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屬各界酒會 千人歡賀國慶
僑聯副主席陳有慶與多名司局長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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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駐港機構領導、香港特區政府
官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立
法會議員、各社團首長、大學高層、傳
媒機構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以及香港
潮屬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成員出席酒會
。與會嘉賓包括：趙慧賢、卓振賢、郭
亨斌、冼源、余汝文、何靖、張肖鷹、
余國春、史美倫、羅范椒芬、梁劉柔芬
、吳康民、黃楚標、楊海成、王國強、林
樹哲、盧文端、李國強、藍鴻震、張賽娥、
林建岳、胡定旭、陳鑑林、蔣麗芸、陳恒鑌、林
健鋒、張宇人、王國興、姜在忠、黃揚略、劉偉忠、陳
繁昌、周肇平、黃玉山、徐林倩麗等。

國力強盛潮胞感自豪
香港潮屬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籌委會，是

由本港數百名潮籍各界知名人士和三十多個主要潮籍社
團組織而成。陳幼南在致詞中稱，新中國成立 63 年來
，實行對外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國家的各項建設取得了
舉世矚目的成就，國民經濟穩步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改
善，綜合國力大幅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與日俱增。
欣逢盛世，我們為身為中國國民而倍感自豪。數十
年來，潮屬各界亦為國家及香港的繁榮穩定做出應

有的貢獻。
陳幼南指出，偉大的祖國一直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國家對香港的關心照顧無處不見。前不久，國家主席胡
錦濤在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之際，親臨香港為新一屆
特區政府主持就職典禮，讓我們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的期
望和支持。回歸十五年來，在特區政府和七百萬香港同
胞的努力下，在中央政府與內地人民的支持下，香港市
場繁榮、貿易活躍、金融發達、旅遊暢旺，保持着亞洲
最具活力的城市，2012 年繼續被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
經濟體。

陳幼南又指出，今天是 「九一八事變」81 周年的
紀念日。81 年後的今天，日本將我國神聖領土釣魚島

國有化，激起全球華人極大憤慨，我們強烈譴責日本政
府的無恥行徑，勿忘國恥，珍愛和平，振興中華。

賈慶林肯定潮胞貢獻
日前，潮屬社團組團訪京，受到了全國政協賈慶林

主席的親切接見，賈主席肯定了香港潮屬社團的積極貢
獻，提出了四點要求：希望我們心繫祖國，為推動祖國
現代化建設多作貢獻；積極參與香港社會政治事務，確
保愛國愛港優良傳統薪火相傳、 「一國兩制」事業接續
發展；弘揚中華文化，進一步增進香港同胞對中華文化
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緊密團結協作，推動海內外潮籍兒
女的團結聯合。陳幼南表示，新一屆政府和新一屆立法

會揭開了香港歷史新的一頁，潮屬社團將繼續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遵循國家領導人的指示，繼續立足香港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增進社會和諧，共建幸福香港
，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發揮作用。

出席酒會的嘉賓及社團首長還有：陳維信、劉奇喆
、陳偉南、唐學元、蔡衍濤、莊學山、許學之、黃光苗
、周振基、楊劍青、周厚澄、張成雄、許義良、林景隆
、鄭錦鐘、江達可、馬清楠、沈任河、孫振光、黃志強
、黃雅茂、黃皆春、林書章、陳金雄、鄭志雄、佘恩典
、郭鐘鵬、鄭敬凱、王綿財、林民恩、鄭木林、許瑞勤
、邱長喜等。以及本港各盂蘭勝會之首長及代表、香港
潮汕同學會的成員等。

香港潮屬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3周年國慶酒會，9月18日假港島香格里拉
大酒店隆重舉行。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
沖、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特區政
府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全國僑聯副主席陳有慶，全國政協
常委戴德豐等蒞臨主禮，大會主席陳幼南，
副主席林榮森、許瑞良、黃成林及全體執委
在場迎迓嘉賓，近千人歡聚一堂。

本報記者 方成

▲香港潮屬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3周年國慶酒會，近千人歡聚一堂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大會主席陳幼南致詞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本報訊】香港體育界日前舉行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3 周年籌備委
員會會議，大會定於 10 月 4 日（星期
四）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3樓大會
堂舉行慶祝國慶聯歡宴會，晚上7時正
舉行酒會，8時宴會開始。霍震霆分別
任籌委會主任及執行委員會主席，許
晉奎、李歡任副主席，貝鈞奇任秘書
長。

