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學人聯會慶10周年
韓啟德張曉明林鄭月娥等主禮 董建華與青年交流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前晚舉行創會
10周年慶典。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香港海學
聯榮譽會長韓啟德，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等
應邀主禮。在慶典開始前，全國政
協副主席、香港海學聯榮譽會長董
建華亦專程前來，與參加活動的海
學聯青年代表寒暄、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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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聯社服基金社區義診

香港海學聯10周年慶典以「海納百川，學行千里，
聯袂同心，緣繫香江」為主題，韓啟德致辭時表

示，「十三五」期間，國家將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海學聯作為年輕的社會團
體，應當借力國家改革、發展、創新的東風，在推動
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戰略和激發香港青年創新、
創業熱情上，更奮發有為，進而不斷壯大充實自身，
並繼續深耕社會，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林鄭月娥致辭時指出，香港發展到今天的國際大都

會，人才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為了吸引海內外有傑
出資歷、特殊技能、知識和經驗的人才和專業人士來
港定居、工作、創業，特區政府由1990年代起推出一
系列積極、靈活的措施。在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來港定居和就業的同時，當局也積極培養本地青少年
的世界觀，擴闊他們的視野，包括資助香港學生到世

界各地交流、實習，及到境外的世界知名大學升學，
舉辦「國際青年交流計劃」及「暑期交流計劃」等。
她說：「相信只要我們本着『海納百川 有容乃

大』的精神，繼續建設多元、共融、開放、包容的社
會，香港這顆祖國的明珠一定會更加美麗。」

劉瑾：「一帶一路」給港新機遇
海學聯會長劉瑾表示，國家倡議「一帶一路」給香

港帶來新的機遇，海學聯將充分利用背靠祖國面向國
際的優勢，凝聚眾多來自大學、工商、金融等專業界
的海歸人士，繼續促進和推動各類人才與香港發展融
合，鼓勵並協助青年人才創業。
為慶祝10周歲「生日」，海學聯當日下午還舉辦了

「一帶一路」與「科技創新」主題峰會，香港官學產
研多位名流蒞會演講，共同探討香港發展機遇和經濟

轉型等課題，吸引了四百多名各界人士出席。

楊偉雄：為港育創科生力軍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在論壇上表示，隨着國家

全力推動「一帶一路」和「十三五」規劃，特區政府
會積極把握龐大的發展機遇，包括與國家科技部和相
關部委商討建立一個香港與內地的創新創業平台，及
深化兩地創科企業在科技交流、成果轉化等方面的合
作，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為香港創造一個
充滿活力的創科生態系統，培育更多創科生力軍。
海上絲綢之路協會聯席主席葉劉淑儀指出，香港可

在「一帶一路」資金相通和民心相通方面擔當重要角
色，她呼籲各界加深對這倡議的了解，以把握商機，
尤其年輕人要裝備自己，多親身到沿線國家和地區實
地考察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中華總商
會日前於會所舉行會董會講座，特別邀請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麥鄧碧儀、副總裁（科技
發展）張梓昌、副總裁（企業管理）老少聰以「促
進中小企升級轉型與行業支援」為主題發表
演講，助香港企業升級轉型。
麥鄧碧儀簡介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基

本狀況，強調以擴展支援平台、為中小企
創富增值、強化核心能力、發展策略夥伴
為核心理念，致力為業界提升競爭力，達
至卓越生產及持續發展。
張梓昌講述最新工業科技發展趨勢。他

稱目前市場正推進工業4.0發展，該概念將
不以創造新的工業技術為目標，而是將所
有工業相關的技術、銷售與產品體驗統合
起來，並在商業流程及價值流程中整合客
戶及商業夥伴，讓工業發展向高增值、自
動化發展，快速回應市場各項需求。
他又指，自動化亦將成為新的發展趨

勢，讓機械智能充分運用到生產流程中，
助廠家提高產品質量，節約成本。此外，3D打印技
術及電動車的研發，將為工業發展帶來更多便利。
老少聰表示，生產力促進局提供初創業務、科技

研發、創意產業、拓展業務、融資信貸保證、環境
保護等中小企業支援服務，冀為香港中小企提供更
多企業管理方面的支持。
中總會長楊釗，永遠榮譽會長林廣兆，副會長盧

文端、袁武、馬忠禮等出席，與主講嘉賓一同就議
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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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由東聯社會服務
基金主辦的「社區健康義診服務日」昨日在油塘社
區會堂展開，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民
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觀塘
民政事務處助理專員陳碧琪等出席。東聯社會服務
基金執行主席李志峰介紹，此次義診在150多名義
工的協助下，由60名中西醫師及20名護士現場為
社區市民進行健康檢查，計劃為千名市民提供健康
服務。

