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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是當
今熱議話題，也是香
港未來發展的新機遇。
在新社聯 30 周年酒會

上，由鄭穎芬團隊創作的《一帶一路》
歌曲面世，更由鄭穎芬本人精彩演繹，
她以嘹亮婉轉的歌聲唱響：「『一帶一
路』，世人祈盼的願望，『一帶一路』
是世界和平新思想，香港跟國家一起追
尋夢想，香港與民族一起共建輝煌。」
美妙的旋律於宴會廳內迴蕩。

據悉，鄭穎芬創作團隊包括音樂人向
雪懷、康梓軒、馮嘉麓、鄭汝森、孫悅
5人。

新社聯理事長、監製陳勇動情地說：
「這是大家用最短時間、最飽滿的感情
精心製作的，在酒會的前一晚到凌晨3
點，還在加緊進行最後的編曲。這可能
是迄今為止第一首從作詞、作曲、編
曲、製作，到首次演唱，完全源於香港
的『一帶一路』主題曲，我們期望香港
能同國家一起追尋夢想，與民族一起共
建輝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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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聯酒會歡慶30周年
林鄭月娥張曉明等主禮 梁志祥陳勇致辭

九龍西潮聯新屆會董就職

甲子書學會展碑帖慶「三十而立」

林武劉林楊茂等出席
出席貴賓尚包括：中聯辦副主任林
武、新界工作部部長劉林、社工部部
長楊茂，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保安局局
長黎棟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
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民政事務局署理局長
許曉暉。新社聯榮譽會長羅叔清、張
學明、溫悅球等出席酒會。

林鄭讚政改諮詢作貢獻
林鄭月娥致辭，盛讚該會成立30年
來扎根新界，以愛國愛港、擁護基本
法、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宗旨，
努力耕耘，建樹良多。過去一年半，
該會以積極務實的態度廣徵意見，動
員新界區多個團體舉行大型政改諮詢
會，以電話調查形式收集市民意見，
反映普羅市民心聲，為政改諮詢作出
積極貢獻。更以「團結」、「務
實」、「開拓」的精神，設立社會服
務基金，為區內居民提供康樂、醫療

及培訓服務，幫助有需要人士，造福
社區，希望該會繼往開來，繼續為推
動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而努力。

梁志祥：會員逾25萬
梁志祥致辭時指出，新社聯成立
以來，會務不斷發展，屬會數目由
成立時的26個增加至350個，會員
人數由4萬多增至逾25萬，服務覆
蓋新界各區。今年4月該會訪京，獲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接見並讚揚該會
「是香港社會一支重要的建設性力
量」，對該會工作提出3點希望：希
望加強在港基本法宣傳；希望秉承
傳統，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希望做好自身建設的同時與各
界加強溝通、接觸和聯繫。梁志祥
表示，該會將努力提升自身實力，
與全港愛國愛港團體一起，壯大力
量，為推動香港通過政改方案、為
支持特區政府有效施政，為香港能
有更好的未來盡最大努力。
陳勇致謝辭，感謝到場各界嘉賓大

力支持，希望未來凝聚更多香港青年
人，保持香港優勢，在國家的指引下
參與實施「一帶一路」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新界社團聯會昨假荃灣如心海景酒店舉行慶

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18周年暨該會成立30周年會慶聯歡酒會。署理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應邀主禮，該會會長梁志祥、理事長陳勇

