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南海里水同
鄉聯誼會日前假龍堡國際賓館隆
重舉行第四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余汝
文，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佛山市南
海區副區長冼富蘭，里水鎮委書
記朱輝球、鎮長黃慶添等蒞臨主
禮，當晚筵開50席，高朋滿座，賓
主歡聚。

余汝文余國春等主禮

大會邀得影視紅星張美妮及杜大
衛擔任司儀，席間歌藝、抽獎助
興，場面熱鬧溫馨。出席的友好社
團包括旅港南海商會、南海同鄉總
會、九龍西區各界協會、佛山工商
聯、五邑工商總會、南海平洲同鄉
會、旅港南海九江同鄉會、南海官
窯同鄉會、南海丹灶同鄉會、南海
沙頭同鄉會、南海小塘金沙獅山同
鄉會、旅港南海大桐堡同鄉會、僑
港杜阮同鄉會等。

理事長歐陽永致辭

理事長歐陽永致辭，指該會舉
行第四屆理監事就職典禮，隆重
而熱烈的慶典是該會發展路上的
一個重要里程碑，新一屆理監事
將續秉承宗旨，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發揚積極進取及創新精
神，再接再厲拓展會務，攜手將
會務推上新台階。
該會第四屆理監事會理事長歐

陽永，首席會長梁炳泉，監事長
梁錫誠，常務副理事長黎敏國、
郭迪禮，副理事長黃汝敏、呂桂
釗、黃宏達、張純成、唐傑雄、
高志偉、高耀庭、李永能，副監
事長黃家昇、梁永強，理事周顯
榮、劉應東、陳志生、王景滔、
周滿兆、王令灼、袁建聰、梁偉
明、邵子成、曾祥浩，監事歐培
偉、黎騰雲。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沈清麗）新
界總商會日
前假尖沙咀
喜來登酒店
舉行第九屆
董事會第十
次會議，會
長張德熙、
主 席 王 振
聲，中聯辦
新界工作部
副部長李汝
求及商會董
事逾百人出
席。會上通
過新增立法
會議員譚耀
宗及葛珮帆為榮譽會長及會務顧問，由張德熙即場頒授
委任狀。當晚還邀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譚惠珠蒞
臨，介紹全國「兩會」盛況和主要內容。

李汝求張德熙王振聲出席

王振聲主持會議並匯報近兩月會務。李汝求應邀致
辭。他肯定商會首長團結會員，為香港繁榮穩定、為工
商發展發揮很大作用。新任榮譽會長譚耀宗亦指出，自
己代表新界西出選立法會，與商會保持緊密聯繫，雙方
有共同目標，就是希望香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及民生
改善。葛珮帆謙稱她自己作為立會新人，希望更多聆聽

商會意見，並在議會中反映業界聲音。
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以《2013年北京兩會匯報與前瞻》為題介紹

「兩會」主要內容，提到國家過去10年，在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促
進民生、民主法制建設、社會事業發展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
她續指，去年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已明確提出「2020年城鄉居民人

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建成小康社會的具體目標。其中一項國
家經濟政策是調整經濟及產業結構，加強第三產業及內需推動經濟
發展。她認為，國家可充分利用香港服務業的優勢，在國家經濟轉
型升級，提升國民收入的進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她建議以廣
東省作「先行先試」，加大力度協助香港服務業提供者進入內地市
場，從而促進內地服務業更快達至國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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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論語》第十九章《子張》說
「孔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

入，不見宗廟之美，得其門者少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在中國哲學文化思想史上，孔夫子

之牆數仞，得其門者少矣，百萬人中
無一，非天資穎悟，皓首窮經，皆不
能也。
1949—1990年，郭沫若；1990年到

2013年，馬寶善，他們作為哲學界的巨
匠雙峰，名揚華夏，成就文化重鎮。
郭沫若，當代傑出的哲學家、歷史學

家、書法家、古文字學家和文學家，建
國後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政務院副總
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文聯首
任主席。1944年，他發表了著名的《甲
申三百年祭》，作為中央延安整風運動
的重要文獻，廣受推崇。
郭沫若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殷商青銅器金文研究》、《文史論
集》、《先秦天道觀之演進》，他在現
代書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回鋒
轉向，逆入平出」為要訣，譽為郭

