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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地中小生京尋抗戰史
大中華會黃埔軍校同學會合辦 江山率香港青少年赴「大課堂」

胡葆琳：日軍國主義本性殘暴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大中華會主席胡葆琳致辭時表

示，抗戰勝利來之不易，希望兩岸三地青少年了解日本
軍國主義的殘暴本性，學習先輩英勇抗戰、誓死保衛祖
國的愛國精神，成為有品德、有知識、有國家觀念的
人，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鬥。
胡葆琳表示，習近平主席曾經強調，歷史是最好的
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
周年，以抗戰歷史作為「大課堂」的首本教科書，非
常有意義。當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
中華民族遭受滅頂之災的危急關頭，中國軍人寧為中
國死、不當亡國奴，奮戰八年，用熱血和生命，換來
最終勝利。

陳雲林為4抗戰老軍人掛榮譽綬帶
開幕式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顧問、國台辦前主任陳
雲林為林上元、李熙宗、趙爾謙、趙廷楠4位抗戰老軍
人掛上榮譽綬帶，少先隊員行隊禮並戴上紅領巾，全場
熱烈鼓掌，場面感人。

楊崇匯勉同學珍愛和平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楊崇匯表示，香港「大

中華會」成立以來，為促進港台與內地的交流，開展了
許多活動，全國政協一直大力支持。這次組織兩岸三地
青少年以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為主題進行交流，非常
有意義。他希望同學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
開創未來。
隨後，兩岸三地青少年一同走進「大課堂」，觀看視

頻、聆聽林上元、李熙宗、趙爾謙、趙廷楠4位老軍人
講述抗戰經歷，聽取陳賡大將之子陳知建將軍、佟麟閣
將軍之子佟兵、周恩來總理侄女周秉德、胡靖安將軍之
女胡葆琳、郭沫若委員長之女郭平英、馮志安將軍之孫
馮強6位知名抗戰將領後代，回憶先輩浴血抗戰的感人
事跡後，深受感動，紛紛表示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環境，
努力學習，傳承和發揚抗戰精神，將來為國家作貢獻。
香港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學生陳容表示，經過八年艱苦
戰鬥，日本投降，抗戰勝利，踏着前人血汗，後輩得以

生活在和平的祖國。他認為，青年應鑑古知今，珍惜來
之不易的和平，奮發上進。
據江山介紹，在京期間，除了參加「愛我中華．尋訪
歷史」大課堂外，「香港青少年訪京團」還登上了天安
門城樓觀看升旗儀式，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
展覽，並前往抗戰爆發地盧溝橋向烈士敬獻花圈，參訪
全國政協文史館等。同學們還將參觀莊嚴的人民大會
堂，並將獲安排前往居庸關長城。

周波呂虹李炳才鄭鋼淼程金中等出席
出席開幕式者還有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全國政

協港澳台僑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虹，海協會原副會長李
炳才，中華海外聯誼會秘書長鄭鋼淼，國台辦交流局局
長程金中，黃埔軍校同學會副秘書長鄭琴，香港中聯辦
台務部副部長王珺，中華戰略文化交流促進會副會長羅
援將軍、訪京團顧問張萍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張紫晨 實習

記者 劉問渠 北京報道）大中華會和黃埔軍校

同學會昨日在北京合辦第一屆「愛我中華．尋

訪歷史」大課堂。由港區上海市政協委員江山

帶領的「香港青少年訪京團」，以及來自北京

和台灣千餘名中小學生參加是次活動，共同紀

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 由國際婦女會青年
委員會和香港城市大學合辦的青年女
性領袖培訓計劃關注社會研習坊，日
前假城市大學黃翔羅許月伉儷講堂舉
行，研習坊以「關．愛行動、由我做
起」為主題，為青委會今年系列活動
打響頭炮。國際婦女會主席彭徐美
雲、青委會主席馮慧珠，食物及衛生
局副局長陳肇始，活動贊助人黃俊
康，香港城市大學助理副校長郝剛等
嘉賓，與近200名學生出席。

馮慧珠勉嘗試創新多參與
據馮慧珠介紹，國際婦女會青委會成立目的，在於引導

青年正確面對成長中的疑惑和困難，鼓勵他們勇於嘗試、
創新，發揮參與精神，希望透過「關．愛行動、由我做
起」系列活動，協助香港青年建立正面的價值觀，穩固青
年對社會發展的信心，並藉着青委會舉辦的領導才能訓練
營，鼓勵年輕人開展社區服務，為社會上有需要人士作出
貢獻。

