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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致辭時，回顧了習近平總書記
在慶祝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的講話

中，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思
想，明確提出人民政協就是適合中國國
情、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並對
政協工作提出新的、更明確的、更高的要
求。
梁振英表示，人民政協的職能是政治協
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是我國治理體系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
專門協商機構，我們在堅持走自己道路的同
時也要認識到不斷加強和改進工作的重要
性。
他表示，有機會參加人民政協工作是光
榮、也是任務，願與大家互利共贏，共同努
力履職盡責、發揮作用，迎接人民政協成立
70周年，為國家的進步、民族的復興貢獻更
大的力量。

王榮：促進粵港深化交流合作
王榮致辭讚揚該會作出的積極貢獻。他
表示，香港、澳門在國家擴大對外開放進
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將進一步加
強，「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將為粵
港澳三地帶來重要發展機遇，希望聯誼會

帶領廣大會員，把握機遇，進一步團結凝
聚愛國愛港力量，一如既往大力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促進粵港深化交流合作，
參與大灣區建設，為實現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作出新的貢獻，共同譜寫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新篇章。

戴德豐：大橋高鐵 更多機遇

戴德豐表示，聯誼會是由廣東省及各市、
縣政協港區委員組成的愛國愛港團體，會員
多達3,000人。多年來，該會始終高舉愛國
愛港的旗幟，以聯誼會為平台，廣泛團結香
港各界人士，堅持「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
展望未來，戴德豐表示，隨着國家「一帶

一路」走向世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港
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開通，勢必
開啟更多機遇，聯誼會將為全力支持參與大
灣區和廣東省自貿區的建設而努力，為未來
的40年作出更大貢獻。

張建宗陳茂波謝鋒等出席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駐港
部隊副政委陳亞丁，原中聯辦副主任黃蘭
發，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民政事
務局局長劉江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譚錦球，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施榮
懷等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

港廣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晚舉

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暨第

四屆理事會就職典禮。全國政協副

主席董建華、梁振英，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主任朱小丹，廣東省政協主席王榮

等共同主禮。該會首席會長戴德

豐，會長余鵬春、龔俊龍、郭澤

偉、古爾夫聯同超過1,600名會員

及嘉賓聚首一堂，暢敘友誼，共謀

發展。

■香港廣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第四屆理事就職，賓主祝酒。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鼓
勵本港年輕學子主動學習中國文化，
身兼香港客屬總會名譽主席及香港工
商專業協進會會長的立橋金融集團行
政總裁詹美清大力推動「少年中國歷
史博學獎」及「感動香港孝道獎」徵
文及短片比賽，每月評選出優秀參賽
者頒發獎狀和獎金，鼓勵港人深造歷
史提升個人競爭力，以及傳承中華傳
統孝順美德。
日前公佈了「少年中國歷史博學

獎」和「感動香港孝道獎」的10月
獲獎名單。其中，葵涌循道中學中三
級的岑仲恩同學，以《黃鶴樓》為
題，道出歷代詩人為黃鶴樓所撰名
作，「登黃鶴樓，細賞絕景，雕琢文
字，寫詩成句」，不但充滿歷史情
懷，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令人恍如
親臨其境，從中分析出詩詞與文化傳
承的關係，抒發當下內心的感受，突
圍而出榮獲「少年中國歷史博學
獎」。
「感動香港孝道獎」的得獎者則由

周彩瑩和傅銘程分別以《論孝道的重
要》和《百行以孝為先》為題，以實
例闡述了父母親的關心及愛護是多麼
偉大無私，以及分享傳承孝道的獨特
形式。

詹美清：勉學子溯本尋源
詹美清指出，設立「少年中國歷

史博學獎」，是要鼓勵本港年輕學
子懷着溯本尋源的精神，了解自己
成長的國家，在努力鑽研國家歷史
的過程中，嘗試以不同角度透徹分
析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與推進；而
「感動香港孝道獎」則是希望年輕
人學習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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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美清(左)頒發獎狀及獎金予岑仲恩同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福建同
鄉會日前在會所舉辦2017-2018學年度「會
員優秀子女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張上頂葉振強張鐵岩等頒獎
會長張上頂、副會長葉振強、監事長張
鐵岩、教育部主任楊乾坦等為127位會員

優秀子女頒獎。
張上頂表示，同鄉會旨在通過活動鼓勵

下一代今後更加努力學習，以優異的成績
報效社會，為家鄉、為香港、為祖國作出
積極貢獻。
葉振強指，在座的學子將來都會是社會

的棟樑，是同鄉會的驕傲。他希望，大家

能夠飲水思源，不忘記父母的培養和付
出，也不忘記同鄉會對大家的關懷和愛
護，同時繼續努力，爭取更大的進步。
張鐵岩說，莘莘學子是香港未來的希
望，也是祖國未來的希望。他希望大家不
要忘根、忘本，要孝順父母，做一個愛
國、愛港、愛鄉的好青年。

