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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樹豪紀念慈善基金會」是由觀瀾湖集
團發起成立，在深圳市民政局註冊成立的非公
募基金會。朱樹豪是一位愛國的香港實業家，
同時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慈善家、社會活動家
。他於改革開放之初就來到內地投資發展，
1992 年選擇在深圳觀瀾鎮開始投資旅遊休閒
產業。多年來，他本人會同觀瀾湖集團積極參
與社會公益慈善事業，各類捐贈總額已經超過
5億元。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家父生前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用

他的一生踐行了 『取之社會、回報社會』的
奉獻精神。他的公益行為已經超越了單純的
企業社會責任，是他心懷家國、惠澤社會的
個人理想和情懷。今天，我很高興能夠幫父
親將他的理想延續，資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
人。」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樹豪
長子朱鼎健表示。

據悉，此次捐助為該基金會第一筆善款，
將來基金會也將像朱樹豪生前一樣，專注於貧
困人群救助及國家軟實力的提升，致力於資助
科學、文化、教育、體育項目，關愛孤兒，扶
助社會困難群體以及對重大突發性自然災害的

緊急援助等。

多次捐助希望小學
據了解，朱樹豪生前長期支持並多次捐助

。先後在陝西、湖南、廣西、四川、貴州、雲
南、廣東等地捐助希望小學。在他長期投資的
每一個地方，都有他對教育事業的關愛，在深
圳，他發起創立深圳發展教育基金，在東莞，
他捐助東莞財政局塘廈分局教育基金。而他生
前在深圳觀瀾湖出席的最後一個公開活動也是
為了慈善事業，出席 「湖南韶山學校朱樹豪大
樓」落成答謝儀式。朱樹豪還在中國內地、香
港以及國外支持多所大學發展教育，他支持華
南師範大學設立填補學科空白的體育科學系的
研究；牽動並資助香港理工大學與華中科技大
學合作培養中國亟需的物理治療碩士高級人才

；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設立 「21 世紀亞太研
究」學系和 「朱樹豪獎學金」，最早推動了國
際對中國經濟研究的重視；在加拿大西安大略
大學設立了公共管理課程計劃。他還先後捐助
支持了深圳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發生後，朱樹豪聯
同觀瀾湖集團共捐助 2600 萬港元。其後連續
多年舉辦 「高球界512關愛行動」，持續為災
區募集善款。

朱樹豪古道熱腸，多年來他積極為社會各
界公益慈善機構和愛心基金捐助善款。其中包
括：中華慈善總會、深圳市慈善會、東莞市慈
善會、海口市慈善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
港民生民主動力基金會、世界傑出華人基金會
、香港苗圃行動、香港童軍、東華三院、善學
基金等機構。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梅州聯會
日前在會所舉行 「2012 年度會員大會」，會
長余鵬春做年度會務報告時表示，在全體同仁
齊心努力下，會務規模不斷壯大，在聯繫會員
、推廣客家文化、慈善公益、促進粵港交流等
方面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該會永遠榮譽顧問
羅煥昌、何冬青，常董、會董及會員100多人
出席了大會。

余鵬春表示，自己擔任梅州聯會會長四年
來得到前輩首長、會董會員以及家鄉領導的關
心和支持，大家同心同德，會務規模不斷發展
壯大，個人會員超過780人，團體會員共16個
。2011年9月以來，舉辦各項活動凝聚會員，
增進交流，包括一年一度的拜祭先賢活動、
2012 迎春晚會、新春敬老活動及第七屆麻將
大賽等。該會亦不遺餘力推廣、弘揚客家文化

，包括探訪元朗吳家村，讓會員了解香港現存
的客家村文化；舉辦客家美食——興寧美食
推介。今年5月，該會梅州巿六縣一區一巿的
代表組團到台灣參訪，獲得台北政府及客家團
體高規格接待，聯繫了台港兩地的客家鄉親，
促進港台的友誼、了解及合作。國民黨榮譽主
席吳伯雄、連戰先後親切接見，對該會推動港
台客家交流，表示肯定和讚賞。

秉承心繫鄉梓、熱心慈善的優良傳統，該
會多次組團返鄉訪問。在慈善公益方面。該會
繼承一向的優良傳統，舉辦年度的重頭活動之
「愛心傳送」，籌得100多萬人民幣，資助近

300名家鄉嘉應學院貧困生，讓他們不會因為
學費問題而輟學。亦捐款 50 多萬元支持梅州
植樹造林活動，並圓滿舉辦 「梅州市人才香港
培訓基地第22期和第23期培訓班」。

