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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潮聯訪潮總商「潮」事

澳頭鄉會
長洲行好運

中山鄉會就職 500鄉賢捧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中國慈善領域
政府最高獎—第七屆「中華慈善獎」獲獎名單昨日揭
曉，曹德旺、王健林、楊受成等人榮膺「最具愛心捐贈
個人」稱號，寶鋼集團有限公司、河南省宋河酒業股份
有限公司等企業榮獲「最具愛心捐贈企業」稱號。統計
數據顯示，上榜的20位「捐贈個人」2011年捐增總額達
53.54億元（人民幣，下同），40家「捐贈企業」2011年
的捐贈金額近44億元。
中華慈善獎評選表彰活動辦公室負責人介紹，是次獲

獎對象的慈善參與領域包括助學助教、助老、扶貧、助
殘、救孤和支持文化藝術、環保等公益慈善領域，具廣
泛的代表性，反映了2011年度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情
況。此外，與往屆相比，本屆中華慈善獎的參與性更
強。在為期一周的投票時間內，有700多萬社會公眾參
與了網絡投票，日均投票數為105萬。

善行獲肯定 陳光標不介意落選
此前曾連續6次獲得中華慈善獎的內地知名慈善家陳

光標在是次評選中落選。對此，陳光標回應稱，他確實
喜歡親力親為，在第一線高調做慈善，亦希望「自己的
慈善行為得到社會的讚譽和肯定」。是次未獲「中華慈
善獎」表彰，可給機會其他人獲得這一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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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馬來西亞潮州
公會聯合會主席林源德率團專程
來港，就推動海外潮州文化的發
展與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香港潮
州商會和國際潮團聯誼年會常設
秘書處等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

陳幼南：做好保育推廣工作
會上，雙方已達成共識，以潮

語、潮菜、潮劇等多元的「潮文
化」推動潮人的發展事業。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香港

潮州商會會長陳幼南說，去年國
際潮團年會圍繞「國際潮聯，全
球潮起」主題，藉「潮來潮
往」，緊密結合為目標和願景，
再一次見證國際潮人強大的凝聚
力，希望大家通過交流，在國際
潮團年會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
做好中華文化，特別是潮州文化

的保育和推廣工作。
陳幼南提議舉辦一些青少年交

流活動，由雙方負責安排交流的
青少年入住當地潮籍家庭；舉辦
國際潮人論壇及分享會，促進各
地潮人在經貿和學術方面的交
流，每年春節期間透過媒體以視
像方式向全球潮人拜年，實現全
球潮人大團拜等。

吳源盛介紹海外潮人發展
馬潮聯會署理主席吳源盛、總

秘書林家光講述現時海外潮人的
發展情況，希望香港及馬來西亞
兩地帶頭合作，加強推動海外潮
州文化的發展。
出席座談會的還有首長余潔

儂、許瑞良，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秘書長、林楓林、葉雪梨、吳國
清、蔡平、林梅、尹智群等。

保良局田家炳牙科室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保良局田家炳康復支援中心牙科
室日前假其位於新界沙田大圍顯
徑 顯富樓地下的中心舉行開幕
典禮，邀得香港牙醫學會會長梁
世民醫生蒞臨主禮。

龐盧淑燕：為弱勢而設
保良局主席龐盧淑燕致辭表

示，殘疾人士，尤其智障及精神
病康復者，由於對口腔護理知識
有限，又或是言語表達的限制，
他們尋求牙齒護理服務時，往往
得不到適切的治療。為回應智障
人士的需要，同時提升社會人士
對殘疾人士牙患的了解及關注，
該局於屬下田家炳康復支援中心
加設牙科室，向外購買牙醫服
務，為局方康復單位學員提供牙

