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顧秉林：無私大愛值得敬重
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非常感謝曾憲梓對清華

和中國高等教育的熱心襄助。他表示，曾憲梓
是著名的愛國僑領，勤儉克己，卻善行無疆，
最大心願就是民族崛起和祖國富強，他的這種
無私大愛值得清華師生欽佩和敬重。希望清華
師生傳承和發揚曾憲梓的這種大愛精神，也希
望精密儀器系在曾憲梓的資助下，改善科研條
件，面向科研前沿，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
果，一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

曾憲梓：祖國發展最需人才
曾憲梓表示，報效祖國是他的終身心願。金

利來不斷發展壯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回報祖

國、回報社會。當前祖國的發展最需要的是人
才，人才來自教育，因此他非常關注祖國的教
育。清華百年校慶時，他恰好在醫院就醫，非
常遺憾沒有在現場見證清華百年華誕，但他時
刻關注 清華大學的發展，是次捐資2,000萬港
元則代表了金利來支持中國教育的堅定決心。

關注清華 了解待建項目
據介紹，曾憲梓與清華大學素有淵源，早在

2001年就曾出席清華大學90周年校慶，多年來一
直關注清華的發展，曾多次安排專人與學校進
行交流，詳細了解清華亟待建設的項目。去年2
月，曾憲梓決定以個人名義在清華大學百年華
誕之際，向清華大學捐資。支持精密儀器與機
械學系進行系館9003大樓的翻新、維護等工作。

為感銘曾憲梓對清華新百年發展的大力支持，
清華大學決定將9003大樓命名為「曾憲梓樓」，
藉以弘揚曾憲梓的德行風範。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青年協會與中華全國青年
聯合會合辦的《香港200》領袖計劃，日前率領
超過80位香港青年領袖學員前往武漢，接受為期
7天培訓。其間，團員考察了三峽大壩水利工
程，參觀青少年空間、多間工商機構和武漢大
學。適逢辛亥革命100周年，青年領袖藉 訪問
重溫歷史，加深了解國家百年走過的道路，反
思國家的近代發展。

遊三峽大壩認識生態環境
行程中團友考察三峽大壩水利工程，其中一

位青年領袖陳嘉榮表示，三峽大壩自孫中山先
生提出興建以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建成，這
次有機會到訪其中不對外開放的壩頂，實在是
難能可貴。除了認識到國家的高速發展外，陳
嘉榮亦表達了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她說：「建
造大壩對民生、生態和文物保存上造成了不少
影響，從國家採取各種措施解決困難，讓我反
思人類在發展的同時，必須盡力保護環境，讓
大家和諧共存。」

學員訪青年組織了解服務
香港青年協會與內地多個單位合作，協助武

漢開辦了12間青少年空間，為青少年提供康樂和
配套設施。80位香港青年領袖分成兩隊，分別到

訪青山區的青山虹橋青少年空間和漢口區的常
青青少年空間，了解地區為居民提供的服務，
例如節育教育和老人教育等；並與當地超過50位
來自四十九中學和武漢工業學院食品學院的學
生交流。

按讀書專業分工值得學習
青年領袖學員魏芷媛參觀當地青少年空間後

表示：「內地做義工多是按照讀書的專業來分
工，例如讀醫護的學生，會協助長者做保健服

務；而讀電子或機械的學生，則幫忙維修居民
的電器。香港就未必一樣，很多時都按課外活
動的形式來做義工，未必能學以致用，這方面
我們可以多學習。」
《香港200》領袖計劃培訓活動今年已進入

第六年。每年透過全港選拔，挑選200位青年
領袖，接受一系列培訓活動，包括100小時本
地及100小時內地培訓，提升他們對國家及社
會的責任感，成為有承擔及願意服務社會的一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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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領袖學員考察三峽工程
張家界經促會會董聯歡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潮州商會及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訪問團，日
前出席「深圳第五次潮商大會」，大會以「投資、合作、發展」
為主題，當晚潮商雲集，來自深圳、香港、澳門、上海等地和泰
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新西蘭、巴西、法國等國家的潮商社團
領袖和代表共1千多人出席活動，共商潮商發展大計。

黃孟復發賀信 陳有慶出席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發來賀信，中國僑聯

副主席陳有慶，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周鎮宏，廣州軍區張汝
成中將，汕頭、潮州、揭陽、汕尾等四市領導李鋒、李慶雄、吳
紫驪、杜安義、張應傑、馬逸麗，深圳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張
思平等出席，見證潮商一年一度盛會。
周鎮宏在致辭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統戰部對大會的召

