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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雄在致詞時表示，將在歷屆前輩打下
的良好基礎上，在家鄉領導的支持和關心下，
在全體會員的努力下，秉承敦睦鄉誼，促進互
助的精神，共同為香港和家鄉做更多的貢獻，
群策群力，繼續推進會務再創輝煌。

陳金雄榮任新一屆會長
吳仰偉代表中聯辦對新一屆會董表示祝賀

，他讚揚大家 15 年來，秉承創會宗旨，團結
互助，熱心公益，為港為鄉作出積極貢獻。他

並感謝該會對他本人及中聯辦工作的支持。
馬逸麗致詞時指，受李鋒書記的委託，前

來祝賀該會新屆就職。她高度評價該會致力敦
睦鄉誼，弘揚潮汕文化，促進經貿發展，為家
鄉的經濟建設及公益事業所作出的貢獻。她並
勉勵大家繼往開來，繼續支持關心家鄉的建設
，為建設幸福汕頭而共同努力。

何吳靜靜致時說，為自己身為潮州妹而自
豪。她讚揚潮州 「大男人」有承擔、有使命感
，潮州 「小女人」溫柔嫻淑、默默耕耘。希望

大家同心協力，把香港這個共同的家園建設得
更加美好繁榮。

席間設有潮曲演唱及幸運抽獎，大家度過
了一個開心的夜晚。出席是場活動的知名人士
及各界領袖還包括柯茂、陳德生、鍾瑞興、吳
哲歆、孫志文、劉葉淑婉、唐學元、陳維信、
李蘭篤、陳強、許學之、陳鵬、楊鮀生、劉玉
珍等。香港澄海同鄉聯誼會新屆主要成員有：
會長陳金雄；副會長楊友平、林雪英、王文漢
、陳訓道、陳章喜、林雪芸等。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
前，來港出席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
金會新一屆就職典禮的福建省政協
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雷春美，
統戰部副部長莊奕賢等一行到訪旅
港福建商會於上環會所，受到了全
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該會監
事長盧文端，原全國人大代表、該
會永遠榮譽會長林廣兆及多位該會
高層的熱情迎接。賓主雙方廣作交
流，均表示將繼往開來，共同為香
港的繁榮穩定，福建的各項建設發
展而努力。

盧文端首先代表出差在外的理
事長林銘森及全體會員向客人表示
誠摯的歡迎。接着他向客人介紹該
會創會95年的歷史時表示，該會在
歷屆鄉賢的不懈努力下，堅持愛國
愛鄉傳統，充分利用該會平台，以
商為主，凝聚了廣大閩籍港商，在
促進自身事業發展的同時，服務鄉
親，造福社會。如今旗下有 4 間學
校，為社會培養了大批人才，為教
育事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該會
並擁有 「福建義山」，每年清明該
會首腦均前往拜祭，旨在敬老揚善
，盡孝弘德。盧文端並表示，作為
香港福建社團最大的屬會，該會將
一如既往地堅持創會宗旨，支持家

鄉的建設，發揮橋樑紐帶作用，推
動閩港兩地經貿不斷向前發展。

該會副理事長、福建中學校監
黃周娟娟向客人詳細介紹了該校近
年的發展情況，以及辦學成就，並
感謝歷任省領導對該校的關心和支
持。

雷春美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對
大家表示親切的問候。她讚揚該會
人才輩出，精英薈萃，長期積極服
務社會，樂善好施，興學育人，在
各個歷史時期均發揮作用，為國家
為香港為家鄉作出了傑出貢獻。她
勉強商會同仁，將愛國愛港愛鄉精
神薪火相傳，把社團的品牌打得更
響，進一步推動會務邁向新台階。

出席活動的旅港福建商會人員
還包括：副理事長吳連烽、丁良輝
、黃長猷、顏金煒，副監事長黃友
嘉、楊伯淦、吳天賜，常務理事孫
禮賢、洪金火、林智彬。參加會面
的省代表團成員有：省委統戰部聯
絡處處長章正樣、雷部長秘書賴前
斌、省委統戰部聯絡處主任科員陳
燕影、省希望辦主任葉周玲等；中
聯辦處長李文慎、張強及陳隆秀、
盧金榜；華閩集團副總經理兼協聯
部總經理丁炳華、協聯部副總經理
張克強等。

澄海同鄉會新會董就職
吳仰偉馬逸麗何吳靜靜陳偉南等主禮

香港澄海同鄉聯誼會慶祝成立15周年暨第8屆會
董就職典禮，日前假中環美心大酒樓舉行。當晚筵開
50餘席，近600位各界友好、鄉親會員歡聚一堂，同
申慶賀。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汕頭市委常
委、市統戰部部長馬逸麗，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何吳
靜靜，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會長陳偉南及澄海區區
委書記陳向光蒞臨主禮。新一屆會長陳金雄在大家的
見證和祝福下率全體會董正式就職。

