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郵政將於
下周四（5 日）

發行以經典漫畫《老夫子》為題的一套8枚郵票、兩
張郵票小型張及相關集郵品。這是首套《老夫子》郵
票。為方便顧客額外訂購這套特別郵票及相關郵品而
不必走訪郵政局，香港郵政即日起至12月4日，於
「郵購網」（www.shopthrupost.hk）提供新一輪的
網上預訂服務，顧客會於明年1月22日前收到通知領
取額外訂購的郵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老 夫 子 郵 票

陳百里：政府多招支援 助港走出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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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書
召開「2019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2019年12月2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正
地點：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12號威力工業

中心二樓X室

議程：
1. 通過2018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2. 年度會務及活動報告
3. 省覽並採納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賬目、會董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4. 其他事項

按本會章程第十九及二十條規定，本會對
會員之「通知書」刊出之日，便作已經送達有
關會員，敬請全體會員依時出席為荷。

此致
全體會員

香港工商總會-青年網絡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專題展回顧饒公「學藝相輝」一生
珍貴書信手記照片畫作 今起免費任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青年工業家協
會暨基金會2019/2020年度就職典禮日前在灣仔會
議展覽中心舉行，今年典禮以「同心求創新 塑造
新機遇」為主題，邀得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出席主
禮，並向協會新任會長廖錦興、基金會新任會長孫
國華頒發委任狀。近千名會員及各界友好出席見
證，場面熱鬧喜慶。
出席嘉賓尚包括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特區政府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
偉文、發展局副局長廖振新，立法會議員林健鋒、鍾
國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吳亮星等。
陳百里致辭說，據最新經濟數據顯示，香港已步

入技術性衰退，如果香港要重新站起來，除了需要
政府更積極、努力推動有利經濟發展的項目

外，更有賴在場各位工業家、實

業家的支持與配合，而特區政府亦會為大家提供多
方支援，幫助大家走出香港，把握種種機遇；同時
亦冀大家要對香港有信心，相信香港很快將走出陰
霾。

廖錦興：增港青認識工業發展
廖錦興表示，在新一屆任期將以增加會員凝聚

力、加強香港年輕人對工業發展的認識、聚焦工業
創新創意去提升競爭力為目標。香港工業轉型從未
停止，知識型經濟是未來的必然，而隨着資訊流通
與科技應用，亦淡化了香港地小的弱點，相信大家
面對再困難的環境都能找到機遇。

孫國華：給機會育青年全面視野
孫國華表示，香港工業需要同心，更要互相諒

解，培養默契，即使面對近日複雜的環境，亦不可
心灰意冷。基金會未來將會在教育方面加大投放資

源，給予年輕人更多機會，並培養他們的全
面視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佛教聯
合會（佛聯會）日前舉行「邁向75周年會
慶」，同時慶祝會屬轄下陳馬美玉紀念康樂
營建立40周年。當晚，各大宗教代表、佛
教弟子近500人濟濟一堂，氣氛溫馨。
慶祝活動以慈善素宴的形式進行。佛聯會

會長寬運法師及主禮嘉賓在晚宴中主持了
「邁向75周年系列活動啟動儀式」，點亮
代表社會大眾護持的「明珠」，以亮光寓意
佛教的發展一片光明，佛教界秉承佛陀「不
為自身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精神，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開創香港佛教更加美
好的明天。
寬運法師致辭時表示，今年是香港充滿挑

戰的一年，社會因政治紛爭而撕裂，民生受

困，人心受苦，他希望全港市民以正知、正
見、正行恢復社會秩序及市民的正常生活，
佛聯會亦曾多次聯同全港佛教界舉辦大型祈
福法會，合四眾願力，萬眾一心至誠祝福香
港。佛教界衷心祈願國家富強，香港繁榮，
人民幸福，世界和平。
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朱文，特區政府民政事

