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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國旗下 港生赴川學國情
逾千人與當地學生交流 訪政府機構企業實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鎏宇，實習記者 何宇恆 成都報道）在香港回歸祖
國15周年之際，「相聚國旗下—千名香港青少年走進美好新家園」活動於近
期在四川舉行。香港青年聯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女童軍總會等15個團體
的1,000餘名香港青少年，在今年6月至8月分批來到四川，通過觀看升國旗儀

■四川省副
省長黃彥蓉
與香港女童
軍總會總監
彭徐美雲互
贈禮品。
實習記者
何宇恆 攝

式、與當地學生聯歡、到政府企業實習等形式，增進對國情的了解，同時提
升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整項活動的其中一項「重頭戲」是543名香港
青少年與四川青少年代表一道，參加了7月28日在成都天府廣場舉行的升旗
儀式。

當

日，早上7時50分許，伴隨嘹亮的口
號聲，武警成都支隊國旗護衛隊隊員
護衛 五星紅旗，緩步走向升旗台。8時
整，《義勇軍進行曲》在現場奏響，五星紅
旗在川港青少年代表的注視下冉冉升起。17
歲的香港海事青年團隊員林卿盈告訴記者，
此次升旗儀式，是她第一次參加的大型、莊
嚴而非常有意義的活動。當看到鮮艷的五星
紅旗在雄壯的國歌聲中徐徐升起、迎風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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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她的心情非常激動，「我們為自己是黑
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而倍感自豪，為祖國取
得舉世矚目的發展巨變而興奮不已」
。

21大學生考察災區重建
作為香港青聯共創新世界青年團的團員，
張亦媛、譚芷珊、黃可為等21名香港大學生
於6月22日來到了四川。在川期間，他們與
當地大學生進行交流，考察地震災區重建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徵兵、
畢曄 佛山報道）大瀝是南海的僑
鄉之一，旅外的僑港澳鄉親約有
三四萬人。20年來，「旅港南海
大瀝同鄉會」的眾位理事帶領一
眾僑商，回鄉投資、關注公益，
香港冠華鏡廠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長許海及其弟許銘多年來熱心家
鄉的公益事業。同樣心繫家鄉的
還有南海區最早捐資辦學的帶頭
人——曾少甫，早在上世紀80年
代末回鄉辦廠創立亞洲鋁材的鄺
匯，回鄉投資創辦聯昌不 鋼型
材廠的黃達，創辦了藝華不 鋼
型材廠的曹冠輝⋯⋯這些僑商們
每一筆或多或少的捐資贈物、每
一次或大或小的回鄉辦廠，都真
實地記錄了他們作為中華兒女的
拳拳赤子心、南海大瀝人的悠悠
故鄉情。

許海許銘捐款8,000萬
1980年，許海和許銘回到了闊
別多年的家鄉——南海大瀝太平白
界東村，目睹當時的太平小學校
舍低矮、殘舊不堪，立即捐獻了
20多萬人民幣，用於建設太平小
學校舍。自那時起，許氏只弟不
僅為家鄉興建起了兩所現代化中
小學校，更為家鄉捐建幼兒園、
公園，鋪設水泥路、下水道，更
於2010年成立「許海——周倩蘭
基金」
，定向用於大瀝醫院新院的
建設。幾十年來，許氏兄弟累計
為家鄉捐資贈物，慈善款約8,000
多萬元人民幣，可謂是鄉親中的
楷模。

林亮支持衛生教育慈善
「旅港南海鹽步同鄉會」榮譽
會長林亮為善不甘後人，自1982
年以來，先後投資兩千多萬美
元，在鹽步興辦南海福和玩具製
品有限公司、南海飛龍機鑄玩具
製品有限公司等企業。在他的引
領下，許多外商紛紛投資南海，
促進了南海經濟的發展。「旅港
南海鹽步同鄉會」會長顏鏡興多
年來先後向鹽步醫院、河西小
學、鹽步三中、鹽步慈善會、河
西村等捐款捐物，支持家鄉的衛
生、教育和慈善事業的發展。

況，並在四川省工商局、文化廳等政府部門
實習。張亦媛告訴記者，通過一個月的實
習，她們了解了內地政府部門的工作環境，
知道了內地政府的工作制度，同時也感受到
內地和香港在文化上存在的差異。「我們通
過在四川不同地方的參觀考察，被四川的悠
久歷史和文化所吸引，同時也對四川有更多
的了解。通過對四川政府機構的認識和了

