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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今
年是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連續第
七年舉辦香港大學生內地實習交流
計劃，將安排超過 800 名香港學生
到北京、上海、重慶、廣州、深圳
等地的知名企業進行為期 6 周的實
習。計劃昨日舉行出發授旗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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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港生內地實習交流授旗
陳冬陳智思張志華楊成偉等主禮 勉拓視野積極裝備

聯辦副主任陳冬，行政會議成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智思，廣東省
青年聯合會主席張志華，中聯辦青
年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等蒞臨主
禮。主辦機構希望參與學生能在工
作中了解內地的發展趨勢和職場環
境，拓闊視野，積極裝備自己，為
未來的發展作好準備。

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執行董事王耀瑩
致辭表示，該會自 2011 年起，每年暑

■陳冬向學生代表授旗，冀望他們力爭上游。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假均舉辦大學生內地實習交流計劃，規模由
最初只有數十人參與，發展至今年已有
3,000多名學生報名，成績令人鼓舞。

■香港大學生內地實習計劃 2017 出發授旗禮，賓主與
學生代表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王耀瑩盼學生把握內地機遇
他續指，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及內地急速崛
起的壓力，香港有不少大學生對於前途和出
路感到迷茫，而是次交流團將會是學生突破
困局的第一步，希望學生能在實習中多作嘗
試，從中得到新的啟發和奮鬥目標，結交新
的朋友，了解內地文化，尋找和把握新的機
遇。
曾參與計劃學生在授旗禮上分享感受。

2015年參與交流、現就讀於香港城市大學創
意媒體及媒體與傳播學系四年級的郭東旺，
兩年前到深圳前海開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工
程部實習，從中學會了 3 件事，包括主動、
準備、相信自己。
他坦言，在實習前曾擔心無法勝任實習工
作，便花了大量時間了解公司的業務、前海
的背景、國家的政策等，最終能夠迅速適應

環境，投入工作，他建議即將出發的學生多
主動了解和認識不同地區、企業的文化，繼
而把握每一個學習的機會。

參加者冀實習能開拓眼光
就讀香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三年級的廖子
豐去年參與實習，認為獲益良多，今年再接
再厲報名參加。

山東非物遺港交流體驗揭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邵萬寬）山東非物
質文化遺產走進香港
體驗交流系列活動 5
月23日至24日於香港
理工大學校徽廣場舉
行，山東省政協副主
席孫繼業、山東省政
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
員會主任程廣輝，中
聯辦協調部部長沈
沖、宣文部副部長羅
江，香港理工大學副
香港文匯報記者邵萬寬 攝
校長阮曾媛琪，香港 ■山東非物質文化遺產走進香港體驗交流系列活動開幕，賓主主持剪綵。
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
大家對齊魯文化的了解，促進魯港兩地 歷史文化的熱愛。
誼會會長朱銘泉，冀魯旅港同鄉會會長 文化交流。
他稱，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宮瑞卿、香港山東商會聯會總會會長王
阮曾媛琪指，香港理工大學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推動魯港文化的交流，在香港
殿杰等出席主持開幕儀式。
致力推動學生多元發展，希望他們能夠 回歸 20 周年之際，首次在香港展示山東
在校園學習各類高水平的文化藝術和交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冀進一步發掘兩地
展16非物遺項目 促魯港交流 流活動。這一次能夠在理工大學展示山 的歷史文化和保持對民族文化的傳承。
孫繼業表示，山東是文化大省，也是 東省多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相信能
山東非物質文化遺產走進香港體驗交
中國古老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名人 夠推動學生對山東文化的了解。
流系列活動由山東省政協主辦，展出及
輩出。目前山東共有被聯合國教科文衛
演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包括京杭運
朱銘泉盼青年熱愛歷史
組織認定的「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項
河、柳編技藝、曹州麵人、繩編技藝、
目8個。
朱銘泉指，山東有很多歷史悠久的民 傳統鋸藝、伏里土陶、錦灰堆、魯班傳
他強調，文化是民族的血脈，也是人 間工藝，蘊藏着山東人的智慧，承辦是 說及魯班鎖技藝、魯派內畫、木板年
類共同的精神家園，這次在香港展出 16 次活動目的是促進香港及山東的文化交 畫、楷木雕刻、威海剪紙、錫鑲技藝、
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希望能夠提高 流和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喚起年輕人對 淄博刻瓷、柳子戲、呂劇。

他憶述自己去年初赴重慶實習時，鑑於當
地與香港的職場文化迥異，令他曾感到難以
適應，後來發現只是「萬事起頭難」，在逐
漸適應當地文化以後，順利投入工作，亦感
受到當地同事的熱情，留下了不少難忘回
憶。
他希望今年的交流團有更多煥然一新的經
歷，進一步開拓自己的眼光，獲得比預期更

大的收穫。
為了進一步支援大學生畢業後的發展，主
辦機構特邀張志華及多名珠三角地區的創業
創新基地負責人，向一眾大學生介紹廣東省
近年的發展情況，特別推介助香港學生到內
地創業提供支援的粵港澳創業創新基地，幫
助有志投身內地發展和創業的年輕人開拓渠
道，掌握先機。