許曉暉表示，東聯社會服務基金自成立以來，一
直致力服務社會各個階層，透過各項活動，將快樂
帶到社區每個角落。是次活動凝聚60多位中西醫
師及專科醫生，為大家提供健康服務。她續說，除
醫生的協助，市民也應時常保持心境愉快，才對健
康有益，並冀街坊將自身喜悅藉與家人及朋友的相
處廣泛宣揚，令社會更和樂喜悅。
東聯社會服務基金執行副主席楊莉珊表示，今時

今日的香港，經濟環境日漸轉差，政治爭論不斷，

社會需有正能量的支持。東聯基金冀透過舉辦多項
活動令市民受惠，傳播更多快樂及愛心，希望街坊
及市民能感受社會的溫暖，及基金服務社區的熱
誠。
謝偉俊表示，香港未來靠大家，特別在香港社會

政治紛爭不斷的時刻，更需要很多有心人為社會未
來發聲，釋放正能量，共同努力建設香港。
出席賓主還包括滬港校友會會長高鼎國，九龍東

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何子綱，福慧慈善基金主席
黃僖偲，活動項目統籌郭彥麗，東聯社會服務基金
執行副主席程燕等。

■香港海外
學人聯合會
成立典禮暨
周年峰會。
彭子文 攝

■東聯社會服務基金主辦社區健康義診服務，賓主合影。陳文華 攝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會講座，主講嘉賓與該會主
要首長合影。 李摯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 ) 香港特區近年不斷有人聲言要維護本土，又欲界定哪些人才是真

正香港人。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發表網誌，以其家族及個人經歷作引子，闡釋社會上有人嘗試將

「香港人」這個身份作出教條式定義，強要辨別誰是或不是香港人，忽略香港社會的多元本質，令

他摸不着頭腦，因這種爭論不會有結論，反而只會挑起永無休止的矛盾和爭拗，根本毫無意義。

強辨「港人」身份 忽略社會多元
財爺網談「同鄉奇遇記」嘆爭論無休實無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
香港迪士尼樂園「腹背受
敵」，一方面內地旅客持續下
跌，要多辦活動吸客，另一方
面，上海迪士尼將於6月中旬
開業或加劇區內競爭。香港迪
士尼樂園新任行政總裁劉永基
認為，港滬兩地樂園各具特
色，不感覺上海迪士尼會帶來
威脅。他續稱，暑假將推出以
星球大戰（Star Wars）為背景
的機動遊戲、全球獨有以香港
為背景的「漫威」人物「鐵甲
奇俠」（Ironman）項目年底開
幕等，有信心業務能改善，轉
虧為盈是「遲早的問題」。
劉永基昨日首次會見傳媒便

談及港滬兩地樂園競爭。他表
示，不擔心上海迪士尼帶來的
競爭，因為美國同樣有兩個樂
園，而香港與上海的客路不
同，相信可以並存發展。他續
說，香港迪士尼非常國際化，
演藝人員能操三種語言，能吸
引各種不同旅客。樂園未來亦
集中開拓3個巿場，分別是內

地南方城市、國際市場，特別是廣闊且
增長迅速的東南亞巿場，及本地市場。
他續稱，迪士尼在港扎根10年，未來

一年亦有不少新設施，包括以星球大戰
（Star Wars）為背景的機動遊戲、全球
獨有以香港為背景的「漫威」人物「鐵
甲奇俠」（Ironman）均是香港迪士尼
特色，而第三間酒店於明年落成，相信
樂園業務會有改善。

龍城潑水節 警民「難逃濕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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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潑冷水會澆熄他人的
熱情或興致，但在有「小泰國」之稱的九龍城，昨日下
午舉行一年一度的九龍城潑水節，參與者互潑冷水，反
而令現場氣氛及遊人興致愈來愈熱烈。橫街窄巷均成為
參加者的藏身之所，轉身卻被後方的人「攻擊」，警察
及市民均「難逃一劫」，全身濕透亦不能動怒。有居於
泰國的旅客特意來港，體驗異地過泰國新年的感覺。
昨日正午時分，巡遊隊伍從九龍城賈炳達公園出發往
城南道、南角道及太子道西等地，與居港泰人互相祝
福，其間公園內設有攤位遊戲及表演娛賓。巡遊隊伍當
中，有多名孩童盛裝參與，一展才藝及舞藝。何太今年
讓女兒參加巡遊，一方面讓女兒擴闊眼界，另一方面增
加其自信心及溝通能力，感覺活動對女兒成長有幫助。

