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廠商會）及該會青年委員會（青委）主辦的 「第四
十八屆工展會——全港中學生廣告短片創作比賽」 簡
介會暨抽籤儀式日前隆重舉行，超過45間學校，接近
200組隊伍，共810名學生參賽。近400名師生出席，
場面熱鬧。

逾45校組200隊參賽
比賽邀得多個本地知名品牌成為贊助商，包括得利

安、濟眾堂、建樂士、萬希泉、髮再生、銀龍、爾雅
文化、茶木、國際文具、金至尊、力達藥業、現代美
容及雅芳婷，共13家公司大力支持。經過抽籤儀式
後，每隊均獲安排為其中一個贊助商品牌（無限創意

機構或非凡創意機構）創作廣告短片，以競逐包括10
個技術大獎及12個贊助商冠名獎項共22項殊榮。大會
邀得另一影廠導演方偉忠，以及IAFT國際電影電視學
院執行總監Chris Ng，即場傳授出席學生廣告拍攝技
巧。11家贊助品牌代表更與同學舉行分組討論，暢談
公司品牌形象及成功之道。

顏明潤盼推動港品牌
廠商會青年委員會主席顏明潤致辭時表示，廠商會

熱辦第四十八屆工展會之際，青委會成功第五年舉辦
全港中學生廣告短片創作比賽，希望啟發中學生創意
思維，培養品牌意識和團隊合作精神，也期望年輕一
代更深入了解、認識本地品牌，推動香港品牌發展。

出席嘉賓包括廠商會副會長暨青委顧問兼廠商會
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主席吳永嘉，青委副主席張永
鴻、吳景瀚、顏明秀、劉子芸、黃浩鈞、羅程剛；
建業五金塑膠廠有限公司營運總監孫榮良，得利安
營業經理趙敬民，香港濟眾堂中藥廠市場經理趙啟
康，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市場經理陳瑞雯，創生興
業有限公司董事黃創安，爾雅文化創意發展有限公
司市場發展經理劉靜，茶木台式休閒餐廳品牌部總
監陳家強，國際文具集團有限公司品牌發展經理秦
鎮南，金至尊珠寶企業傳訊副經理林靜而，力達藥
業有限公司市場主任劉景富，現代美容中心品牌拓
展助理孫韻瑩等。

11月29日前遞交作品
據悉，比賽將由主辦機構、廣告界以及教育界代表

出任評審，所有參賽隊伍須於11月29日前遞交作品。
頒獎禮將於12月28日在工展會會場表演台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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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廣府人懇親會穗開幕
胡春華李長春羅富和何厚鏵葉選平朱小丹等出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中共
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長春，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

和、何厚鏵、葉選平，廣東省長朱小丹等出席開幕式。
朱小丹致辭時表示，海內外廣府鄉親為廣東經濟社會發
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目前，包括廣府鄉親在內的海外華
僑華人、港澳台同胞在廣東投資的企業已達57,000多
家，累計投資近2,000億美元，向廣東慈善公益事業累
積捐贈近500億元人民幣。

兩年一屆 世界各地輪辦
據介紹指，廣府民系是中原漢人最早南下與百越族融

合的族群。南雄珠璣巷是廣府人主要發源地，廣府人從
珠璣巷等地陸續南遷繁衍，主體分布在廣東和港澳，是
廣東三大民系中人口最多的民系。開幕式上，主辦方透
過《首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宣言》透露，廣府人懇親
大會將兩年一屆在世界各地輪流舉辦，永不落幕。

黎子流憶先輩振興中華
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會長、廣州市原

市長黎子流致辭時說，100多年前，廣府先輩孫中山先
生首先提出 「振興中華」 ，發出振聾發聵的時代強音。
當時，梁啟超先生更首創 「中華民族」 這一現代民族觀
新概念。如今，為了讓廣府人精神薪火相傳、發揚光
大，全世界23個社團共同發起成立 「廣府人聯誼總
會」 ，今後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 「世廣會」 ）將兩年
一屆，為廣府人搭建合作與交流的全新平台。

王國強讚廣府文化優秀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王國強以港澳等地區代表發

言。他表示，廣府人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成員，是嶺南重
要民系，廣府文化是嶺南文化優秀代表。廣府語（粵
語）是香港和澳門的法定語言，粵劇是港澳地區深受歡
迎的鄉音。