彭徐美雲：培養正面思維
彭徐美雲表示，國際婦女會於今年3月5日成立青委會，匯

聚一班資深教師和社工，近幾個月籌備一系列活動，藉此培
養年輕人正面的思維，發揮潛能，鼓勵年輕人關心社會，服
務有需要人士，同時致力宣揚關愛文化，共建和諧社會。

陳肇始倡關心身邊人和事
陳肇始與青年學生互動交流，教導年輕人如何推動社會

上不同的角色共同努力，實踐關愛社會。她指青年應以身
作則、從關心身邊的人和事做起，以實際行動來關愛社會
發展。
面對現時複雜的社會情況，她希望青年學生冷靜思考、

善於分析，凡事三思而後行，又勉勵他們堅持以愛心、關
心、誠心、決心、恒心為指導，早日成為社會棟樑。

黃俊康分享家族抗戰英勇事跡
黃俊康向學生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香港的年輕人如

何努力抗戰，並分享了自己家族在抗戰時期愛國愛港的英
勇事跡。他希望年輕一代銘記歷史，珍惜來之不易的新生
活，以開放、積極、健康的心態面對當今社會發展，為維
護香港安定和諧作出不懈努力。
當日並邀請到證券學會會長李細燕、資深營養師李正雅、

年輕會計師何穎怡、港大法律系學生廖寶芝等出席研習坊，
就各人專業與年輕人分享他們的夢想及如何圓夢，以及義務
工作的經驗與心得，氣氛輕鬆和諧，反應熱烈。

■港生代表發言。 江鑫嫻 攝 ■陳雲林為4位抗戰老軍人掛上榮譽綬帶。 江鑫嫻 攝

閩社團迎黃健平南平訪港團

國際婦女會青委城大 辦領袖研習坊 潮總晤民政總署推保育盂蘭勝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

中元節—潮人盂蘭勝會，在2011年被
列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每年農曆七月，在港九新界80多個地
點輪流舉行。為做好潮人盂蘭勝會保
育工作，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及多個潮
籍社團首長，日前與民政事務總署署
任署長陳積志，就今年盂蘭勝會活動
交換意見。

陳幼南介紹往年保育工作
總會主席陳幼南感謝民政事務總署

及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他介紹了總
會過去一年在保育盂蘭勝會方面的努
力，包括配合環境保護署安排，減少焚燒衣紙時產生
的廢氣，同時呼籲各盂蘭勝會同仁舉行活動時既要做
好工作，亦要盡量減少對環境及他人造成的不便。
總會委員胡炎松簡介了今年計劃舉行的「搶孤比

賽」意義及內容。
吳哲歆、陳南坡、陳統金、方壯遂等發言，表達

了對保育盂蘭勝會的看法和意見。

陳積志感謝潮團出錢出力
陳積志指，民政總署對盂蘭勝會保育工作非常關

心，並表示在保育這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同時，亦
須做好安全工作及注意環保。他感謝潮屬各社團首
長熱心社會事務，出錢出力，辦好盂蘭勝會活動。
他續說，近年各區盂蘭勝會均按照政府指引，每

年都認真確保安全、派發平安米、傳承、保育等。

他希望今年盂蘭勝會繼續以平安有序的方式進行，
特別是盂蘭勝會舉行期間適逢酷暑，天氣炎熱，而
參與者大多數是長者，各主辦機構一定要採取適當
預防措施，防止長者及參與者中暑或曬傷。
參加座談會人士尚包括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永遠名

譽主席兼盂蘭勝會保育工作委員會顧問蔡衍濤，永
遠名譽主席兼盂蘭勝會保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許學
之，常務副主席兼盂蘭勝會保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張成雄，名譽副主席兼盂蘭勝會保育工作委員會副
主任吳哲歆，副主席兼盂蘭勝會保育工作委員會副
主任周厚澄、林鎮洪、馬介欽、陳南坡、陳統金、
陳賢豪，會董兼盂蘭勝會保育工作委員會委員林景
隆、胡炎松，盂蘭勝會保育工作委員會委員方壯
遂，以及總幹事兼盂蘭勝會保育工作委員會秘書長
林楓林等。

