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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為貫徹「中華總商會愛心行

動」關愛社會的宗旨，中總今年暑假將再度主辦「工商體驗遊

學團」，安排16家東華三院中學近170位學生到廣東河源工廠實

習，並遊覽當地名勝，讓參與學生汲取實際工作經驗，裝備自

己，增廣生活體驗。中總早前舉辦簡介會，讓學生對行程有充

分了解及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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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社總迎廣東社總一行

福州馬尾聯誼會成立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廣東社團
總會一行在主席王國強的帶領下
到訪香港河源社團總會，受到該
會主席吳惠權等的熱情接待。雙
方共 鄉情之餘，更就如何加強
本港粵籍社團的交流合作進行深
入的探討。

吳惠權：盼兩會多合作
吳惠權致歡迎辭時說，河源市

位於廣東省東北部山區，下轄五
縣一區，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
之一。香港河源社團總會成立於
1998年，創會宗旨之一旨在團結
居港17萬鄉親，發展至今現有會
員11,500多人，包括不少年輕會
員。作為一個基層社團，該會做
事十分踏實，除經常組織社會各
界人士到河源參觀考察及派發家
鄉特產外，亦致力吸納年輕一
代，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他感謝
總會的首長、會員的大力支持，
該會近幾年來發展不錯。他說，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的影響面廣，
希望今後兩會能多合作，共同為

香港的繁榮穩定作貢獻。

王國強：河源人純樸踏實
王國強感謝香港河源社團總會

的熱情接待，讓他有非常輕鬆和
溫馨的感覺。他說，河源人非常
純樸、踏實，就如該會主席吳惠
權，雖不是大富豪，但做事非常

「有心」，真真正正做實事，捐款
的比例遠超一般有錢人。他指，
總會在吳惠權接手掌管後發展快
速，得到廣東省領導的高度表揚
和肯定，這幾年他默默耕耘，凡
事親力親為，出錢出力為社會，
成績有目共睹。王國強稱，在港
的粵籍鄉親有530萬，希望大家
團結一致，互相支持，發揚「廣
東幫」的團結互助精神，攜手為
香港美好的未來譜寫新的篇章。

蘇杰開張恭立等同行
到訪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一行首

長尚包括：副主席蘇杰開，常務
副秘書長張恭立、葉振南，副秘
書長張麗珍、徐莉等。

兩岸雙十學子台中匯演

香港文匯報訊 「2012年海峽
兩岸雙十中學文化藝術夏令營晚
會」日前在台中市中興堂舉行。
廈門市委統戰部部長黃菱率代表
團前來參加，香港廈門聯誼總會
理事長李仲樹從香港赴會，廈門
雙十中學香港校友會亦派出香港
詩詞學會榮譽會長蔡瑞義，高京
翼、林寶華、黃淑琴參與盛會。

蔡鈴蘭賴清標共賞表演
參加晚會的還有台中市海峽兩

岸交流協會理事長蔡鈴蘭，台中
市教育局局長賴清標及台中市教
育界的精英翹楚。兩岸炎黃子孫
歡聚一堂，共賞精彩表演。

蔡瑞義作詩賀演出成功
雙十中學香港校友會理事長蔡

瑞義為晚會作七律一首「風華學
子藝高深，歌舞琴弦 致尋。兩
校同名同切琢，一中共識共商
參。從來兄弟齊心力，自古閩台
互語音。昔日『鄉愁』今不唱，
滿腔喜悅化詩吟。」賀兩岸雙十
學子台中同台演出圓滿成功，由
晚會的司儀吟誦。

兩岸雙十學子技藝精湛、合作
無間、舞姿翩翩、傾情演出，獲
得了陣陣雷鳴般的掌聲。晚會獲
得了空前的成功，為海峽兩岸文
化交流活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3日晚，「『愛
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山西之旅出發儀
式在廣州火車東站舉行，來自廣東、香港、澳門以及台灣
的350名青年學生出席，其中，來自香港的各大高校及中
學的學生超過200人。

