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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衛東惠東十三日
報道】惠州市惠東縣巽寮濱海旅遊
區舉辦中華媽祖文化旅遊節，開幕
式在 4 月 13 日（農曆三月二十三日
）上午隆重舉行。而這一天正是媽
祖的誕辰。

據了解，惠東巽寮濱海旅遊度
假區是粵東著名的旅遊勝地，也是
媽祖文化的傳承地，媽祖的信仰在
當地居民中佔據極其重要的位置。
2011 年，媽祖廟宇——天后宮重建
開放，並樹立5.3米高的媽祖神像，
其作為廣東省最高的媽祖神像，吸
引了眾多信眾和遊客前來朝拜和參
觀。2011 年下半年，巽寮媽祖理會
成功加入中華媽祖協會，正式成為
中華媽祖協會的成員。

開幕式上，中華媽祖文化交流
協會常務副會長林國良及惠東縣長
徐毅分別致辭。隨後，由中華媽祖
文化交流協會向巽寮媽祖理事會頒
發 「中華媽祖文化協會會員」牌匾
，而新建的巽寮媽祖文化展覽館同
時開館向外人開放。

開幕式結束後，一場大型的祭
奠儀式隨即開始，儀式在巽寮濱海
旅遊度假區天后宮主殿舉行。整個
祭祀儀式遵照媽祖文化發源地福建
湄州的媽祖正統祭祀制度和禮儀進
行，並且結合巽寮當地文化，從流
程、隊列排序、服裝道具，到祭品
都有嚴格要求。據了解，為了保證
祭典的正規性，主辦方在活動開始
的前一個月，遠赴福建湄州邀請了
當地參與媽祖文化研究的專業人士
前來巽寮進行指導，並且成立了專

門的培訓隊伍，對儀仗、儀衛、舞
生，都進行了專業的培訓。

祭典儀式持續了一個小時，其
中還包括向媽祖敬獻花籃儀式等內
容。

下午是媽祖金身巡安活動，場
面氣勢更為弘大，巡安隊伍陣容超
過200米，人數達200人以上。隊伍
中，六輛龐大的花車格外引人注目
，每輛花車造型各異，約6米長、4
米高，分別代表惠東山海資源、巽
寮的豐富海特產、巽寮漁家民俗文
化等旅遊文化方面的內容。據介紹
，早在 3 月初，活動組委會就已經
派隊伍遠赴福建湄州將媽祖金身迎
接歸來，和巽寮媽祖神像一起安住
在巽寮濱海旅遊度假區天后宮。

當天巡安路線覆蓋巽寮濱海旅
遊度假區的 4 個行政村，活動持續
了近 4 個小時。主辦方介紹，第二
天全天還將繼續進行媽祖金身巡安
活動，路線涵蓋更多地方，傍晚回
到巽寮天后宮住地。

主辦方介紹，巽寮濱海旅遊度
假區之所以舉辦中華媽祖文化旅遊
節，是因為媽祖信俗已列入人類非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這也是中
國首個信俗類的世界遺產，是中華
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巽寮旅
遊區借助於這一節事的舉辦，可以
全方位推介巽寮旅遊資源及優勢特
色。因此，整個媽祖文化旅遊節期
間，還包括漁船出海活動、 「福佑
巽寮」大型文藝晚會、焰火晚會、
四晚大戲（黃梅戲）等眾多精彩紛
呈的活動和節目。

【本報訊】由湖南省常德市外僑辦羅先
友主任、經濟開發區張帆主任帶隊，市僑聯
陳麗君主席等一行 5 人，本月 11 日訪港，受
到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的熱烈歡迎。訪問團與
港僑聯會會長余國春，副會長王欽賢、鄧楊
詠曼等座談，推介 「第七屆中國中部投資貿
易博覽會」（簡稱 「第七屆中博會」）主題
內容，並相互交流了僑務工作，冀望加強合
作，共同為助推湖南和香港的經貿、文化交
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據介紹， 「第七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
覽會」定於 5 月 18 日─ 20 日在湖南省舉行。
本屆博覽會以 「開放崛起，綠色發展」為主
題。 「中博會」期間將舉辦 「世界華商領袖
峰會」、「中部六省與跨國公司懇談會」、招
商推介、項目洽談、展覽展示等大型活動。

