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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解

玲）剛換屆的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日前假銅鑼灣世貿38樓設宴，熱烈歡送福

建省政協副主席張燮飛等家鄉慶賀團領

導。該會新任會長劉與量、監事長王少

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聯誼會榮譽

顧問林廣兆，聯誼會顧問黃玉山，

創會會長曾琦等出席。

福建港區政協聯會
團結鄉親反「佔中」

王少華：聯會還是「小弟弟」
王少華代表聯誼會致辭稱，該會成立3年，與閩籍眾
多近百年老會和回歸前成立的愛國愛港社團相比，還是
一個「小弟弟」，各位創會會長能將背景不同、距離相
遙的各省、市、縣委員們凝聚在一起，實屬不易。
她續說，要將社團辦得風風火火，必定緣自堅實的感情
基礎，該會仍在打基礎階段，不是大家積極性不高，而是
對環境、同仁仍不甚熟悉，相信未來3年，大家將利用平
台不斷加強聯誼，做更多活動緊密互相之間的聯繫。

續獻力港繁榮穩定
王少華強調，香港現今形勢混亂，社會彌漫着「不以

守法為榮，而以『公民抗命』為榮」的非理性氣氛。該
會帶着使命與責任創立至今，將繼續為香港的繁榮穩定
貢獻力量，亦感謝家鄉領導帶來鼓勵與正能量。

莊奕賢讚肩負政協領袖重任
福建省委統戰部原副部長、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
會副主任莊奕賢代表張燮飛一行致辭稱，透過3天的活動，
再次感受到旅港福建鄉親和社團廣受歡迎的原因，就是有

各位委員、社團領袖發揮好的示範帶頭作用。
他讚該會成員肩負政協委員和各社團領袖精英的雙重

身份，團結鄉親並不斷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相信未
來一定能不辱使命，不負眾望做出一番成績。
出席賓主尚包括：福建省政協辦公廳主任劉宏偉、政

協辦公廳委員會工作室副主任闕永善，政協港澳台僑和
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智亞平、副主任林金章等，以及
該會副會長施清流、陳榮旋、葉建明，副監事長姚明

摺、林平基，榮譽會長蘇千墅等。

林武佟曉玲等主持就職禮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會聯誼會7月6日晚假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第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暨慶祝回歸17
周年聯歡晚宴」。中聯辦副主任林武，外交部駐港副特
派員佟曉玲，中央統戰部三局副巡視員李新樂，福建省
政協副主席張燮飛，該會創會會長、全國政協常委林樹

哲，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等出席主禮。福建省
政協常委兼港區召集人劉與量任會長，廈門市政協常委
兼港區召集人王少華任監事長。
劉與量及王少華均表示，聯誼會將以愛國、愛港、愛鄉
為己任，團結委員和閩籍鄉親，堅決反對有礙香港繁榮穩
定的違法「佔中」行為。該會成立僅3年，緊緊凝聚了近
700位來自家鄉省、市、縣級的港區政協委員力量，攜手
共謀發展，成為「福建幫」中一支年輕活躍的生力軍。

劉與量王少華林廣兆黃玉山曾琦等設宴歡送張燮飛

■劉與量(右)、王少華(左)向林樹哲頒贈創會會長紀念
品。 彭子文攝

■福建政協聯誼會宴送張燮飛一行。賓主共同合照留念。 解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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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訊（記者 子京）港區北京市政
協委員早前會同北京海聯會理
事、青委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研討
會。80多名港區北京市政協委
員、海聯會理事、青委參加了
研討。研討會邀請全國人大代
表召集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委員、大紫荊勳賢譚惠珠分享
白皮書發表有關想法，並與各
位委員展開座談。
譚惠珠在研討會中指出，國

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
書，是中央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
的重要宣示，意義重大，有助於
幫助港人全面準確認識「一國兩
制」方針，糾正一些模糊認識和
片面理解，促進「一國兩制」方
針在香港的貫徹實施，維護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

李胥施榮懷：中央方針無變
會議主持人、港區北京市政

協委員召集人李胥及施榮懷指
出，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一項長期
的任務，白皮書提供了一個很
好的加強學習的途徑。
他們指出，回歸以來的實踐