還有香港 生銀行的創始人梁
植偉家族和梁泳釗家族，自改革
開放以來對家鄉的文明、醫療、
教育、福利等多項建設捐贈款
物，累計捐贈1,650萬元人民幣。
旅港黃岐同鄉會會長陳國海一直
對家鄉的文明、醫療、教育、福
利等建設親力親為，分別對梁植
偉紀念醫院（現南海區第六人民
醫院）
、黃岐六聯小學、黃岐龍母
廟等投入捐贈過百萬元⋯⋯
「慈善使市民更有人情味」，
這是現任南海區副區長冼富蘭曾
經說過的一句話。南海這幾位鄉
賢都是成功的商人，但是提到家
鄉的慈善事業，他們都不像普通
的商人。這一刻他們不追逐利
益、他們不計回報，他們為家鄉
捐贈了近億元錢物，捐醫、辦
學。

■九龍西各界國慶籌委會成立，賓主合照。

■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拜訪教育局，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副秘書長葉曾翠卿、黃邱
慧清及一眾官員，就博愛醫院服務之未來發展，互相交換意見。

交流屬校未來發展
對於學前教育的未來發展，博愛醫院支
持教育局，將本港的免費教育，由現時的

12年延至15年，讓適齡的幼童，可獲免費
和優質的學前教育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九龍西區
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3周年暨香港
回歸15周年籌備委員午餐大會日前假尖沙咀
龍堡國際賓館隆重舉行，逾300人與會。會
上通過國慶籌委會成員名單和兩項主要慶祝
活動建議，並特邀了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作
關於政經形勢的專題演講，氣氛熱烈。

九龍西國慶籌委會總人數已達740位，較
去年增加78位，常務委員共73位。大會擬於
8月30日假尖沙咀龍堡國際賓館筵開逾50
席，舉行慶祝63周年國慶聯歡聚餐晚會，另
將於9月24日晚假尖沙咀文化中心音樂廳舉
行國慶文藝晚會，以精彩文藝節目免費招待
地區街坊和各界友好。

8月30晚宴 9月24文藝晚會

吳惠權籲支持梁班子施政

九龍西各界慶祝63周年國慶籌委會主任委
員吳惠權，籌委會常務顧問鄧祐才，籌委會
常務副主任委員余鵬春、游俊英陪同中聯辦
九龍工作部副部長何靖，油尖旺助理民政專
員趙頌恩，立法會議員黃定光、梁美芬，油
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蘇仲平，油麻地街坊福利會理事長梁
祖成，九龍總商會理事長鄭君旋等主禮。

吳惠權致辭時呼籲九龍西區各界續發揚主
人翁精神，同心同德促進香港和諧穩定發
展，支持特首梁振英領導的特區新班子依法
施政，抓住國家「十二五」發展機遇，再創
輝煌成績，並秉承九龍西區各界有錢出錢有
力出力的優良傳統，把今屆國慶活動辦得有
聲有色。
何靖致辭指愛國是普世價值，理所當然應

成為香港核心價值。他稱讚九龍西區各界多
年來籌辦國慶活動，帶出了很多正面訊息，
增強了社區正能量，值得欽佩。他希望大家
為香港繁榮穩定和更美好明天共同努力，作
出新貢獻。
九龍西區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3
周年暨香港回歸15周年籌委會常務委員：常
務顧問余國春、鄧祐才，主任委員吳惠權，
常務副主任委員曾智明、鄭錦鐘、余鵬春、
游俊英、林光如、梁祺祐、李聿，副主任委
員王賜豪、余國樑、趙汝熙、康錦祥、林振
永、余壽寧、羅犖銘、冼緯中、簡衛華、何
景安、樊敏華、劉德埼、楊惠德、葉國忠、
陳東、鄭君旋、李鋈麟、李鋈發、鄧錦雄、
譚立仁、蔡培、黃權威、梁華勝、蘇仲平、
梁祖成、羅肇群、關惠明、李敏傑、梁日
昌、吳熹安、曾柳素、蕭美嫣、余長潔等。

澳門基金訪馬會交流運作

借鑒慈善信託基金經驗

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潘德明出席午宴時
表示，博愛醫院董事局一直秉持「博文愛
德」的精神辦學，在新界和九龍開辦3間
中學、1間小學及5間幼稚園幼兒中心；
另外，博愛醫院的姐妹機構「博愛醫院
歷屆總理聯誼會」屬下亦有1間中學和3
間小學，致力作育英才。在過去的日子
裡，非常感謝教育局提供寶貴的意見和
指導，讓院方的教育服務得以發展，培
育新一代。

青聯主席葉振都認為，活動對香港青少年
是很好的國民教育，「他們來到內地不同的
地方，看到中國繁榮的一面，看到中國存在
的問題，這樣會給他們帶來一種啟發：一個

九龍西各界國慶籌委會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禹 澳門報道）澳
門基金會代表團日前拜訪香港賽馬會，了解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運作、審批資助的制度
及其跟進監督等工作，以借鑒馬會成功經
驗，為日後進一步完善澳門基會資助審批制
度及監督工作提供參考。

