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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香
港湖南聯誼總會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
年晚會暨首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日前
假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中聯辦副主
任譚鐵牛，湖南省政協主席李微
微，湖南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黃
蘭香，解放軍駐港部隊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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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聯總首屆理事會就職
譚鐵牛李微微黃蘭香周吳剛胡建中梁愛詩杜業棟孫湘一主禮

周吳剛，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胡建
中，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
中聯辦人事部部長杜業棟、經濟部
部長孫湘一蒞臨主禮。藍思科技創
辦人兼董事長周群飛榮膺首屆會
長，典禮筵開超過 60 席，800 名政
商翹楚聚首一堂，共同見證，場面
喜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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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學修 攝

■譚鐵牛（右）頒發委任狀予首屆會長周群
飛（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學修 攝

周群飛致辭表示，該會將作為連接港湘
兩地的橋樑，將秉持「愛國、愛港、

愛湘」的宗旨，以港為家，以湘為根，堅定
不移地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團結香港湘
籍人士，凝聚愛國愛港力量，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為社會和諧發聲。

周群飛：積極支持港湘交流

她續稱，該會將積極支持香港與湖南的各
項建設，推動兩地交流、考察、招商等活
動，為兩地社會和經濟發展服務，希望藉此
鞏固鄉情，回報桑梓，惠澤社群，聯誼四
海，共拓商機。
譚鐵牛指，香港回歸 20 年來，在中央的
領導下，「一國兩制」取得了公認的成就，
證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做得到」，

令香港保持了繁榮穩定，保障了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以及香港市民所
享有的民主、自由的權利。
他又讚揚該會在成立至今的短短半年間，
堅持「愛國、愛港、愛湘」的宗旨，貫徹
「一國兩制」的方針，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不斷推動港湘經濟交流合作，發揮兩地
所長，優勢互補，希望該會將來能夠一如既

往，為國家和香港作出更大的貢獻。
黃蘭香肯定該會過往半年的工作，讚揚該
會積極為香港社會發聲，關心和支持家鄉建
設，對兩地發展貢獻良多。

黃蘭香盼聚護繁榮
她指出，該會是湖南與香港交流合作、互
利發展的新平台和載體，希望該會能夠凝聚

居港鄉親和香港各界人士，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在各個重大議題上堅定立場，維護
香港的繁榮穩定，並發揮橋樑作用，促進港
湘兩地的交流合作。
該會首屆理事會成員尚包括創會會長劉勝
輝，執行常務副會長林德亮，常務副會長王
富貴、連鎮恩、謝竺池、羅穎怡、彭志兵
等。

譚鐵牛赴國際潮博聯交流
■加拿大泉州晉江聯誼會第七屆會董就職典禮，賓主祝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加國泉州晉江聯誼會換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加拿大泉州
晉江聯誼會第七屆會董就職典禮日前假上環
黃金閣舉行，邀得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
蒞臨主禮，施文誕榮膺會長。大會筵開超過
20席，約300鄉賢友好歡聚一堂，場面溫馨
熱鬧。施文誕指，遠在加拿大的會員友好亦
於同日舉行聯歡晚會，中加兩地同胞同賀慶
典，其樂融融。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前排左七）與出席交流會的專家學者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國際潮籍
博士聯合會日前舉辦2017年潮籍博士專家
學者交流會，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應邀出
席，與國際潮籍博士聯合會主席陳幼南等
近60名來自香港多間大學的潮籍博士、專
家學者分享和交流。
陳幼南致辭，向出席嘉賓匯報了國際潮
籍博士聯合會的近期發展情況和潮汕高等
研究院（潮汕大學）的概況及籌辦進展。
他表示，潮汕高等研究院（潮汕大學）

的興辦，將進一步推動潮汕地區乃至粵東
地區的發展建設，這一項目定位之高更需
集眾人之力來共同實現，鼓勵各位專家學
者對大學的籌辦多提意見與建議，也十分
歡迎大家積極參與。
譚鐵牛致辭，對陳幼南的熱情邀請表示
感謝，並榮幸與各方學者專家交流溝通以
推進學術發展。
他提到潮籍人士在諸多領域取得了顯著
成就，尤其在學術研究方面可以用一個

「精」字來形容。
他對國際潮籍博士聯合會發展表示認
可，相信在陳幼南為首的領導班子帶領
下，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
譚鐵牛呼籲各位潮籍專家學者積極支持
家鄉的發展建設，特別是潮汕高等研究院
（潮汕大學）的建設離不開本土人才的支
持。
他又冀各位專家學者能藉此機會充分交
流，共謀家鄉本土長遠之發展。

保良局「百幼獅匯演」顯獅山精神


保良局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暨社會服務
巡禮活動日前假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隆重
舉行，特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擔任主禮嘉
賓。200 位來自保良局幼稚園暨幼兒園的
幼兒，以百隊幼獅匯演喜慶香港回歸20周
年。「百獅匯演」，旨在傳承中國文化，
發揮「獅子山精神」，現場設有保良局社
會服務巡禮攤位及展覽，分享及回顧保良
局陪伴香港人成長走過139年的點滴。
張建宗致辭時表示，香港回歸20周年的
口號是「同心創前路，掌握新機遇」，意
思是希望香港上下一心，同心同德，便可
解決任何困難、克服所有挑戰。
他特別讚賞當日百隊幼獅之表演，認為
這正反映保良局對幼兒在團隊精神、德
育、體能以及信心的訓練。政府與保良局
合作多年，139 年來保良局貢獻香港是有
目共睹的，相信保良局定會為弱勢社群繼
續拚搏，共創更好的社會。

