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扶貧項目送綿羊小牛教飼養
「小母牛」今年已是第六年舉行競步善行活動，除

了得到中國工商銀行作冠名贊助外，還有來自不同界
別包括演藝人士現身支持。「小母牛」所籌得的善款
將撥捐至「小母牛」西藏扶貧項目上，集合不同城市
的力量，向當地貧困農戶贈送綿羊、小牛和 牛牲
畜，配合小母牛提供的飼養教育，為當地貧困農戶送
上一份來自香港的暖意。

梁錦松：助人是福冀更多人加入

前特區財政司司長、「小母牛」主席梁錦松在儀式
上表示，小母牛過去6年來共籌得1,900萬善款，只是今
年就籌得超過1,400萬元，成績很好。早前隨「小母牛」
遠赴貴州農村探訪的梁錦松，指當地仍然貧窮，呼籲
更多人伸出援手幫助內地同胞脫貧。他說，「可以幫
助人是福氣，希望大家將這份理念傳達出去，讓更多
的社會人士，包括更多的青年投入助人行列」。

伏明霞葉澍 顯愛心為同胞做事
同樣去過貴州探訪的還有梁錦松太太、前國家跳水

奧運金牌得主伏明霞，以及「小母牛」董事局成員、
前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 ，2人昨日亦有出席活
動。現為「小母牛」愛心大使的伏明霞，認為助人並
不困難，呼籲大家都來為內地同胞做點事情。

杜振源勉農戶抓機會不放棄
「小母牛」籌委會主席杜振源指出，今次活動共籌

得400萬元，成績十分理想。對於貧窮問題，他說，自
己小時候的生活都很困苦，但是深信只要抓緊機會，
抱 不要放棄的心，必定會成功。他在探訪貴州時，
發現當地的農戶都很用心飼養「小母牛」送贈的牲
口。

今次「十人十一足」賽事得到來自銀行界、服務
界、工業界、零售界及演藝界等多個界別的企業及人
士組成隊伍參賽，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賽場障礙物
均以小母牛精神為題，包括「禮品傳遞」、「分享與關
懷」、「助人養牛」等，參賽隊伍需過關斬將爭取順
利，同心合力，發揮互助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

香港女童軍總會日前假香港萬豪酒
店宴會廳舉行香港女童軍總會95周
年慶典記者招待會，隆重宣布香港
女童軍運動已踏入95周年，並為3
個主要慶祝活動揭開序幕。

歡迎新舊女童軍參與
香港總監彭徐美雲在會上致歡迎

辭時表示，女童軍能夠在香港有95
年歷史，實在是非常難得，很多女
童軍已經長大成人，在社會不同界
別發揮所長，藉 今年女童軍成立
95周年舉辦多項大型活動，歡迎全
港所有新舊女童軍一同參與。

晚宴破天荒筵開95席
「香港女童軍95周年晚宴」籌委

會主席郭羅桂珍在活動介紹，「香
港女童軍95周年晚宴」將於11月1
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將會
破天荒首次筵開95席，除本港女童
軍會員外，更有百多位來自亞太區
之女童軍會員一齊慶祝女童軍95周
年盛事。

將於11月20日舉行的「95周年慶
典大會操．世紀精英挑戰盃．家庭
同樂日」由籌委會主席王嚴君琴及
副主席蔡關穎琴介紹，精彩內容包
括「世紀精英挑戰盃」、「小女童
軍抬轎比賽」和「女童軍搭帳篷比
賽」、950名女童軍與演藝紅星一起
演出「火熱動感la la la」等。

預計1200人參加大露營
最後一項大型慶祝活動是「香港

女童軍95周年國際大露營」，籌委
會主席李周美枝介紹是次大露營將
於12月23日至27日於西貢萬宜水庫

西壩舉行，主題是「播種、成長、分享」，預計
將有1,200名海外及本地參加者。

記者會並同時舉行切餅儀式，由女童軍總會
副會長鍾逸傑爵士、梁王培芳、唐尤淑圻、王
嚴君琴聯同香港總監彭徐美雲，名譽副會長郭
羅桂珍、孟顧迪安、蔡關穎琴、阮偉文、李周
美枝、陳明耀、邱吳惠平、陳曦齡、鄧宣宏
雁、方劉小梅，副總監李馥娣、李陳少珠，義
務秘書黃胡雪冰，5個紀律部隊代表和一眾藝員
歌手一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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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海流協會千人賀國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保健海流協進會暨「香港團結
公會」、「啟新青年會」、「港
島區幹事會」等6大屬會，日前
假座金鐘名都酒樓舉行慶祝國
慶62周年聯歡宴會，筵開90席，
1,000多名會員和嘉賓歡聚一
堂，共慶祖國62周年華誕，場
面熱鬧。