本報記者 黃閩

▲香港澄海同鄉聯誼會第8屆會董就職，主席台上賓主合影
本報攝

▶吳仰偉（中）為會長陳金雄（左）、常務副會長楊友平頒發
證書 本報攝

福建商會接待雷春美一行

【本報訊】澳門消息：澳門博彩股
份有限公司今年再度榮任澳門格蘭披治
大賽車唯一的特約贊助商，並繼續冠名
贊助其中兩項國際級賽事—— 「澳博」
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以及FIA
世界房車錦標賽——澳門東望洋大賽
—— 「澳博」特約，後者由澳博連續第
十一年贊助。

澳門大賽車被譽為亞洲最具歷史性
的賽事，現已發展成為世界知名的體壇
活動，一直獲得澳博的全力支持。第五
十九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將於本年 11
月15日至18日在澳門舉行，澳博再度成
為本屆澳門大賽車的最大支持者，包括
冠名贊助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
及澳門東望洋大賽，前者於今年慶祝創
立三十周年，而後者被列入著名FIA世界
房車錦標賽壓軸回合的賽事。

為配合澳門特區政府將大賽車活動
推廣至其他地區，吸引更多旅客到訪澳
門，澳博參與了 4 月 13 至 15 日在廣州和
江門舉行的 「廣東．澳門周」大型旅遊
宣傳活動，當中展出了冠軍車手的戰車
及來自澳門大賽車博物館的珍藏品，澳
博於展區內亦設有推廣攤位，深受市民
和旅客歡迎。

澳博作為澳門唯一土生土長的賭牌
公司，一直本着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的理念，積極參與澳門各項發展，包
括推動體育盛事如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藉此提升澳門的國際形象，並推動澳
門旅遊業的多元發展。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蘇
樹輝表示： 「澳博慶祝成立十周年之際
，十分高興再度成為澳門格蘭披治大賽
車的最大贊助商。澳博傳承五十年歷史
，一直十分支持這項由本土發展的大賽
車活動；很榮幸能與政府攜手合作，將
這個澳門旅遊品牌盛事推廣至世界各地
。」

最近看到有報
道稱，有人稱自己
是菩薩，為此，特

別要在此糾正一下，以示眾見：
《金剛經》說：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

，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
薩，何以故，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
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
提，若菩薩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
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
，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
，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意思是 「釋迦牟尼佛告訴弟子須菩提，
菩薩亦應該好像前面所說的例子一樣。如果
自己心中這樣想，又或者口中說，我當滅度
無量的眾生，這種人實際上不是菩薩。為什
麼呢？須菩提，實在沒有法名，稱之為菩薩
，所以佛說一切法，沒有我相，沒有人相，
沒有眾生相，沒有壽者相，也就是佛說的法
，是不應該有我的觀念，有人的觀念，有眾
生觀念，有時間觀念，當然也不應該有空間
觀念。須菩提，如果菩薩這樣說，我應當莊
嚴佛土，這種人不符合作為菩薩的標準，為
什麼呢？如來說，莊嚴佛土的人，只能去做
，做完以後就算了，不能想着，我曾經莊嚴
過佛土。（作者註：什麼是莊嚴佛土呢？禮
敬諸佛是莊嚴佛土，稱讚如來是莊嚴佛土，
廣修供養，懺悔業障，隨喜功德，請轉法輪
，請佛住世，常隨佛學，行順眾生，普皆迴
向是莊嚴佛土。慈、悲、喜、捨是莊嚴佛土
，六般若密是莊嚴佛土。）須菩提，如果菩
薩通達，沒有我，沒有法的道理，如來說，
是真菩薩。」

對於做好事，應該讓人知道，又或不應
讓人知道呢？在社會上依然存在很大的不同

見解。
孔子的弟子子貢，見到一個

魯國籍的奴隸，便自己出錢將他
贖了回來，卻不願接受政府的獎
賞。

藥無貴賤 能醫者良
對於以上的行為，孔子聞而

惡之曰： 「賜失之矣。夫聖人舉
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
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
國富者寡而貧者眾，受金則為不
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
複贖人於諸侯矣。」意思是：孔
子聽見以上的行為，認為不當說
： 「這件事子貢做錯了，凡是聖
賢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要做了
以後，能把風俗變好；可以教訓、引導百姓
做好人，這種事才可以做；不是單單為了自
己覺得爽快稱心，就去做的。現在魯國富有
的人少，窮苦的人多；若是受了賞金就算是
貪財；那麼不肯受貪財之名的人，和錢不多
的人，就不肯去贖人了。一定要很有錢的人
，才會去贖人。如果這樣的話，恐怕從此以
後，就不會再有人向諸侯贖人了。」

另一個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
感謝地送給子路一頭牛，子路收下了。

孔子對子路是這樣評論的： 「自今魯國
多拯人於溺矣。」意思是： 「從今以後，魯
國就會有很多人，自動到深水大河中去救人
了。」

由這兩件事，用世俗的眼光來看，子貢
不接受賞金是好的，子路接受牛，是不好的
；不料孔子反而稱讚子路，責備子貢： 「子
路受人以勸德，子貢謙讓而止善」。照這樣

看來，要知道一個人做善事，不能只看眼前
的效果，而要講究是不是會產生流傳下去的
弊端；不能只論一時的影響，而是要講究長
遠的是非；不能只論個人的得失，而是要講
究它關係天下大眾的影響。