陳細潔：與民並肩見證新里程
保良局主席陳細潔致辭表示，保良局一
路走來都與香港同心同行，139 年來並因
應社會需要，發展以及創新不同服務。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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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活動慶祝香港回歸之餘，亦希望借助文
化中心這個大平台，將本局於單位的服務
展現於大家眼前，以及透過各項表演表達
保良局對各界的感謝。
她續稱，保良局會努力「放膽鋪路、細
心同步」，與香港、香港人一同並肩見證
更多新里程。
是次參與「百獅匯演」全部為保良局幼
稚園暨幼兒園的高班學生，年齡介乎 5 至
6 歲。該局現時轄下所有幼稚園暨幼兒園
均設有幼獅隊，希望藉此讓幼兒認識中國
傳統文化，並透過每星期的舞獅訓練，鍛

煉幼兒之體魄、手腳協調及團隊精神。匯
演發揮的團隊默契、馬步形態等，都是艱
苦訓練的成果，這班小獅子亦充分帶出香
港人奮鬥拚搏的「獅子山精神」。
保良局社會服務巡禮設有多個攤位及展
覽，將綜合家庭、幼兒、兒童及青少年、
安老、康復以及醫療的 6 大服務內容。服
務使用者亦進行連場表演，慶祝回歸以及
答謝市民一直以來對保良局的支持。
另外，保良市集亦於當日舉行，具本土
藝術特色手作藝術品，為旅客及市民帶來
驚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施文誕掌世界晉江鄉會
施文誕宣佈，「加拿大泉州晉江聯誼
會」將接任第十一屆「世界晉江同鄉總會」
會務，並由他接任「世界晉江同鄉總會」會
長一職，並將於今年 9 月 22 日至 26 日於溫
哥華舉行慶典，屆時來自香港、新加坡、東
南亞、台灣、美國、澳洲、南非等地的晉江
鄉賢將齊聚一堂，共襄盛舉。
他介紹道，「加拿大泉州晉江聯誼會」
主要由香港泉州籍移民家庭組成，在歷屆首
長領導下，積極開展各類會務活動，鼓勵、
發動會員參加當地各類慈善活動，融入主流

社會，為弘揚中華文化，增進中、加兩地文
化、經濟交流起了積極作用。
他續說，該會成立 22 年來，隊伍不斷壯
大，其中，第五屆董事會增加了婦女委員
會、青年委員會，並特別為青年委員會成立
基金，支持移民家庭第二代青少年參與會務
工作，參與聯邦政府、省、市政府以及各社
會團體舉辦的活動，樹立對國家、對社會的
奉獻精神，成為有作為的當代青年。
他稱，榮任會長讓他深感榮幸且任重道
遠，未來將團結鄉親為社會作出積極貢獻。
該會去屆會長施振銜，創會會長盧溫勝
分別致辭，他們表示，「加拿大泉州晉江聯
誼會」是一個溫馨的大家庭，眾鄉親立足加
拿大、放眼世界、創業興家，取得了豐碩的
成果，相信在新任會長施文誕的帶領下，會
務定將更上一層樓。
該會常務副會長謝國泰致謝辭，感謝眾
鄉賢的鼎力支持。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顏純烱、劉與量、蘇千墅、姚加環、朱銘泉
等嘉賓亦出席了該晚會。

健康快車廿載光明行揭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健康快車廿載
光明行」展覽日前於德
福廣場舉行揭幕禮，由
健康快車香港基金主席
方正、港鐵公司行政總
裁梁國權、健康快車創
會主席方黃吉雯、醫院
管理局主席梁智仁、健
康快車香港基金副主席
兼健康快車光明大使李 ■賓主於「健康快車廿載光明行」展覽會揭幕儀式上合影。
寧，以及健康快車光明大使薛家燕和彭家麗 界，體驗患者之不便，激發同理心，給有需
等主禮。展出火車醫院 20 年工作成果和 要的患者幫助。
「健康快車」藉 20 周年展覽，向香港市
「健康快車」糖網病篩查項目的相關工作，
並在 5 月 22 日至 26 日於德福廣場，以及於 6 民推廣糖網病的知識，並在現場為已經預先
月 5 日至 8 日在青衣城，為預先登記的市民 登記的市民免費進行糖網病眼底篩查，每天
名額 100 個。「健康快車」亦計劃在下半年
免費進行糖網病眼底篩查。
方正稱 20 年來，全賴香港及內地各界的 於社區試推糖網病眼底篩查服務。
據悉，「健康快車」是特別建造的眼科
支持，以及一眾義工無私付出，「健康快
車」才得以走遍內地 110 個偏遠地區，幫助 火車醫院，由 4 個火車車廂組合而成，包括
有手術室、病人休息室、多用途會議室和醫
逾18萬名貧困白內障患者重見光明。
未來，「健康快車」將展開「一帶一路 護人員起居室，旨在為內地貧困白內障患者
國際光明行」，把送贈光明的工作推向國 提供免費手術治療。
首列「健康快車」火車醫院於 1997 年 7
際，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貧困白內障
月 1 日從香港駛往安徽省阜陽市，展開第一
患者帶來重見光明的希望。
是次展覽分為展示、體驗及糖網病眼底 站送贈光明的工作，而第二、第三和第四列
篩查三部分。現場除展示「健康快車」20 火車醫院亦分別在 1999 年、2002 年及 2009
年來的工作成果外，更送出特別設計的體驗 年投入服務。目前，4 列火車醫院每年提供
眼鏡，讓市民嘗試以白內障患者的視野看世 的免費白內障手術量約10,000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