他說，廣府人是港澳居民主體，將一如既往團結、凝聚
海內外廣府人和珠璣巷後裔，弘揚祖德，維繫桑梓、增進
情誼，為發展經濟、振興中華、造福社會貢獻力量。

評選廣府十大傑人傑青
大會評選出首屆世界廣府人 「十大傑出人物、十大傑

出青年」 。王錦輝、鄧小穎、古潤金、石漢基、紅線
女、蘇志剛、李學海、歐初、蕭德雄、翟美卿榮獲首屆
世界廣府人 「十大傑出人物」 稱號。

古巨基、馮珊珊、李慧琼、吳傑莊、岑釗雄、余威
達、易建聯、趙廣軍、袁玉宇、霍啟剛榮獲首屆世界廣
府人 「十大傑出青年」 稱號。

出席開幕式的領導和嘉賓還有黃龍雲、朱明國、黃華
華、朱森林、謝杭生、馬儒沛、喬衛、林雄、徐少華、
林木聲、萬慶良、招玉芳、賴德榮、陳建華、張桂芳、

蘇志佳、方旋、梁廣大、張漢青、佀 志廣、李近維、李
金培、雷宇、黃偉寧、鄔夢兆、陳開枝、朱振中、林元
和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實習記者 陳

牧洲 廣州報道）首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昨

日在廣州舉行開幕式。來自全球近38個國家

及地區、300多個社團的3,000名嘉賓在廣

州相會，共敘鄉誼。本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

會，由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

會、廣州市僑辦等共同舉辦，以 「世界廣府

人、共圓中國夢」 為主題。下屆世廣會將在

珠海舉辦。

楊釗中總分享「佛學與人生」

廠商會學生廣告短片賽抽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中國星火基
金會早前組團前往雲南省 「麗江民族孤兒
學校」 ，探望一眾受助孤兒。成員包括中
聯辦新界工作部顧問張輕，中國星火基金
會主席羅叔清，副主席陳錦梅，名譽會長
王仲強，名譽顧問丘瑞真等一行20多人。
探訪團為全校230多名孩子送贈一批體育用
品、月餅和糖果等。其間，團員除了觀看
孩子送上的表演節目，又一起玩遊戲及同
吃飯談心，氣氛溫馨感人。

張輕羅叔清陳錦梅等同行
是次慈善行，星火大家庭的成員抽出寶

貴時間，不遠千里探訪一眾受助孤兒，讓
他們感受到恍似父母及家庭般的關愛和溫
暖。副團長丘瑞真稱讚團員的真誠付出，
關心孩子的心靈成長。副團長王仲強既出
力又出錢，一力承擔探訪團的善款差額。

團員莊雅芬分享感受時表示，這次活動
很有意義，能夠近距離為孤兒送上心靈慰
藉。其他團員紛紛表示，透過星火基金會
這個平台，令他們更深入了解孤兒面對的
各種困難，從而更加珍惜自己的幸福，亦

希望影響身邊朋友盡力去幫助有需要人士。
2009年起，星火基金會在雲南 「麗江民族孤兒學

校」 推行 「助孤計劃」 ，受資助者均是來自邊境的
清貧少數民族孤兒。在基金會幫助下，孩子們現在
都能夠在學校裡健康快樂地成長。從第一批的27人
到如今的41人，越來越多不同民族的孤兒受到基金
會的資助，助養金額已超過100萬元。

新港青年會慶3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新港青年會日前假

上環潮江春舉行3周年成立慶典儀式，中聯辦青年
工作部副部長李薊貽，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應
邀主禮。前來道賀的還有僑界社團聯會副秘書長、
青委會副主任廖宇軒，以及來自僑界社團聯會、新
家園協會及各省在港青年協會代表。

新港青年會（原名香港荊英會），2010年6月成
立，由在香港求學、就業並計劃在香港扎根、發展
的內地精英青年發起，目前正式會員有600人，非
正式會員超過2,000人。

吳池力盼回饋香港社會
新港青年會主席吳池力介紹指，社團成立3年以

來，圍繞 「歡聚香港、探索香港、奉獻香港」 3個
主題，定期舉辦文娛康體、講座論壇、外出交流活
動，積極參與為長者派湯派飯、帶新來港小朋友遊
科大、世界和平祈禱大會、世界肝炎日等義工服
務，為在港青年提供娛樂、學習、交友綜合平台。
該會在促進會員個人成長與發展的同時，亦凝聚在
港青年力量，回饋香港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我
把40年縱橫商場、33年學佛修行的經
驗，濃縮為1小時的智慧精華，與大家
分享，大家必定會有所感」 ，香港中華
總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旭日集團
董事長楊釗，昨日以 「佛學與人生」 為
題演講，笑稱今次與大家 「講佛偈」 ，
希望帶動思考人生問題，並把佛學融入
於待人處事之中。

黃周娟娟讚聽眾獲益
中總婦委會與青委會昨日在金鐘萬豪

酒店舉行 「佛學與人生」 午餐講座，由
會長楊釗任主講嘉賓。婦委會主任黃周
娟娟指，人生價值取決於能否把擁有的
金錢與智慧幫助別人。楊釗在企業和佛
學累積了豐富的知識與經驗，是次邀請
他分享，讓大家明白佛學與人生、佛學
與企業的關係，相信大家定能獲益。