齒護理，改善他們的牙齒及口腔
健康，提升自我形象和生活質素。
為減輕傷殘人士的經濟壓力，

照顧弱勢社群的需要，該局會作
出部分補貼，學員只需付出較為
相宜的價錢就可以享用外購牙科
服務。該局將定期檢討運作，希
望將來能夠會有更多康復服務單
位受惠。

設智障者牙科專用座椅
保良局田家炳康復支援中心牙

科室佔地約300平方呎，設有一
張專為智障人士設計的牙科醫療
座椅、X光機、天花螢光幕、光
碟機、電腦等，令求診的傷殘人
士可以於一個設備齊全、舒適及
輕鬆兼備的環境，接受牙齒護理
等基本服務。

李小梅張強陳浩林等主禮黃金富膺會長
東莞清溪同鄉會成立

黃金富：旅港鄉親努力創業
黃金富致辭時表示，旅港的清溪鄉親有8,800多

人，秉承勤勞美德，在各行各業努力創業，不斷
發展，有不少是香港社會的傑出精英，為香港繁
榮發展作出貢獻，也支持家鄉的經濟發展和公益
事業。
今次成立同鄉會，黃金富感謝家鄉領導的關心

和支持，同時亦感謝各副會長、會董和會員的鼎
力支持。他說，同鄉會將貫徹愛國愛港愛鄉的創
會宗旨，提供多元化服務；同時凝聚鄉親力量，
為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為促進家鄉建設發揮橋樑
和紐帶作用。

陳浩林：為家鄉建設搭橋
陳浩林致辭時對清溪同鄉會的成立和會董就職

致以熱烈的祝賀，並介紹了家鄉近年來的經濟社

會發展情況，指清溪鎮在東莞市成為「全國文明
城市」，也取得「全國文明村鎮」的稱號，經濟
亦取得迅猛發展，這都離不開旅港鄉親的關心和
支持。
藉 清溪同鄉會的成立，陳浩林希望在黃金富

會長及各會董的帶領下，為鄉親謀福祉，同時也
為家鄉建設搭建橋樑，推介家鄉自改革開放以來
取得的發展成績。

李小梅：東莞未來發展信心足
東莞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部長李小梅致辭

時，介紹了東莞近年的經濟情況，指出雖然受到
國際形勢不好的影響，對東莞市的未來發展仍充
滿信心。相信隨 東莞加大轉型升級，將會引進
更大、更重點、更高科技的生產項目，在原有建
立的經濟基礎上，再取得飛躍式的發展。她亦期
望同鄉會藉此平台加強鄉誼，為香港繁榮穩定作

出貢獻。

黎桂康劉夢熊等膺榮譽顧問
東莞清溪同鄉會首屆會董包括：榮譽顧問黎桂

康、劉夢熊、李小梅、鍾淦泉、蔣小鶯、曾民
盛、王國強、王賜豪、王惠棋、陳浩林、黃宇
富、溫容興，會長黃金富，副會長楊敏峰、李春
文、鍾易成、溫學忠、曾昌、楊譚秀、黃銘基，
秘書長楊譚秀，副秘書長呂利達、鍾錦堂、李輝
文、許碩武等。
大會筵開逾20席，東莞市、清溪鎮的各級領

導，香港社會各界嘉賓，居港鄉親逾200人歡聚
一堂，暢敘鄉情，舉杯同賀，氣氛熱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中山同鄉會
日前舉行第二十一屆理監事就職禮暨會員春節聯
歡敬老大會。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協調處處長林琨
琅，深水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吳文裕，中山市委
常委、統戰部部長梁麗嫻出席主禮。

杜炳輝籲鄉親團結拓會務
中山同鄉會理事會主席杜炳輝致歡迎辭。他

說，很榮幸得到各屆理監事的支持和信任，出任
主席一職。在該會歷屆理監事的努力下，無論聯
絡鄉誼，關心家鄉，建設開展會務工作，都取得
一定成績。如每年參加中山慈善萬人行，又舉行

春秋二祭以緬懷先賢。去年，該會組織3天2夜湛
江旅行團，團友們都感到身心愉快，實有賴該會
的齊心協力和鼎力支持。杜炳輝又鼓勵各位鄉親
要繼續開展會務，團結鄉親，為祖國、為家鄉共
同努力。