余鵬春介紹今年6月由50多個客屬團體組
成的香港客屬各界慶典活動常設委員會贊助香
港舞蹈團及香港中樂團攜手呈獻的大型舞劇
——《遷界》，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15
周年，體現了客屬社團的精誠團結。他說，
「今年本會已踏入116個年頭，是一個新的里

程。未來仍須依仗各位的熱心投入，積極支持
。我們將繼續秉承先人團結客屬鄉親，互相扶
持、同舟同濟的創會宗旨，為團結客屬鄉親，
為香港社會發展，為家鄉經濟建設，為聯繫各
地客屬人士，作出貢獻。」

會上，何冬青表示，過去幾年來，會長主席
以及眾副會長均默默付出，全體會董會員大力
支持，使得該會氣氛和諧、團結而親切，希望今
後這樣的氛圍要保持，在良好的基礎上發揮更
大的力量。出席會員大會的該會首長尚包括：
副會長刁森發、丘瑞真、何少平、林厚平、鍾
鳳昌、藍瑞明、羅港柟，永遠榮譽會長李乃英
、廖永福、張其焱，永遠名譽會長林娟娟、楊
旺堅、曾自香、陳姘珊、鍾孔生、饒嵩華等。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
南京總會日前在中總俱樂部舉行 「恭
賀名譽顧問盧振雄榮獲特區政府銀紫
荊星章暨會員聯誼晚宴」，會長張心
瑜讚揚前消防處處長盧振雄多年來盡
心盡力為政府和廣大市民服務，表現
卓越，值得大家學習。

張心瑜指，自己曾任屯門區消防
安全大使，與盧振雄合作無間，非常
欣賞其為人，從他身上學到很多。盧
振雄多年來盡心盡力為政府和廣大市
民服務，表現卓越，尤其在推廣消防
知識方面貢獻良多，他今次獲勳也是
南京總會的榮譽，其身上有很多優點
值得大家學習。她亦介紹了該會近期
的會務活動，計劃 9 月 26 日將組團
考察訪問南京、成都，希望會員踴躍
參與。

盧振雄感謝南京總會的關心和支
持，他與大家分享工作心得說， 「作
為一名公務員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是
應該的，消防處緊急部隊在工作時要
面對很多危險，技能和裝備必須不斷
提升，才能減低同事工作的風險。消
防安全單靠消防處自身的力量是不夠
的，防火要靠社區、市民的配合」。
他雖已退休，但還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消防處，讓香港成為更安全和諧的地
方。

會上同時舉行迎新儀式，由張心
瑜等為新會員頒發證書，並為7月、
8月生日的會員切蛋糕祝賀。出席晚

宴的嘉賓及該會首長尚包括：中聯辦
協調部副部長廖勛、行財部副部長李
載林、行財部處長孫忠新、協調部副
處長姚銘，香港長者協會主席麥漢楷
，該會名譽顧問彭長緯、鄧楊詠曼，
永遠名譽會長溫利華，中國事務顧問
王靜，名譽副會長余國良、連卓鋒，
副秘書長蕭素芬，司庫周娟，公關主
任周建新，國際事務主任湯寶寶，宣
傳／推廣主任陳戈理，康樂主任莫洺
溢等。

【本報訊】新家園協會於日前在九龍公園舉辦 「愛．共融．多元文化嘉
年華」，合共有超過20間機構、團體，近1000人出席，包括不少新來港的
少數族裔人士、團體及地區人士，嘉年華亦設置才藝比賽、少數族裔文化表
演，及攤位遊戲環節，提升社會對少數族裔的接納及認同。活動上，少數族
裔有機會透過舞台表演，展示活力與才藝，讓當區及大眾了解、及傳達正面
訊息，令香港人更深入了解少數族裔的特色及文化，提升社會人士對少數族
裔人士的接納與認同。

作為今年度少數族裔人士支援計劃活動之一，嘉年華會邀得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新家園協會」執委會主席梁祖彬、菲律賓領事館總領事 Noel
Eugene Eusebio M. Servigon 伉儷，印尼領事館副領事（社會文化及資訊）
Sam Aryadi，越南領事館總領事Nguyen Thi Nha，民政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
徐英偉，油尖旺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趙頌恩擔任主禮嘉賓，菲律賓總領事館更
派出了表演團體助興。

少數族裔服務中心執行幹事范國輝，為了更有效地幫助少數族裔人士融
入香港社會，協助他們盡早適應香港的生活，指出 「新家園協會」計劃由今
年開始，為少數族裔提供適切服務，令他們可以扎根香港、自力更生，並會
與各界合作，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多元化之社會服務，以融入香港。

