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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文藝促進會書法展開幕
張曉明張華慶施子清等主禮 300精品盡顯中華文字之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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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由香港工聯文化藝術促
進會主辦的「水木清華．大
書法藝術作品香港展」，昨
日假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
隆重開幕，特邀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中國硬筆書法協會
主席張華慶、中國書協香港
分會主席施子清等蒞臨主
禮。展覽展出內地及香港逾
百位書法愛好者的毛筆、硬
筆書法作品逾 300 幅，現場
精品雲集、琳瑯滿目，盡顯
中華文字藝術之美，為市民
帶來精彩的書法藝術盛宴，
展期至 8 月 28 日。

主禮嘉賓尚包括中國硬筆書法協會副主席李
冰、工聯文化藝術促進會主任謝愛紅、香
港蘭亭學會主席李錦賢、中國古文字藝術學會會
長中帑、江蘇省泰州旅港同鄉會會長姚茂龍、香
港書法協會會長馮萬如、香港硬筆書藝會會長舒
榮孫、香港工聯書法解碼學會會長李偉宏，場面
熱鬧。

謝愛紅張華慶李冰馮萬如致辭
謝愛紅致辭時，感謝各界鼎力支持，為參展者
提供一展所長的舞台，讓參展者充分發揮專長和
興趣。她表示，文化藝術除了是興趣外，還能提

升思想層次，把人們凝聚一起，帶來更大價值，
工聯文化促進會一直堅持服務社會，鼓勵藝術走
進社區，服務市民、服務社會，讓文化藝術融入
慈善。
張華慶表示，中國字是中國文化傳統重要標
誌，是真正的中華基因；文化是民族血脈，是人
民精神家園，書法藝術是中華文化核心。看到開
幕禮當日的熱鬧場面，讓他內心充滿喜悅，衷心
感謝社會各界對活動的支持。
李冰表示，是次活動為傳承中華文化帶來積極
的推動作用，展覽將為市民帶來精彩的文化盛
宴。

馮萬如致辭時，感謝主辦、協辦單位對展覽的
全方位支持，衷心祝展覽取得圓滿成功。
展覽獲中國硬筆書法協會支持，由香港書法協
會、香港硬筆書藝會、香港工聯書法解碼學會、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張華慶大書法高研班聯合舉
辦，吸引眾多書法愛好者前往觀賞。
是次展出的包括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中國硬筆
書法協會主席張華慶、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香港書法愛好者
協會會長余寄撫等名人名家作品，各人書法作品
各具特色，筆鋒充分展現中華文化之美，為觀眾
帶來視覺藝術盛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為慶祝國慶
67周年，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協會舉辦「香港
藝術界慶祝67周年國慶大匯展」，昨日起於
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廳展出近400幅書法、篆
刻、國畫、現代水墨畫等藝術作品。展覽邀
得來自香港、澳門、北京、廣州等地逾700位
藝術家參與，希望擴闊香港藝術界和市民視
野，展期至本月31日。隨後，場地將展出西
畫、攝影、陶瓷等作品，展期至9月4日。

■賓主為「博愛月全港慈善籌款」開幕主持剪綵儀式。

朱挺馬逢國陳承緯施子清連登等主禮
主禮開幕典禮嘉賓包括中聯辦宣文部副部
長朱挺、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助理署長陳承緯、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
席施子清、廣州羊城書法研究會名譽會長連
登等蒞臨主禮。
馬逢國致辭表示，文化藝術是精神文明的
體現，隨着內地經濟起飛，文化藝術隨之同
步急速發展，備受國際關注。他認為，文化
界以書畫展來慶祝國慶，非常合適妥當，讓
市民感受到國家文化發展光輝燦爛的一面。

博愛月全港籌款開幕

藝術界國慶大匯展 700名家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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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界慶祝國慶大匯展開幕典禮，賓主與參展藝術家合照。
他強調，兩地藝術作品各有特色和潛力，
希望日後兩地加強交流，促成更大推動力，
推動兩地文化藝術發展。
陳承緯指，展覽作品題材廣泛、技藝精
湛，是藝術愛好者交流好機會。他續說，特
區政府回歸後一直積極與內地文化機構聯
絡，尋求合作交流機會，務求資源共享、優
勢互補，提升兩地文化水平和競爭力。

鄧學修 攝

連登指，社會穩定發展是藝術發展基礎，
希望香港保持繁榮穩定，讓藝術發展昌盛，
展現中華民族優秀文化。
出席開幕典禮的賓主尚包括香港文化藝術
推廣協會會長劉若儀、廣州羊城書法研究會
會長江澤桂、澳門水墨藝術學會會長曾國
明、香港蘭亭學會會長王齊樂、香港勁艸藝
田會會長鄺啟濤等。

理大生晉身真維斯杯總決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博
愛醫院一年一度大型籌款活動「博
愛月全港慈善籌款」，將於 8 月 27
日至 2017 年 3 月下旬在全港 18 區
舉行，以籌募社會服務經費。活動
日前假香港童軍中心龍堡國際酒店
「皇室一號」舉行開幕典禮，大會
筵開逾 70 席，政商賢達、屋村團
體代表等近千人歡聚一堂，呼籲各
界踴躍參與活動，共襄善舉。