藝恆愛心行動慈善晚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藝恆愛心行動 4 周年慈善
晚宴日前於九龍灣百樂門宴會
廳舉行，特邀中聯辦九龍工作
部部長何靖、港區人大代表劉
健儀，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柯
創盛等蒞臨主禮。藝恆愛心行
動主席袁炳恆表示，該會的
「愛心膳食顯關懷」活動，不
到4年已派出超過30萬個愛心
飯盒給獨居長者、貧困家庭
等，未來將繼續持之以恒，造
福更多人。當晚近500賓主出席，共襄善舉。
袁炳恆稱，該會創會 4 年間，已舉辦 200 多
個慈善活動，超過 33 萬人次受惠，活動包括
探訪護老院長者，為長者義務剪髮、舉辦敬老
長者下午茶敘、派送應節食品、保暖用品等。
他續說，該會重點活動「愛心膳食顯關
懷」，最初於九龍城土瓜灣每天送出 80 個愛
心飯盒，如今已擴展到觀塘區翠屏邨、彩德
邨，以及深水埗區南山邨等，逢周一至周五每
天送出 430 個愛心飯盒給基層長者及有需要人
士。未來，該會將持續舉辦各類慈善活動，服
務社區，發揮港人互助互長，包容共濟的「獅
子山下」精神。
何靖先恭喜「藝恆愛心行動」4 周年生日快
樂，讚揚該會 4 年來不斷服務社區，是有愛心
付出，有恒心執行的表現，他相信今後 4 年，
藝恆愛心行動必將持續扎根社區，服務社區，
傳達關愛。

■ 「 藝恆愛
心行動」
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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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健儀表示，藝恆愛心行動的慈善事業不
限於派飯盒，還涉及教育等其他範疇。她希望
未來有更多運輸業界人士加入該會，不斷壯大
會員，服務更多市民。

籌180萬鼓勵貧生學習
藝恆愛心行動永遠榮譽主席羅志賢讚揚，
該會主席袁炳恆全心全意的奉獻，帶領該會做
得更好。他透露，今年該會籌得善款 180 萬
元，鼓勵貧苦學生好好學習。
晚會嘉賓雲集，出席嘉賓尚包括：九龍城
區議會主席潘國華，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
冬，黃大仙區議會副主席黎榮浩，深水埗區議
會副主席陳偉明，深水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張
恩慈，新界總商會會長張德熙，九龍總商會永
遠會長李光華，土瓜灣街坊福利會理事長黃龍
德，以及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 303 區總監馮妙
雲等。

灣仔各界協會訪江門佛山

■易中強與訪問團團員合照留念。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訪問團成員參觀蘭桂社區服務中心後合照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訪問團成員參觀蘭桂社區服務中心後合照。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 20 周年，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於 5
月 18 日至 20 日組織一行 60 人，其中包括 40
多位社團首長，赴江門佛山參觀訪問，中聯
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任榮譽顧問，灣仔
區各界協會主席吳國榮任團長。吳國榮總結
此行收穫豐富，進一步增進了灣仔區各界人
士對內地，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
了解，未來他將帶領協會繼續推動兩地交流
合作。吳仰偉也表示，希望協會積極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為促進兩地經濟社會發展再獻力量。

待，江門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易中強等各
部門主要領導出席歡迎儀式。
易中強向團員介紹江門市最新發展，希望
大家今後不斷為江門經濟發展和香港繁榮穩
定作出積極貢獻。
吳國榮表示，江門地處粵港澳大灣區內，
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歷史悠久的華僑
文化。通過此次參觀訪問，團員們親身感受
到近年江門經濟建設的迅猛發展，今後將帶
領灣仔區各界協會繼續推動香港與內地的交
流合作，為香港繁榮穩定和內地經濟社會發
展作出應有貢獻。

易中強介紹江門最新發展

吳仰偉盼為維護繁榮獻力

訪問團一行受到江門市委領導的熱情接

吳仰偉表示，江門五邑居港鄉親眾多，兩

地血脈相連、情同手足。
他續說，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和
基本法在香港得到貫徹落實，希望大家積極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維護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貢獻力量。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稱讚灣仔
區各界協會會務發展成績，同時期望大家更
好學習內地開展社區工作的創新經驗和理
念，未來更好服務香港市民，促進會務繼續
取得佳績。
考察期間，團員們還到訪佛山市、順德區
及禪城區，受到佛山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黃喜忠，順德區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黃海，
禪城區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杜梅等政府領導

■團員參觀江門市規劃館，了解大灣區未來
發展。

■吳仰偉聽取區委會負責人講解社區中心內
的便民設施。

的熱情接待。
團員先後參觀了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大
灣區江門規劃館、智慧新城等，並特別參觀
了佛山蘭桂社區。該社區有來自世界上 20
多個國家的國際友人、港澳台同胞及外省市
的新居民，社區居委會善用婦女工作帶動性
強的優勢，在商圈成立聯合婦委會，凝聚力
量，拓寬了社區服務網絡，提高了社區基層

治理的能力。
訪問團團員尚包括名譽顧問：灣仔區議會
主席吳錦津、灣仔區各界協會永遠榮譽會長
孫啟昌，副團長：灣仔區議會副主席周潔
冰、灣仔社團活動中心主席劉珮珊、大坑坊
眾福利會理事長黃祺國、灣仔區文娛康樂體
育會主席林錫光，特邀嘉賓鄭斌、朱錦健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