香港體育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 63 周年名單如下：副主任委員毛浩
輯、王華生、余國樑、余潤興、余錦基
、吳守基、李歡、李毓宏、李群華、貝
鈞奇、周厚澄、林大輝、林建名、洪祖
杭、胡法光、胡曉明、韋基舜、高威林
、梁孔德、梁適華、許晉奎、郭志樑、

陳亞瓊、陳金烈、陳偉能、陳瑞添、陳
瑤琴、彭沖、曾憲梓、湯恩佳、程萬琦
、廖國存、劉掌珠、劉漢華、潘業勤、
盧潤森、霍震寰。

執行委員會其他名單如下：副秘書
長梁子明、陳念慈、霍啓剛。宴會組主
任楊位醒、副主任周國強、梁耀棠。財
務組主任陳中、副主任陳小英、謝秉善
。總務組主任黃寶基、副主任盧平、黃
瀟瓊、陳文義、袁旭曦、鄭偉傑。招待
組主任高克寧、副主任麥伯明、宋文、
鍾友祥、鄭家豪。宣傳組主任李漢源、
副主任林韻月、朱凱勤、何靜江、黃本
強、李德能。文藝組主任霍啓山，副主
任張立挺、吳靜茹、黃安琪。現場總指
揮梁子明（兼）。

【本報訊】為期半個月的 「推動聯合國千
年計劃 世界和平祈禱大會」（以下簡稱大會
）於日前在香港圓滿拉上帷幕，南加州的僑學
界和大會執行主席祖古白瑪奧色仁波切於南加
州學院共同舉辦「世界和平祈禱大會交流會」。

據大會執行主席介紹，出席大會的有政要
嘉賓，海內外知名演藝人士，包括香港著名歌
星葉蒨文、林子祥、古巨基、京劇表演藝術家
梅葆玖、國家一級演員苗文華、薑亦珊、內地
著名影星胡軍、著名歌手薩頂頂、王蓉、張含
韻等。此盛會有20多萬人參加，300多個團體
參與，大會舉行了盛大的世界和平頒獎大典、
明星慈善演唱會、和平論壇和嘉年華會，更為
2200 位老人舉辦了 「千人宴」，並免費派發
了 12 萬斤吉祥米，大會結合聯合國千年計劃
和平的主題，以多式多樣的活動，在世界各地
災害頻發的時期，給世界帶來了希望的聲音，
帶來了信心和勇氣。

聶澤英監事長在交流會上介紹 「世界和平
祈禱大會」於今年9月將把 「博愛、和平、希
望」傳遞至美國加州；屆時將以 「推動聯合國
千年計劃 世界和平祈禱大會─南加州僑學界
慈善敬老活動」為此次主題，進行慈善系列活
動。大會將舉辦 「中秋慰問耆老」、 「敬老慈

善晚宴尊老愛老敬老之千人宴」、 「博愛和平
演唱會」，以及派發 「世界和平吉祥米」等多
項活動。

此次交流會也是繼香港之後 「世界和平祈
禱大會」在世界各地繼續推廣 「祈盼世界和平
」的系列活動之一。參與交流會的嘉賓包括大
會執行主席聯合國友好理事會全球事務秘書長

祖古白瑪奧色仁波切、阿罕布拉市市長沈時康
、中華會館監事長聶澤英、羅省中華總商會主
席莊佩源、南加州學院院長郭培鈞、聖蓋博地
產協會主席 Rita Chio 以及全美中華青年聯
合協會副會長Diana Chen。大會主辦單位包
括聯合國友好理事會、聯合國藝術家理事會和
聯合國人民理事會等機構。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香港福建社團
聯會日前與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聯袂
在灣仔皇朝會設宴招待專程來港參加旅港福建
商會 95 周年慶的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統戰部
部長雷春美一行。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林樹
哲率一眾副主席及聯誼會的主要成員出席了宴
會，向雷春美一行來港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
的感謝。

林樹哲指，雷部長上任以來，對居港愛港
、愛港、愛鄉的社團給予了最大的關注和支持
，鄉親們銘記在心。此場歡迎宴會出席的陣容
最為整齊，大家百忙之中都要過來與部長相見
，可見部長的魅力真是無法擋。福建在港的社
團組織取得了一定成績，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地
位與影響力，這是與雷部長的支持關心分不開