■潮總首長與民政總署嘉賓合照。

■國際婦女會青年委員會和香港城市大學合辦青年女性領袖培訓計劃關注社會
研習坊。

7月2日，中聯辦北京辦事處主任郝耀偉（左七）一行到訪香港文匯報，獲本
報副總經理姜亞兵（左六）等熱情接待。

中聯辦北京辦事處主任郝耀偉訪本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福
州報道）第二十八屆「莊采芳．
莊重文獎學金」頒獎典禮近日在
福州舉行，福建省200名優秀學子
每人獲獎金2,000元人民幣。

莊秀霞勉為「中國夢」奮鬥
香港莊士中國投資有限公司顧

問莊秀霞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歷屆頒獎禮她幾乎全部出席，當
看到品學兼優的學子獲得「莊采
芳．莊重文獎學金」，往祖國大
地繼續深造學習，自己倍感欣
慰。她希望學子繼續努力，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努力奮鬥。
本屆獲獎學生代表──福州一

中周家華，在典禮上代表所有獲
獎同學向長期關心教育事業、支
持鼓勵八閩莘莘學子的香港莊士
集團表示最誠摯的感謝。他表
示，即將踏出中學校門的重要關
口，「莊采芳．莊重文獎學金」
給予他莫大的鼓勵和感動。「他
們用心良苦，讓我們感受到社會
對教育、對人才的重視。他們的
熱心和堅持，激勵我們把對社會
和家鄉的拳拳之心付諸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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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秀霞
（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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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榕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福建南
平旅港聯誼會，日前於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會所
接待由南平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黃健平率領
的家鄉代表團一行。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常務副
會長盧溫勝，福建省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劉與
量、監事長王少華，福建南平旅港聯誼會會長
王大治等首長出席接待，賓主舉行友好座談。

盧溫勝憶動員鄉親撐政改
盧溫勝表示，居港福建鄉親逾110萬，聯
會積極凝聚鄉親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尤
其在去年，聯會積極動員鄉親參加「8．17大
遊行」、反暴力撐政改簽名、協助市民登記
為選民等系列活動，各項活動得到社會認可
和政府首長讚揚，充分發揚聯會愛國愛港愛
鄉精神。
劉與量介紹，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於
2011年成立，是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的團體會
員，歷屆首長為該會打下良好堅實的基礎。他
表示，該會各級委員近700位，是福建社團的
精英，在各個鄉會組織擔當領導職位，委員熱
心在家鄉投資、穿針引線，貢獻經濟建設。
他並感謝南平市領導對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
聯誼會5月返鄉考察時，百忙中撥冗接待及推
介家鄉發展情況。

劉與量：「一國兩制」史無前例
劉與量指，特首普選決議案因為反對派綑綁
投票而被否決，反對派要負起所有歷史責任。
不過，「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事業，實踐
中必然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教訓，但委員不
會洩氣，將繼續團結向前邁進。在事關國家利
益，涉及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問題上，聯誼
會始終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定不移地支持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積極發揮議政功能，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發展，踴躍參與選民登記工作。
黃健平感謝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福建省港區

政協委員聯誼會等閩籍社團一直以來對家鄉南
平的支持。他憶述，1998年風災期間，閩籍
社團慷慨解囊，參與抗災救災工作，為災民重
建家園，在經濟建設方面，積極牽線搭橋招商
引資，為南平市建設做了大量工作。

黃健平：高鐵開通 勉多回鄉考察
黃健平讚揚，福建南平旅港聯誼會在聯會領

導下，積極參與香港事務，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為香港社會繁榮穩定貢獻力量。他介
紹，南平市雖然經濟相對落後，但生態優勢突

出，歷史文化悠久，人才輩出，儒家、道教等
文化在武夷山得到傳承。隨着高鐵開通，為南
平增添活力與生機，他希望閩籍鄉親多回南平
市交流考察。

王少華盼促兩地合作
王少華對代表團一行表示歡迎。她期望未來

加強與家鄉的聯繫，促進兩地合作交流。
代表團一行還包括武夷山市委常委、統戰部

部長陳緗風，邵武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楊華
等。

▲盧溫勝(前排
右五)、劉與量
(前排左五)、王
少華(前排左三)
等，與代表團一
行合影留念。

邵萬寬 攝

◀盧溫勝 (右三)
向代表團致送紀
念品，黃健平
( 左三) 代表接
受。 邵萬寬 攝

■胡葆琳致辭。 江鑫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