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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
報道）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中
國佛教協會昨日在北京龍泉寺聯合
舉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祈禱世界和平法會，兩岸四地
佛教界代表及千餘信眾齊聚法會誦

■責任編輯：范秋君 2015年9月5日（星期六）

兩岸
四地

學誠班禪星雲慈容圓宗寬運健釗等赴法會 祭英烈祈願祖國和平統一

經祈禱，祭奠在抗戰中獻身的英
烈，同時祈願祖國和平統一、繁榮
富強、人民幸福安康、世界持久和
平。

出

席昨日法會的佛教代表很多是兩岸四
地的高僧大德，當中包括中國佛教協
會會長學誠大和尚、副會長第十一世班禪，
台灣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長老，國際佛光會
世界總會副總會長慈容法師，台灣「中國佛
教會」理事長圓宗長老、副理事長心茂法
師，國際事務主委淨耀法師，香港佛教聯合
會副會長寬運大和尚、副會長宏明大和尚，
澳門佛教總會理事長健釗長老，中台禪寺副
住持見允法師和靈鷲山開山住持心道法師
等。

發表《中國宗教界和平文告》
法會開始前，學誠大和尚宣讀《中國宗教
界和平文告》，指出和平是各宗教的共同關
切和渴望，呼籲繼續發揚中國宗教以和為
貴、中道溫和的優良傳統，積極參與國際上

高僧龍泉寺紀念抗戰

不同文明與信仰間的對話，提倡平等包容，
交流互鑒，求同存異，和平共處。

圓宗：民族抗戰精神永珍存
台灣圓宗長老表示，穿越 70 年的歷史長
河，血火淬煉的光榮抗戰精神，將永遠珍存
於中華民族心間。當今國際地球村已邁入
「禍福與共，榮辱共擔」的時代，唯有徹底
熄滅硝煙戰火，世界才能真正實現安寧。人
類和平共生，衝突不起，種族融合，才能造
就人類永世福祉。

寬運：銘記歷史勿忘國恥
香港寬運大和尚亦表示，華夏兒女，血脈
相連，五洲四海，桑梓相繫，通過紀念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
年，緬懷抗戰先烈，譴責侵略暴行，銘記歷
史，勿忘國恥，以慈悲撫平悲傷，以仁愛化
解仇恨，以道德重建和諧，用信心化為力 ■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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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各界音樂會紀念抗戰勝利
■ 港島各界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周年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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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華商協進會就職
梁唐青儀梁愛詩主禮

■賓主於國際華商協進會新一屆就職典禮上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晨）由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主辦的「港島各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戰 爭 勝 利 70 周 年 音 樂
會」，9 月 2 日假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主
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中聯辦港島工
作部副部長陳旭斌、南區民政專員周楚添、中西
區民政專員周可喬、灣仔民政專員陸綺華、東區
民政專員鄧如欣、該會常務副理事長林懷榮與各
界友好、市民千餘人出席，欣賞兩岸三地及馬來
西亞歌手的精彩節目，港島聯合會藝術團及合唱
團同台獻藝，以歌聲紀念抗戰勝利。

女眾志成城、團結一心抵抗日軍侵略，最終取
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抗日戰爭的勝利，不
但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也是
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重要轉折點。
他表示，抗日戰爭已成過去，但戰爭所造成
的傷痛並沒有消失，各方應該以史為鑑，深入
認識日本當年發動侵華戰爭的歷史事實，防止
歷史悲劇重演。今天的和平是無數先烈付出生
命的結果，我們更要珍惜和平的環境，堅決維
護國家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共同努力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林懷榮：以史為鑑防歷史重演