開表示祝賀，並指深圳潮商會成立以來，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
明顯成績，值得肯定。

李鋒：深潮商會勇於創新
汕頭市委書記李鋒代表潮汕4市發言時指深圳潮商會勇於創

新，積極籌建國際潮商經合組織，積極探索樹立潮商形象、打響
潮商品牌的新模式，展現潮人的智慧和力量，提升了潮商的形象
和影響力。

吳開松：辦好潮商經合組織
深圳市潮汕商會會長吳開松表示，去年，深圳市潮汕商會正式

啟動國際潮商經合組織的籌建工作，成立了深圳潮商投資集團，
該會一定不辜負國際潮團聯誼年會和全球潮商的殷切希望，把經
合組織籌建好，把成立慶典大會做好。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張家界經濟
促進會日前舉行會董聯誼晚宴，張
家界市商務局彭楗代表市政府出席
活動。創會會長鄧錦添報告會務，
他表示該會成立不久即組團前往張
家界市考察訪問，反應熱烈，不少
向隅者希望能再有機會參加。為
此，該會計劃再度前往張家界考
察，為兩地經貿合作尋求更多商
機。

彭楗：歡迎參與投資項目
彭楗表示，張家界市憑藉得天獨

厚的自然地貌成為旅遊勝地和投資
樂土，發展潛力巨大。去年5月份
在長沙市舉行的第七屆中部投資貿
易博覽會，該市在會上推出多項投
資項目，歡迎促進會會長和會董們

參加。他表示該市積極支持香港張
家界經濟促進會作為該市聯絡香港
各界的平台。
該會副會長莊青黎表示，張家界

確是個投資興業的好地方，他在當
地的投資項目包括2間星級酒店、
印刷廠、景區演藝事業等，都取得
良好效益。他認為張家界發展空間
甚大。

胡珠周煉基李廣林等出席
出席晚會的有胡珠、周煉基、李

廣林、吳為贊、吳清煥、余國賢、
李樂詩、孟至剛、林國雄、陳成
耀、陳曦齡、麥雄、彭新兵、黃楫
光、黃漢清、羅少雄、羅富國、許
平等，廣東省張家界市商會亦有代
表出席。

華永會頒善款 曾德成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 華人永遠墳場管

理委員會（華永會）日前假座柴灣
青年廣場Y劇場，舉行「2011年度
慈善捐款頒贈儀式」，邀得民政事
務局局長曾德成蒞臨主禮。
華永會財務委員會主席何德心表

示，該會自1913年成立，明年即將
踏入100周年的大日子。回望過
去，華永會緊守服務本地華人社群
的宗旨，服務發展與時並進，為市
民提供切合需要的墓地及龕位服
務。

去年度撥2,000萬贈公益
自1991年開始，該會積極回饋社

會，每年均從盈餘中撥出部分款
項，資助本地非牟利及福利機構，
推廣各類社會公益活動及服務，令
不同界別人士受惠。至今，該會已
經撥出超過8億港元，資助多達
2,000項有意義的慈善活動。在2011
年度慈善捐款中，該會共接獲超過
200份申請書，服務涵蓋範圍非常
廣泛。經過嚴格審核後，共有77項
計劃獲得撥款，連同撥款資助其他
社區及公民教育活動，華永會2011
年度撥款總額達到2,000萬元。

與善寧會辦探索生命展覽
華永會推動生死教育一直不遺餘

力，較早前夥拍善寧會，巡迴合辦
4場「生命探索之旅」展覽，以
「生命列車」旅程比喻人生歷程，
用互動、輕鬆和富趣味性的方式，
透過火車上的文字、視像、物件、
聲音、照片及插畫，向公眾展示人
生中有聚有散的境遇。列車展覽先
後於奧海城、東港城、屯門市廣場
及大埔超級城舉行，向參觀市民傳
揚生死教育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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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謝捐贈2000萬 支持精密儀器系
清華大學「曾憲梓樓」命名

香港文匯報訊 由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主辦、東區民政事務處協辦、東區區議
會贊助之「東區聖誕歡樂嘉年華
2011」，日前在柴灣公園1號足球場舉
行。嘉年華安排了綜合表演項目、攤位
遊戲、聖誕老人派禮物等活動，並由該
會會長丁午壽和主席李廣林送出兒童禮
物500份，派發予在場12歲以下的小朋
友。