迎迓各界嘉賓，該會一眾首長及會友共襄盛舉，場面盛大，氣氛熱烈。梁志

祥致辭表示，新社聯喜慶30周年，該會將努力提升自身實力，與全港愛國愛

港的團體一起，壯大力量，為推動香港通過政改方案、為支持特區政府有效

施政，為香港能有更好的未來盡最大努力。

■■香港新界社團聯會慶回歸香港新界社團聯會慶回歸1818周年暨該會周年暨該會
成立成立3030周年酒會周年酒會，，場面盛大場面盛大。。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左起：溫悅球、羅叔清、梁志祥、林鄭月娥、張曉明、張學明、陳勇於酒會上。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
寬）九龍西潮人聯會日前假尖沙
咀龍堡國際賓館舉行第四屆會董
就職典禮，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
長何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
南、廣東省汕頭市委統戰部部長
馬逸麗、揭陽市政協副主席方振
元、潮州市委統戰部部長徐和蒞
臨主禮，陳統金蟬聯會長。何靖
於典禮致辭時強調，普選方案合
法、合憲，更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和廣大市民利益，可以說是香港
開埠以來最民主的一個民主政制
安排。

何靖等主禮 陳統金蟬聯會長
何靖指，香港民主發展正
進入關鍵時刻，特區政府經
過廣泛的諮詢，向立法會提
交了特首普選方案，民主政
制發展能否向前邁進歷史性
的一步，一個多月後自有分
曉。他指，普選方案合法、
合憲，更符合香港實際況和
廣大市民利益，可以說是香
港開埠以來最民主的一個民
主政制安排。他表示，《中

英聯合聲明》提及香港行政
長官以協商或選舉產生，當
中沒有提到普選，普選是基
本法起草後，中央政府作出
的重大承諾，而且根據香港
基本法，「一國兩制」方針
50年不變，香港回歸祖國後
50年內達致普選目標都是適
宜的，中央政府把普選行政
長官的時間表放在2017年而
不是2047年，充分體現出中

央政府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的
誠意。
他強調，全世界沒有一個統

一標準的選舉方法，普選是因
應地方的歷史、文化和當地實
際情況來制定合適的方案。他
以鞋子舉例來說明普選方案，
「鞋碼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
越名貴越好，只有穿在腳上最
舒適的鞋才是最好。」他稱，
目前的特首普選方案是最符合

香港實際情況，他呼籲在座賓
朋，積極釋放正能量以感染身
邊各人，支持政改方案通過。
該會新一屆會董主要成員包

括：會長陳統金，創會會長鄭
錦鐘，常務副會長陳愛菁、陳
欣耀、劉偉光、姚韋霆，副會
長吳貴雄、莊小霈、歐瑞成、
吳建渤、黃業坤、姚欣光、陳
木和、鄭捷明、陳香蓮，秘書
長郭啟興、司庫周超新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甲子書學會
創立30周年《而立顯風華》作品展昨日在香
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開幕，展出該會會員臨
摹殷代至隋唐明清時期之甲骨文、金文、
篆、隸、楷、行、草各種書體的碑帖，展期
至5月25日。
據介紹，今次參展的會員人數為歷年之

冠，聯同名譽顧問共有97人，展出作品逾300
幅。展覽期間，甲子書學會為學校和團體安
排了5場導賞活動，以及在5月24日上午11
時半舉行一場專題講座，由香港藝術館館長
（中國文物）鄧民亮主講「思考千年帖學傳
統」。

蘇樹輝：弘揚書法藝術
甲子書學會會長蘇樹輝在開幕禮上表示，

近年來，該會會員在扎實的書法基礎上，不

斷尋求進步和突破，眾志成城，致力弘揚中
國書法藝術。這次展出作品，除了會員臨摹
不同朝代的各種書體的碑帖，從中帶出中國
書法藝術的源流和蛻變，還有會員自選創作
的題材和書體，藉此實踐承傳與創新。
蘇樹輝又指，甲子書學會希望通過書法藝
術的美，發揮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作用，
讓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汲取中華優秀文化的
養分，把中國倫理思想的菁華實踐於日常生
活中。
今次展覽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該局主

席王英偉致辭指，甲子書學會成立至今，一
直透過不同活動、展覽和出版，匯聚對中國
書法充滿熱誠的人士，互相切磋交流，提升
書法造詣，弘揚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優良傳
統。這次展覽可以看到甲子書學會不斷推動
和弘揚書法藝術的努力和成果。