務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等出席主禮。謝凌
潔貞致辭時讚揚佛聯會在弘法利生、慈善及
藉康樂營推動各項體育活動中不遺餘力。
據悉，佛聯會位於東涌的陳馬美玉紀念康

樂營建立40周年，而營地於年前開始的翻
新工程亦已完結，康樂營將正式以全新面貌
投入服務，為道場、學校、機構等提供方便
的康樂活動場地。

佛聯會點亮「明珠」冀社會恢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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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共設五個展館，分別為：「家學淵
源」、「寓研於教」、「上座傳

經」、「學藝雙攜」和「退而不休」。
在「家學淵源」展館，介紹饒宗頤生於廣

東潮安，家族是潮州富戶，父親饒鍔是當地
著名學者，曾編著《潮州藝文志》，後由饒
宗頤續編並修訂全稿。是次展品包含後人出
版的《饒鍔文集》及饒宗頤年少時的生活
照。

展饒宗頤訪學手記
「寓研於教」及「上座傳經」展館，介紹

饒宗頤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和藝術有深入研
究，在上古史、地方史、甲骨學、簡帛學、
目錄學、楚辭學、敦煌學、宗教學、考古學
和文學等多個範疇取得豐碩的成果。他曾先

後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新加坡大
學任教，還多次赴海外講學。觀眾可以在展
覽中看到研究相關的多項收藏史料，饒宗頤
與其他教授學術往來的書信，以及他訪學時
期的手記。

風景畫作證饒對港感情
除學術成就外，饒宗頤的書法畫作亦具有

藝術價值，「學藝雙攜」展館展示了他在這
方面的成就。
他尤其擅作荷花，筆下的荷花千變萬化，

有 「饒荷」之稱。其中，他於2001年繪製
的一幅巨型畫作《設色荷花巨幅》，該畫長
約6米，寬2.4米，氣魄雄偉，令人看得心
曠神怡。
此外，展覽還收錄了饒宗頤描繪港澳風景

的多幅畫作，場景有香江的太平山、大埔新
娘潭、瑪麗醫院的窗外風光及澳門松山等，
見證饒宗頤對於港澳的深刻感情。
第五個展館是「退而不休」。晚年的饒宗

頤仍然沒有放棄學術研究，逾半的學術文章
是退休後編成，展覽介紹了他規律的晚年作
息以及簡單清淡的養生理念，並特設了一處
空地，上面放置數個蒲團，供觀眾親身體會

饒公的「靜心」法門。
「饒宗頤的故事」專題展覽由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和香港大學聯合主辦，是特區政府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活動之
一，免費向公眾開放。
為配合展覽，香港文化博物館將在同期舉

辦一系列特備節目，包括學術分享會及講座
等，有意者可報名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年

是國學大師饒宗頤逝世一周年，為

紀念他一生的成就，香港文化博物

館由今日起至明年 2月 17日舉行

「饒宗頤的故事」專題展覽，回顧

他「學藝相輝」的一生，展示他為

香港、國家以至世界留下的寶貴精

神財富。展覽透過饒宗頤的生活照

片、私人信函、藝術創作、學術研

究成果及其他文獻資料等超過200

項展品，從人生、學術、藝術及文

學等方面，展示這位以香港為家的

學者一生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蕊）香港福建商
會日前舉行辦學68周
年暨福建中學四校校慶
聯歡宴會。福建商會理
事長兼教育基金主席丁
良輝，教育基金副主
席、福建中學四校校監
黃周娟娟，教育基金榮
譽主席林廣兆、駱志
鴻，聯同校董、教職員
工、退休教工、家長、
校友數百人濟濟一堂，
暢敘歡賀，氣氛熱烈。

丁良輝：辦學獲認同
丁良輝表示，福建中

學自創校以來，經過68
個寒暑，規模日益壯
大。在四校校長的帶領
下，辦學成績驕人，校
譽日隆，得到了香港社
會人士廣泛認同和肯
定。未來在福建商會的
支持下，校董會和全體
教職員將全力以赴，使
福建中學四校的辦學成
果更加豐碩。
黃周娟娟則表示，在
四校校長和全體教職工