相互交流僑務工作
羅先友主任表示，該團此行有三個目的

：一是受常德市委、市政府委託，誠邀香港
僑界及工商各界人士組團參加 「第七屆中博
會」，二是感謝港僑聯會一直以來對該市經
濟、社會發展建設的關心及支持，三是歡迎
僑商帶領各界人士到該市考察、投資、創業
、置業、觀光、旅遊。張帆主任介紹了該市
經濟、貿易、旅遊、文化等商情。他說，常
德市是湘西的重要城市，素有 「桃花源裡的
城市」美稱，不僅商機豐富，旅遊資源也豐
厚。歡迎各位借參加 「第七屆中博會」之機
，到該市進行商務考察、旅遊觀光。

余國春會長向客人簡要介紹了日前在北
京舉行的 「第6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
」的情況。他說，這次大會有來自110個國家

和地區的接近600名華僑華人社團負責人出席
。規格很高，場面隆重，非常成功，意義深
遠。港僑聯會有 20 多人應邀參加。在人民大
會堂受到胡錦濤、賈慶林、習近平、李克強
等國家領導人親切會見，並合影。表明國家
對海外華僑華人的特殊關懷和重視。國務院
僑辦李海峰主任作《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展
示僑胞良好形象》的主題演講。他本人也在
大會交流時作了題為《發揮 「僑」的獨特作
用．傳播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演講。

免費舉辦 「湖南周」
余國春回顧，去年9月，他帶領香港僑界

、經濟界、文化界人士參加湖南省首屆 「僑

商僑智聚三湘」活動。在常德、長沙、張家
界等地市參觀考察，對常德市經濟、社會、
人文歷史等各方面的發展成就，感到鼓舞。
他表示，香港僑界已經有不少人士在湖南投
資、創業。該會將繼續發揮獨特作用，積極
推介並組團參加 「第七屆中博會」活動。他
本人經營的裕華國貨集團還計劃於今年9月份
，湖南省在香港舉行招商會期間，免費為該
省舉辦「湖南周」系列商品推介、展示活動。

參加會見和座談的還有：常德市外僑辦
副主任曾長安、調研員步隆林，港僑聯會司
庫、宣傳出版委員會主任陳志煒，青年委員
會主任梁志明，婦女委員會榮譽主任余游素
子，辦公室副主任李金林等。

【本報訊】為慶祝國際婦女節102周年，
香港晉江同鄉會日前在北角怡苑酒樓舉行慶祝
2012 年 「三八」國際婦女節聯歡會。筵開 30
席，會長董吳玲玲，婦女部主任曾淑芳，副主
任莊法治等偕 300 多位婦女姐妹歡聚一堂，載
歌載舞喜慶「三八」國際婦女節，氣氛融洽熱烈 。

董吳玲玲會長致辭時，首先向與會婦女們
致以節日的祝賀，並感謝姐妹們及與會嘉賓的
支持，積極參與同鄉會會務工作。董吳玲玲會
長同時表示，在102年前婦女積極爭取權益及
福利，前人努力下才造就今天的女性地位得以
提升，當今的女性角色已隨時代轉變，婦女面
對工作及家庭，兩者兼顧，發揮堅強的毅力。
現時的婦女已撐起半邊天，各個階層及行業的
婦女在不同的領域及崗位上都努力貢獻自己，
今天舉辦的活動藉以團結與表揚各個階層及領
域範疇中貢獻良多的女性。她們熱心參與社會
、婦女事務，個人事業皆成就斐然，不愧為香
港的傑出女性，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並請全體
嘉賓及姊妹們以熱烈的掌聲以示表揚及祝賀。
同時鼓勵各位婦女姐妹團結互助，做好工作，
照顧好家庭，進一步關注、參與社會活動，爭
取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貢獻。

蔡世傳副會長代表嘉賓讚揚董吳玲玲會長
在任內首次倡辦這個慶祝活動，又感謝婦女們
在各行各業發揮作用和影響力，積極參與會務
發展，希望今後本會每年都舉辦慶祝 「三八」
國際婦女節活動，能更好地凝聚廣大婦女姐妹
們的力量。

