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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社聯歌舞展家鄉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由本港六大團體
攜手合辦的「賞心樂食
Together」 大 型 文 化 美
食 節 活 動 ，4 月 16 日至

賞心樂食辦「福建之夜」李文盧溫勝張成雄等主禮

21 日於維園隆重舉行，
連日吸引不少市民前往
觀賞。活動每日一主
題，據大會統計，每天
入場人數逾五萬人次。4
月 18 日福建社團聯會主
辦的「美食文化節福建
之夜」，再為活動錦上
添花，當晚「福建非遺
梨園春」系列表演，為
市民送上別樣的福建地
方文化。

中聯辦社聯部部長李文，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第一副主席盧溫勝、副主席周安達

源、蘇千墅、姚加環、楊集文、丁良輝、王大
治、劉與量、許奇鋒、江孝燈、駱志鴻，香港
潮屬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張成雄等為「福建之
夜」專場演出主禮，並即場為市民獻唱《愛拚
才會贏》，展示福建人團結拚搏的進取精神。

盧溫勝感謝特區政府福建政府
盧溫勝表示，活動希望讓鄉親朋友在欣賞
家鄉風味美食的同時，欣賞高水準的文化藝術
表演。他藉此代表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向支持
活動的特區政府、福建省政府，一眾兄弟社團

■「賞心樂食Together」之「福建之夜」，賓主獻唱《愛拚才會贏》為晚會揭幕。
及義工付出的辛勤勞動表示衷心感謝。
晚會以傳統舞蹈「周禮．佾舞」拉開帷
幕，以舞蹈形式呈現國禮風韻，結合優美的
音樂，展現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大雅氣量。
演出星光熠熠，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
人陳應鴻、林聰鵬分別帶來木偶戲《小沙彌
下山》及木偶雕刻藝術，讓觀眾大飽眼福。

閩劇清唱《莫愁女．游園》、古琴《歸去
來辭》、吟誦《歸去來兮辭》等盡顯古韻，
馳名中外的南少林武術亦登台亮相，以《少
林雄風》節目盡顯武藝風采，讓現場觀眾目
不暇給。此外，更有被譽為「中國音樂史上
活化石」的南音，保留了唐代以前漢族古老
的民族唱法，是中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漢族

彭子文 攝
署牽頭，香港梅州聯會、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廣西社團總
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及香港潮屬社團總
會 6 大社團聯合舉辦，展示潮州、福建、
廣西、廣東、僑界及客家美食及傳統文
化，一連 6 天於維園舉行，活動於 4 月 21
日晚圓滿落幕。

古樂。
據悉，福建社團聯會為活動收集了福建省
6 個市區的美食及特色文化來港展出，福建
省副省長梁建勇亦出席了上周六開幕式，來
自家鄉逾百名演職及專業人員赴港支持。
「賞心樂食 Together」為「欣賞香港」
其中一項重點項目，由民政事務局及康文

「美麗浙江．欣賞香港」下周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首個以浙江元
素為主的全港性大型嘉年華「美麗浙江．欣賞香港」
活動，將於下周三（4 月 27 日）一連三天在銅鑼灣維
園 4 號至 6 號球場舉行。展場內設多個主題區，其中
美食特產區，有來自浙江省的 20 間老字號食店參
展，展出當地傳統特色小食。大會更推出多項超值優
惠食品，包括「一元」金華火腿、青瓷陳年加飯酒、
雕王、浙江糭等，而國宴專用黃酒古越龍山酒則半價
酬賓。
今次展場共設6個主題區，除了美食特產，還有工藝
美術、旅遊宣傳、表演節目、動漫遊戲及同鄉交流區。
美食特產區展出浙江省各種傳統特色小食如狀元糕、金
錢餅、六合福餅、宋嫂酥、高粱肉、觀音餅等。

市民可免費試食寧波湯圓及浙江軒巧手小食如苔條
花生、醬蘿蔔、烤麩、涼拌筍衣，更可以「一元」優
惠價購買多種限量食品，包括金華火腿，限量 1 千
包；青瓷陳年加飯酒（原價58元），限量900盒；白
酒雕王（原價85元），限量600盒；以及浙江糭，限
量500隻。