的，因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
雷春美說，受省委書記孫春蘭和省長蘇樹

林的委託，專程來港參加旅港福建商會 95 周
年會慶。一踏上香港這塊土地，便感受到鄉賢
們的熱情，對此表示深深的謝意。她並代表省
委書記孫春蘭和省長蘇樹林對鄉親們在香港取
得傲人的成就表示祝賀和感謝。

雷春美並指，旅港福建商會 95 周年會慶
辦得非常成功，展示了福建社團的風采，彰顯
了福建人的魅力。她勉勵大家發揚福建精神，
繼續積極參加香港的社會事務，將成績發揚光
大，共創香港和海西的美好明天。

出席活動的代表團成員還包括省委統戰部
副部長莊奕賢、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黃誌、
省僑辦副主任劉良輝、統戰部處處長章正樣、

秘書賴前斌、統戰部副主任王朝陽及中聯辦協
調部處長李文慎、張強，華閩集團董事長楊東
成、協聯部副總經理張克強。

主辦方人員還有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
席李群華、施子清，永遠名譽會長林銘森、陳
金烈，副主席盧溫勝、吳良好、陳進強、顏純
炯、蘇千墅、林民盾、柯達權、顏金煒、姚加
環、陳聰聰、林明海、楊集文、黃肖青、王少
華、蔡毅、丁良輝、吳換炎、陳亨利、王大治
、林忠豪、林英達、郭二澈，副秘書長劉與量
、周珊珊、王玉笛、唐德清、施祥智，港區政
協聯誼會監事長曾琦，副會長許奇峰、陳榮旋
，副監事長陳伯安，副秘書長林永佳、郭金發
、顏培增等。

【本報訊】由坪洲天后宮主辦，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鳳凰慈善
基金會協辦的 「天后行鄉與民同樂」
日前在坪洲舉行，場面盛大熱鬧，洋
溢歡欣的氣氛。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主席李
鋈麟、永遠榮譽顧問李恩，醫療輔助
隊總參事陳耀榮，坪洲鄉事委員會主
席黃漢權等嘉賓出席。李鋈麟致辭時
表示，希望透過活動表達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精神。現代人生活忙碌
，間中會忽略長者，疏於照顧他們。
李鋈麟希望活動能吸引更多企業家和
年輕人，提高他們對社區的關愛和敬
老意識。李鋈麟又代表受惠者衷心感
謝各贊助機構、熱心人士慷慨解囊。

陳耀榮表示，活動是關愛長者、
弘揚孝道的體現。他說 「百行孝為先
」，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歷史長河
中，孝道伴隨我們一路走過。陳耀榮

希望主辦機構和協辦機構以後多舉辦
類似活動，繼續弘揚孝道、關愛長
者。

「天后行鄉」是坪洲獨有節日，
每年農曆七月二十一日，坪洲居民會
邀請天后娘娘出巡，庇佑島上居民，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當日灣仔
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和鳳凰慈善基金
會，共同組織來自圓玄婦女中心、海
麗之友社和深水埗居民聯會逾150名
成員參加活動，大部分是年逾六旬的
長者。活動旨在帶領他們融入社區，
體驗更多香港本土文化節日，既能利
用餘暇參加社區事務及康樂活動，亦
能擴闊社交圈子和開拓視野。

主辦協辦方為參加者安排午宴，
向長者派發福袋。福袋裝有寓意平安
的蘋果、帶來好運的風車、甜甜蜜蜜
的糖果等。長者歡欣一片，希望以後
可參加更多類似活動。

福建鄉親歡宴雷春美一行
▼林樹哲（右）與雷春美喜
相逢

本報記者黃閩攝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與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聯袂招待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部長雷春美一行，賓主
大合影 本報記者黃閩攝

世界和平祈禱大會移師美國舉行

▶羅省中華總商
會主席莊佩源
（前排左一），
阿罕布拉市長沈
時康（前排左二
），祖古白瑪奧
色仁波切（前排
中），秉公堂主
席伍偉亨（前排
右二），南加州
學院院長郭培鈞
（前排右一）與
出席祈禱大會的
部分人士合攝

◀坪洲天后宮
主辦，灣仔中
西區工商業聯
合會、鳳凰慈
善基金會協辦
的 「天后行鄉
與民同樂」

◀香港體育界
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63
周年籌備委員
會主任委員霍
震霆（左五）
與委員合照

霍震霆任體育界國慶籌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