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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聯匯演慶20 周年
仇鴻吳克儉李魯葉劉淑儀等主禮 方方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摯、鄧學修）中國高等院校
在港校友聯合會為慶祝成立
20 周年，8 月 31 日和 9 月 1
日一連兩晚假灣仔伊館舉行
優秀藝術節目匯演，逾 300
名內地及港澳共 14 間院校
的師生校友雲集香江，獻上

■華中師範大學學生表演舞蹈《墨意荷
韻》。
鄧學修 攝

精彩文藝節目，展示教學成
就及青年學生愛國奮進的風

■中國高校優秀藝術節目匯演開幕儀式
中國高校優秀藝術節目匯演開幕儀式，
，賓
主與一眾表演嘉賓合照。
主與一眾表演嘉賓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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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開幕儀式邀得中聯辦副主任仇鴻、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李

魯、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全國政協常委
余國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經
緯、廣東省科協書記何真等蒞臨，由高校聯
會長方方、主席郭明華、監事長李常盛、常
務副會長陳聰聰等陪同主禮。

方方：聯繫逾20萬港校友
方方致辭表示，高校聯成立 20 年以來，
一直以愛國愛港愛校、服務校友、貢獻社會
為宗旨，透過 90 多個團體會員聯繫逾 20 萬
居港校友，不斷發展會務，為校友謀福利，
並對香港的繁榮穩定、社會和諧發揮積極作

用。他續稱，9 月 4 日的立法會選舉關乎每
位校友的利益，呼籲大家支持愛國愛港及為
經濟民生發展做實事的候選人。

擬出招鼓勵港生北上升學
吳克儉讚揚高校聯一直秉承愛國愛港愛校
宗旨，團結聯絡中國高等院校在港校友會及

居港校友，關注國家教育、經濟、社會各方
面發展，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為香港繁
榮穩定作出貢獻。
他指出，香港與內地在教育方面的接觸越
來越多，香港政府將推出一系列措施，改善
相關計劃，進一步增加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
機會，加強兩地學生交流。

林軍與港僑聯會高層座談

點希望：一、在關乎國家安全、香港安定的大是大非面前，香港僑界絕
對不能失聲；二、在社會發展的緊要關頭，各界愛國愛港力量要堅持團
結一心、互相配合，把該做的工作做好；三、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港
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全國僑聯主席林軍日前訪港，專程赴香
港僑界社團聯會座談僑聯工作，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
余國春，全國僑聯副主席、該會創會會長陳有慶等出席。林軍向與會者
介紹了全國僑聯改革方案要點、僑聯成立 60 周年及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紀念活動的相關事宜。賓主就加強與內地、與海外華人華僑聯繫，
發揮「僑」的獨特作用，維護香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促進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等座談交流。

僑聯本月在京慶60周年
林軍致辭指出，在海內外僑胞包括香港僑界的大力支持下，全國僑聯
走過了風風雨雨的 60 年歷程。今年 9 月，全國僑聯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舉行成立 60 周年紀念大會；並籌劃 11 月在香港舉辦「紀念孫中山先生
誕辰 150 周年」之「華僑與孫中山」圖片展。林軍代表全國僑聯提出 3

■港僑聯會首長歡迎全國僑聯主席林軍訪港並舉行座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希
雯） 全港學童昨日迎來新學年
首個開學日，其中二萬多名跨境
學童亦要開展「長征式」的求學
之旅。其中位於黃大仙、取錄近
百名跨境學童的浸信會天虹小學
安排了 4 條路線的校巴接送跨境
學童，但只有來自福田的校巴能

活動參演者分別來自香港理工大學、澳門
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農業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山大學、廣
東海洋大學、東南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華僑
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為觀眾帶來合
唱、獨唱、管弦樂、各種舞蹈等高水準表演，
吸引逾5,000名市民欣賞，場面熱鬧。

余國春感謝大力支持指導
余國春感謝全國僑聯長期以來的大力支持和指導。去年，全國僑聯和
該會在香港成功舉辦「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圖片展和大型文藝晚
會、「一帶一路」專題講座、「十三五」規劃前瞻報告會等大型活動。
今後，香港僑界將繼續做提振社會「正能量」，做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
「中流砥柱」。
座談會上，陳有慶、陳金烈、陳幼南、王錦彪、沈家燊、李金松等先
後發言，就僑界及當前社會關心的話題表達意見。大家表示，有全國僑
聯作為堅強後盾，有信心把今年的大事辦好，在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等方面作出更大貢獻。
全國僑聯海外聯誼部副部長桑寶山，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王欽
賢、梁淦基、李碧葱、黃周娟娟、黃英來，名譽會長梁思謀、李玉良、
郭國耀，秘書長陳志煒，司庫黃楚基等首長以及青年骨幹等參加座談。

跨境童校巴開學日多遲到
天虹首次有車準時 校長指已較過往兩年好

於上學時間 8 時半前到達，其他
的 校 巴 皆 遲 到 20 分 鐘 至 50 分
鐘。校長朱子穎表示，今年是首
次有校巴可在開學日準時到達，
已較過往的兩年好，並指首日過
關的程序較繁複，會體諒遲到的
學生。