據介紹，主辦方在7天的行程中安排了內容豐富、形式
多樣的參觀活動。團員們將親身走進山西、走入平遙古
城，了解晉商歷史、接觸山西當地居民，分別就社會企
業、食品安全、文化保育、旅遊發展、可持續發展等領
域，探索現今社會發展的新模式，也藉此讓青年了解國家

「十二五」規劃綱領中提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能源
發展」等核心領域。

探訪居民 了解國有企業
在為期一周的活動中，兩岸四地青年將親身走進山西、

走入平遙古城，了解晉商歷史、接觸山西當地居民，並將
拜訪太原鋼鐵廠等大型國有企業和深入商業老街「柳巷」
體會風土人情。港生普遍反映，希望借助本次活動，進一
步增進對山西以及中國國情的了解。

粵穗晉青聯文促會等合辦
據悉，本次活動由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廣州市青年聯合會、山西

省青年聯合會、中華青年企業家協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香港
青年交流促進聯會、香港青年聯會、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陝港青
年交流促進會、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廣東省學生聯合會、廣州市
學生聯合會等兩岸四地青年社團聯合主辦。

龍子明：加深了解地方文化
全國政協委員、火車團總指揮龍子明告訴記者，「通過走訪考

察，深入探討旅遊文化產業的多元發展，思考不同文化背景對文化
和城市發展的影響，加深對不同地方文化的了解，越來越多的青年
人增加了對國家的認同感。」龍子明還欣喜地向記者提到，之前幾
年都是乘坐普通火車出行，這兩年已經可以坐高鐵了。

學生：珍惜機會交流學習
陳佩雯是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的學生，能夠成為本次赴山西考

察的成員，代表香港學生到內地交流，她顯得十分興奮。「我第一
次參加這樣的活動，很珍惜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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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河源工廠實習遊覽 汲取工作經驗增認知
中總助中學生工商體驗遊學

今年的「工商體驗遊學團」將
於8月7日至8月11日舉辦，學

生將到福新工業園車間實習。工業
園位於廣東河源市，設有現代化大
型毛衣織造廠，學生透過親身參與
工廠工作，認識生產工序，從中了
解企業運作模式。遊學期間，學生
將入住員工宿舍，並在員工指導下
進行實習，通過接觸與交流，讓學
生體驗內地的人文經濟發展現況，
加強對祖國的認知和歸屬感。

參觀景點了解歷史文化
除工作實習外，遊學團安排多項

景點參觀，讓團員遊覽河源名勝古
蹟，了解當地歷史及文化，增廣見
聞。遊學團還安排了文化講座，介
紹客家及河源文化歷史，以及在河
源發源、與香港人息息相關的東江
水與香港的緊密關係，由多角度擴
闊學生對中華文化及生活的認識。

王惠貞：關注弱勢促社區關愛
會上，委員會主席王惠貞致辭時

表示，中總一向致力推動商界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關注弱勢社群，促
進社區關愛共融。該會在2009年特
別成立「中華總商會愛心行動」，

作為一個持續、可靠和務實的平
台，凝聚和傳遞工商界愛心。

王惠貞又表示，中總愛心行動自
成立以來籌辦不少慈善活動，包括
與不同社福機構、學校合作，為長
者、匱乏家庭及青少年等不同社群
提供服務、設立「緊急援助基金」
向重大事故受害家庭提供即時援助

等。

吳惠權贊助 為同學圓實習夢
王惠貞感謝福新國際集團董事長

吳惠權再次慷慨贊助遊學團，並為
同學提供實習機會。出發在即，她
寄語同學珍惜遊學機會、多見多
聞，並對內地文化多作了解。

■8月4日，四川省綜治辦副主任崔均（前排左五）、成都市青羊區委書記謝強（前排右四）率四川省

社會建設與管理專題培訓班一行到訪香港文匯報，獲本報總經理歐陽曉晴（前排右五）等熱情接

待。

川社會建設培訓班訪本報 香港文匯報訊 浙江省同鄉會聯合
會青年委員會日前舉行「對自己的
儀表負責－男女美容的基本原理」
專題講座，由亞洲首席化妝師及造
型師Mr. Rick Chin擔任主講嘉賓。