李廣林「講耶穌」介紹平安夜
李廣林在致辭時表示，香港是一個多

元化的社會，宗教信仰也是多元化。剛
度過了中國傳統的節日「冬至」，接踵
而至的就是聖誕節。他說，聖誕夜(平安
夜)，即聖誕前夕（12月24日）（源自著
名的聖誕歌曲《平安夜》（S t i l l e
Nacht））。根據《聖經》記載，耶穌來到
人間，是要作人世間的王，因此天使便
透過這些牧羊人把消息傳給更多的人。

後來，人們就倣傚天使，在平安夜的晚
上，到處傳講耶穌降生的消息。直至今
日，就演變成在平安夜晚上報佳音這個
活動。在基督教社會中，平安夜這天，
每家按傳統都要擺放一棵聖誕樹。當
晚，全家人團聚在客廳中，圍在聖誕樹
旁唱聖誕歌曲，互相交換禮物，彼此分
享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表達內心的祝福
和愛，並祈求來年的幸福。

馮偉權黃月娥周達成等出席
當日的主禮嘉賓包括：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東區副康樂事務經理馮偉權、東區
民政務處聯絡主任主管黃月娥、東區助
理警民關係主任周達成，東區康樂體育
促進會副會長江子榮、主席李廣林、副
主席陳海宇等。
出席的嘉賓於典禮儀式後與在場的近

千名觀眾一同欣賞各項精彩綜合節目表
演，場面非常熱鬧。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僑友2012年元旦聯歡舞會」日前假長
沙灣君好大酒樓盛大舉行，逾500名嘉賓及社團代表、會員出
席，載歌載舞，一同迎接新年。

僑友社集美校友會合辦
聯歡舞會由香港僑友社和香港集美校友會承辦。儀式上，

僑友社會長黃英來致辭時表示，新年伊始，眾多僑團相聚一
起，合辦聯歡活動，充分體現了各個兄弟社團的團結與友
誼。回顧過去的一年，本港僑界朋友在各自的團體中積極展
開各項活動，令僑團會務健康發展。今日相聚，大家可以進
一步互相學習、增進友誼、共謀發展，繼續服務僑界和為香
港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余國春讚港僑聯成績佳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王欽賢在會上宣讀了該會會長余國

春的書面致辭，余國春指，2011年僑界有很多值得自豪的回
憶，在各團體及個人會員的積極支持和配合下，港僑聯取得了
可喜的成績，得到了國務院僑辦、中聯辦等部門領導的認同，
以及社會各界的好評。展望新的一年，港僑界要遵照國家副主
席習近平對僑界訪京團提出的4點希望，作出新的貢獻。
會上各團體表演了社交舞、集體舞、獨唱、合唱、時裝表

演等精采節目，並安排遊戲和抽獎助興，當中穿插唱紅歌、
老歌，參與者熱情高漲。整場聯歡會充滿熱烈、溫馨、團結
的氣氛。
參與舉辦聯歡會的僑團包括：旅港萬隆校友會、香港緬甸

華僑校友聯合會、印尼蘇中地區（旅港）僑友會、老撾華僑
華人香港聯誼會、印度華僑聯誼會、巨港（香港）校友會、
蘇島愛群社、棉華中學香港校友會、香港廣西印尼歸國華僑
聯誼總會、香港新馬泰歸僑華人聯合會、汕頭商會以及香港
印尼研究學社等。

■清華大學命名「曾憲梓樓」，以答謝曾憲梓捐

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

■青年領袖學員參觀漢口區的常青青少年空間。

■東區聖誕歡樂嘉年華活動上嘉賓與小朋友合照。

■ 鄧 錦 添

（中）、莊青

黎（左）與

彭楗合照。

■潮商及潮總首長出席深圳第五屆潮商大會。

■曾德成（右）頒發慈善捐款予受

惠機構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

鑫嫻 北京報道)清華大學

「曾憲梓樓」冠名儀式日

前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

香港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博士在

典禮上表示，清華百年校

慶時因病未能參加，但他

始終心繫清華大學的發

展，希望是次2,000萬港

元的捐贈，能支持清華大

學精密儀器與機械學系的

進一步發展，為祖國培育

出更多優秀人才。 ■曾憲梓(左五)出席清華大學「曾憲梓樓」冠名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東區康體會辦聖誕嘉年華

香港僑友歌舞賀元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