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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連大地助學攝影展開幕
郝鐵川張鐵夫主禮 照片紀實內地扶貧

粵政協港區委員聯歡迎新春

傑出專業女性選舉接受提名

「心連大地攝影會」去年1月起實地到
訪安徽利辛縣和太和縣，四川稻城亞丁以
及廣西融水，紀錄秀美風光之際並考察探
訪多間學校，推動了各地5間學校的重建
工作。是次展出的逾300幅作品當中一部
分，即為該會數次深入內地貧困地區的慈
善探訪和公益照片，另有9位會友作品展
覽。

陳俊濠：以影會友回饋社會
「定名『心連大地攝影會』，取其關心

地球，並希望能夠為地球做點工作之
義。」會長陳俊濠於開幕式上致辭時稱，
他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攝影發燒友成立該
會，一方面以影會友，另一方面藉攝影做
些回饋社會的工作。他感謝多方支持，包
括張鐵夫部長及同事令該會成功外訪，中
國華文教育基金會跟進各校援建工作，以
及主席兼行政總裁鄧慕蓮對援建學校的捐
助。他希望在各方支持下，未來一年歡迎
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慈善團體、以及援

助機構共同推進內地扶貧助學。

郝鐵川：冀攝影佳作造福社會
「好的攝影作品不在於景深而在於情

深。」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致辭
時，提及南非自由攝影記者凱文．卡特以
創作著名攝影作品「飢餓的蘇丹」而獲得
美國普立茲新聞獎，卻因無法承受社會指
責和良心的譴責而自殺。郝部長期望好的
攝影作品應將造福社會、陶冶情操、提高
藝術水平三方面相結合。他讚揚攝影會以
「攝影搭台，慈善唱戲」的方式，開闢了
扶貧助學的新路，令人關注內地貧困地區
教育。

辦一人一相募捐 資助扶貧項目
他指出，該會更於短短時間籌得400萬

元港幣興建5所學校，每一張探訪當地的
作品都充滿了對人類、對內地同胞的愛。
他笑稱中聯辦有「鐵三角」，即他與張鐵
夫、郭鐵生，三人名字中皆有鐵字，令三

人情誼更深厚，冀未來宣傳文體部亦為該
會活動出一分力。
陳俊濠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今明兩

年該會將效法公益金馬拉松活動，籌劃
「一人一相」慈善展活動，以每相千元參

展的標準，募集社會善款資助內地的扶貧
項目。攝影會亦將於今年深入甘肅等地核
察該活動捐助的項目，而「一人一相」活
動全部相片將於明年在港集中展示，讓更
多人透過自己的鏡頭參與善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廣東省政
協港區現屆及歷屆委員日前假尖沙咀日航
酒店舉行2011年新春聯歡晚會。
現屆常委戴德豐、周志榮、楊志紅、余

鵬春及逾百名現屆及歷屆委員歡聚一堂，
暢敘友誼，喜慶新春。中聯辦協調部巡視
員范瑞方、部長助理遲衛東，廣東省政協
港澳台委員會副主任艾特莎等嘉賓應邀出
席。

戴德豐：努力促進粵港合作
戴德豐致辭時表示，廣東省政協港區委

員每年都要舉辦一次新春聯歡晚會，以加
強各委員之間的聯繫。現屆及歷屆委員一
向注重團結，積極參政議政，為促進粵港
合作不斷努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戴德豐又說，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

的開啟之年，是廣東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
時刻，粵港合作將提升至更高的層次，希
望各委員更好地了解國家的發展大方針，
多研究、多學習，繼續作好參政議政的工