福建鄉會頒獎 嘉許優秀子女

■福建同鄉
會舉行「會
員優秀子女
獎勵計劃」
頒獎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香港華僑
華人總會（僑總）昨日於會所舉行慶祝改
革開放40周年座談會，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會長余國春、僑總會長陳進強等出席分
享改革開放40年的心路歷程。在座會員
紛紛表示，改革開放40年讓國家取得翻
天覆地的變化，未來要繼續參與到國家新
一輪改革開放中，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

余國春：以港智慧貢獻國家
余國春分享了參與改革開放40周年訪

京團的心得，以及習近平主席的講話內
容。他指，改革開放40年來，香港一直
是國家的重要窗口和橋樑，以自身所長服
務國家所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更
是國家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之一，海內外
華僑華人為國家投資建設作出了很大貢
獻，很榮幸能成為國家發展的建設者、參
與者，見證了改革開放為中華大地帶來了
翻天覆地的變化，更幸運地成為受益者。
他續說，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

就是要對國家實現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路線
注入信心，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
偉大征程中，港澳同胞絕不能辜負國家的
期望，繼續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
制」之利，抓住「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建

設的機遇，以香港智慧貢獻國家發展。
他指出，香港僑界要準確把握香港、澳
門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繼續發揮融
通海內外的優勢，講好中國故事，為青年
發展多搭台、多搭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與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
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陳進強：高鐵開通 興奮不已
陳進強憶述小時候隨父親回家鄉的點

滴，40年前，內地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等都十分不便，改革開放讓人的思想得到
進一步提升，各項建設更拉近了城市間的
距離，直到現在高鐵開通了，更是讓他興
奮不已。
他指，能生活在和平年代讓他感到十分

幸福，國家的改革開放讓十幾億的中國人過
上了幸福穩定的生活，國家發展起來後，能
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種族裔和平共處，相信
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中很好的一頁。

陳昆：港青須抓灣區機遇
僑總青委會主席陳昆表示，作為香港土

生土長的年輕新一代，主要是從長輩口中
了解到國家改革開放40年的進程，直到
十多年前自己回祖國發展後，親自看到祖

國的變化十分
大，很多方面都
走在世界前段。
他指，香港的

飛躍發展與祖國
的改革開放密不
可分，在改革開
放中，香港就是
一個連接世界的
平台，讓大家接
觸很多不同的東
西。作為香港青
年，一定要對香
港有堅定的信
心，背靠祖國，
抓住大灣區機
遇，利用香港金
融、法治優勢，
把自己的將來與國家的戰略更好地融合在
一起，把香港、祖國的發展推到更高層
次。
有與會者表示，廣大僑胞在改革開放進

程中不但參與了建設，更大力支持內地的
慈善事業發展，始終堅持愛國愛港的初
心，未來將進一步投入到國家的改革開放
中，為國家發展出心出力。

葉森堯：展港所長 貢獻國家
僑總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葉森堯總結

指，「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最大優勢，在
港僑胞要繼續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
需，抓好「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新
機遇，當好中外雙向交流的橋頭堡和中外
友好合作的「超級聯繫人」，再創國家和
香港的新輝煌。

僑總冀獻力新一輪改革開放

■嘉賓分享參與改革開放40年心路歷程，氣氛熱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順德北滘鄉會會董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香港順
德北滘同鄉會日前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1周年暨第二屆會董就職典禮，由區倩雯
蟬聯會長，數百鄉親好友歡聚一堂，共同
見證，場面熱鬧喜慶。

王國強黎寶忠黎棟國等出席
出席嘉賓包括，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
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強，中聯辦社聯部副
部長黎寶忠，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工聯
會副理事長麥美娟，香港佛山社團總會主
席鄧祐才，佛山市委統戰部副部長香秀
杏，順德區委常委、統戰部部長謝順輝
等。

區倩雯蟬聯會長

區倩雯表示，同鄉會自成立以來，一直
得到創會首長和家鄉領導支持與指導，才
得以穩步發展，當下同鄉會正力求注入新
思維、新模式，務求搭建一個面向老中青
的平台。會董會同時會繼續為同鄉會的現
代化工作努力，並以身作則，培養下一
代，將北滘人的務實和肯承擔精神傳承下
去。
她又指，隨着廣深港高鐵及港珠澳大

橋的開通，加快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家鄉亦將會成為更宜商宜居的好地方，
所以過去兩年該會多次組織回鄉活動，
讓鄉親，特別是青年一代對祖國和家鄉
有更深入了解，同時冀大家能好好抓緊
這難得機遇，努力發展事業，貢獻國
家。

身兼同鄉會永遠榮譽會長的黎棟國表
示，期望北滘鄉親未來繼續團結一致，共
同努力，為祖國的繁榮昌盛，以及深化改
革開放事業，貢獻應有的力量。
順德區北滘鎮鎮長王崇曦則介紹家鄉的

最新發展情況，他希望在港鄉親能擔當好

橋樑角色，促進北滘與香港的交流合作，
一同推動家鄉未來建設。
同鄉會第二屆會董會主要成員尚包括，

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梁啟文、常務副會長
楊俊偉、彭灝文、李嘉晉，副會長陳妙
聯，財務長何紹生。

■香港順德北滘同鄉會舉行新屆會董就職，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