嘉賓有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
李薊貽、協調部副調研員徐小林、
青年工作部秘書張成，以及浙聯會
副會長周光暉、陸雅儀，副秘書長
顧東華，常務理事金維明，青委主
席車弘健，常務副主席麥超杰、鄒
漢章等。

車弘健致辭說，常委會已決定成
立社會事務部和義工組。在下半
年，青委會會積極參與香港的社會
事務和一些公益活動。青委會關心
浙江籍在港讀書或留下來工作的大
學生，幫助他們融入香港社會，擴
闊社交圈子。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福州馬尾聯
誼會成立暨第一屆理事會就職禮日
前在中環大會堂美心皇宮舉行，在
全場逾500位各界賢達及會員鄉親
的見證下，楊鴻耀、黃中清榮膺首
屆會長及理事長。主禮嘉賓為理監
事監誓及頒發證書，理事長黃中清
感謝各界的支持和關愛，並邀大家
共同舉杯祝酒，現場氣氛熱烈，充
滿鄉情鄉誼和鄉音。

曾鈺成劉林葉國謙等主禮
曾鈺成，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

長劉林，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全
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
任、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林樹
哲，馬尾區海外聯誼會會長藍鋒，
香港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成，中
西區各界協會主席李應生，香港警
務處西區分區指揮官陳進等應邀主

禮。

楊鴻耀：聯會為鄉親謀發展
楊鴻耀在致辭時為馬尾燦爛的歷

史及近年飛速發展的成就深感自
豪。他指該會的宗旨是「聯絡鄉
誼，團結互助，同心協力，服務社
群，繁榮香港，愛我中華。」

曾鈺成、劉林、林樹哲、藍鋒均

在致辭時讚揚居港馬尾鄉親長期堅
持愛國愛港愛鄉傳統，團結凝聚鄉
親，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家鄉的各
項建設做出不平凡的貢獻。他們祝
願該會不斷發展壯大，早日成為一
支愛國愛港的生力軍。

王榕官吳敏玲等膺副會長
香港福州馬尾聯誼會首屆理事會

主要成員包括會長楊鴻耀；理事長
黃中清；常務副會長王孟展、嚴秋
容、何從、陳起革、何豪威、鄭仁
惠、陳治林。

該會副會長包括王榕官、吳敏
玲、李振良、李雅欽、高意、張統
鑄、陳起培、陳暖榕、陳學航、陳
寵潮、楊玉香、楊賽芳、潘子富、
鄭衛國；秘書長李振良等。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及
香港海內外華商聯合會上屆會長廖漢輝日
前在順德聯誼總會宴請會董局成員，以感
謝同仁在他出任會長期間的支持和愛護。

陳延邦讚廖漢輝盡心盡力
觀塘工商聯新任會長陳延邦讚揚廖漢輝於

任內領導有方，為發展會務盡心盡力，尤其

全力加強該會與廣東省內各友好機構和工商
聯之間的聯繫，並且熱情投入本港商會及慈
善團體事務，並擔當內地多項公職職務，又
積極參與香港社會的建設發展。

廖漢輝表示，在未來的日子，不論擔當
任何崗位和公職，都會繼續支持觀塘工商
聯、海內外華商聯的會務工作，並為香港
繁榮穩定、祖國富強昌盛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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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學山、吳惠權向學生介紹工業園設施。

■ 陳 佩 雯

（右二）和不

同地區友好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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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敖敏輝 攝

■學生出席海峽兩岸雙十中學文化藝術夏令營晚會。

■福州馬

尾聯誼會

就職禮上

賓 主 合

照。

■廖漢輝與觀塘工商聯成員合照留念。

■逾170位參加者出席中總簡介會，場面熱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