貧賑災表示欽佩。他說，香港逾百萬潮汕人士
中，各位受賀鄉彥堪稱是其中的表表者，無論從事哪一行
俱表現出色。馬介璋呼籲潮籍鄉彥支持賑濟四川地震災
區，支持北京奧運和香港奧運馬術賽，於9月的立法會選
舉中履行公民義務。

戴德豐稱將個人獻國家
主禮嘉賓林瑞麟局長，受賀鄉彥全國僑聯副主席陳有

慶，政協常委戴德豐，東華三院主席馬清鏗在晚會致辭。
陳有慶感謝商會，並稱他自己透過今晚的聚會，感到潮州
商會在馬介璋會長、各位前輩會長領導下，會務既保持傳

統特色，也有所創新。戴德豐的演辭別具一格，他形容當
上政協常委那一刻，最強烈的感覺是將整個人貢獻給了國
家，望通過潮州商會這個平台，使潮汕族群成為最團結、
最具影響力的團體。戴德豐表示，2009年潮人大會將在廣
州舉行，呼籲潮人積極參與。

陳有慶戴德豐李澤鉅等受賀
受賀鄉彥包括：僑聯副主席陳有慶，政協常委戴德豐、

李澤鉅；人大代表梁劉柔芬、陳智思、林順潮；政協委員
馬介璋、藍鴻震、羅康瑞、陳鑑林、劉遵義、胡定旭、朱
樹豪、林建岳、方黃吉雯、林大輝、陳振東、朱孟依、馬

澄坤、張賽娥、陳經緯、黃光苗、黃楚標、楊海成、蔡志
明、鄭維健；東華三院主席馬清鏗，總理邱騰達；保良局
總理鄭錦鐘、許潘玉儀、林樂蓓、蔡李惠莉；博愛醫院總
理林賢奇、潘德明、馬慶文；仁濟醫院副主席鄭承隆，總
理蘇陳偉香、林煒珊、鄭承梓、洪劍峰、許詩敏、周松
東；樂善堂主席劉文文，常務總理王樂得、羅永順、陳家
樂、羅少雄、蕭楚基、趙之雄；仁愛堂主席史立德，總理
張敬慈、蔡加怡、蔡加頌等。

出席歡宴的還包括：永遠名譽會長廖烈文、陳維信、劉
世仁、唐學元、陳偉南、蔡衍濤，常務董事劉宗明、林輝
耀、黃士心、陳捷貴、周卓如、廖鐵成及會董嘉賓100人。

【本報訊】香港東源同鄉會於日前在香港河源社團總會
會所舉行首屆理監事選舉暨成立大會。該會籌備委員會主
任程劍光當選為該會首屆會長，他並向同鄉捐贈11萬3千
元港幣善款用作會務經費。來自家鄉出席盛會的領導包
括：東源縣縣委副書記劉立威、常務副縣長程曉華、縣委
統戰部部長李碧香等親臨祝賀，並向同鄉會捐資10萬元人
民幣。

程劍光等表示，同鄉會將團結香港鄉親，凝聚愛國愛港
愛鄉力量，為國家的繁榮富強、家鄉的經濟和公益事業，
以及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該會首屆理事成員包括：會長程劍光，副會長：許強、
郭建生、程理華；理事長程曉梅，副理事長：李石成、曾
木培、黃培鎏、陳勇威；監事長黃文德，副監事長：程德
興、李財穩、黃偉強；秘書長李梅蘭；總務部部長張文、
副部長張思明；財務部部長謝燕瓊、副部長曾道明；稽查
部部長張竹蘭、副部長趙石庭；福利部部長歐陽林、副部
長李洪貴；聯絡部部長黃福海、副部長歐建維；婦女部部
長程小英、副部長歐蘭香；青年部部長李桂強、副部長黃
文欽；僑務部部長程志輝、副部長李桂清；文康部部長黃
兆明、副部長黃秋泉。

【本報訊】近日，由全國政
協副主席董建華夫人董趙洪娉
女士發起的群力資源中心募集
100萬元港幣，慰問在四川大地
震救援行動中失事的成都軍區
抗震救災部隊的直升機烈士家
屬子女，及在抗震救災中犧牲
受傷的官兵，通過駐港部隊轉
交上級機構，並借以表達對全
體解放軍官兵的崇高敬意。