李建日張肖鷹麥震宇等主禮

大會邀得消防處處長李建日、中
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元
朗民政事務專員麥震宇、懲教署助
理署長鄧秉明、社會福利署署理元
朗區福利專員張麗娟、醫療輔助隊
署理總參事劉庭亮、元朗區議會主
席沈豪傑、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
智、葵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九龍
城區議會主席潘國華蒞臨主禮。
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陳李妮，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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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彭少衍、李鋈發、李柏成、吳
錦青、簡陳擷霞、林群等出席。

陳李妮彭少衍感謝各界支持
陳李妮介紹道，「博愛月」是
該院一年一度大型籌款活動，內
容包括慈善義賣、上門募捐、慈
善晚宴、慈善音樂會、戲曲籌
款、勸銷慈善獎券等。
她呼籲各界踴躍參與，慷慨解
囊，讓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人得
到適切幫助。
彭少衍致辭感謝政府多個部門、
各大屋邨屋苑、友好社團的合作支
持，讓活動順利開展，希望大家一
同努力，為該院籌得更多資源，惠
澤社群。
各界影視紅星及慈善大使到場支
持，呼籲各界踴躍參與慈善籌款。主
禮嘉賓為博愛慈善大使頒發委任證
書，一同主持祝酒，祝國家富強昌
盛、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

五邑同鄉邀各界國慶聯歡
■廣東省紡織協會會長陳統宣
（左）頒發南部賽區二等獎予
香港理大生楊庭樂（右）。

■真維斯杯休閒裝設計大賽在廣州舉行頒獎典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子京）第二
十五屆中國真維斯杯休閒裝設計大賽四大賽區
頒獎典禮日前在廣州舉行，80組來自東、南、
西、北4戰區的優秀青年設計師同場競技，最
終20組極具創意的設計進入年度總決賽。香港
理工大學楊庭樂以作品《野狐》榮獲南區二等
獎，晉身總決賽，爭奪10月底北京舉行的第二
十五屆真維斯杯總決賽各獎項。
第二十五屆中國真維斯杯休閒裝設計大
賽，由中國服裝設計師協會、中國服裝協
會、真維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聯合主
辦。大賽設計主題聚焦環保，以純淨自然、
無拘無束為理念──「野」為大賽主題，結
合環保與時尚設計，讓新世代用設計語言宣
揚環保新理念。

楊勳勉青年設計師做好「三步曲」
真維斯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勳

在頒獎禮致辭時表示，持續多年舉辦真維斯
杯大賽，是該企業經營理念和社會責任，
「企業得到越多，回報社會就要越多」。
他說，真維斯杯大賽是給有志加入服裝行
業的設計新生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作為
業界一分子，能給年輕學子接觸行業的機
會，本身就是值得長期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項
目。他鼓勵青年學子及設計師，無論就業還
是創業，都要做好「計劃—落實—檢討」三
步曲，才能獲得成功。
楊勳表示，一定要認識到創業是事業，要
勤奮努力地工作，不要怕吃虧，還要肯動腦
筋了解時事政策。天天都看新聞的楊勳說：
「新聞蘊藏商機」，青年要創業，一定要了
解國際國內局勢，審時度勢，具有國際視
野。
他又指，年輕人創業需要衡量自己有多少
人才和財力資源，然後決定辦多少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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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在創業規劃中取得平衡發展。
楊勳透露，內地休閒服產業如今面臨很多
挑戰，如何積極面對新常態，並不意味着一
味壓縮成本，尤其是在設計研發成本上，更
應進一步傾注、傾斜更多優質資源，回歸產
品本質，為優秀青年設計師提供、培育良好
的創作空間，讓他們專注設計好高品質且價
格合理的優秀產品。
中國真維斯杯休閒裝設計大賽自 1993 年
開賽以來，已成為服裝業界、各大院校師生
及社會人士競相推崇的服裝賽事，也是內地
同類比賽中倍受關注及競爭激烈的服裝設計
比賽。
是次大賽從 3 月底啟動以來，組委會共收
到來自全國各地 100 多所院校投稿逾 6,000
份。10 月底，第二十五屆真維斯杯總決賽
將於北京角逐金、銀、銅獎，同時將在網上
設立最佳人氣獎。

■賓主於香港五邑同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籌委會會議上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為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7 周年，「香港五邑
同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7 周年籌
備委員會」日前假北角富臨皇宮舉行會
議，推舉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擔任籌委
會主席團主席，通過於 9 月 24 日假北角
富臨皇宮舉行國慶聯歡大會，廣邀五邑
鄉親與各界嘉賓共賀祖國華誕。

黃英豪掌籌委會 副主席李歡
會議由主席團副主席兼秘書長李歡主
持，與多個社團籌委代表、五邑鄉賢逾
70 人聚首一堂。大會通過並選出 32 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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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籌委及 249位個人籌委，推舉籌委會主
席團正副主席、正副秘書長、各部門正
副主任及顧問名單。
香港五邑同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 67 周年籌備委員會主要成員包括：主
席團主席黃英豪，副主席尹澤信、何惠
正、岑少強、李歡、李純熙、李漢雄、
區志源、陳中偉、陳鴻基、陳朗雲、陳
啟球、張肖平、張新傑、馮元光、馮彩
玉、劉嘉華、歐陽永，秘書長李歡
（兼），副秘書長司徒端、張瑞境、梁
華濟、楊德、雷灼南、趙文合、關惠明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