劉江華：戰火燃點同胞愛國心

林懷榮指，八年抗戰的艱苦歲月裡，中華兒

劉江華指，國家將今年的 9 月 3 日訂為特別

假期，以方便市民參與各項紀念活動。特區政
府亦舉行紀念儀式，並推動社會各界舉辦各式
活動，希望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多認識這段歷
史，傳頌先烈偉績，以史為鑑。他指，八年抗
戰，戰火燃點了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以至海
外華僑的愛國心，千萬義士為捍衛家國，不惜
犧牲性命。大家應該珍惜生命、努力建構和
平，並向英勇抗擊侵略軍的戰士和壯烈犧牲的
烈士致以最崇高敬意。
香港警察樂隊的管樂合奏為音樂會拉開序
幕，隨後，港島各界聯會藝術團和台灣、廣
東、澳門和馬來西亞的藝術家演唱和演奏多首
經典抗戰歌曲，大家在激昂歌聲中回憶歷史，
緬懷先烈。

廣東社總遊學團考察京古都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促進香港與
內地青年交流，讓青年增進對中華歷史文化的
認識，「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九龍西地區委員
會」與「中國人民大學」合辦「京港青年夥伴
計劃─北京古都文化考察遊學團」，九龍西地
區委員會主席鄧祐才非常重視此活動，安排各
同鄉社團會員 30 名子女前往北京，展開為期 7
天的考察交流，考察團成員表示此行獲益良
多，深刻感受到首都的宏偉壯觀及悠久文化和
內地學子的求學進取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國際華
商協進會日前在金鐘港麗酒店舉行 29
周年會慶暨第十五屆理事會就職禮，
出席主禮嘉賓包括特首夫人梁唐青
儀、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
詩、中聯辦台務部部長唐怡源、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嚴重光、城大校
長郭位和廠商會會長李秀恒等，典禮
筵開逾30席，場面熱鬧。

會長羅台秦：為三地社會和諧獻力
新任會長羅台秦在致辭時稱，過去
一年，港台兩地均發生了以年輕人為
主的街頭抗爭，在台灣有為期 23 天的
反服貿「太陽花」事件，在香港有為
期 79 天的「佔中」事件。這些事件，
對台港經濟造成重大的衝擊，甚至有
長遠負面影響。有鑑於此，該會將積

極尋求與不同團體合作，在兩岸四地
舉辦有創意的交流活動，希望從中可
令社會人士明白：有「包容」才能「和
諧」；思維需要「創新」，才會有突破
性的「發展」，各種機會也就隨之而
來。她表示，該會新一屆理事會不僅有
來自台灣、香港、大陸的成功企業家，
更有第二代優秀的接班人，人才濟濟，
相信只要大家團結合作，必能發揮正能
量，為三地社會和諧作出貢獻。
國際華商協進會是以台商為主體的
社團，宗旨是「促進全球華商與海峽
兩岸經貿交流及合作」。未來兩年的
工作，將與大家探討如何在「一帶一
路」中找出蘊藏的巨大商機，找出兩
岸四地經貿合作機會；除此之外，也
會撥出資源為港台及大陸構建和諧而
略盡綿力。

劉佳晨深圳調研港青電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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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祐才：培育青年社會有責任
「考察遊學團」出發當日，地區委員會主席
鄧祐才、副主席楊德，副主任陳少洪、區文偉
等到機場送行。鄧祐才勉勵大家珍惜機會，親身
感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加強與內地青年互動
交流。談及舉辦是次活動，鄧祐才主席表示，希
望青年學子「要冷靜自信、主動熱情、自覺自
律，通過不斷學習總結及表達，提升自己，不斷
向上流動，創造自己的未來。」他指出，培育年
輕人需要引導，這也是社會的責任和需要。
遊學團的學生都認為，活動很有意義，他們

■廣東社團總會九龍西地區委員會組織港青赴京考察。
感觸稱：雖然七天的交流時間不算長，但能體
會到內地學生刻苦追求知識及待人接物的方
式。有團友說：「北京學生給我一種有衝勁的
感覺，不論是對學業的鑽研，還是對國家的熱
愛都十分真誠」，「活動中我看到了祖國對傳
統文化、歷史建築及文物的保護做得非常好，
古代的許多建築真的很宏偉」。有學生說：
「深深感到人民大學的學習氛圍很好，同時大