駐港部隊司令員張仕波、政
委劉良凱及烈士家屬對董趙洪

娉女士和群力資源中心成員們
的善舉表示衷心感謝，稱讚這
一行動充分體現了對人民子弟
兵及烈士的關心和厚愛，是香
港與內地人民之間血濃於水、
同胞親情的鮮活明證。

除了這筆慰問款外，群力資
源中心下屬的軍民同樂活動籌
委會此前共募集了港幣170餘萬
元慰問備戰在抗震救災一線的
解放軍部隊，已經由駐港部隊
轉交相關抗震救災部隊。

【本報訊】工聯會聯同麗閣之友服務社、香港賽
馬會、民建聯深水 支部、工聯會深水 地區服務
處，日前在深水 麗閣 廣場第2期聯合主辦「工聯
會60周年暨奧運馬術顯中華之和諧家庭樂融融」嘉
年華會活動。

嘉年華會場面熱鬧，區內參加人數多達逾千人。

由香港賽馬會提供的2隻小馬，大受兒童歡迎；大會
安排青年義工表演文藝節目，氣氛熱烈，同場舉辦
工聯會60周年珍貴圖片展，大受長者歡迎。大會親
子活動由兒童及家長共同製作奧運馬術繪畫，帶出
大會主題和諧家庭樂融融，嘉年華會在熱鬧氣氛中
結束。

范國輝余少華陳明等主禮
出席活動主禮嘉賓包括：香港義工服務網絡主席

范國輝、麗閣之友服務社副主席余少華、中聯辦九
龍工作部處長陳明、深水 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
任羅桂泉、深水 警民關係組助理主任廖偉坤、廉
政公署西九龍辦事處廉政教育主任趙明華、房屋署
九龍西租務經理姚錦全、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何正
強、民建聯中常委九龍城區議員李慧 、深水 區
議員陳鏡秋、深水 區議員鄭詠舜、黃鑑權、工聯
會副理事長潘佩璆醫生、工聯會九龍辦事處主任鄧
福祺、深水 地區服務處主任梁佰就、深水 街坊
福利會理事長廖子強及麗閣 及麗安 各座互委會
主席出席大會。

■香港嘉應商會喜迎梅縣領導訪問團，賓主合
照。

■香港東源同鄉會成立，會員與家鄉領導合照。

■工聯會及多個團體代表出席嘉年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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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馬介璋、副會長許學之、陳幼南、周振基、張
成雄贈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林瑞麟局長。

本報記者莫雪芝 攝

■全國僑聯副主席陳有慶、政協常委戴德豐、政協委員
林大輝、保良局總理鄭錦鐘當晚都是受賀鄉彥。

本報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潮
州商會眾
首長、會
董與嘉賓
和受賀鄉
彥合照。
本報記者
莫雪芝 攝

汪明荃透露早前已為節目錄音，是她入行以來首次
嘗試做廣播劇，自己亦算是該劇擁躉。對於譚詠

麟和曾志偉多位演藝界代表均獲特區政府頒發勳章，劉
德華當上太平紳士。阿姐大讚：「他們真的好厲害，做
哪一行都對社會有貢獻，藝人對社會貢獻良多，獲頒勳
章是實至名歸，今年粵劇界亦有代表獲頒發勳章，真的
很圓滿。」她表示已致電明星隊祝賀，近日她忙於為

「八和會館」五十五周年籌款演出。
楊秀惠最近哭訴受電話性騷擾達三年之久，阿姐聽到

此事立即皺眉說：「電話不是有來電顯示嗎？如果沒有
來電顯示的電話，我會叫助手接聽，始終人的質素差才
會發生這些事。」談到藝人電話外洩，她就認為難以
防止，不過要自己小心，可以選擇聽留言才決定是