梁麗嫻：發揮智慧促合作
梁麗嫻讚揚中山同鄉會是一個有較長歷史的鄉

親社團，團結合作，心繫家鄉，造福桑梓，充分
發揮同鄉會的團隊智慧。期望新一屆理監事團結
帶領鄉親，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家鄉發展，善用
人脈關係、社會影響力、及對外公信力來影響、

宣傳、推介家鄉，提高家鄉的聲望，為推動香港
和中山更好的合作和交流，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作出新的貢獻。
她又期望該會組織鄉親回鄉參加近期中山舉行

的多項盛事，感受家鄉的發展變化，共同關心家
鄉的經濟、社會及環保事業的發展。

林琨琅吳文裕頒理監事證書
大會筵開40席，約500名鄉賢歡聚聯誼，場面溫

馨熱鬧。就職儀式上，梁麗嫻主持宣誓，林琨琅
及吳文裕頒發理監事證書。席間舉行大抽獎，場
面一片歡聲笑語。
該會第二十一屆理監事成員包括首屆會長王立

文，永遠榮譽主席李光，總監阮金添，榮譽會長
黎燦、王保魂、鄭漢成，理事會主席杜炳輝，副
主席楊凱山、張玉山、劉永昌、黃敏儀、梁勝
顏、馮民森、李有全，監事會主席林潤泉，副
主席譚學文、胡國樑、張玉泉、何紹雄、繆隆
光、梁華勝，常務會長歐陽潔如、劉永良、蕭
廣提、梁祺芬、黃章興、曾再儂、徐素芬、蕭
伯川、李壽良、方柏永、蔡兆、潘志忠、余潔
文、何強、張金儀、黎宏基、丁櫻、方月嫦、
張漢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東莞清溪同鄉會日前假尖沙咀喜來登酒店舉行

成立大會暨首屆會董就職典禮。東莞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部長李小梅，中聯辦協調

部處長張強，清溪鎮委書記陳浩林、鎮長黃宇富共同主禮。在逾200位家鄉領導、嘉

賓人士的見證下，同鄉會首屆會長黃金富率領全體會董宣誓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旅港澳頭同鄉會早前舉
行壬辰年新春行好運之長洲行，會長許瑞
勤，永遠榮譽會長許瑞良，副會長陳祥明、
朱英杰、吳崇明、朱賢利連同會董、會員及
親友百餘人參加。
行程豐富緊湊，旅行團並專程拜訪長洲潮州

會館，獲該會首長熱情接待，其間參觀長洲著
名旅遊景點，包括北帝廟、張保仔洞，並穿梭
長洲大街小巷，感受離島風情。該會並安排豐
富的海鮮餐，讓團友們大快朵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博愛醫院、圓玄
學院及仁愛堂一直致力提高長者生活質素和締造
關懷互助的社區環境，並鼓勵長者以積極態度面
對人生，活出「老有所為」精神。該3大慈善機
構攜手於早前假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第二號展館
舉行「傑義風采喜迎春2012」，讓過千名長者及義
工在愉悅氣氛下一同歡渡新春。

張建宗張肖鷹陳章明主禮
「傑義風采喜迎春2012」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張建宗，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安

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擔任主禮嘉賓。大會準
備了一連串的精彩節目，包括由博愛慈善大使謝
雪心及博愛月之星方伊琪現場獻唱《恭喜你》、
《遊龍戲鳳》及《祝福你》等多首金曲。

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湯修齊、總理劉石達夫
人，仁愛堂董事局主席蔡黃玲玲等為善不甘後
人，即場獻唱《紅日》等名曲，鼓勵長者們勇敢
活出「老有所為」精神。活動上，博愛醫院王東
源夫人長者地區中心，圓玄學院荃灣西長老鄰舍
中心及仁愛堂彭樟長者鄰舍中心之長者也為觀眾
帶來精彩絕倫的舞蹈表演，令人目不暇給。

3慈團辦迎春會 逾千長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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