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摯）由香港青年聯會主辦

的「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周年．港澳台粵青年

領袖交流論壇」昨日上午

假樹仁大學禮堂舉行，中

聯辦副主任楊建平、青年

工作部部長陳林、台務部

部長唐怡源，特區政府發

展局副局長馬紹祥等蒞臨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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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粵青年紀念孫中山
楊建平陳林唐怡源馬紹祥等主禮 青聯辦交流論壇

紀 念 孫 中
山 先 生 誕 辰
150周年論壇
特 邀 香 港 中

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丁新豹
及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孫中
山研究所副所長趙立彬擔任主
講嘉賓，他們在論壇上細述孫
中山的革命歷史及社會貢獻，
深入探討孫中山的理念及精
神，讓青年更深入認識一代偉
人。

丁新豹說，孫中山先生早於
1883 年來港讀書，並於 1895
年在港成立了香港興中會總
會，當中成員不少是孫中山在
港求學時結識的志同道合的好
朋友。

他指出，興中會成立後，孫
中山先生曾於 1895 年和 1900
年分別在廣州及惠州發動起
義，直至1905年在東京成立同
盟會，香港一直是他發動起義
的策源地及海外籌餉的樞紐，
那段期間獲不少香港商人大力
支持。民國成立後，他仍多次
踏足香港。可見香港對孫中山
先生革命思想的孕育，扮演
十分重要的角色。

趙立彬表示，孫中山先生主
張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

民生主義」深入民心，開啟了中國的現
代化進程，孫中山始終堅持中華民族和
諧統一的思想，強調構建現代化國家的
前提在於「把整個國家聯結在一起」，
一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交流論壇上，兩岸四地青年代表及講
者分享了孫中山先生對自身的影響，希
望以孫中山精神勉勵港、澳、台、粵及
世界各地青年，以振興中華為己任。

■記者 李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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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青年領袖共聚香江，緬懷孫中山為
民族獨立、社會進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

歷史功績，繼承和發揚孫中山的愛國思想、革
命意志和進取精神，冀青年以振興中華為己
任。

張明敏容永祺曾智明出席
出席活動賓主尚包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
明敏，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容永祺、曾智明，香
港全國青聯委員協進會副主席兼秘書長葉振
都，菁英會主席盧金榮，青年發展基金會董事
長連勝文，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曾文培，霍英
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香港青賢智匯主席謝曉
虹，活動籌委會主席郭基煇等。

四地代表團團長分別致辭
港澳台粵青年領袖率代表團出席，兩岸四地
代表團團長包括：香港青年聯會主席吳傑莊，
澳門青年聯合會監事長、澳門青年創業協會會
長黃昇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李德維，廣東
省青年聯合會副主席陳健民。四位團長先後致
辭，分享了孫中山思想對當今青年的影響，表
示將以振興中華為己任。

宣言倡維護港澳繁榮穩定
論壇上兩岸四地青年共同宣讀《繼承中山遺
志攜手振興中華》行動宣言，表示：「願弘揚
孫中山先生的愛國思想、革命意志和進取精
神，承繼歷史使命，實現先人夢想，團結兩岸
及港澳青年，同心協力、奮發進取，為維護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努力」。
據悉，兩岸四地各青年領袖於論壇結束後隨
即前往中山，於今日（11月12日）在孫中山先
生故居中山翠亨區參加紀念活動，希望回歸原
點，追尋孫中山先生的足跡，努力實現孫中山
先生振興中華民族的夢想。

■賓主一同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港澳台粵青年領袖交流論壇」主持啟動儀式。 曾慶威 攝

■青年領袖代表連勝文及講者丁新豹、趙立彬分享各自見解，暢所欲言。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 11月11日，成
都市政府副秘書長高建軍等一行
七人到訪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參加「成都市人民政府港澳
事務辦公室與未來之星同學會關
於蓉港青年交流的戰略合作協
議」（下稱「協議」）的簽約儀
式。訪問團一行受到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
會執行主席姜亞兵等的熱情接
待。
今年暑期，在成都市政府港
澳辦的鼎力支持下，未來之星
同學會組織的「星動成都．從
香港出發──成都之行」交流

團大獲好評。此次成都市政府
港澳辦專程來港與未來之星同
學會簽訂長期合作協議，旨在
共同攜手加強蓉港文化交融、
促進蓉港青年交流，幫助香港
青年認知國情。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青少年

交流中心主任、未來之星同學會
專職副主席李華敏、成都市外事
僑務辦公室副巡視員閆樹生分別
代表雙方在協議上簽字。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四川記者站站長黃
冬、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嚴中
則、副總幹事黃晨等出席簽約儀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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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
梅州聯會會長余鵬春一行30人，日
前應國泰航空公司邀請，前往位於
大嶼山的香港國際機場國泰城參
觀。余鵬春表示，國泰航空公司嚴
謹的工作態度和一絲不苟的服務精
神令人欽佩，值得學習。
國泰航空公司代表陪同香港梅州聯
會成員參觀了國泰城的各部門設施，
包括安全培訓設施，綜合運作中心，