婦女部主任曾淑芳大姐表示，歡迎各位嘉
賓及婦女姐妹們參加慶祝 2012 年 「三八」國
際婦女節聯歡會，也非常感謝董吳玲玲會長及
同鄉會領導們對婦女姐妹們的鼎力支持，出錢
出力。長期以來，婦女們為家庭和社會盡心力
。希望大家團結攜手，更好發揮婦女 「半邊天
」作用，繼續支持同鄉會務工作，進一步關注
社會事務，為香港社會和諧盡心盡力。

婦女部莊法治副主任率與會的全體女會董
們以茶代酒向在場的嘉賓及婦女姐妹們送上溫
馨的祝福與誠摯的謝意。董吳玲玲與會員姐妹
們一起表演了精彩的歌舞節目，現場氣氣熱烈
而溫馨。

出席活動的還有該會永遠榮譽會長姚加環
、洪建築；永遠名譽會長施振銜；副會長蔡世
傳、柯文華、洪重慶、陳雅輝；名譽會長洪雅
麗、吳秀治；副會長朱銘泉夫人、柯文華夫人

、洪東群夫人、許自強夫人、洪重慶夫人；秘
書長王玉笛；常務董事蔡銘博、莊陽輝、許文
偉、吳錦旗、呂曉東、許清安、莊材浮、陳志
強、施碧霞、吳明珠、陳明珠、丁淑琴、蔡黎
明、黃麗紅、蔡麗娥、蔡安娜、吳寧群、鄭科
雄、鄭芳瑩等十多位青年委員。大會由女青委
黃瑞端擔任司儀。聯歡會在姐妹們《明天會更
好》的歌聲之中畫上句號。

【本報訊】香港荃灣北僑福利會
有限公司第二十九屆理監事就職典
禮暨會員敬老聯歡大會，於日前在
荃灣悅來酒店五樓宴會廳舉行。應
邀出席的主禮嘉賓有荃灣民政事務
專員張岱楨太平紳士、荃灣區議會
主席陳耀星、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
絡辦新界工作部處長張華、荃灣警
區指揮官林文榮、社會福利署荃灣
及葵青區助理福利專員陳國豪、荃
灣鄉事委員會主席鍾偉平等，當晚
筵開五十一席，逾六百位各界友好
，長者，會員及親屬參加了盛會。

大會由會長呂寶興致歡迎詞，
理事長朱茂琳致詞，主禮嘉賓荃灣
民政事務專員張岱楨致詞，荃灣區
議會主席陳耀星致勉詞，監事長秦
偉忠致謝詞。理事長朱茂琳在致詞
中回顧 「北僑」52 年來一路風雨，
一路陽光的發展歷史，頌揚了前輩
滿懷愛心和鄉情，用辛勤的汗水澆
灌了 「北僑」這塊園地，為 「北僑
」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第 28 屆
理監事堅持和發揚了前輩的理念和
宗旨，一如既往的關心會員和街坊
的福祉，積極投身社會，參與建設
和諧社區的活動，參加了 「公益金
百萬行」、 「荃灣新市鎮 50 周年金
禧的系列活動」、 「荃灣藝術節」
及 「荃灣新春敬老慈幼大會」等，
深受社會各界的好評。她表示展望
未來，新一屆理監事一定會在各位
前輩的幫助和指導下，服務社群，開
拓創新，為建設和諧社會而努力。

荃灣民政事務專員張岱楨及荃

灣區議會主席陳耀星熱情讚揚荃灣
北僑福利會服務社群五十餘年，堅
持愛國愛港的精神，積極參與社區
活動，開展多方位服務，為廣大會
員謀福祉，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績。
並殷切期望荃灣北僑福利會能在香
港回歸祖國 15 周年的一系列活動中
，配合政府及區議會，作出更大成
績。

當晚，內容多彩多姿，會前有
精彩的越劇表演，大會後有兩位小
學五年級的小朋友符鈞淇和黃子芹
表演拉丁舞（曾在去年6月 「第五屆
香港體育舞蹈——2011 年中國體育
舞蹈公開賽香港站」獲標準舞冠軍
），有精彩文娛表演，贏得陣陣掌
聲。大會備有豐富獎品抽獎，共有
百餘個獎品，幸運者個個都笑逐顏
開。永遠會長魏天欽為 6 位 90 歲以
上長者派大利是每人一封，會長呂
寶興為 70 歲以上長者 225 人派利是
每人一封。大會為服務香港荃灣北
僑福利會 50 年的副會長秦茂祥贈送
紀念品。