作，繼續支持粵港合作。他又指出，未來
香港政壇將舉行多場選舉，希望各委員支
持愛國愛港人士參選，為保持香港繁榮穩
定作出貢獻。

范瑞方應邀在晚會上發言，肯定各委員
為支持粵港合作所作出的貢獻，新的一年
會有更多和更新的工作，希望各委員繼續
努力做出好成績。

當日出席的現屆常委還有張國榮、黃順
源、王賜豪，歷屆常委朱正賢、陳紅天、
石漢基、李秀恆、劉宇新、黃球，全國政
協委員林光如、簡松年、黃楚標等。

龍總邀陳東岳講樓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巧顏）九龍總商會日前召開

第36屆理監事第一次聯席會議，除商討會務外，會後
還舉辦專題講座，由世紀廿一香港有限公司營運總監
陳東岳擔任主講嘉賓，向龍總同仁介紹香港樓市的最
新發展情況。

接待穗知識產權局訪港交流
理事長鄭君旋主持會議時報告謂，該會日前在會所接

待由吳岳靜局長率領的廣州知識產權局代表團。吳局長
強調，經濟發展與知識產權息息相關，可為投資者提供
良好的投資環境。廣州知識產權局一向致力於促進粵、
港兩地發展，針對外貿企業進行知識產權方面的培訓及
宣傳工作，為投資者保駕護航。吳局長希望今後能通過
龍總作為紐帶平台，將知識產權工作做得更好。
此外，龍總於上月底招待來自台北，由張進峰理事

長率領的新北市金銀珠寶公會代表團及本港由何錦倫
會長率領的太平山青年商會代表團同赴廣東番禺參觀
訪問。龍總理事長鄭君旋，副理事長曾超強、黃熾展
與劉建華，以及多位部門主任陪同前往訪問。該團一
行40人，上午參觀六福珠寶園，下午參觀南沙市政府
展覽廳及天后宮，當晚接受南沙開發區經濟貿易局范
躍華局長所設的晚宴後搭車返港。

僑友社訪深僑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香港僑友社成立28周

年，在會長黃英來、監事長王欽賢率領下，僑友一行
300多人日前訪問深圳，受到了深圳市委統戰部副部
長、深圳市僑聯主席孔愛玲及光明新區僑聯、華僑城
僑聯等領導的熱烈歡迎。
隨同此行的包括：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會長余國春，中聯辦協調部處長袁俊、秘書孫剛。
此外，深圳市政協前副主席邵漢清、武漢市僑聯主席
秦峰也出席了大會。

孔愛玲：籌組深港澳僑聯聯誼會
在聯誼會上，孔愛玲主席特別提到，香港僑友社是

香港最資深的僑界社團之一，秉承愛國愛港的宗旨，
廣泛聯繫旅港僑友，團結互動，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
定，支援祖國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贏得了海內外僑
友的同聲讚譽和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
孔主席說，目前的深圳市僑聯已經發展成為擁有300

個基層僑聯的副省級市僑聯組織及有8個專門委員會，
除了不斷加強與港澳鄉親社團的聯繫外，正 手籌備
深港澳僑聯聯誼會。

余國春黃英來致辭報告會務
會上，余國春會長指出，過去1年，香港僑友社作為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的團體會員之一，積極開拓會務，
支持香港政制發展以及關心和分享祖國振興、騰飛的
喜悅，分擔減輕天災給同胞帶來的痛苦。
黃英來會長代表香港僑友社全體理監事和全體同仁

致辭。他說，深圳是我們熟悉的地方，改革開放30年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和取得豐碩成果，歸功於改革
開放偉大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歸功於國家的支持、市
政府正確領導和市民的不懈努力，其中也包含深圳市
僑聯僑辦和老一輩僑務工作者。他感謝深圳僑聯對香
港僑友社成立28周年來給予的關懷和大力支持。
會後，兩地僑友還舉行了豐富多彩的聯歡文藝演

出，相互交流。既有舞蹈、歌唱，又有相聲、粵劇、
朗誦和樂器演奏。

中國陶瓷香港展18日揭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由上海藝

術博覽會主辦的「中國陶瓷亞洲行（香港展）」定於本
月18日在港島太古城中心揭幕。為期10天的展覽由景
德鎮當代瓷韻的傳承、河南鈞瓷釉變的傳承以及龍泉
青瓷溫潤的傳承三大塊構成，是滬港兩地探索「文化
CEPA」的有力之舉。
上海藝術博覽會組織委員會副秘書長顧之驊表示，瓷

器是中國的國粹，它以高超神奇的製造工藝，顯示了古
老東方人智慧的結晶。當世博腳步逐漸遠去時，上海藝
術博覽會本 以傳承中華藝術使命為己任的目標，醞釀
一個又一個向全球展示中國陶瓷文化的藍圖。

