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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慶115載 金耀基周愛國許曉暉陳萬雄主禮
商務擴充銅鑼灣店增副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商務印書館今年創立115周

年，為進一步提升書店專業性，向讀者提供更優質的文化服

務，於今年3月起為服務港人28年的銅鑼灣圖書中心展開翻新

擴充計劃，開設銅鑼灣副館（教育館），並於昨日舉行擴充開

幕慶典。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

長周愛國，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聯合出版（集

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裁陳萬雄，商務印書館（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兼總編輯陸國燊主禮。

荃灣各界國慶籌委會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港島青年組織
聯盟日前假香港小童群益會禮
堂舉行「2012年義工嘉許禮」，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劉
林，灣仔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
專員陸綺華，義務工作發展局
主席李澤培，影視紅星杜宇航
擔任主禮嘉賓，聯同港青聯盟
召集人莊創業向義工頒發嘉許
狀。當日港青聯盟的21個青年
社團代表一齊出席典禮，並共
同主持聯盟徽章啟用儀式暨義
工活動啟動禮。

莊創業：義工是寶貴資源
莊創業致辭時表示，組織這

次義工嘉許禮，是表揚各位優
秀義工，藉此推動廣大青年人
善用餘暇、服務大眾及回饋社
會。義工是社會最重要、最寶
貴的資源，也是衡量一個社會
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亦是香
港和諧穩定、可持續發展的重

要工作，今後應大力發展義務
工作。青年人作為社會未來棟
樑，有 無限潛能，港島青年
組織聯盟作為港島21個青年社
團共商合作的重要平台，對於
鼓勵青年朋友回饋社會有不可
推卸的責任，今後將繼續秉承
聯盟宗旨大力發展青年義工工
作。他希望社會各界支持並給
予寶貴意見。

李澤培：多推廣義務工作
李澤培致辭時讚揚青年義工

在過去一年積極參與義務工
作，關心弱勢社群，不求回
報。

李表示，希望透過是次嘉許
活動，對義工的努力及貢獻作
出支持及鼓勵。他稱讚港青聯
盟為社會提供了優質及有成效
的義工活動，期望聯盟繼續努
力，舉辦更出色的義工活動，
向各界進一步推廣義務工作。

龍總聯歡晚會慶回歸
香港文匯報訊 九龍總商會日前

在會所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
年紀念聯歡晚會，該會理事長鄭君
旋、監事長黃熾雄出席迎賓，中聯
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台灣
事務部處長沈燕雄出席，會後龍總
在該會禮堂舉行專題講座「國民教
育中心總監」，呂如意博士作專題
演講，講題是「國民教育的探究與
實踐」。

鄭君旋：港回歸後充滿活力
鄭君旋會上致辭時表示，記得在

1997年以前，不少國家認為「一國
兩制」說易做難。但香港回歸15年
來的發展變化，證明了「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具有
強大的生命力。香港和回歸前一樣
自由開放、充滿活力，沒有失去光
輝，以前很多人所擔憂的情況都沒
有出現。香港仍然是國際金融中
心，仍然是進入內地市場的踏腳
石。香港過去15年歷經風雨，經濟
數度陷入低迷，中央政府接二連三

出手相助。自2003年以來，中央有
關部門與特區政府簽署了CEPA及9
個補充協議，推出對原產地為香港
的產品全面實行零關稅、對港開放
47個服務貿易領域、開放內地居民
赴港個人遊、允許香港發展人民幣
業務等重要措施，力挺本港經濟復
甦。

鄭君旋指出，香港將繼續善用優
勢，精益求精。他寄語港人要創造
和諧社會，互相包容，共同為香港
的繁榮建設。香港要達致和諧社
會，社會才會穩定。現時歐美的經
濟不景氣，生意已經難做，倘再虛
耗社會資源在爭拗，於事無補。他
希望大家要包容，不要太多爭拗。

曾超強鄭寶和鍾田等出席
出席會方成員包括副理事長：曾

超強、鄭寶和、鍾田、黃熾展、王
慧玲、劉建華，副監事長：謝英
明、陳達科、戴焯南、何樹坤、李
鎮成，永遠副會長李福基，顧問楊
橋、賴賓、王石星。

香港文匯報訊 為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香港
中華總商會特別主辦「回歸15載 心繫家國情」攝影比
賽，並獲民政事務局及香港中華攝影學會協辦。攝影比賽
反應踴躍，參賽者眾，合共收到逾3,000張參賽作品。比賽
分為「和諧共融組」及「煙花匯演組」，參賽者透過鏡頭
展現內地與香港和諧共融的一面，以及捕捉由中總獨家贊
助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煙花匯演的璀璨盛況，為香港回歸
15周年這個大喜日子留下美好回憶。是次比賽日前公布結
果。