訓練設施及頭等模擬客艙、簽派部，
招聘中心等，使大家深入系統地了解
國泰航空公司井井有條的運作及管理
模式。余鵬春感謝國泰航空公司的邀
請，此行讓該會同仁對國泰航空機組
人員工作的嚴格訓練，各工作崗位有
序的運作協調有了最直觀的感受。
出席活動的香港梅州聯會成員尚

包括︰副會長刁森發、林厚平、劉
小粦，永遠名譽會長林娟娟等。

余鵬春率梅聯參觀國泰城

■香港梅州聯會會長余鵬春率同仁參觀國泰城。

■高建軍（前排右二）、姜亞兵（前排中）、閆樹生（前排左二）、李華
敏（前排左一）及黃冬、嚴中則、黃晨等出席簽約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
潮屬社團總會日前於潮州會館接
待新西蘭政府官員及新西蘭潮屬
總會一行，訪客包括：新西蘭民
族 事 務 部 部 長 Peseta Sam
Lotu-Iiga、新西蘭駐港總領事
Gabrielle Rush、新西蘭潮屬總會
會長張乙坤等。潮屬社總主席陳
幼南等熱情迎迓，雙方就經貿、
旅遊、商業等進行討論。

陳幼南介紹潮總情況
陳幼南介紹香港總體情況及潮

屬社團總會近況。該會屬下有30
多個社團，會員逾十萬，在匯聚
鄉親力量、表達潮人心聲、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發揮積
極作用，同時積極推動與全球潮
籍鄉親的合作，組織鄉親參加國
際潮團聯誼年會、考察海外投資
環境，團結海外僑胞。
他並希望新西蘭與香港有更多

經貿、文化、商業往來。
Peseta Sam Lotu-Iiga表示，新

西蘭與香港的商業、教育、旅遊

往來密切，不少潮人在新西蘭修
讀學位，新西蘭人民很喜歡中國
文化，希望雙方更多文化交流，
歡迎居港潮人多到新西蘭旅遊、
探親，推動兩地旅遊業發展。他
希望兩地減少貿易壁壘，讓商貿
往來更自由、便捷。

張乙坤邀赴紐潮團年會

張乙坤表示，從新西蘭回國拜
訪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讓他深感
親切，希望眾鄉親為該會工作給
予指導。
他表示，新西蘭潮屬總會正積

極申辦2019年國際潮團聯誼年
會，並獲新西蘭政府大力支持，
歡迎全球潮籍人士到新西蘭參與
盛會，推進新西蘭經濟、文化、

社會發展，希望鄉親支持申辦工
作，一同推動世界潮人聯誼，傳
承中華文化。
新西蘭民族事務部部長顧問

Margaret Malcolm，新西蘭駐港
副總領事Tania Chin，新西蘭潮
屬總會常務副會長王覺傑、黃敏
儀，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常務副主
席張成雄、莊學海等與會。

潮屬社總接待新西蘭官員鄉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隆重慶祝暨
南大學建校110周年及暨大香港校友會成立
30周年，暨大香港校友會日前假北角富臨皇
宮酒樓舉行慶祝活動，暨南大學副校長宋獻
中專程從廣州來港出席慶祝活動，與600多
位香港校友及內地和多個國家及地區的校友

會代表濟濟一堂聯歡，度過美好愉快的中
午。

余國春致辭 宋獻中出席
全國政協常委、暨大董事會副董事長余國

春致辭時指出，暨大畢業的香港學生有5萬

多人，他們在香港工作生活，為社會作出了
重要貢獻。暨大肩負着為海外華僑華人和港
澳台地區培養人才的光榮使命，他期待暨南
大學繼續堅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
辦學方針，為建設「國內一流、世界知名」
的高水平大學作出新的努力。
他呼籲暨大校友要堅決反對和譴責「港

獨」違法行為，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同心同德，團結一致參與社會事務，堅定擁
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建設美好和諧的
香港。
暨大香港校友會會長曾仕昭回顧了校友會成

立30年來的奮鬥歷程，感謝歷屆校友的努力
付出，令到校友會成為廣泛聯繫校友的知名社
團，深受香港社會各界認同。他呼籲各位校友
加入校友會這個大家庭，發揮團結的力量，共
同為母校爭光，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
席間，校友表演精彩文藝節目，特別是一批

平均年齡70歲的校友身着艷麗服裝，跳起歡
快的蒙古舞、牛仔舞和集體舞，彷彿又回到了
青春年華的大學時代，令氣氛達到高潮。

暨大110周年校慶 校友聯歡

■暨大校友會隆重慶祝建校110周年及校友會成立30周年。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接待新西蘭政府官員及新西蘭潮屬總會會長張乙坤一行，賓主合影。 李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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