計劃首爾新德里台北辦展
顧之驊透露，「中國陶瓷亞洲行」通過首站日本展

取得了很大的社會反響，擴大了中國陶瓷在日本的影
響力，除了香港展，未來上海藝術博覽會還有計劃在
韓國首爾、印度新德里、中國台北等亞洲重要城市陸
續舉辦中國陶瓷大展，讓一批具有發展潛力及創新意
識的中國職業陶藝家逐步登上國際藝術舞台。
本次展覽的領銜藝術家、在中國陶瓷界享有盛譽的

中國陶瓷大師陳淞賢介紹說，「中國陶瓷亞洲行」將
是近年來在香港舉辦的規模最大，規格最高，作品內
容最豐富的一次中國陶瓷展覽。據透露，中國工藝美
術大師劉遠長還專門為本次香港展製作了作品—《海
之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解玲) 去

年底註冊成立的「心連大地攝

影會」昨日假銅鑼灣中央圖書

館低座舉行同名攝影展。中聯

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社

會工作部部長張鐵夫，特區政

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鍾

嶺海，著名攝影家麥柱發，昌

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兼行

政總裁鄧慕蓮主禮開幕儀式。

攝影展即日至16日展出，主辦

方冀以照片紀實的力量，呼籲

各界關注及援助內地貧困地區

教育與設施，並將籌劃「一人

一相」慈善展募集扶貧助學資

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
聯會日前公布「2011年傑出專業女性及女企業家選舉」
的細則，提名期為1月15至3月15日，歡迎各界人士提名
本港工商界及社會上卓有成就的女性，以表揚其非凡成
就，頒獎典禮將於今年7月14日舉行。

與傑出女企業家各選3得獎者
會上先由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會長管胡金愛簡

介該會，繼由「2011年傑出專業女性及女企業家選舉」
籌委會主席鄭李錦芬介紹選舉詳情。據悉，「傑出專業
女性及女企業家選舉」乃每3年一次的盛事，自1999年首
辦以來，至今已邁入第5屆，選舉共分「傑出專業女性」
和「傑出女企業家」兩個界別，每個界別將各選出3名獲
獎者。獎項主要頒發予對專業人士、本港工商界及社會

上有卓越貢獻之女性，藉以嘉許及表揚一些專業女性和
女企業家對社會及商業範疇所作出的貢獻及專業成就。

胡定旭陳祖澤沈祖堯等任評判
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創會會長黃汝璞介紹今屆

選舉的評判團成員，包括：金紫荊星章、香港醫院管理
局董事局主席胡定旭，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執行
董事及行政總裁洪丕正，金紫荊星章、載通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非執行董事陳祖澤，銀紫荊星章、香港中文大學
校長沈祖堯，金紫荊星章、立法會議員劉健儀，金紫荊
星章、香港大學內科學系榮休教授楊紫芝。銀紫荊星
章、香港中文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陳志
輝教授則任獨立顧問。
發布會又特邀歷屆獲獎者，包括：香港大學化學系講

座教授任詠華、香港大學醫學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
教授張淑儀醫生及灣仔碼頭水餃創辦人臧建和到場分
享，表示獲獎乃對其很大的肯定、認同、鼓勵和鞭策。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訪浸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尖沙咀街坊福

利會日前由理事長蘇仲平率領代表到訪香港浸
會大學，成員包括監事長林祖光，副理事長吳
萬強、張子文、何玉意、甄懋強，副監事長姚
汝雄、李燦洪、黃家燦，主任黎錦威等。

張仁良分享工商學院成就
浸大行政副校長暨秘書長李兆銓、協理副校

長兼浸大基金秘書長傅浩堅、工商管理學院院
長張仁良、中醫藥學院院長劉良、傳理學院副
院長兼傳播系教授馬成龍、電影學院總監卓伯
棠和發展事務處總監陳鄭惠蘭接待代表團，向
他們介紹浸大的最新發展。
張仁良分享了工商管理學院的成就及發展，

代表團並參觀了傳理學院和中醫藥學院的多項
設施，促進對大學的了解。

■龍總理事長鄭君旋致贈紀念品予陳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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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發布會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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