吳民權方文雄等任評委
比賽邀得香港中華攝影學會會長吳民權、香港中華攝影

學會永遠名譽會長吳連城、香港中華攝影學會名譽會長謝
衍澤、香港中華攝影學會名譽顧問劉冠騰、民政事務總署
專責事務組高級顧問（專責事務）胡敏成，以及中總副會
長方文雄、陳幼南擔任評審委員。經過一輪嚴格評選，兩
組的冠、亞、季軍及優異獎順利選出。

選材構圖色調極具水準
評審委員表示，是次參賽作品數量多，題材廣泛，無論

選材、構圖、色調等均極具水準。和諧共融組的作品涵蓋
不同種類的慶典活動，充分展現社會各界、不同年齡層，
以至中外人士和諧共融的一面。而煙花匯演組作品同樣出
色，構圖秀麗幼細，色調配搭得宜，不乏佳作。

毛達威葉偉豪分組奪冠
比賽得獎名單如下：和諧共融組冠軍：毛達威（和洽的

國慶），亞軍：姜錫祥（威武之師），季軍：謝淑黎（叔叔
幫幫你），優異獎：李樹昌、胡美嫦、區展基、許有達、陳兆東、
陳建成、戴永祥、魏巨先、蘇素寒、Cheung Wai Kuen。煙花匯演
組冠軍：葉偉豪（國慶煙花耀維港2012）、亞軍：陳旭明（璀璨煙
花）、季軍：張冠強（攜手共容）優異獎：楊啟源、張珈源、陳
寬、勞斯禮、杜尚源、謝青松、葉泓楓、Chan Chi Wan、Chan Hok
Hung、Chan Wing Kam。

得獎名單及作品已上載於中總網站www.cgcc.org.hk及香港中華攝
影學會網站www.cpahk.net，頒獎典禮將於2012年9月初舉行，稍後精
彩的得獎作品將於11月中在上海圖書館展覽。

陳萬雄：多元化滿足需要
陳萬雄表示，銅鑼灣圖書中心開

業已近30年，乃香港商務印書館以
現代化手段經營書店的開始，也可
以說是香港圖書經營走向現代化的
開始，甚至可以說是兩岸三地圖書
經營現代化的開始。自此30年，香
港商務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書店網
絡，服務遍及全港各區。這30年香
港的經營環境日趨惡劣，但該館仍
堅持以圖書經營來推動香港的文化
教育，不斷改善和提升香港的購書
環境。他認為只有不斷提高圖書的
質量，擴闊圖書的多元化，才能滿
足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才能配合
香港國際城市的需要。

金耀基表示，香港商務印書館銅
鑼灣圖書中心暨銅鑼灣副館（教育
館）此次擴充開幕，展現新生命，
新風姿。

金耀基：續弘揚文化貢獻香港
他指出香港商務印書館，不僅在

出版方面繼續弘揚文化，而且在服
務方面也全面性擴充，建立多元性
發展。此次擴充，該館再一次對推
動、發展、建構文化香港國際都會
作出貢獻。

圖書中心4層 藏書12萬種
銅鑼灣圖書中心以煥然一新的形

象與全港讀者見面。其圖書中心樓
層由原來的3層擴充至4層，每層各

設有不同主題，分別為中英文新書
區、人文館、外交館、時尚生活館
及Blooming Club童書專區，書種分
類更為鮮明，藏書達120,000種，並
由專業書種團隊為香港讀者採購及
推薦各地優質讀物，讓讀者悠然漫
遊書城，樂在書海。一樓還特別設
置該館先賢張元濟雕像及該館簡
史，讓讀者重溫該館文化底蘊，了
解該館經營理念。

副館提供一站式教學書平台
位於銅鑼灣怡和街68號地庫的銅

鑼灣副館（教育館）以品牌首間教育
圖書及學習產品專門店定位。面積
逾3,500平方呎，以青綠色為主調，
並齊備各類中小學教科書、參考
書、大專用書、公開考試用書、學
生讀物、文具及教育產品等，提供
一站式而便捷的教學圖書平台。

為貫徹銅鑼灣圖書中心作為鬧市
中文化綠洲之使命，特別延長營業
時間由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銅鑼
灣圖書中心暨銅鑼灣副館（教育館）
並設擴充開幕優惠，以全店9折優
惠回饋。