省級大師表演陶瓷拉環等絕技
工藝美術區內，30多位國家級及浙江省級大師為香
港市民帶來 279 件工藝精品，包括東陽木雕、龍泉青
瓷、龍泉寶劍等，浙江省級大師更將現場表演精湛絕

■浙聯會主辦「美麗浙江‧欣賞香港」嘉年華活動。
技如陶瓷拉環、扇藝、印石篆刻等。動漫遊戲區中，
市民可親身體驗即將失傳的定格動畫，觀看由香港漫
畫《封神紀》改編的 3D 動畫《武庚紀》，獲贈 500
本原創人氣動漫作品等。
活動期間，大會每晚安排豐富的娛樂表演包括京
劇、越劇、魔術、歌舞等。4 月 29 日晚上 7 時，會舉
行大型佛教祈福大會。
為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大會於 facebook 增設有獎
遊戲，免費送出 4 日 3 夜機票連酒店的杭州旅遊套
票，名額5個。

東莞鄉總元朗分會董事就職

■王志強主席和劉德平會長偕董事會成員和主禮嘉賓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東莞同鄉總會元朗分
會創會 70 周年暨第十一屆董事就職典禮日前在元朗
舉行，王志強蟬聯主席，劉德平榮任會長。

張肖鷹楊潤雄丁群好等主禮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教育局副局長楊
潤雄、東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丁群好、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麥震宇、元朗區議會主席沈

豪傑、全國政協委員朱李月華、廣東省政協常委王賜
豪、東莞市政協常委王惠棋及元朗分區指揮官韋華高
警司擔任主禮嘉賓。大會筵開近百席，逾千名東莞會
員、鄉親歡聚一堂，同申慶賀。

王志強蟬聯主席 籲鄉親做選民
王志強主席致歡迎辭時表示，東莞同鄉總會元朗分
會創立於 1946 年，70 年來經創會先賢及歷屆會長、

沈清麗 攝

陳仲尼：活動耗資千萬非為牟利
活動由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主辦，籌委會主席
陳仲尼指，活動雖耗資千萬，但以非牟利為主，旨在
讓香港市民認識浙江文化與旅遊。
他說，活動期間市民要上班，天氣預報有暴雨，希
望天公作美，會有更多市民入場參觀。
活動免費向公眾開放，開放時間為 4 月 27 日下午 7
時至 10 時，4 月 28 日及 29 日早上 11 時至晚上 10
時。

會董努力耕耘，會務不斷發展壯大、與時俱進，積極
參與香港社會事務。2015 年，該會 3 位成員蕭浪鳴、
袁敏兒、陳思靜連任新一屆區議會議員。他希望各位
莞邑鄉親盡公民責任登記做選民，在今年 9 月新一屆
立法會選舉時，投票選出真心維護香港利益的人加入
新一屆立法會，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出一分力。
王志強感謝同仁信任，推選其連任主席。他表示，
將克盡己任，與新一屆董事會秉承「興學育才，服務
社會」，宏揚愛國、愛港、愛鄉精神，團結居港鄉
親，群策群力，積極聯絡及招攬更多鄉親合力拓展會
務，竭誠鼓勵更多莞邑青年入會，服務桑梓，共創美
好明天。
主禮嘉賓張肖鷹、楊潤雄、梁志祥及沈豪傑先後致
賀辭，稱讚東莞鄉總元朗分會團結鄉親，興校辦學，
造福鄉親，為地區和諧，家鄉建設，香港繁榮穩定作
出貢獻，取得的成果獲得社會肯定。他們期望新一屆
董事會再接再厲，會務發展更上一層樓。

王賜豪王惠棋頒證書
主禮嘉賓王賜豪、王惠棋分別頒發董事會選任證書
和聘任證書，麥震宇、丁群好、朱李月華、韋華高分
別向長者致送敬老金牌、金壽桃，永遠會長鄭科向長
者致送敬老利是。永遠會長王少強代表該會向 3 位成
功連任區議員的蕭浪鳴、袁敏兒、陳思靜致賀。