家都很願意為友誼付出，值得我們學習。很感
謝人民大學同學熱情招待，願友誼長存」。
遊學團遊覽頤和園、八達嶺長城、故宮博物
院、南鑼鼓巷，觀賞國粹京劇，考察中關村創
業大街、798 藝術區等，並往人民大學參觀，
與該校學生交流座談，舉行文化沙龍，聆聽教
授講課等，讓青年學生感受北京歷史文化，增
進對內地青年生活的認識了解。

邱誠武新界總商會講追
「鉛」
溯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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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新界總商會日
前在九龍喜來登酒店舉行董事會會議。當晚邀
請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擔任主講嘉賓。
邱誠武以「追『鉛』溯始」為題，就近期鉛水
風波不僅令社會大眾關注到公屋的食水安全，
亦引起對社會其他領域的食水質素的討論，包

括在私人樓宇或學校和社福設施，更有食水以
外的回響。他向與會者通報了政府正採取的相
應措施及跟進情況。新界總商會榮譽會長袁
武，會長張德熙，主席王振聲以及董事、會員
約80人出席，並就相關話題進行互動。

運房局日夜努力不敢鬆懈

邱誠武表示，自 7 月初在公共屋邨發現有食
水樣辦含鉛超標，政府一直高度重視這個事
件。政務司司長親自主持高層的跨局、跨部門
會議，檢視事態發展和採取適當行動，政府亦
頻密向傳媒及公眾交代，讓市民能夠掌握最新
情況。公共房屋屬該局的政策範圍，現時正盡
力解決公共屋邨內的鉛水問題，至於私樓住戶
或新界的偏遠鄉村地區住戶的食水供應和需
要，非運房局可兼顧，但他承諾會向相關部門
如水務署和民政事務局等反映村民或居民的需
要。他同時強調，政府既不迴避問題，也不低
估任何風險，不希望出現社會恐慌。工作雖然
十分繁重，同事都日夜努力，不敢鬆懈。大家
會繼續沉着應對，一步步把這個問題解決，同
時完善有關的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團中
央統戰部部長、全國青聯秘書長劉佳
晨一行日前到深圳調研由世貿聯合基
金總會創科委主辦的「香港青年創業
者跨境電商培訓班」。該培訓班由世
貿總會青年創新科技發展基金及阿爾
法全腦開發研究院共同資助港幣400 多
萬，於 4 個月內全資培訓 600 位年輕人
並協助他們創業，現已舉辦 5 期，共培
養了 200 多位香港青年。出席調研活動
的嘉賓尚包括：龍崗區委書記馮現
學、廣東團省委副書記張志華、團中
央統戰部青聯辦副主任李雪梅、深圳
團市委書記蔡穎等。

白瑪奧色創辦世貿基金
世貿聯合基金總會由國際宗教領袖
如意寶白瑪奧色法王創辦並擔任中央
議會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
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端任永遠
榮譽主席，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常委、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主席陳晴任行政
議會主席。基金會自 2001 年創會以來

一直推動國際貿易合作、文化交流及
世界和平。

葉毅生楊瑞介紹課程
會面中，世貿基金總會創科委主席
葉毅生、副主席楊瑞介紹基金會的背
景與課程安排。劉佳晨並與畢業學員
代表交談，詢問他們參加培訓的收穫
和感受，對未來發展創業的想法，以
及是否打算赴內地創業等。學員們則
分享了參與培訓的收穫、未來打算及
創業規劃等。
劉佳晨高度肯定了培訓班的價值，
希望香港青年多去內地走走，深港兩
地的互動可以更加緊密。
中聯辦教科部巡視員謝偉民高度評
價世貿聯合基金總會多年來在深港兩
地創新科技和青年人發展方面作出的
卓越貢獻，尤其是基金會切實推行的
培養計劃，使香港年輕人增長知識，
掌握新技能，又能對內地文化有進一
步了解，極大促進了深港兩地青年人
交流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