莫英群陳偉峰王小靈等主禮
汕尾市政協主席莫英群，中

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偉
峰、新界工作部副部長王小
靈，香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
何鍾泰，廣東省政協常委、廣

東社團總會副主席陳強，汕尾
市統戰部部長楊揚蒞臨主禮。

陳宇澤：保健會堅持愛國愛港
大會執行主席陳宇澤在致歡

迎辭時表示，與全體嘉賓以十
分激動的心情，慶祝祖國生
日，國家的強盛是香港的堅強
後盾。會長王煜誠致辭時表
示，祖國經過了62年的艱苦奮
鬥，實現了偉大的民族復興，
作為中國人無比驕傲和自豪。
當晚出席的嘉賓還有前立法會
主席黃宏發，海豐縣政協主席
顏賽真、統戰部長楊師訪，汕
尾市政協副秘書長吳城鑫。

孫必達龍總談辛革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沈清麗 ) 九龍總商會日

前在該會會議廳召開第三十六屆理監事第十次聯
席會議，並在該會禮堂舉行專題講座暨聯歡晚
會，邀請到全國政協委員、國父孫中山先生曾侄
孫孫必達主講。理事長鄭君旋在主持會議時報告
講述該會在10月份進行多次外訪工作。

孫必達講題是辛亥革命的意義及各地慶祝辛
亥革命的情況。出席講座嘉賓包括：瑞士銀行執
行董事余皓媛，香港提升快樂指數基金吳宏斌，
五華旅港同鄉會理事長李彪，江氏國際集團有限
公司主席江雅琦，香港台灣商會秘書長郎正宇
等。

赴台參加亞太商工總會會議
鄭君旋在聯席會議指出，本月初會方組團赴台

北參加雙十慶祝活動，先後到台北小巨蛋參加四
海同心聯歡大會及「總統府」廣場參與百年慶
典，除此以外，更拜訪多個友好團單位，包括中

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亞太商工總會、新北市金
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及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等。及
後鄭君旋等停留台北參與亞太商工總會首長會
議，該會議共16個國家參與，合共34位代表，共
同商討亞太商工總會的未來發展方向。各首長及
代表於台北君品酒店會議廳商討9大議題。

出席豫台經洽會孫亞夫會見
一行10人赴河南出席國台辦與河南省人民政府

在漯河市共同舉辦之「2011豫台經貿洽談會暨台
商中原行」，團友抵漯河市後，馬上由國務院台
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孫亞夫會見，翌日出席洽談
會開幕禮及合作項目簽約儀式，是次活動吸引來
自港、澳、台地區500多位台商參加；代表團又
到多個企業廠房考察，認識各類產品生產流程，
晚上出席由舞陽縣副縣長吳曉主持的「考察座談
會」。除拜訪考察外，代表團亦有參觀少林寺及
龍門石窟，並遊覽雲台山等景點。

小母牛善行籌400萬內地扶貧
唐英年周俊明主禮 港人今年送暖1400萬

花旗全球義工日
2100港員工齊行善

香港文匯報訊　超過2,100名香港花旗集團員工
熱烈響應集團的「全球義工日2011」。 香港花旗
集團義工團隊包括員工、其親友及集團的企業客
戶，在亞太區及香港區管理層帶領下，為遍及全
港的26個活動項目投入近9,000小時的義工服務，
範疇涵蓋環境保育、理財教育，關懷長者及基層
家庭兒童，以至傷健共融等。

在全球超過78個地區，花旗集團總共動員約
40,000名義工，參加近1,100項活動。在亞太區，
逾23,000名義工投入超過280項社區活動，遍及18
個地區。今年，香港新推出的活動包括「花旗集
團千級挑戰賽」。

卓曦文：跑樓梯為東華籌款
花旗集團亞太區行政總裁卓曦文稱：「我很欣

喜看見亞太區以至全球數以萬計的同事，以不同
的方式為社區服務。今年，我很榮幸與租戶參加
首次於集團香港區總部，花旗銀行大廈舉辦的慈
善跑樓梯競賽，為東華三院籌款。」