證明，「一國兩制」已經成為一
項基本國策，中央對香港的基本
方針政策始終沒變過，未來也絕
不會因為一些風浪而有所改變，
港人毋須為此擔心。

搞「普選」緣木求魚
李胥及施榮懷強調，香港當

前在政制發展問題上的爭拗，關
鍵是要認清香港政制發展的法律
依據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有關決定，離開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搞「普
選」，只能是緣木求魚，不可能
實現。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
行政長官須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就職時須宣
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愛國愛港是不
言而喻。
與會的港區北京市政協委

員、海聯會理事、青委一致表
示，支持特區政府在基本法框
架內依法推進政改，反對個別
人用「佔領中環」、「公民抗
命」等違法手段，破壞社會秩
序和繁榮穩定。
與會者還在「愛香港；反佔
中、反暴力；保法治、保普選」
的條幅上簽名，撐政改，反「佔
中」，表達關注和訴求。

馮丹藜穗設診所義診弱視童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胡若璋 廣州報道）8日，由全國政
協委員、北京光彩明天兒童眼科醫院
董事長馮丹藜投資成立的「光彩明天
兒童弱視門診部」，在廣州先烈中路
110號設立定點診所。為來自粵北貧
困山區的弱視兒童患者提供免費為期
45天、3個療程的免費義診。
北京光彩明天兒童眼科醫院，是馮

丹藜投資的一所專門從事兒童弱視研
究和檢查治療的專科醫院。成龍擔任
名譽院長，甄子丹擔任榮譽院長，其
理事會成員均為香港各界名流。是次
在廣州設立特定光彩明天門診部，是
為了幫助廣東及南方周邊城市更多的
貧困弱視兒童恢復視力健康，和正常
孩子一樣擁有光彩明天。

24粵清遠山區童 喜得「光彩明天」
此次，來到廣州「光彩明天兒童弱

視門診部」接受免費治療的是來自廣
東清遠山區的24名孩子。今年5月12
日，馮丹藜帶領「光明行動」去到粵
北山區實地篩查了1,140名弱視兒
童，其中符合救助的兒童有113名。
在隨後1個月的時間裡，馮丹藜率領
團隊，為這些弱視孩子積極安排前往
廣州免費治療的大小事宜。

3療程為期45天 供住宿減負擔
從6月25日起至今，第一批弱視兒

童，陸續抵達廣州接受為期45天、3個
療程的免費檢查與治療。馮丹藜還貼
心地為這些粵北山區的孩子和家長提
供免費住宿，減少她們的經濟負擔。
在門診部現場，一位清遠連南的

曾媽媽告訴記者，她兒子今年5歲，
1年前被查出眼睛有弱視問題。在當
地看了多家醫院，大半年時間花費
了七八千元卻沒有一丁點效果。
正當一家人灰心的時候，5月份接
到學校的通知帶孩子接受檢查，6月
份被告知符合接受免費診療的條
件，她便帶着試一試的心情來到廣
州「光彩明天兒童弱視門診部」。
現在治療了半個月，孩子的視力從
右眼的0.3上升到了0.7，左眼也從
0.3上升到了0.8，這讓孩子快樂了不
少，一家人懸着的心總算落地了。
類似這樣的患者家庭很多，還有

不少弱視兒童，延誤了最佳診療時
間。故此，「光彩明天兒童弱視門
診部」希望能盡快吸引到更多需要
幫助恢復視力的弱視兒童，為他們
免費治療，提供光彩明亮的美好生
活。

20寧夏農村師訪港觀摩學習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訊（記者

子京）由銀川市興慶區教育局、寧夏
政協港區委員及寧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聯合主辦的「寧夏老師赴港學習營」
於日前成功舉辦。由寧夏的興慶回中
校長劉江及月牙湖二中校長賈旭成率
領一行20人的銀川市農村教師訪港，
一班熱心的寧夏政協港區委員，包括
鄭俊武、徐小龍、黃家榮、洪為民、
林佑碧、陳趙滿菊、陳雅輝、李勝
幟、蔡德昇及徐凱祥均表示對於農村
嚴峻的教育環境十分關心，故十分支
持是次活動，認為透過是次學習營可
加強寧夏教師在農村教育方式上的改
善，為農村學生帶來新希望。