浸

信會天虹小學是第三年取錄跨境學童，今年共有
98 名學童分別乘福田、堔圳灣及新增的皇崗和文
錦渡路線校巴返校。正式上學時間為 8 時半，首架接
送跨境學童到校的校巴約在 8 時 15 分抵達，該校巴來
自福田口岸，約接載了 50 名學童，他們能準時參與早
會。
不過，另外 3 架校巴於 8 時 50 分及 9 時 20 分左右才到
達，最遲到達的是文錦渡路線的校巴。

文錦渡路線校巴最遲到達
大部分跨境學童抵校時均充滿活力，三年級的馬同學
是首批到校的學生之一，她表示前晚 8 時已睡覺，早上

■浸信會天虹小學安排
4 條路線的校巴接送跨
境學童。
境學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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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穎說，今年首次有接送
跨境學童的校巴準時到校。
■姓齊校巴保母指，校巴遲 ■馬同學稱昨晨 5 時起床，
吳希雯 攝 到約45分鐘。 吳希雯 攝 但不感疲累。
吳希雯 攝

5時起床，7時上校巴，雖然車程要個多小時，但不感到
疲累。同樣三年級的徐同學則屬最後一批抵校的同學，
他指校巴停頓了很久，這天需要比放假日子早兩小時起
床，雖然想睡覺，但校巴太嘈吵，未能入睡。
浸信會天虹小學校長朱子穎表示，今個開學日首次有
跨境的校巴準時到校，整體情況已比以往兩年進步，反
映有關人員作出了不少努力，便利跨境學童上學。
朱子穎亦指學童每年均要辦理新過關證件，故開學首
天需要較多時間；而校方一般處理學生遲到的做法，是

先作了解，再提供協助，也會諒解因過關需時而遲到的
跨境學童，預期開學兩星期，各方運作開始順暢，情況
會大為改善。

深圳灣口岸曾擠滿百童過關
此外，他曾與其他校長溝通，得悉部分位於新界的學
校，校巴遲到的情況更嚴重。據了解，深圳灣口岸曾擠
滿過百位學童排隊等過關，有學校的跨境學童在香港過
關後，未能成功轉乘校巴而遲到，頗為狼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教育局將
在新學年與衛生署推行「好心情@學校」計
劃，希望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局長吳克儉
昨日特別於新學年之始，探訪天水圍循道衛
理小學，了解學校加強同學適應力的各項措
施。
為了提升學生心理健康及心理質素，教育
局聯同衛生署合作推出「好心情@學校」的
新計劃，把「與人分享」、「正面思維」及
「享受生活」三個主要元素，透過新計劃推
展至學校。
吳克儉昨日表示，教育局一向鼓勵學校舉
辦「承諾日」，每年在學校、學生及老師的
層面設不同主題，今年便以「愛與關懷．由
自己出發」為目標，希望加強同學積極人生
觀。
他指當局冀透過「好心情@學校」計劃及
「承諾日」等，提升學生個人心理質素，讓

同學明白求助不是弱者，在有需要時應主動
求助，同時，遇到他人求助時，亦應抱正面
支援的態度。

設「班級經營課」強化師生關係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為協助同學適應新學
年，在開學前特別為同學安排銜接課程，並
在開學後首兩周安排「班級經營課」，讓同
學多點認識老師，強化師生關係及信任，並
讓同學互相了解，互相幫助，訂立新學年的
學習目標。
另外，該校亦安排了一些集體遊戲，昨日
吳克儉亦有參與其中的「彩虹傘」活動，與
同學圍一個大圈，各執布料的一角，然後同
一時間把布中央的球「彈起」，體驗當中的
默契。
吳克儉稱，期望同學親身了解有共同目標
及一起合作的重要性。他並感謝全港校長、

■吳克儉（右三）昨日探訪天水圍一間小
學，與學生玩集體遊戲。
老師、其他教育同工及家長的無私奉獻，希
望大家在新學年能繼續發揮專業精神，緊守
崗位。

陳繁昌科大派「能量棒」打氣

吳克儉訪校推
「好心情」

不同的關口各有措施處理過關手續，如部分關口實施
「跨境學童免下車過關檢查」，由關員上車為學生辦理
過關程序，學生可原車由內地抵校，但亦有關口要求學
童自行過關，並轉換校巴。
有負責文錦渡路線的校巴保母表示，觀察到有 20 輛
至 30 輛校巴在排隊等過關，至沙田又遇上塞車，相信
翌日要提早上車時間才能確保孩子準時到校。
另有校車保母指，等候過關期間，有學童需上洗手
間，才拖慢了行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昨
日趁該校開學日向全校學生
打氣，上午在校園內向學生
派發能量棒，祝願同學於新
學年保持活力，積極學習，
迎接不同的挑戰。學生反應
非常踴躍，爭相與他合照，
場面熱鬧（見圖）。
該校昨晚亦舉行「千人
宴」，校內筵開 140 席，歡
迎一眾新生加入成為「科大
人」，約有 1,500 名師生及
大學職員出席盛會。
校長、師生及大學職員於
晚宴上傾力表演，其中陳繁
昌彈結他，與學生合唱
《Happy together》 一 曲 ，
掀起全晚高潮。另為推動環
保，校方鼓勵參加晚宴者自
備餐具，減少製造廚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