出席大會的香港荃灣北僑福利
會二十九屆理監事成員有：會長呂
寶興；副會長周迪獻、秦茂祥、王
聖根、陳偉道、茹正偉、呂永芬、
王麗珍；理事長朱茂琳；副理事長
駱德明、金鳳潮、王鐵珊、夏長福
、秦偉國、許金富；監事長秦偉忠
；副監事長嚴炳高、張正義、陳誠
偉、周琦珩、香偉強、蔣萬全；理
事何湯華、周迪遒、高鑫炎。

與常德外僑辦訪港團舉行座談會

港僑聯會全力支持中博會

▲余國春（前排左四）等港僑聯會首長與常德市外僑辦訪問團成員合影

荃灣北僑敬老聯歡

巽寮媽祖文化旅遊節揭幕

晉江同鄉會歡慶婦女節

▲香港荃灣北僑福利會新屆就職暨敬老聯歡，主席台上賓主合影

▲巽寮媽祖文化旅遊節開幕式

▲媽祖金身巡安

▲董吳玲玲會長在聯歡會上致詞

陳永棋表示，作為老朋友，友好協進會已
多次與中央統戰部合作舉辦研討班，但還是覺
得今屆的規格最高，薈萃了全國各地的專業界
精英，有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
可謂均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讚嘆祖國改革開
放 30 多年來，進步飛速，專業人才水平越來
越高，視野越來越廣，在許多方面與港並駕齊
驅，甚至已超過香港，這樣的局面對國家建設
持續發展是非常有利的。他向客人介紹該會時
指，在中央的領導下，該會在回歸前後，均為
凝聚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及社會
知名人士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該會已成為本港
各界精英服務國家、服務社會的一個重要平台
。他期望通過研討班的學習，大家不但了解了

港情，亦能為處在 「十字路口」的香港提些建
議，得以共同發展。

為國家建言獻策
王永慶在致詞時首先就友好協進會的熱情

接待及該會長期對中央統戰部工作的支持表示
感謝。他指，本次來港既能見到老朋友，又
能結識許多新朋友，感到特別開心。他讚揚
友好協進會自成立以來，長期堅持愛國愛港
的立場，致力於團結各界精英，為祖國的各
項建設及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了積極的
貢獻。他並指在該會的鼎力支持下，成就是
次難得的學習之行，擴大了這些全國頂尖的
專業人士與香港的交流合作。相信通過學習

及借鑒香港的專業經驗，今後在提高服務水
平、促進雙方合作、為國家建言獻策等方面都
會有很大的幫助。

出席當晚宴會的友好協進會方面還包括副
秘書長張華峰，副公關總監朱蓮芬，董事蔣麗
芸、譚錦球、黃友嘉，香港友好協進會發展基
金司庫陳維端，總幹事魯夫等。研討班則有包
括班長湯敏，副班長韓德雲、王輝耀，秘書長
朱征夫以及學員樊蕓、陳建國、何偉、施杰、
權忠光、崔太平、溫江鴻、石文先、柴強、黃
西勤、吳玉華、雷華鋒、張毅、辛春華、周昱
今、王麗、吳革、藍逢輝、王慶澤、張梅、張
惠岩、王婭妹、袁爭等出席。

友好協進會盛情接待研討班

統戰部精英抵港學習交流

香港友好協進會昨晚假金鐘港麗
酒店舉行晚宴，盛情接待以中央統戰
部局長王永慶率領的 「中央統戰部
（2012）香港社會管理研討班」 一行
。該會會長、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
該會公關總監、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
副主任盧文端及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
沖、處長袁俊等出席接待。賓主雙方
均表示，將充分利用是次機會，加強
交流合作，為內地和香港的各項建設
作出貢獻。

本報記者 黃閩

▲友好協進會接待 「中央統戰部（2012）香
港社會管理研討班」 一行，賓主合影 本報攝

▲賓主互贈紀念品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