孔子的觀念與金剛經的觀點似乎不一樣
，原因何在？非聖人的觀點不一樣，而是眾
生的根性不一樣， 「藥無貴賤，能醫者良；
法無高下，當機者尚。」意思是 「藥的貴賤
不在乎價格，只在於能否把病治好，能治好
病的藥就是良藥，同樣地，聖人的法是沒有
高低之分的，只在於能否解決眾生心理問題
，能解決好眾生的心理問題，這種方法就是
好方法，一切在於對症落藥。」

因此，眾生有八萬四千煩惱，而不同的
時期、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煩惱和痛苦，
佛陀則設立了有八萬四千法門，就是為了
「對症落藥」。

澳博贊助格蘭披治大賽

來論

楊釗談佛 楊 釗

二○○一年獲得青年工業家獎的飛
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董事總經
理顏顏寶鈴，去年就任香港青年工業家
協會執行委員會會長，上任半年來，開
展了一系列會務活動，包括成立 「設計
及科技委員會」，舉行多項活動，鼓勵
和促進高增值工業發展，繼該會設立
「香港事務委員會」、 「教育及培訓委

員會」、 「內地及國際事務委員會」、
「會員事務及公關委員會」後又一專責

委員會；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財政預算案》、《競爭條例草案》等

業界和社會關注的議題，發表和向政府提交建議意見
書，並會見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繼續舉
辦青年教育培訓計劃，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培育人
才；為各地統戰部經理處長舉行 「經濟處長港澳考察
培訓班」；舉辦了新春團拜、高爾夫球賽等活動，團
結和凝聚業界力量；繼此次閩廈行後，六月二十日組
團訪京，加強與中央有關部委聯絡。

顏顏寶鈴表示，該會是由香港工業界精英分子
組成，涉及行業廣泛，代表性強，是香港工業的龍頭
，是特區政府與工業界的溝通橋樑，是保持香港繁榮
穩定的重要基石之一，會員在工業和社會事務方面的

成就備受社會肯定。在此基礎上，她更要積極推動會務，為業界的發展向特區
政府建言，使該會地位進一步提高，與香港四大商會並駕齊驅。

傳統工業是港經濟支柱
她說，傳統工業向來是香港經濟支柱，雖然市場形勢和內地投資環境變化

，傳統工業需要轉型走新路向，但成功者有幾何？難道香港的傳統工業就無法
持續下去？她認為鄰近國家生產成本與內地有較大差距，適合勞工密集的傳統
工業生存，由於傳統工業需要很多配套行業才能運作暢順，故單靠個別廠家單
打獨鬥是不夠的，需要特區政府與當地政府商談，作出整體和長遠規劃，才能
為傳統工業再移植創造新環境。她的帽業生產已於半年前把訂單外判給孟加拉
的工廠，計劃未來三年把一半生產量交由當地負責，並考慮入股當地工廠。有
關在孟加拉開闢香港工業園之構想，她打算向候任特首提出有關建議，包括東
盟的區域合作範圍擴大等問題，望能為傳統工業的發展開拓新天地。

顏顏寶鈴由創業到建立帽業生產王國，二十多年來經歷過不少高低起伏，
五年前的一次與外資合作上的失利，業績受到重挫，損失達數千萬元。憑着她
的堅強毅力和迎難而上的作風，終力挽狂瀾，轉危為安。她堅持質量第一，獲
得不少國際著名品牌垂青，產品行銷世界各地。

夫妻感情彌篤共渡難關
她能全程投入工作，掌握機遇，應付各種挑戰，還兼顧不少公益事務，與

形影不離的好丈夫的全力支持和關懷備至分不開。她口中的 「強哥」（她的丈
大顏禧強）與她分憂解難，互相支持，成為她奮鬥的力量源泉。去年十一月九
日她與強哥共慶結婚9999天紀念，寓意夫婦感情長長久久。

顏顏寶鈴不僅是工業界女中豪傑，還是一位菩薩心腸的佛教徒。她對佛學
的信仰是用於修心，但遇厄困時不會求神庇祐，只會積極面對，從失敗中總結
經驗，爬起來再拚搏。長期以來，她不忘行善，在香港和內地為公益事業捐獻
不少，曾任保良局和仁愛堂主席，不但獻出時間精神和金錢，還因此而忘私，
令業務出現危機。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為善最樂。」顏顏寶鈴經常是這樣想
的。她的回饋社會精神得到社會的肯定，特區政府於二○○九年授予她銅紫荊
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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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顏寶鈴

▲旅港福建商會與雷春美一行互贈紀念品 本報攝

▲澳博連續第二年成為澳門格蘭披治
大賽車的唯一特約贊助商

▲楊釗詳細解釋佛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