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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近百精品慶回歸 李剛出席並致辭
蕭暉榮畫展深圳揭幕

蕭暉榮1946年生，字谷人，工花卉，亦寫山水，擅
寫梅，精雕塑，喜中國美術史論和書畫鑒賞，

是一位通過長期收藏、鑒賞、交遊、勤攻、悟道而登
上藝術殿堂，極具大家風采之當代藝術名家。蕭暉榮
自幼酷愛書畫藝術，年輕時已與內地眾多名家結下深
厚情誼。近年來，他先後在內地、香港、台灣、日
本、韓國等地舉辦了近30次藝術展，贏得了好評，被
譽為當代畫壇具代表性的優秀畫家。南京市還專門在
中山陵景區，為蕭暉榮設立內地首個以梅花命名的個
人藝術館─蕭暉榮梅花藝術館。

紅日這一題材被開拓性地廣泛引入松梅菊竹等傳統
題材之中，並營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藝術境界，便出

自蕭暉榮的匠心獨運。傳統國畫中，紅日因其灼灼之
貌很難與花鳥蟲魚等題材兼容，故而並不多見，偶爾
出現也只在山水畫中作為自然的寫照。蕭暉榮則將之
提煉為一個全新而富有時代精神的藝術元素，並賦予
這一形象以積極、光明、富強等意義，象徵國家民族
的崛起，「日出東方」正是這位愛國藝術家的藝術理
念的核心。

「日出東方」象徵民族崛起
在藝術創作與研究的同時，蕭暉榮還是一個具有社

會責任感的文化傳播者、出版人、企業家。他通過展
覽、收藏、出版等活動為海峽兩岸和平，為香港特區

與內地的藝術發展，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積極和重
要的貢獻。

李剛：繼承傳統畫法創新
李剛在開幕式接受採訪時表示，蕭暉榮在繼承傳統

畫法的同時也有很多創新，對其藝術成就非常敬佩。
「蕭暉榮教授是一位優秀的藝術家，除自己在中國各地
舉辦畫展外，還請了很多內地藝術家到香港交流，為
香港特區與內地的藝術發展，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
積極和重要的貢獻」。

畫展作為香港回歸15周年的特別獻禮，得到了海內
外社會各界及有關單位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為慶祝香港回歸15周年，中

國文聯、中國美術家協會、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和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共同在深圳美術館舉辦「日出

東方—蕭暉榮中國畫展」。是次展覽

由4月28日至5月12日，為期15天，

展出包括蕭暉榮國畫精品及雕塑品

近100件，展品既有丈八匹的鴻篇巨

製，也有最新創作的細幅精緻小

品。開幕式當日的出席主禮嘉賓包

括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李

剛、深圳市宣傳部部長王京生、香

港大公報董事長姜在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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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大港校友會理監事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廈門大學旅港校友會日
前假灣仔合和中心8樓帝廷皇宮酒樓隆重舉行「廈門大
學成立91周年、廈門大學旅港校友會成立62周年暨廈
門大學旅港校友會2012—2014屆理監事就職典禮」。中
聯辦科教部副部長李魯，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林廣兆，廈門大學原常務副校長、校友總會副理事長
潘世墨，校友會永遠名譽會長、大紫荊勳賢黃保欣等
出席主禮，與各界友好及校友400多人歡聚一堂，共賀
新一屆理監事全體成員就職。徐蘭芳、方平分別榮膺
該會新一屆理、監事長。

理事長徐蘭芳 方平任監事長
當晚，首先由上屆理事長林貢欽總結會務。在全場

注目下，新任理事長徐蘭芳鄭重接過校友總會副理事

長潘世墨授予的校友會旗幟。徐蘭芳致辭指，校友會
是一個大家庭，60多年來，逾2萬名校友曾經或現在居
住香港。是屆理監事成員集各路精英近百人，體現了
老、中、青薪火相傳的特色。她表示，將恪守職責，
不負眾望，繼續發揚愛國愛港愛校優良傳統，秉承母
校「自強不息，止於至善」的校訓，凝聚校友擴大隊
伍，努力把該會辦成富有吸引力、富有凝聚力、富有
創造力的校友會。