張佐華：助弱勢改善生活
東華三院主席張佐華說：「花旗集團與東華三

院建立了逾10年的夥伴關係，並於多方面攜手合
作，為弱勢社群改善生活。我們很高興花旗集團
今年的『全球義工日』圓滿成功，特別感謝他們
於『花旗集團千級挑戰賽』活動所籌募的善款，
以支持我們的復康服務。」

參與今年「全球義工日」的社福機構包括香港
明愛、基督教勵行會、地球之友、扶康會、香港
融樂會、寰宇希望、國際成就計劃、香港公益
金、東華三院、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國際小母牛香港分會（小母牛）昨日假銅鑼灣維園舉行一

年一度的「小母牛—中國工商銀行競步善行2011之十人十一足慈善障礙賽」活動。前政務司

司長唐英年，中聯辦副主任周俊明出席主禮。「小母牛」主席梁錦松透露，聯同今次活動籌

得的400萬元在內，今年已籌得善款超過1,400萬元，以支持內地農戶自力更

生，延續港人同心協力扶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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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菲華桃園堂香港分堂成
立30周年慶典暨第三十一、三十二屆理監事會就職典
禮」，日前假座北角新都會酒樓舉行。香港分堂首長、
親友以及各界友好600人共聚一堂，見證新一屆理監事
會成員就職，場面熱鬧。是屆會長由蔡建立連任。

潘汝波王國興吳天賜主禮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社工處處長潘汝波，立法會議員

王國興，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永遠名譽主席吳天賜，福
建省政協委員、香港福建體育會理事長施維雄，菲華
桃園堂總堂名譽家長王海真蒞臨主禮。

當晚筵開65席，菲律賓菲華桃園堂總堂特組成20多
人慶賀團，由名譽團長王海真昆仲、團長許寶強昆仲
率團來港，同賀盛會。典禮一開始，在兩頭醒獅引領
下，永遠會長郭亨溪手持堂旗打頭，緊隨其後的是屆
理監事會成員在全場熱烈掌聲中緩緩入場。

王海真：守望相助邁進未來
王海真以總堂家長身份首先致辭，他代表總堂祝賀

香港分堂成立30周年，及第三十一、三十二屆理監事
會就職成功，並由衷感慨，全世界各地都有桃園堂兄
弟，大家守望相助，團結一心，向 更美好的未來邁
進。

蔡建立：鄉賢齊心拓展進取
連任會長蔡建立致辭稱，香港分堂有賴於社會各界

人士鼎力支持，以及昆仲們的熱情參與，更有賴於該
堂歷屆理監事會領導的辛勤耕耘，齊心協力，拓展進
取，鄉賢隊伍日益壯大，增強了該堂的活力與影響。
他由衷感謝各界長期以來的關心與支持，並希望各位
賢達時賜教益，為該堂會務不斷提升，進一步促進和
諧團結、凝聚昆仲，壯大力量，在社區建設中發揮更
加積極的作用。

吳天賜：以港為家融入社會
吳天賜致辭時則表示，桃園堂本 「桃園心、兄弟

情」，過去為在海外免受外族欺辱團結一心，如今國家
強盛、家鄉人民幸福，作為炎黃子孫的華人地位已不同

以往。他希望，桃園堂的兄弟既以香港為家，就要更加
關心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環境和民生改善，更加融入
社會、關心社會，為香港的和諧安定盡一份力。

典禮上，主禮嘉賓為新一屆成員頒發委任狀和聘
書。席間，眾昆仲、鄉親舉杯暢飲，鄉誼情濃，大會
並安排歌舞節目助興。

該會新一屆理監事包括：會長蔡建立，理事長洪我
九，監事長許明淵，副理事長許宏周、蔡建雄、莊永
福、陳清雲、楊賢祝、張金坦、施能雄、蘇少毅、林
成實，副監事長林永嘉、郭志謀、吳天發、洪家育、
曾國新、張貽煥、王世連、蔡活潑、陳少毅，秘書長
楊智雄，副秘書長王永鴻、蔡沅庭。

嘉賓出席「小母牛—中國工商銀行
競步善行2011」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久未出席公開活動的梁錦松，與周
俊明談得十分投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菲華桃園堂香港分堂成立30周年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保健海流協進會慶祝國慶賓主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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