香港文匯報訊 荃灣各界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3周年籌備委員
會日前在荃灣鴻星海鮮酒家召開成
立大會。大會由周厚澄會長主持通
過了新一屆籌委會組織架構。

周厚澄任會長 副會長12人
籌委會由周厚澄出任會長，副會

長有曾恩發、鍾偉平、陳金霖、朱
松勝、陳國超、林啟興、朱應東、
陳偉明、李潔明、楊建林、鄧錦
雄、張浩明，陳世光擔任執行主
席，執行副主席包括陳崇業、邱錦
平、文裕明、林發耿、李麗容。副
主席古揚邦、朱德榮、吳功芳、吳
炳坤、李博恩、李摩西、周松東、
林福泉、林建德、張志輝、張國
華、許昭暉、陳 鑌、陳起馨、陶
桂英、傅振光、馮紹源、黃偉傑、
葉百中、鄒秉恬、雷德鴻 、楊福
琪、蔡成火、盧永康、盧炳生、謝
滿全、羅少傑、陳振中、林婉濱、
華美玲、林琳、葛兆源、田北辰 、

趙公梃、曾文典、李洪波、陳琬
琛、黃家華、陳曉津、張德智，秘
書長為葉百中。

辦聯歡宴足球賽文藝匯演
新任執行主席陳世光之後宣布，

荃灣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3周

年籌備委員會成立，並通過了國慶
63周年活動項目，包括：9月21日
在荃灣鴻星酒家舉行荃灣工商界慶
祝國慶聯歡晚宴；9月23日在荃灣
沙咀道遊樂場舉行國慶盃中小學五
人足球邀請賽；9月25日在荃灣悅
來酒店舉行荃灣各界慶祝國慶聯歡

晚宴；9月27日在荃灣大會堂演奏
廳舉行國慶綜合文藝晚會；9月28
日在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學界國
慶文藝匯演；10月1日先後在荃灣
沙咀道遊樂埸和荃灣雅麗珊社區會
堂及籃球埸舉行荃灣區中學暨制服
團體升旗禮和親子同樂嘉年華。

香港文匯報訊 樂施大使兼樂施會資源發展諮
詢委員會委員羅寶文、樂施會董事會成員謝錦
強及陳英凝教授，以及樂施會香港部總監蕭美
娟日前一起出席「樂施米義賣大行動2012暨樂施
扶貧企業夥伴計劃2011-2012」頒獎典禮，藉此
表揚早前參與「樂施米義賣大行動2012」之200
多個團體、公司、學校、政府機構及3,000多名
義工，他們不但出錢出力，更抵受炎熱天氣或
驟雨，均熱心地於街頭呼籲市民購買20元之樂施
米包，以幫助內地貧窮人改善生活、脫貧自

立。

謝錦強：港賣米7萬包籌逾200萬
謝錦強表示：「『樂施米義賣大行動』是『樂

施會中國發展基金』一年一度之大型籌募活
動，今年得到各方友好的全力支持，於香港一
共賣出超過7萬包樂施米，籌得超過200萬港元。
此外，今年樂施會首次在澳門舉行『樂施米義
賣大行動』，嘗試在澳門街頭義賣少量的樂施米
包，於數小時內火速售罄，為樂施會籌得逾24萬

澳門元，成績確實令人鼓舞。」

羅寶文頒獎予參與機構義工
在頒獎典禮上，羅寶文更以樂施大使兼樂施

會資源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的身份頒獎予熱心
參與是次籌款活動的機構及義工，以讚揚及感
謝他們的鼎力支持。

今年「樂施會中國發展基金」的主題是「粟
米不長米，貧窮真的天意難違？」強調的是貴
州麻窩寨的石漠化問題，導致土地極度貧瘠，
農民生活艱苦。因此，樂施會除了在當地協助
村民改善耕種方法，增加收成及收入外，更與
村民合力展開治理石漠化的項目，如建水窖及
滋養土地等，從而協助他們長遠脫貧。

25年來內地設2千扶貧項目
樂施會於內地的扶貧工作十分全面，包括在

貧困農村推行社區發展項目，例如修建社區基
本設施、生計發展、技術培訓、小額貸款等
等。針對城市貧窮，樂施會亦在多個省市推行
支援農民工的工作及公眾教育。在過去25年，樂
施會總共在29個省市及地區，開展超過2,000項
扶貧發展項目，總撥款超過7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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