招待吳克儉及官員

看到繁榮觀察現存問題

國家這麼大，管理起來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
事情」
。葉振都表示，經過這次的實習加上
自己的思考，很多香港青年都有兩個感覺：
首先是管理一個國家很不容易；其次國家應
該更加包容和和諧。他同時表示，前來實習
的大學生很快將面臨找工作。由於香港很多
企業或多或少都和內地有 聯繫，這些企業
的人力資源主管告訴他，在同等條件下，企
業肯定會優先錄用有內地實習經驗的畢業
生，因為他們對內地的情況有所了解。

梁氏家族捐逾1,650萬

博愛董事局宴教局高官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 為加強與政府各部門之
聯繫與溝通，博愛醫院壬辰年董事局日前
設宴招待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副秘書長葉
曾翠卿、黃邱慧清以及一眾官員，就博愛
醫院屬下學校之未來發展，互相交換意
見。

解，我們發現這裡和香港的差距也沒有想像
中那麼大。」

■參加升旗儀式的香港青少年在國旗下合
影。
實習記者何宇恆 攝

澳門基金會代表團由行政委員會委員區榮
智、黎振強率領，與香港賽馬會公共事務部
慈善傳訊高級經理陳旭權、對外事務高級經
理陳裕宗、慈善事務經理廖錦霞進行了工作
交流會議。
會上，陳旭權、廖錦霞全面介紹了香港賽

馬會及其慈善信託基金的歷史、
具體運作、審批資助制度、對獲
資助項目的定期跟進與監督制
度，並簡介了慈善信託基金如何
與政府部門及志願服務機構進行
合作。
區榮智則簡介了澳門基金會概
況，他認為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具有豐富的資助審批經驗，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區榮智、黎振強向香港
一直備受社會各界肯定和推崇，
賽馬會高級經理陳旭權致送紀念品。
希望了解港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
具體運作，借鑒慈善信託基金的成功經驗， 批的細節處理、跟進監督的具體操作、宣傳
為澳基會日後在進一步完善資助和監管工作 推廣、如何發起和完成本身項目等進行了全
提供更多參考。澳基會人員對資助申請和審 方位的了解，雙方分享成功經驗和例子。

介紹投資地區服務
除教學外，博愛醫院將於今年開辦全新
的青少年活動設施，為新一代發放正能
量。
院方將於元朗公園側，斥資興建15,000
平方呎的「極限運動公園」，為青少年提
供具創意和挑戰性的運動設施，預計項目
將於本年內投入服務。
同時，博愛醫院亦會在天水圍天恆 ，
開辦新的青少年中心，為區內青少年提供
運動培訓、生命教育和職志發展，以及為
青少年提供適切的社工輔導和支援服務，
提升區內青少年的工作技能，加強就業能
力。
是日出席拜訪之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還
包括副主席曾耀祥、譚姜美珠，總理袁振
寧、吳錦青、蘇淥銘、林辰峰、周鎮堂、
譚振鳴、梁衛漢、廖齡儀、江長安、潘美
蘭、何開端、朱華樹和潘治忠。

300粵港青年南沙競技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張夢宇、曹遠茵
廣州報道）香港智道跆拳總會、香港青年聯
會，與廣東省青聯日前假廣東南沙體育館舉
行香港聯校青少年內地體育文化交流競技大
賽，300粵港普通院校的學生參賽。

比賽籃球乒球羽球跆拳
大賽內容包括籃球，乒乓球，羽毛球，跆
拳道等項目，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屬籃球競技
賽。蔡芳裕等4位香港知名籃球運動員為觀
眾示範了幾個籃球技巧，並親自指導4名學
生，現場互動氣氛活躍。隨後，由方成義與
潘志豪率領的2支學生隊伍，展開了籃球友
誼賽。方成義隊伍因配合默契獲勝。隨 投
籃命中，賽場氣氛高潮迭起。賽事在蔡芳裕

■粵港300學生在南沙合影留念。
等5名隊員與番禺理工學院決賽後圓滿結
束，現場掌聲陣陣。
負責活動的總監黎家瑞表示，參賽的均非
專業運動員，他們來自香港與內地的普通院
校，希望活動能讓兩地學生通過體育交流加

深相互間友誼。據介紹，本次的參賽選手在
抵達南沙之後，白天在英東中學做集訓，夜
晚聽科技園講座，還參觀南沙「十二五」規
劃、豐田汽車廠、南沙經濟社會發展展示
館、南沙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