拜訪多間中小學 參觀科大教院
是次活動得到港區委員鄭俊武及徐小

龍出心出力統籌安排，亦獲得多間學校
及教育局代表的重視，包括明愛元朗陳
震夏中學、閩僑中學、保良局林文燦英
文小學、保良局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香港科技大
學、教育學院，及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
施俊輝。各個團體均表示，希望是次交

流能幫助寧夏教師了解香港的教育模
式，增廣見聞。
「寧夏老師赴港學習營」在港的8天行
程中拜訪了多間中小學校，與香港教師
進行了深入的交流，並透過觀摩香港學
生上課的情況了解香港學生的學習態度
及學習教師的教學模式。
寧夏教師均表示對香港的活動教學方

式感到十分有趣，並從中得到很多啟
發，希望將來能應用於農村學校，且覺
得香港學生的學習態度十分良好，加上
在香港多元種族的文化背景下，教師仍
能配合不同學生因材施教，寧夏教師表示
十分值得學習。
是次學習營於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與

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舉行了座談
會，除了交流兩地的教育方針及意見，
亦了解到更多香港教學模式轉變及演化
的歷史進程。此外，寧夏教師亦參觀了
香港科技大學及教育學院，認識香港的
大學教學環境及設備，並與教育學院榮譽
院士鄺啟濤進行互動交流，氣氛融洽。
學習營結束後，寧夏教師紛紛表示，

香港學生熱情好動，是值得學習的好榜
樣。同時，香港的教學方式及教育方針
都為他們帶來不少啟發，重新燃起了他
們對於改善農村教育的推動力。他們均
表示希望日後有更多機會與香港教師及
學生交流，促進兩地友誼。

■寧夏教師訪港交流，冀盼改善農村教育。

■寧夏教師觀課，以了解香港教育制度。

港婦聯赴哈交流慶回歸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子
京）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7周年，香港婦聯
日前組織26人赴哈爾濱訪問交流，由全國政
協委員、全國婦聯港區代表、香港婦聯主席葉
順興任團長。訪問團在哈爾濱期間獲黑龍江省
委常委、哈爾濱市委書記林鐸會見；中共哈爾
濱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王鐵強設宴，及與哈
爾濱市婦聯進行了兩地社區工作者座談會，交
流兩地婦女工作心得。

林鐸：推婦女發展成果顯著
林鐸首先代表哈爾濱市委、市政府對香港婦
聯訪問團表示歡迎，並向大家介紹哈爾濱市民
生、經濟社會發展、旅遊及婦女情況。林鐸
說，哈爾濱市有着「因水而生」、「中西合
璧」的特色，是中國省轄市中面積最大、人口
居第二位的特大城市，市內有中國第三大河道

松花江，並受歷史影響，具有俄羅斯、日本的
城市風格。
同時，哈爾濱的婦女亦起了半邊天的作用，

政府積極推行婦女發展，在關注婦女權益、發
揮婦女才能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成果。

葉順興：感謝中央挺港民生
葉順興對於哈爾濱市領導會見表示衷心感

謝，並簡述了香港婦聯的歷史、工作及現時香
港的社會情況和面對的困難。「香港婦聯成立
目的是團結婦女支持中央政府在港實施『一國
兩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
她說，香港回歸十七年，得到中央政府的大

力支持，經濟得以發展，人民生活平穩。香港
現正面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有關的政制改
革問題，香港有些反對派提出一些違反基本法

的方案，並以暴力行動衝擊政府部門，破壞社
會秩序，打擊香港金融中心的形象，造成極大
的經濟損失。「但是我們有信心中央政府有能
力落實『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的工作，
化解社會矛盾，建設和諧、關愛的社區。」
香港婦聯慶祝香港回歸17周年哈爾濱訪問

團此行更順道參觀哈爾濱的名勝古蹟。

■香港婦聯與哈爾濱市領導合影。首排左起：鄧佩頤、齊燕、歐陽寶珍、陳靜、黃燦彪、王鐵強、林鐸、葉順興、楊傑、陳惠玲、胡松濤、陳秀
雲、李淑燕。

■香港婦聯與哈爾濱市婦聯交換紀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