林廣兆潘世墨賀成功換屆
林廣兆祝賀校友會成功換屆，並送上親手題寫的勉

詞。專程赴港出席典禮的潘世墨則代表母校和校友總
會向新一屆理監事會表示熱烈祝賀。

當晚精彩節目在全體合唱旅港校友會之歌《揚帆香

江》中啟幕，廈大藝術學院藝術家段永純、阮春黎、
劉濤、殷琴、李鑫等演出歌劇《再別康橋》，旅港校友
精英歌唱家鄭穎芬、張凌凌，古箏演奏家邱丹青等登
台獻藝，晚會高潮迭起，賓主盡興而歸。

當晚嘉賓還有中聯辦科教部副巡視員紀建軍、台灣
事務部處長沈燕雄，廈大藝術學院院長蘇力，福建社
團聯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周安達源，廈門聯誼會創會會
長陳金烈、理事長李仲樹，集美校友會創會會長王欽
賢，高校聯會長方方、主席郭明華、監事長李常盛，
香港福建八大高校校友會負責人朱正、高峰、陳德
元、林永佳、李祖澤、高武堆、何機雄及廣州校友會
單明會長等。廈大旅港校友會永遠名譽會長王少華、
林家益、陳成秀、莊秀霞，名譽理事長蔡麗影、王春
新、林貢欽等。

香港文匯報訊 中山大學副書
記李萍一行日前專程到訪方樹福
堂基金，獲方潤華等熱情歡迎與
接待。

中山大學乃孫中山先生親手創
立、擁百餘年歷史之綜合性重點
大學，歷史悠久，久負盛名。早
於1997年以方潤華為主席的兩個
基金已在該校捐建了「方潤華
樓」，校方在樓內設立退休教職
員工娛樂中心，成為內地首所大
學設立同類中心，為校內退休教
職員工提供休憩與娛樂場所。基
金近年又頻頻支持該校醫療教學
發展，堪稱功在當代、利在千
秋。

不久前方樹福堂基金在該校孫
逸仙紀念醫院捐建了「樹華乳腺
癌研究中心」，不僅令乳腺病患
者得到診斷、治療、手術一站式
服務，並有助推動乳腺腫瘤研究
之發展，為更多乳癌患者帶來福
音。

捐建醫學網及教育中心
為進一步支持中山大學醫療教

學發展，今年方潤華基金再在該
校捐建「方潤華醫學網路與遠端
教育中心」，發揮資訊化、網絡
化時代優勢，進行跨時空教學，
並逐步推廣至該校8間附屬醫院
和7間非直屬附屬醫院及所有教
學醫院，實現多校區遠端教學、
網絡教學和自主學習的功能。

李萍衷心感謝方潤華對中山大
學的關愛。方潤華表示，醫療是
民眾關注且直接受益之大事，中
山大學之醫學發展一直享有盛
譽，值得支持，寄望全校師生們
再接再厲，不懈努力，攻克醫學
難關，為人類福祉貢獻力量。

隨行到訪的中山大學來賓還
有：該校教育發展基金會新任秘
書長李漢榮、行政部長張曉彤。
方樹福堂基金秘書處主任陳德真
等參加會晤。

香港文匯報訊 青協渣打香港英語演
講比賽2012總決賽暨頒獎典禮日前舉
行。12位進入總決賽的學生，經過兩回
合的激烈競賽，最終由喇沙書院區澤
琛、拔萃女書院廖煦琪和南島中學姜智
敏分別奪得初中組冠亞季軍。高中組的
三甲則由喇沙書院高倬煒、漢基國際學
校黃淑清和拔萃女書院葉穎怡奪得。

洪丕正擔任首席評判
是次比賽的評判團由渣打（香港）執

行董事及行政總裁洪丕正擔任首席評
判，其餘評判包括香港總商會總裁袁莎
妮及青協當然委員黃嘉純等。

洪丕正形容比賽氣氛激烈，讚揚學
生的水準非常高。他指出，比賽 重

訓練學生以英語公開表達自己的想
法，期望能增加他們的國際視野和提
升英語水平，幫助他們裝備自己和發
展事業。

主禮嘉賓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公布得
獎結果及頒發獎項。他讚揚參賽者具有
時事觸覺，即使評判提出尖銳提問，亦
沒有怯場。是次比賽的高中組冠軍有機
會代表香港於5月前往英國倫敦參與「
International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2012」，務求再下一城，為港爭光。