「雅淳凝暉」國畫五人展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雅淳凝
暉」國畫五人展昨日在灣仔香港會展中心藝
術畫廊中心．Art One13號隆重開幕。這次參
展的來自江蘇南京5位知名畫家沈勤、李璋、
朱建忠、姚紅和石曉，5人相識近30載，乃首
次攜手來港聯展，希望讓香港觀眾感受其國
畫藝術風格，展期至6月21日。

姚紅石曉楊小彥嚴陸根出席
是次展覽由百家湖國際文化投資集團主

辦，百家湖．香港灣仔畫廊和海德國際拍賣
有限公司承辦。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院教授
姚紅，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美術
師石曉，著名藝術家、策展人楊小彥，百家
湖國際文化投資集團董事長嚴陸根等出席開
幕式。
姚紅接受訪問時表示，這次是她與4位朋友

首次來港參展，大家的畫雖都有人物、山
水、花鳥，畫風卻不一樣。「我覺得，我們5
人的畫相近的地方，是我們都不會為傳統、
不會為當代而感到困惑。我個人覺得，一個
心靈自由的人，是沒有時間擔憂的，我們的

畫是能與未來的人溝通的，當未來的人看到
我們的畫，就像我們看到過去的人的畫一
樣，無非是一種人性的溝通。」
石曉則指，在繪畫作品中，你的日常生

活、意趣夢想、品味格調等等這些都能在你
的畫面中體現，自己近年創作的「女人與
花」系列，則是借助女人與花或其他東西來
表達一種優雅、寧靜、溫馨、閒適、曖昧的
內心。「我覺得，人最終是要回到內心，我
的畫作其實是在表達我個人的理想。」

■「雅淳凝暉」國畫五人展昨日開幕，石曉
(左二)、姚紅(右一)來港參加。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
晨）南區各界聯會日前假香
港仔新光酒樓舉行雙親情懷
午間茶敍。會長陳南坡表
示，該會藉舉辦一年一度頌
親恩聚會，表達對父母親的
感恩之情，弘揚孝道，促進
和諧。當日該會特邀區內逾
600長者歡聚一堂，為他們送
上節日祝福，眾長者笑逐顏
開，倍感溫馨。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范
克勝、南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富
明、南區助理民政專員楊博
文、社署福利專員彭潔玲、西
區警區副指揮官何啟軒、房署
高級房屋事務經理黃悅忠、廉
署首席廉政教育主任黃潔梅蒞
臨主禮。

范克勝陳富明致辭

范克勝說：「百善孝為先，
這次活動很有意義，有助將孝
順這一中華民族美德傳承給我
們的下一代。」他續盛讚該會
一直以來為推動區內家庭和
睦、鄰里團結做出的積極貢
獻，並冀該會為打造幸福、美
麗的南區繼續努力。
陳富明指，「見到現場那麼

多長者精神奕奕、開開心心，

正說明了這一活動深受街坊歡
迎。」他表示希望該會將這一
活動繼續辦下去，鄰里攜手共
建和諧社區。
陳南坡指，該會開展各類活

動，傳遞家庭、鄰里和睦共處
信息，以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他冀藉此活動大力宣揚孝敬父
母這一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父母為子女無私付出，子女

應懂得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
孝順也是維繫家庭和睦、社區
安寧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元素之
一。」他希望未來在大家共同
努力下，南區能繼續和諧發
展，香港人人安居樂業。
大會特備文藝表演、抽獎、

送福袋及派利是等豐富節目，
令全場充滿歡樂氣氛，眾長者
乘興而來、盡興而歸。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主辦香港南區各界聯會主辦「「雙親情懷午間茶敍雙親情懷午間茶敍」。」。黃晨黃晨 攝攝

■賓主舉杯慶祝九龍西潮人聯會第四屆會董就職。 邵萬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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