信因果因緣然後實踐
楊釗在演講中指出，佛學中心思想首

先是因果定律，例如善惡皆有報， 「種
瓜得瓜、種豆得豆」 ；其次是因緣所生
法，做事要成功，也要靠很多條件。對
此，面對人生，離不開 「信解行證」 ，
即是要相信因果、相信因緣，之後了解
因果及因緣法，然後實踐。就像拳不離
手、曲不離口，知行合一，在事上用
功，最後印證佛法。

他認為，人面對很多人生問題，原因
是人總是看別人的缺點。因此，以後要
改變心態，用正面態度面對人生，多欣
賞別人的優點， 「存好心、講好話、做
好事」 ，這樣就會多感恩、少怨恨。

楊釗指出，人生有兩個戶口， 「物質
戶口」 與 「精神戶口」 。人既要成為物
質富翁，也要成為精神富翁。人生面對

的問題、煩惱和痛苦，原因是 「人比
人、比死人」 ，既不能實事求是、量力
而為，也不能做好本分、對症下藥。

他覺得，人的煩惱是自尋和來自執
着。去煩惱、證菩提的方法，除要了解
「原無煩惱，本是菩提」 ，還要學習忍

耐力。他笑稱： 「即便已是忍無可忍，
也要告訴自己我再忍一次。」 最快解決
煩惱的方法是 「看破、放下、自在」 ，
明白煩惱其實並無實體，因而放下自我
執着，就能獲得自在。

講 「富二代」與「普通年輕人」
談及成功要訣，他說，人生成功的切

入點在於反思、反省， 「人生由反省開
始，由覺悟開始，保持優點，改正缺
點。企業成功靠開源節流；家庭興旺靠
勤與儉；人生成功靠戒、定、慧」 。他
又建議人要為自己定下計劃： 「計劃不

必太多，才能落實並且時時檢討。」
當中，楊釗分享 「富二代」 與 「普

通年輕人」 如何獲取成功。他說，富
二代成功方法是學習主動及承擔，
「富二代」 在父親60歲後，就要主動

承擔責任，向長輩請益，同時不要頂
撞父母， 「不要一言九頂」 。頂撞後
也要主動 「洗底」 ，向父親賠罪。普
通年輕人則要學習 「一心三肯」 ，即
要有勇於承擔的心，以及肯吃苦、肯
學習及肯吃虧。

李焯芬寬運衍空交流
午餐會上，楊釗聯同港大佛學研究中

心管委會主席李焯芬、香港佛教聯合會
執行副會長寬運法師、港大佛學研究中
心總監衍空法師3人與在場嘉賓分享交
流。寬運法師指出，修行就是修正自己
的錯誤，因此每日要三省吾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金秋十月，中國
星火基金會永遠名譽會長黃憲懿、甄娉玲伉儷
捐資120萬港元興建的海南省三亞市育才中學
「星火綜合樓」 ，正式落成使用。
基金會日前組織考察團參加落成典禮，成員

包括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顧問劉克新，中國星火
基金會主席羅叔清，副主席溫來喜、關永雄，
黃老伉儷代表周鴻生等一行15人。

考察團送贈一批糕餅予全校800多名師生，期
盼育才中學師生謹記黃老伉儷恩澤教誨，樂教

勤學，將來成為祖國之光、社會棟樑。

育才中學捐建 「星火綜合樓」
育才中學是三亞邊遠山區一所少數民族學

校，現有學生900人。黃老伉儷捐建的 「星火綜
合樓」 ，是一棟總建築面積2,600平方米，樓高
4層的單體綜合樓，既改善了學校的辦學條件，
亦讓學生得到更全面發展。

南洋旅港華僑黃憲懿拳拳赤子心，為內地眾
多莘莘學子播撒希望。他已透過基金會在全國
捐建7所學校，多年來資助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
院16名清貧的精英學子，以及助養雲南麗江孤
兒學校12名孤兒。

■■多名港人獲選多名港人獲選 「「十大傑出十大傑出
人物人物、、十大傑出青年十大傑出青年」」 。。

■主辦方向第二屆世廣會舉辦城市珠海代表交接會
旗。

■■首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首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
舉行開幕式舉行開幕式。。

■楊釗與中總首長、常董、會董及其他嘉賓合照。
■楊釗主講 「佛學與人生」 專題講
座。

■黃憲懿、甄娉玲伉儷捐建的星火綜合樓落成。

■中國星火基金會捐贈助學金245,000元人民幣。

黃憲懿甄娉玲三亞捐校樓落成黃憲懿甄娉玲三亞捐校樓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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