否回覆。

黎明：不實報道無需解釋
黎明昨日十點已到達商台，為該劇錄音，他以往亦曾

試過錄廣播劇。談及最近有傳聞指他力捧的衛蘭激怒
他，令他轉捧妹妹衛詩？黎明笑說：「沒什麼好解釋，
有信心的人是不用多加解釋的，根本成件事都並非報道
般，衛蘭何時錄完音就讓她自已向傳媒說。」問到他是
否對衛蘭要求太高，他否認說，作為歌手錄歌要對歌曲
有感覺，其實有一定要求是好事，亦明白對方的意願，

他又謂：「做藝術有時不是很快就可以做
到 ， 時 間

長 了 可

以看到成績，目前錄音過程很順利。」那麼兩姊妹是否
同期出碟？「不會，衛詩剛錄完碟，上次吃飯只是開
會。」

有傳千嬅不再續約東亞，黎明表示該問題已問了多
次，會等待發生才回應，現在很難預測未發生的事。

祖兒聽《18樓C座》出世
容祖兒自言是聽《18樓C座》節目出世的，亦很榮幸

可以參與錄音，又自爆小時最喜歡聽收音機睡覺，但因
為聲量太大被弟弟責罵，目前其弟已長大，各自有一間
房。為了鼓勵已開始工作的弟弟，她還送了一個卡片
套，又叮囑弟弟每月必須要給家用，令她可以減輕負
擔，不過弟弟堅持學電單車，令她與母親擔心不已，她
自嘲因為自己不送房車，弟弟才堅持學電單車。

最近阿嬌遠赴美國試鏡，有報道是成龍搭路，容祖兒
表示一直與阿嬌保持緊密聯絡，也很清楚對方就算去到
何處均有狗仔隊跟蹤，只要對方安全就足夠，不過就不

知對方何時返港。

【本報訊】（記者 梁靜儀）余安安與童愛玲、張美妮及
劉綽琪等，昨日在海港城出席某護膚品牌新聞發布會，獲
得終身贊助的安安笑言連帶女兒也受惠，既環保又慳錢。

安安的長女Marcia最近放暑假回港，並在律師樓做實

習，安安表示女兒要兼顧工作及考試，故打算趁暑假與
女兒去東南亞旅行。安安的女兒很懂事，第一次出糧就
說要買禮物給媽媽，不過安安則希望女兒多儲錢。問到
女兒不用給家用嗎？安安說：「我沒有這樣想，只想她
儲多些錢，我叫她存入銀行，因為我有她的戶口號碼及
密碼，可以隨時拿到錢及替她投資。」問她可有叫女兒
不要投資在男人身上？經歷過婚姻失敗的安安，反而叫
女兒享受愛情，她說：「我覺得小朋友成長過程需要有
愛情，而且頗為重要，所以不會跟她講一些負面的東
西，反而叫她享受愛情，但會教她怎樣保護自己。」安
安的大女已拍拖，她也見過其男友，但就不想透露太
多，免得女兒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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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關心妍（Jade）(左圖)早前
與一大班歌迷到卡拉OK聚會，Fans紛紛
要求與偶像合照，而關心妍即場與歌迷們
大玩遊戲，其中有個環節要模仿關心妍在
新碟《Jade.i》相片中的一些表情及動作，
穿四吋高 鞋的關心妍即場示範彎腰及跳
躍等多個高難度動作，當司儀要求歌迷模
仿關心妍在唱片內一個喊的表情時，歌迷
竟說：「今日能夠見到心妍，開心都 唔
切，點會喊得出呢！」逗得關心妍既感動

又興奮。
到了唱K環節，歌迷多選唱關心妍的新

歌，亦有點唱偶像的金曲，如《負擔不
起》、《你有心》及《放生》等歌曲。當
關心妍看到《怎麼會愛上這愛人》這首舊
歌MV時，差點被MV內的自己嚇一跳，
因為當時的髮型、妝扮都跟現在有很大分
別，她忍不住大笑：「真係想像唔到當時
可以有呢個打扮，如果依家要我 番我一
定唔肯呀，哈哈！」

關心妍與歌迷唱K聚會

【本報訊】(記者 梁靜儀) 薛凱琪昨日出席
Road Show與中華仁人家園協會攜手推動的「四
川地震災區重建計劃」記者會，並自畫了一幅
理想家園油畫作為打氣。席上中華仁人家園協
會主席陳文達表示，四川地震發生後，該會立
即展開了全球籌款活動，支持該會首期為災民
建房一千間，幫助災民早日建重家園。

