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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
中國書協香港分會與香港北京交流
協進會合辦之「共圓中國夢 寰宇墨
花飛—全球華人書法名家邀請
展」昨日下午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展

「共圓中國夢」書法展賀國慶
盧新寧劉江華王琪范徐麗泰等 200 嘉賓同賀

覽館隆重開幕。大會邀請世界各地
的華人書法名家共同參加，共展出
了 250 多件書法精作，大家用自己
的書法表達對祖國生日和繁榮發展

施榮懷勉青年勿誤入歧途

的祝賀。展期至本月 8 日下午 4

施榮懷致辭，鼓勵香港年輕人珍惜現在
國家給予的學習機會，不要誤入歧途，相信
只要齊心協力，用理智和法治信心，香港一
定能夠走出陰霾。

時。

開幕式上超過200位嘉賓濟濟一堂，共襄
盛會。一眾主禮嘉賓包括中聯辦副主任

盧新寧、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國際部主任王琪、前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中國書法家協會主
席蘇士澍、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香港北京交流協進
會會長施榮懷、香港賽馬會主席周永健、立
法會議員馬逢國、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謝
凌潔貞、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
忠、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等。

施子清：展覽為祖國華誕呈禮
施子清在典禮上表示，今年適逢祖國 70
周年大慶，藉此機會舉辦全球華人書法名家
展，為祖國華誕呈現一份禮物，祝賀國家繁
榮昌盛、人民生活幸福美滿。
他又指，香港作為內地與國際文化交流
的平台，此次展覽匯聚全球華人書法家的書
法作品，內容不受限制，大部分都是用自己
的筆墨恭賀國家繁榮發展。

蘇士澍：增青年對國學認知
書法家代表蘇士澍指，書法作為無言的
詩、無圖的畫、無聲的樂，書法藝術不僅是
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世界藝術寶庫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全球書法家齊聚香江一起借用書
法謳歌新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並增
加香港青少年對國學的認知，有着積極向上
的作用，寫好中國字、做好中國人，是一項
值得倡導的理念。
此次活動獲特區政府、中聯辦、中國書
法家協會、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等團體
大力支持。
大會也以書法為主題開展了一系列活
動，當中包括「全港中小學書法比賽」，有
超過 160 家學校參賽，在兩個月內共收到逾
千份作品。大會昨日同場舉行頒獎禮，為獲
獎中小學生頒發獎項。
除此，大會今日上午 10 時 30 分及 12 時將

■「共圓中國夢 寰宇墨花飛—全球華人書法名家邀請展」開幕，賓主主持剪綵。
於展館內舉行兩場「名家書法講座」，邀請
香港學者和內地書法名家進行分享；明日上
午則會舉行「名家雅集揮毫」及「公眾書法
工作坊」等。
展覽在中央圖書館展畢後，將於 10 月 17
日至 30 日移師到沙田大會堂展覽館作巡迴
展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電影《攀登者》在港首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9 月 30
日晚，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應邀出席影片
《攀登者》香港首映禮。該片講述 1960
年中國登山隊成功從北坡登頂珠穆朗瑪
峰，完成人類首次北坡登頂珠峰的故事，

於9月30日同步在內地和香港上映。
《攀登者》在港發行事宜由安樂電影
和銀都機構負責。當晚，江志強、林小
明、汪長禹、藍凱莎玲等業界人士共同出
席首映禮。

張健訪福建社聯交流廈港發展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接待張健一行，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廈門市政
協主席張健一行日前到訪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雙方舉
行座談，就廈港兩地發展和未來工作進行
交流。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副主席
施清流、永遠名譽主席姚志勝，香港福建
商會理事長丁良輝、副主席曾少春，福建
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蔡建四、監事
長陳榮旋，常務副會長蘇建豐、楊毅融、
施佳汶、陳志煒等出席接待。

蔡建四：為繁榮穩定獻力
蔡建四說，聯誼會的廈門籍港區政協委
員一直積極參與家鄉經濟建設和香港社會

事務，發揮委員的雙重積極作用，特別是
在愛國愛港事務中，委員們全力配合、積
極參與，體現了政協委員應有的擔當，為
推動聯誼會會務發展和香港社會事務工
作，作出了應有貢獻。
他感謝張健一行蒞臨指導，相信可進一
步加強廈港兩地的各項交流和合作；並期
望在廈門市委統戰部的指導下，廈門籍港
區政協委員繼續發揮帶頭作用，特別是在
香港現時艱難和特殊的環境下，全體委員
要團結一致，弘揚愛國愛港愛鄉的優良傳
統，堅定不移地支持特區政府、支持香港
警察，共同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
作出更大的努力。
張健在會上談及廈門的最新發展，指廈

博愛醫院董事局宴請醫局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加強與各
政府部門的聯繫及溝通，博愛醫院董事局
早前宴請醫院管理局，並與醫管局主席梁
智仁、行政總裁高拔陛及多位總監，就優

化博愛屬下醫療服務互相交流意見。
博愛醫院主席吳錦青於會面時介紹該院
工作，並表示董事局本年度將撥款 80 萬元
資助該院的營運，用以改善設施、援助病

門正面臨一個極為有利的發展機遇，非常
希望在港鄉親能夠積極參與廈門的新一輪
改革開放以及建設發展的大潮，讓大家一
起努力，來推動廈門和香港之間的合作交
流進一步發展。

張健盼推動廈港合作
他同時提到，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
峻的局面，冀大家作為愛國愛港社團，要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中央政協工作會
議上所提出的要求，全面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堅持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要壯大發展愛國愛港力量，為
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作出應有的貢
獻。