廠商會五金業委會辦「任哲雕塑展」

免費試食 推「一元」優惠

■左起：方力申、任哲、吳志華、李秀恒、雷鴻仁、方
毓仁、洪思偉主持剪綵儀式。
李摯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屬下五金業委員會，與香港金屬製造
業協會合辦「煉鐵可成鋼──任哲雕塑作品
展」，4 月 19 日假葵涌活化工廈 KC100 大堂
舉行開幕酒會，展出 12 件著名北京雕塑家任
哲的金屬物料雕刻，以生動型格的雕塑融入
工業，一改五金予人粗獷、冷冰冰的印象，
塑造出線條細膩、精緻的藝術品。展期至今
年 6 月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吳志華、著名雕塑
家任哲、著名藝人方力申及其父親一畫廊創辦
人方毓仁、廠商會會長李秀恒、廠商會五金業
委員會主席雷鴻仁、香港金屬製造業協會會長
洪思偉等主持開幕剪綵儀式。

李秀恒：勉業界續注創新能量

李秀恒表示，希望透過藝術為傳統工廈及舊
工業區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他又提到，面對
激烈競爭，工業正加緊升級轉型，除了追求生
產科技進步外，亦愈來愈重視產品的設計及美
學，以提升產品魅力和價值。
他提到，傳統五金行業早已經開始轉型變
革，逐漸朝高增值的方向發展，產品種
類繁多，設計充滿創意及美感。任哲的作
品採用代表過去和現在的兩種工業常用金
屬材質─青銅和不銹鋼，除了是巧奪天工
的金屬製品之外，亦象徵蛻變中的五金
行業，正在傳統優勢之中尋求突破、創
新。
他希望透過展覽，可以令人們對歷史悠久
的五金業及其他傳統工業產生新詮釋及看
法，亦凸顯了藝術美學對工業設計的重要
性，同時鼓勵業界持續為產業注入創新能
量。
據介紹，任哲畢業於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雕塑系，獲學
士及碩士學位，善於從傳統思想文化資源中汲取營養，
把東方禪修的神韻、傳統中國文化氣質，以及西方現代
藝術元素完美地結合起來，巧妙地創造出獨特的雕塑語
言。
任哲曾獲獎項包括：2009 年第八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
優秀獎、2008 年第九屆中國雕刻藝術節三等獎、2007 年
北京奧運景觀雕塑大賽優秀獎、2006 年中國鄭州國際城
市雕塑年─首屆國際雕塑精品展金獎、2003 年日本「平
山郁夫」三等獎。

圖書文具業商會理監事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圖
書文具業商會日前假金鐘名都酒樓舉
行慶祝成立 96 周年暨第六十六屆理監
事就職典禮。

朱文朱挺許曉暉等主禮

■香港圖書文具業商會96周年會慶，賓主合影。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朱文、副部
長朱挺，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廣州文具行業協
會會長倪益松等應邀主禮，吳靜怡榮
膺會長，與近七百名會員、同業友好

歡聚一堂，同申慶賀。
吳靜怡表示，2015 年是不平凡的一
年，香港營商環境面對重重挑戰，業界
生存和發展壓力倍增，去年更經歷多項
重大社會事件，該會堅持務實精神，廣
泛聯繫和發展會員、團結同業，促進業
內合作與轉型，組織兩岸三地交流合
作、協助開拓和發展，為維護香港繁榮
穩定而積極發聲，取得一定成效。
她表示，去年適逢該會成立95周年誌
慶，該會同仁藉此緬懷前人艱辛創業的

光輝歷程，學習前輩默默耕耘、與時並
進的敬業精神。新一年，本港經濟特別
是零售行業，將承受較大的下行壓力，
所幸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
路」戰略全面展開，內地與香港服務貿
易關係深化，為本港帶來發展新機會，
該會新一屆理監事同仁將一如既往積極
創新，把握契機，共謀發展。
隨後，許曉暉致辭，勉勵該會團結
努力，再創輝煌。朱文為該會新一屆
理監事頒發選任證書。大會向出席晚
會的 80 歲以上 35 位長者致送長壽利
是，場面溫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