自繪油畫表達理想家園
薛凱琪昨日除了呼籲大家捐款外，並送上一

幅油畫，她謂畫中的屋是其Dream House，雖然
間屋很細，又在河邊，但覺得環境大細不重
要，最重要是能夠與心愛的人一起住。問到她
可有問過房祖名的Dream House要怎樣？薛凱琪
說：「我無問過祖名，他都唔知我畫這幅畫。」
由於她前晚才通宵趕工完成這幅作品，畫到手都
震，加上又飲很多水，以致雙眼浮腫。不過工作
人員卻笑指她抵死，因為她到很緊迫時間才動
筆。薛凱琪解釋：「因為無feel到。（後來怎樣
才有feel？）聽住些浪漫的音樂。（是否聽住祖
名的《一路好走》？）呢首歌唔可以胡亂講。」

日前成龍表示與兒子祖名溝通唔到，又指責
祖名日上三竿才起床，不及他百分之一的勤
力。薛凱琪則力撐祖名有上進心，經常都希望
做些令父母驕傲的事。她笑說：「祖名幾點起
身我就唔知，亦無聽過祖名話同Daddy難溝通，
只知他有工作就會好努力做到最好，我都叫他
別給自己太大壓力，當然同他的Daddy比，真係
好難比，他Daddy真係好勤力。」問她會否叫世
伯不要給祖名太大壓力？她笑道：「當然唔會
啦。（祖名經常遲起床，是否經常去蒲有關？）
這個我唔清楚，我唔係他邊個，我控制唔到朋
友去玩，咁大個人識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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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 梁靜儀）楊恭如
及袁彌明(右圖)昨日出席「健力士花
式空竹迎奧運」活動，兩人一起試
玩北京民間玩意，其中楊恭如表現
得頗為「論盡」，而沐浴於愛河中的
她，自言可能明年結婚。但對於當
年曾掌摑她的毛玉萍最近假釋出獄
一事則不願談及。

正在蜜運中的楊恭如與補習天王
簡Sir拍拖才幾個月，兩人已進展到
預支蜜月階段，恭如說：「稍後會
與男友去澳洲旅行。（會否拉埋天
窗？）希望啦。（是否明年結婚？）
可能啦。」不過她表示對結婚並沒
計劃，一切順其自然。對於有周刊
指毛玉萍假釋出獄，當年曾被指介
入毛玉萍與周正毅感情的恭如，被
問到如此敏感話題時，她表示沒有
看過報道，又強調不回應。

袁彌明話中有骨
港姐葉翠翠近日因炒股賺大錢，

連掃兩個豪宅單位，不過有周刊指
她炒焦股被踢爆大話，與翠翠曾鬧
不和的袁彌明說：「明顯是敷衍公
眾及傳媒的答案。」她為之前被指
眼紅翠翠伸冤：「有人話我眼紅
她，我都好受委屈，做這行的人可
以為名，可以為搵快錢，我就只是
為名不是為錢，這樣高調會抹黑女
明星，以為個個有飯局價，是否應
該低調『行事』，始終這樣會影響女
藝人形象。」問她是否認定對方是
這種人？袁彌明就有所保留說：

「不理啦，那些錢點來呀？不理是不
是男人的，總之有人，之後一定水
落石出，不要說些沒有根據的大
話。」說話句句有骨。

楊恭如報佳期 明年嫁補習天王

【本報訊】商業一台的皇牌節目廣播劇

《18樓C座》已踏入四十周年，繼邀來馬時

亨客串後，又邀來黎明、汪明荃和容祖兒三

位嘉賓客串演出，昨日更舉行記者會，劇中

演員與眾嘉賓齊齊切蛋糕祝賀。

■薛凱琪繪
製 手 中 油
畫，鼓勵災
區災民重建
家園。

■黎明、汪朋荃、容祖兒演播音劇，很有新鮮感。

■余安安和
童愛玲對於
護膚都很有
心得。

■商台廣播劇《18樓C座》
播放四十周年，邀來黎
明、汪明荃、容祖兒客
串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