總幹事王 鳴表示，很高興見到比賽
有這麼多學生挑戰自己，克服困難。她
勉勵參賽者，無論比賽結果如何，日後
仍要不斷練習，保持英語公開演說的技
巧，建立自信。

香港文匯報訊 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獲評選為2012年
「中國十大慈善家」，並榮登「中國慈善排行榜」，這是
楊博士自2009年起第四度獲得此兩項殊榮。頒獎典禮於
4月27日在北京「水立方」舉行，楊受成從全國政協副
主席張榕明手中接過獎項。同行有獲頒「中國十大慈善
明星」的英皇娛樂藝人古巨基。

「中國慈善排行榜」由民政部、中央社會治安綜治
辦、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婦聯、中國社工協會、
中國紅十字總會等單位聯合舉辦，評選工作經過專業調
查、社會推薦、公眾及專家投票，規格嚴謹。

楊受成一向積極投入慈善工作，剛於本月11日獲頒
「中華慈善獎─最具愛心慈善捐贈個人獎」，得到國務院
副總理李克強讚揚。此外，英皇集團為慶祝70周年，承
諾今年撥款目標港幣1,000萬元，資助不同類型慈善項
目，首批受惠機構有香港奧比斯、無國界社工、心連大
地攝影會，以及聖雅各福群會等。

友好協統戰部研討班畢業

公益金高球賽籌160萬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友好協進會日前假銅鑼灣世貿中
心舉行「中央統戰部（2012）香港社會管理研討班」結
業典禮。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友好協進會會長陳永
棋、秘書長李祖澤、副公關總監王 鳴、總幹事魯夫出
席了活動。中央統戰部六局局長王永慶及研討班全體學
員均表示，此行收穫甚豐，對「一國兩制」及香港的現
代化城市管理體系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沈沖陳永棋出席頒證書
沈沖在典禮上指，研討班得到了友好協進會和各有關

方面的大力支持，學員們努力學習，因此舉辦得非常成
功，大家對香港有了深刻的認識，相信將促使學員思路
更寬廣，更好地為國家建言獻策。他勉勵大家要高度樹
立「一國兩制」的概念，學習香港好的經驗，保持積極
的探索精神，認真做好今後的各項工作。

班長湯敏及學員樊蕓、施傑均在會上談了自己的感受
和體會。他們說，對香港的社團管理及社團領袖的愛國
愛港情懷印象深刻，並對香港專業人士的高度敬業的職
業操守感到敬佩。他們表示，回去之後要進一步加強自
身建設，逐步引進現代化先進經驗，開拓創新，利用自
己的專業知識為社會進步作貢獻。

研討班成員還包括副班長韓德雲、王輝耀，秘書長朱
徵夫，學員陳建國、何偉、權忠光、崔太平、溫江鴻、
石文先、柴強、黃西勤、吳玉華、雷華鋒、張毅、辛春
華、周昱今、王麗、吳革、藍逢輝、王慶澤、張梅、張
惠岩、王婭妹、袁爭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由香港公益金主辦，
中銀香港全力贊助的「公益金中銀香港慈善高爾夫球賽」
日前順利舉行，今次參賽人數及善款數字均錄得佳績。
接近190位來自各企業和團體的高球好手，組成47支隊
伍，齊集粉嶺高爾夫球會為慈善揮桿，成功籌得逾港幣
160萬元，全數用於公益金資助的「精神病患者及康復
者服務」。

中銀大廈70樓頒獎
公益金日前假中銀大廈70樓舉行頒獎禮，以表揚優秀

選手及答謝善長的熱心支持。公益金慈善高爾夫球賽籌
劃委員會主席林天福聯同各籌劃委員會成員，於頒獎禮
上頒發各個獎項及紀念品予優勝球手、贊助及協助單
位。

Ryoden Development Limited的參賽者憑 精湛球技，
再度蟬聯「全場總冠軍」，並勇奪「最佳球分獎」。
Happy Together及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兩隊精英則分別
榮獲「全場總亞軍」及「全場總季軍」。 頒獎禮上，大
會亦頒發男女子組多項個人賽事殊榮，包括「最遠入球
獎」及「一桿最近球洞獎」等。

頒獎禮上，林天福代表香港公益金衷心感謝活動冠名
贊助機構中銀香港慷慨支持賽事的籌辦經費，讓善款可
毋須扣除任何開支，全數惠澤社群。

■林廣兆致送題字予新任理事長徐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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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與英語演講比賽得獎者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