患者、加強醫護培訓等日常營運。其中，
中醫服務是博愛醫院的重點發展服務之
一，院方致力為基層市民提供專業可靠的
中醫藥服務；未來博愛醫院也會配合政府
發展香港首間中醫醫院，正積極籌備和預
備投標資料。
他又提到，院方獲醫管局支持的「腹針
治療頸痛」和「中醫科研實務培訓計劃」
已順利完成，並於國外專業期刊發表論
文。同時，「腹針科研論文」將會向
「2019 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投稿，期望
得到大會採納，於中醫藥國際會議中發表
為香港爭光。他並感謝醫管局多年來的支
持及指導，讓博愛的服務得以持續發展，
造福弱勢社群。
博愛醫院副主席簡陳擷霞、李柏成、林
群、陳首銘、周駿達、黃曉君，總理黃偉
光、蕭潔嵐、王文漢、柯耀華及吳泰榮亦
有出席活動。

仁濟董事局與羅致光談社福政策

■仁濟醫院董事局與羅致光等多位官員談社福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仁濟醫院董事局日前約見
勞工及福利局及社會福利署，
並與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社署署長葉文
娟等多位官員會面， 就本港
社會福利政策及該院社會服務
方面的發展交換意見。
羅致光指仁濟的服務涵蓋
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等多
個範疇，服務惠及幼兒至長
者，照顧市民在人生不同階

段的需要 ；同時亦積極配合
及協助推行社署的多項措施
與計劃。相信仁濟將會繼續
為市民提供更多所需服務。
仁濟醫院董事局副主席、社
會服務委員會主席黃楚淇則介
紹了仁濟社會服務的最新發
展。
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王賢
訊，副主席周松東、張文
嘉、孫蔡吐媚、朱德榮，總
理鄧國樑、陳承志、潘蘇凱
欣、鍾培生、何沅蔚及李永
毅出席會面。

潮總周年大會商發展大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潮
屬社團總會（潮總）日前舉行第九屆會
董會 2019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該會首
長、會董同仁踴躍出席，一起回顧一年
來取得的成績，共商未來發展大計。
主席陳幼南在會上作了會務報告，他
首先感謝各位永遠名譽主席的不吝指
教，各位常務副主席及副主席的鼎力支
持，42 個屬會團結一心，秘書處職員任
勞任怨，大家同心協力，積極配合，取
得了可喜的成績。
他同時回顧了 2019 年潮總舉辦的多場
大型活動，包括「萬人盆菜 春風送暖」
敬老活動、「2019 盂蘭文化節」、「潮
拼天下」等；並預告將在今年 12 月舉辦

潮商互助社周年社員大會

■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拜訪醫管局，就優化醫療服務交流意見。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舉行第九屆會董會2019年度周年會員大會，賓主合照。

首屆「潮州菜國際大賽」 。

陳幼南冀為港為鄉獻力
他又指，潮總除了立足香港，推進會
務之外，也積極推動與海內外潮籍社團
及鄉親的交流互動，冀能團結全球潮籍
鄉親，凝聚全球潮人力量，為國家、為
香港、為家鄉的繁榮昌盛貢獻力量。
出席周年會員大會的包括：創會主席
陳偉南，永遠名譽主席蔡衍濤、許學
之，常務副主席張成雄、莊學海、陳振
彬，副主席陳愛菁、莊健成、孫志文、
林宣亮、胡澤文，名譽副主席許瑞良，
名譽顧問胡楚南、許瑞勤，副秘書長鄭
敬凱等。

■香港潮商互助社舉行周年社員大會，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
香港潮商互助社日前在上環會所舉
行 2019 年度周年社員大會，會上通
過新一屆理事會名單。該會理事長
孫志文表示，未來將繼續秉持立社
宗旨，繼續加強慈善事業，以及推
動傳統潮汕文化的傳承。
孫志文在會上作工作報告時表
示，該社一直以服務社會為目的，
致力辦好醫療福利、贈醫贈藥、濟
困扶危等社會公益活動，為有需要
的人，特別是長者提供援助及關
懷；另外為弘揚潮汕優秀傳統文
化，該社音樂部曾多次於香港各社
區以至海外舉辦潮州音樂及潮曲表
演，展示潮文化的魅力。

孫志文：挺警執法 止暴制亂

他續說，過去一年，在理事同仁
和社員的團結努力下，社務不斷發
展，加上理事會積極邀請了一批青
年才俊加入，為互助社增添活力，

冀可承先啟後，推動社務持續發
展。
孫志文又提到，互助社作為愛國愛
港團體，對於近期發生的一系列極端
暴力行為，該社同仁旗幟鮮明地反對
任何鼓吹「港獨」的行為主張，必定
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察
嚴正執法，止暴制亂。
展望未來，該社將繼續加強西醫
診所等慈善事務，加大力度扶持音
樂部對傳統潮汕文化的傳承。
他並向各方好友鄉賢對互助社經
費的慷慨捐款表示衷心的感謝，希
望各位繼續支持該社慈善事業。
會議上，全體一致通過現任第五
十七屆的 50 位理事自動當選為第五
十八屆理事，同時增補4位理事。
潮商互助社常務副理事長鄭敬
凱、孫淑強、陳志明，永遠名譽及
榮譽社長邱子成、李蘭篤、陳賢
豪、朱兆明、林本雄、許湘玲、陳
良卿、李志強及理事出席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