體，書藝爽勁灑脫，運轉變通，韻味
無窮。他書寫的「故宮博物院」、「中
國銀行」等堪為大家之作。
郭沫若、馬寶善在中國哲學文化思想

史等領域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們是繼魯
迅之後，中國文化戰線上的光輝旗幟，
為我國哲學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
馬寶善，中國易道奠基人之一，獨

創馬體易道書法。他演繹易經：偉哉
壯哉4個偉大，刊千古相承之誤，宣群
經未傳之蘊，斷千秋未定之案，開諸

儒未解之惑。他是「代表易經精神」
的哲學家，以才情橫溢，大氣磅礡的
太極說震撼哲學界。
「易明」馬寶善的名氣無人不曉，從
古哲學理論與體系建設角度而論，他
出力尤多，在科學發掘易經與太極象
數方面貢獻卓越。
馬寶善踏出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在

學界具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他無心成
為哲學家或思想家，但他的《易道太極
說》、《象數邏輯》卻成就了哲學的新
高度。他無心成為書法家，但他的易道
書法卻成就了似反非反的書壇獨步，他
確立的對應統一哲學是傳統文化研究和
發展中的燦爛明珠。
馬寶善的哲學著作體現了對應統一

的思想，對中國哲學的發展起到了極
大的推動作用。他勤求古易，博採眾
學，集前人之大成，攬三代之精華，
其哲學名著《易道太極說》開象數論
易之新徑，為中國哲學思想體系貢獻
尤甚，意義深遠。
**由宋伯平經卷（香港）藝術研究會供稿

前郭後馬 哲學雙峰
論郭沫若、馬寶善在中國哲學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傑出貢獻 文/陳文老郭龔可望

■哲學和書法大師馬寶善（左）向本文
作者、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陳文書
贈墨寶。

屯門婦聯身心美中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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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里水鄉會理監事就職

中總愛心晚會捐贈千萬助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由屯門婦聯與身心美慈善基金合辦
的「身心美服務中心」日前假屯門康德花園3樓平台隆重開幕。主禮
嘉賓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屯
門民政專員劉淦權和屯門區助理福利專員張達明，屯門婦聯主席葉
順興、身心美慈善基金創會主席兼首席顧問曾裕、屯門婦聯副主席
陳秀雲和身心美慈善基金總幹事李守義進行切金豬儀式。

特首夫人等蒞臨主禮

中心位於屯門石排頭路11號康德花園2座，是繼「身心美閱覽室」
後，屯門婦聯與身心美慈善基金合辦的第二間中心，主要為屯門區
居民提供專業的社會服務，包括「一杯涼水」實物援助計劃、情緒
支援熱線「放心傾」計劃等，此外，中心亦針對不同年齡層及對象
作小組支援、個案輔導及其它多類型的全方位服務。
曾裕於典禮致辭，簡介身心美慈善基金成立於2007年，為政府註

冊非牟利慈善團體，基金的成立是希望致力向個人以至群體推動
「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美德，以生命影響生命。身心美慈善基金透過
撥款資助，鼓勵及資助致力推廣扶貧工作的團體合辦慈善活動或社
會服務計劃，使更多人士受惠。
她透露，基金會今年將投放大量資源設社區廚房，為有需要的基

層人士提供愛心熱食支援，以扶貧及源頭減廢，協助減少廚餘，響
應減少浪費的環保理念及影響香港人對待食物資源的態度。此項熱
食支援服務初步估計每年可使10萬人次的基層人士受惠。
劉淦權致辭，祝賀服務中心順利開幕。他稱讚中心所提供的一攬

子服務可謂無微不至，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廣泛服務。希望身心美
服務中心繼續努力，造福市民，為社區發展加入正能量。

葉順興感謝各方支持

葉順興致辭，感謝各方友好一路以來的鼎力支持，並承諾為服務
社群繼續努力。會上，主禮嘉賓還分別向身心美服務中心6個服務團
隊頒發了服務委任狀，向22位義工頒發了2012年至2013年度賣旗個
人籌款傑出義工獎牌，以嘉許他們積極參與社區服務。

■屯門婦聯身心美服務中心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譚惠珠介紹全國「兩會」主要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香港南海里水同鄉聯誼會第四屆理監事就職典禮，賓主合照。