今後，新家園協會將繼續與社會各界的朋友攜手合作，為少數族裔人士
提供多元化之社會服務，適應香港，融入香港，一起共建和諧新家園。

出席是次活動的其他嘉賓還包括：巴基斯坦領事館代表 Ali Namaz
Malik，尼泊爾領事館代表Shruti Kadariya、油尖旺區議員孔昭華、黃萬成，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策劃及統籌小組社會工作主任譚錦池，保良局陳維周夫人
紀念小學校長黃志揚，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林惠龍，屯門明愛馬登基
金中學校長何力生，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主席 Saeed Uddin，油尖旺（南
）分區委員會委員Gurung Aruna，油麻地街坊會學校校長張漪薇，伊斯蘭脫
維善紀念中學副校長Ho Sau Yin Zareenah。

【本報記者丁春麗、實習記者崔楊慧欣
山東電】本月 9 日至 13 日，香港學界 30 多人
赴山東遊學考察團先後到達濟南、聊城、鄒
城、泰安、曲阜五個城市，了解山東儒家文
化，並體驗成人禮儀式。

成人禮源於孔子為學生舉行的成年儀式
，山東每年都會舉辦規模宏大的成人禮，並
以最正統的禮節進行儀式，為參加的年輕人
帶來別具意義的成長經歷。冠禮即是跨入成
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禮儀；與男子的冠禮相
對，女子的成年禮叫笄禮，也叫及笄。

香港永安旅遊與山東省旅遊局聯合推
廣充滿教育意義的文化旅遊項目——中華
成人禮活動。成人禮活動分別為 「家事一
日」、 「國事一日」、 「天下事一日」。
「家事一日」參觀孟廟，讓香港學生了解

孟母的故事，感恩父母，感恩老師，感恩
社會。 「國事一日」參觀曲阜，讓學生理
解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天下事一日
」舉行登泰山活動，成人禮在泰山頂上舉
行，登泰山而小天下。

此次永安旅遊組織香港學界三十名代表
體驗中華成人禮行程，以供主辦方完善成人
禮活動方案，為香港學生赴孔孟之鄉做準備

。期間，在泰山極頂和曲阜舉行了兩場成人
禮儀式。香港蘇浙公學的陳校長表示，成人
禮在香港的學校中很少有舉辦的，這種形式
能讓學生認識到自己已經成人，明白成人後
的責任和重擔。

10月組團參加活動
考察期間，香港學界代表們表現出濃厚

的興趣。文理書院的梁智君告訴記者： 「我
也去過內地的很多地方，這次來山東眼界大
開，以後還會帶家人一起來。」元朗區家長
教師會聯會第二副會長王雅萍說，她希望自
己的孩子也能到這裡了解一下傳統文化。

香港永安旅遊遊學部經理潘教仁表示，
今年 10 月下旬將組織香港大型學生團來山東
參加中華成人禮活動，感悟孔子家鄉魅力。

朱樹豪紀念慈善基金成立
捐百萬支持廣東扶貧濟困日

「朱樹豪紀念慈善基金會」 正式
成立並進入運作階段，觀瀾湖集團主
席兼行政總裁、朱樹豪長子朱鼎健日
前在成立儀式上宣布捐資100萬元幫
助欠發達地區群眾擺脫貧困。該基金
會作為深圳首個家族式基金會是為紀
念去年8月去世的朱樹豪博士而創立
，旨在延續朱樹豪的善心、善舉和善
行，將慈善事業規範化和常態化。原
廣東省副省長、廣東省高協主席許德
立；原海南省委常委、海南省高協副
主席王守初、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
局長馬宏、龍華新區管委會黨工委委
員、組織人事局局長曾雪蓮、龍華新
區觀瀾辦事處書記貝濟標等出席了基
金會成立及捐贈儀式。

【本報記者井欽閣深圳電】

▲捐款儀式現場 本報記者 井欽閣攝

港學界山東了解儒家文化

▲香港學界赴山
東遊學考察團在
泰山極頂合影留
念 本報攝

▲

香港學界赴山
東遊學考察團在
鄒城嶧山合影留
念 本報攝

梅州聯會召開會員大會

南京總會賀盧振雄受勳

▲香港南京總會會員聯誼晚宴上，賓主合影 本報記者方成攝

新家園協會辦共融嘉年華

▲曾鈺成、梁祖彬，菲律賓和越南的總領事，徐英偉、趙頌恩等出席新
家園協會 「愛‧共融‧多元文化嘉年華」

▲少數族裔兒童表演舞蹈

▲張心瑜（右）致送紀念品予盧
振雄 本報記者方成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