泰客：港氣氛與當地相近

昨午4時許潑水活動正式展開，多名港人、泰人，甚
至是外國旅客均拿起水槍、水勺或水桶等工具，向途人
潑水射水，寓意洗走厄運，為新一年帶來美好開始。來
自泰國的KOY及KAO今年首次來港，為要感受香港潑
水節的氣氛，並順道參觀九龍城。他們認為香港與泰國
的潑水節氣氛相近，將逗留數日便回泰國度過潑水節。
港人李太表示，她與丈夫每年都會到泰國兩次，曾參
與當地的潑水節，今年想帶1歲多的孫兒赴泰體會有關
文化，故首次參加九龍城潑水節。
她認為潑水節在港未普及且地方所限，規模不及泰

國，並稱「泰國人會特地租用一輛車用作潑水，氣氛好
好」，但香港亦非太差，故準備水槍及雨衣「迎戰」。
泰國潑水節又稱「宋干節」(Songkran)，是當地傳統

新年慶祝活動，其他東南亞地區亦有相關活動，每年4
月中旬在當地舉行。

曾俊華昨日以《奇遇》為題發表網誌透
露，復活節期間與家人到馬來西亞檳城

旅行時偶遇一位男士，對方竟能說出其父親
全名，他形容此事「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因其父離世四十餘年，在世的人絕少知道其
全名，他對這位男士印象全無，細問下才知
悉這位男士原本認識其父母，更告訴他一個
在他出生前發生的故事。
他說，其家鄉廣東台山，於十九世紀
時，不少男丁包括其曾祖父到舊金山當礦
工、苦力，每月寄錢回鄉，令家人生活變
得富裕，孩子們也有機會讀書，其祖父是
中醫師，後來從商亦頗成功。祖父一生在
台山生活，但其父親一輩在二戰之後，卻
起了移民的念頭。

父母偶然留港「小財爺」變港人

他續說，其畢業於師範的父母，本計劃經
台山縣城台城到廣州，之後再在香港乘船往
舊金山。他們在廣州認識當年在廣州培正學
校任教的翁老師，曾在翁家借宿一段日子，
而他在檳城遇上的翁先生，就是翁老師的兒
子，當年只有幾歲的他，原來曾與他父母生
活在同一屋簷下。而他父母來港後，移民手
續遲遲未完成，兩人唯有在港居住，其後誕
下他和三弟妹，直至上世紀60年代中期，才
舉家移民美國紐約。
他直言與翁相遇僅短短幾分鐘，但奇妙

感覺在腦海縈繞不散，因當年在廣州相識
的兩家人，經過逾半世紀竟在地球另一角
相遇。而他父母當年陰差陽錯留在香港，
當年的無心插柳，卻決定了他和弟妹的命
運，令他們成為香港人，若兩人如期赴
美，他們就會成為土生土長的美國華僑。

曾俊華稱，從其自身經歷，明白到香港
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像他這種因着人生偶
然，在香港出生、成長，然後往返於世界
各處的例子實在多不勝數，甚至已是香港
常態。
這些人不論來自內地其他地方，都可帶

着自己的文化、方言、信仰和生活習慣，
安然在港落地生根，不同生活形式在港兼
收並蓄，使香港的文化變得更豐富。

概念流動立體 不必強行定義
他認為，所謂「香港人」的身份，亦因
着這個背景而成為一個流動而立體的概
念，無論是「潮州佬」、「上海婆」或
「台山阿伯」，會否說純正廣東話、吃廣
東菜、唱廣東歌，都不會成為一個人作為
「香港人」的障礙。

他進一步指出，今天社會上有一種聲
音，嘗試將「香港人」這個身份作出教條
式的定義，強要辨別誰是或不是香港人，
忽略了香港社會長久以來的多元本質，令
他摸不着頭腦。他直指，這種爭論最後肯
定不會得到實在結論，相反只會挑起永無
休止的矛盾和爭拗，根本毫無意義。

■曾俊華在馬來西亞旅行期間遇故人，引
起他的感觸。 曾俊華網誌圖片

■李太（左二）稱，今年想帶孫
兒體會潑水節文化。 楊佩韻 攝

■泰國的
KOＹ（左）
及 KAO 均
首次來港
感受潑水
節氣氛。
楊佩韻 攝

■橫街窄巷均成為潑水節參加者的藏身之所，轉身卻被後方的人「偷
襲」。 楊佩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