林武盧寧許偉光高寶齡吳為贊主禮 李鋈麟致辭

全港各區工商聯春茗聯歡
香港文匯報訊 全港各區工商

聯日前假尖沙咀煌府酒樓舉行

癸巳年新春聯歡晚會。中聯辦

副主任林武、九龍工作部副部

長盧寧，醫療輔助隊總監許偉

光，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高寶

齡，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李鋈

麟、永遠榮譽會長吳為贊出席

主禮。晚會筵開26席，約300

位社會賢達及內地工商友好赴

會，暢敘友誼，同慶癸巳蛇

年，場面熱鬧。

李鋈麟：與內地風雨同路

李鋈麟致辭指，該會成立至今已有15年，在創
會會長楊孫西及上任會長吳為贊領導下，與內地
風雨同路，幾經波折才發展至今日成就。他亦表
揚該會同仁充分體現出頑強拚搏的奮鬥精神，依
靠團隊智慧和力量，開拓進取，以高度的責任感
和奉獻精神，為全年工作任務的順利完成作出努
力。站在新的起點上，該會將本 創新價值、回
饋社會的目標，通過系列新舉措，進一步增強實

力，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

吳為贊：拓展會務增交流

吳為贊表示，該會過去一年積極拓展會務，
成立分會，加強與內地交流互訪，成績有目共
睹。未來會繼續為推動香港經濟繁榮作出貢
獻，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長遠發展
出謀獻策。他相信在李鋈麟帶領下，會務必定
再創輝煌。
晚會活動非常精彩，香港專業財經分析及評論

家協會主席藺常念出席主持講座，分析本港經濟
包括樓市何去何從。大會安排傳統的醒獅表演、
唱歌表演、抽獎活動，賓主盡興。

藺常念分析經濟及樓市

出席嘉賓還有中聯辦港島工作部處長陳旭斌，
北京市政協委員薛濱，觀塘工商聯榮譽會長廖漢
輝，灣仔中西區工商聯常務會長李鋈發，廣東省
工商聯秘書長李漢峰，大埔區議員羅舜泉，離島
區當然區議員黃漢權等。

■全港各區工商聯癸巳年新春聯歡晚會，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中華
總商會前日假中環大會堂音樂廳舉
辦「2013中總愛心粵劇敬老晚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中聯辦
協調部副部長陳紹彬出席主禮，與
逾千長者一同欣賞精彩粵劇，演員
的精彩表演贏得觀眾陣陣掌聲。同
場亦舉行「中總公益教育事業年度
贊助頒贈儀式」，會長楊釗及社會各
界人士捐贈逾1,000萬元善款支持教
育事業。

楊釗：商界全港送關懷

楊釗致辭時表示，中總致力於推
動工商界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十分
重視對年輕人的培育。自「中總愛
心行動」2009年成立以來，積極舉
辦慈善公益活動，包括贊助親子活
動、探訪安老院、派送美食券等，
為社會有需要人士獻上關懷，亦透
過組織系列內地交流活動，加強年
輕人對祖國認識與歸屬感。

楊釗指出，中總今年將繼續舉辦
系列愛心活動和贊助教育事業，希
望將工商界的愛心與關懷散播至全
港每個角落，溫暖有需要人士。他
感謝各位善長仁翁的慷慨捐助，讓
中總有充足的資源開展各項活動。

張建宗：愛心企業典範

張建宗讚揚中總是企業履行社會

責任的典範，一直透過「愛心行動」
為社會急需受助的各階層提供「及
時雨」。去年舉行「義工服務月」，
與社署及不同社福機構籌辦多元化
活動，大大加強了社區的凝聚力。
他祝願「愛心行動」這個平台茁壯
發展，為本港弱勢群體提供適切的
幫助。
當晚出席者包括中總副會長莊學

山、袁武及一眾常董、會董等。粵
劇晚會為「中總愛心行動」系列活
動的首個項目，由粵劇名伶蓋鳴
暉、吳美英領銜演出經典劇目《三
笑姻緣》。
劇中，唐伯虎的癡情多才，秋香

的機智聰明，華太師的好勝，給觀
眾留下深刻印象，全場陶醉在這段
美好的劇情中。

■2013中總愛心粵劇敬老晚會，嘉賓張建宗、陳紹彬與中總首長、粵劇演員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張德熙頒發委任狀予榮譽會長譚耀宗

(右)。 沈清麗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