的努力拚搏下，四所學校已各自
創出自己的特色和成就，辦學成
績卓越。但是，作育英才任重而
道遠，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崗位上
共同努力，同心攜手把福建中學

四校辦成具特色的名校，為祖國
為香港培育更多的優秀人才。
據介紹，香港福建商會成立

於1917年，自1951年首次創辦
福建中學，如今已擁有四所不同
辦學類型的學校，包括福建中學
（觀塘）、福建中學（小西
灣）、福建中學（北角）及福建
中學附屬學校。商會一直堅持愛
國教育，陶鑄愛國英才。校內師
生關愛、校風純樸，學生在公開
考試及學界比賽表現突出。
其中，觀塘福建中學致力培

育德育兼備的優秀人才，學校今
年199名考生中，有139位入讀
本港及海內外大學，上年度參加
校外比賽，榮獲冠、亞、季及優
異獎達765項；小西灣福中在香
港中學文憑試合格率高於全港平
均率，在體藝及全人發展方面亦
取得令人驕傲的成績；福建中學
附屬學校重視學生學術和多元發
展，過去一年在多個海內外比賽
中勇奪金獎、一等獎及冠軍；北
角福中主要協助新來港學童盡快
適應和融入香港社會，今年覓得
寧靜舒適新校址，學生已入讀。
另外，晚會應主禮嘉賓要

求，將紀念品費用捐贈公益金，
因此向主禮嘉賓頒送公益金感謝
狀；並頒發了優秀班主任及優秀
教學獎，同時舉行支票捐贈儀
式。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及多位社
會賢達、善長向香港福建商會教
育基金捐款，支持辦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學術資訊機
構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近日發
表「2019年最廣獲徵引研究人員」名單，
選出全球約0.1%最具影響力的研究人員，
香港各所大學有59名學者成功入選，其中
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講座教授、中科院院士
唐本忠，香港大學病毒學講座教授裴偉士及
校長張翔等更連續3年獲選，展示香港雄厚
科研實力。
「2019年最廣獲徵引研究人員」依據全
球學者發表學術著作及引用情況，按不同領
域選出最具影響力的研究人員，相關學者的
學術成果需要於其領域及出版年份中的引用
排名前1%，才能獲得這項殊榮。
今年共有來自60個國家及地區、6,200多

名研究人員獲選，佔全球學者總數約

0.1%，香港各所大學有59人躋身其中。
獲選最具影響力的香港學者中，有25人

屬於跨領域類別，9人屬工程學，其他較多
人類別亦包括材料科學、化學等。以大學
計，港大有最多的14人入選，城市大學、
理工大學、科大及中文大學，則分別有13
人、12人、10人及9人入選，教育大學亦有
1人入選。
多名知名香港學者連續多年獲獎，如唐本

忠已連續3年同時於化學及材料科學兩個類
別獲選，張翔則連續3年於物理類別獲選，
裴偉士過去兩年屬微生學類別今年則在跨領
域獲選。
其他連續3年獲評最具影響力的香港學者

尚包括城大學務副校長任廣禹、電子工程系
講座教授陳關榮等。

港大學59人膺全球最具影響力研究員

■賓主主持
「陳馬美玉
紀念康樂營
翻新工程竣
工紀念碑揭
碑儀式」。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舉行就職典禮，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饒宗頤於2001年繪製的巨型畫作《設色荷花巨幅》，長6米，寬2.4米，
氣魄宏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饒宗頤繪畫《潤澤四方》及七言聯，描繪雨後的太平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展覽並展出饒宗頤2000
年獲特區政府授予的大紫荊
勳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福建商會慶祝辦學68周年暨福建中學四校校慶聯歡宴會，
賓主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