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國春致歡迎辭指，譚天星副主任和喬衛
副主席一行，這次專程來港慰問香港僑界同胞
，出席和主禮 「香港僑友社成立 30 周年」系
列慶祝活動。譚天星副主任和喬衛副主席多年
來，對香港僑界事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許
多重要的貢獻，他們是香港僑界的老朋友、好
領導。

港僑界的好朋友好領導
他續指，近幾年來，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的

發展壯大，香港僑界在香港與內地影響力不斷
提升，與國務院僑辦和中國僑聯的關心和大力
支持，是完全分不開的。他相信，在國務院僑

辦和中國僑聯的繼續關心支持下，香港僑界的
事業將會更加興旺發展。香港僑界和社會各界
將把握時代潮流，抓住國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的大好機遇，加快自身發展，為國家發展作出
嶄新的貢獻。

今次是譚天星擔任國僑辦副主任以來第一
次訪港，他表示見到老朋友、老前輩、新朋友
，想起去年擔任司長時來港與大家見面，愉快
的記憶猶新。他讚揚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愛國、
愛港、愛僑，在促進香港與內地的交往，維護
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團結廣大僑界朋友等方
面做出巨大、突出的貢獻。他指， 「十八大」
特別指出落實僑務工作，全球中華兒女為之感
到非常振奮，對祖國的未來充滿希望，冀望香
港僑界同胞抓住祖國發展的大好機遇，為祖國
、為香港的美好明天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喬衛致辭時指，中國僑聯高度重視與香港
僑界的聯繫，特別重視與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的
友好關係。他讚揚該會在團結僑界力量，促進
社會和諧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高度評價該會
在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香港社會繁榮

穩定，促進香港與內地各方面聯繫，促進兩岸
和平統一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他說，中
國僑聯與該會友誼非常深厚，相信中國僑聯與
該會攜手努力，為內地與香港僑界做更大的貢
獻。

中國僑聯重視港僑界
陳有慶致謝辭。出席午宴的嘉賓包括：國

務院僑辦港澳台司司長王曉萍、處長劉紅梅，
中國僑聯海外聯誼部聯誼處處長時藝，亞洲文
化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杜志濱、副總經理彭俊
，中聯辦協調部秘書孫剛，中國海外交流協會
常務理事莊啟程。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王欽賢、陳幼南
、李碧葱、李潤基、王錦彪、李家傑，永遠名
譽會長陳成秀、李金松、顏寶鈴、李常盛、沈
家燊、姚志勝、林龍安，名譽會長陶哲甫、梁
思謀、譚德安、陳進強、蘇金碧、程燕、林光
如、郭國耀，名譽顧問蔡衍濤、古宣輝、藍鴻
震、林堅、陶錫祺、吳騰輝，秘書長黃楚基等
亦出席了午宴。

▲潮僑食品業商會就職禮上，賓主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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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楚標中學積極推廣書法教育

港僑聯會宴譚天星喬衛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昨日在灣仔皇
朝會設宴，歡迎國務院僑辦副主任譚
天星及中國僑聯副主席喬衛一行。該
會會長余國春，創會會長兼主席陳有
慶，常務副會長陳金烈等出席歡迎。

本報記者 方 成

▲歡迎午宴上，賓主合影 本報記者方成攝

【本報訊】本月 22 日上午，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 「蘭
亭中學」掛牌儀式，著名書畫家、中國書法家
協會（下稱：中國書協）顧問鍾明善教授親臨
主持典禮。同行的還有中國書協郭志鴻、章
巧珍和邵世元。一時名家雲集，校園內墨香
四溢。是次活動由大公報作出安排，該校表示
感激。

即席揮毫 暢談心得
訪校期間，四位書法家接受學生訪問，親

切交流，談笑風生，更於視察學生書法活動時
親自示範，學生深為嘆服。

弘揚傳統 學生歡迎
教聯會黃楚標中學素來以傳承中華文化為

己任，書法藝術是中華文化的瑰寶，糅合了文
字學、美學，乃至哲學等不同元素，把漢字獨
特的形體美，以藝術形式表達出來。現代多種
藝術活動大量吸取傳統書法元素，篆隸行草再
放異彩。故該校近年開始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各
種書法活動，更在校內開設書法興趣班，頗受
學生歡迎。

蘭亭中學 香港第一家
中國書協為了普及書法教育，在兩岸四地

建設 「蘭亭」中小學網絡。目前，中國內地已
有 20 所，去年金門和澳門也先後設點，而教
聯會黃楚標中學則是香港第一所獲此殊榮的中
學。自此，兩岸四地都有了 「蘭亭學校」。通
過此聯網，學校可交流學習，資源共享，為弘
揚一脈同源的傳統文化作出更大貢獻。

蘭亭中學落戶香江 兩岸四地一脈同源

▲教聯會黃楚標中學校
長鍾銑玲（前排右四）
、中國書協顧問鍾明善
（前排左三）與黃楚標
中學師生合影

▶鍾銑玲（左）與鍾明
善親切握手

潮僑食品商會新屆就職

余鵬春率團參加世界嘉應大會

廠商會深圳出席技術成果會
【本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副會長吳清煥日前率領一行十人代表
團前赴深圳出席 「第十四屆中國國際
高新技術成果會」及有關活動。

代表團出席了由組委會舉辦的
「第十四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會

」歡迎晚宴，出席領導有深圳市市長

許勤等。第二日代表團出席了 「第十
四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會」開幕
式，並參觀展館。出席開幕式的領導
有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廣東省省長
朱小丹等。及後，代表團出席了由深
圳市總商會備設之午宴。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 「2012香港國際瓷畫文化
藝術節」於裕華國貨佐敦總店隆重揭幕。在全國政協常委、裕華
國貨董事長總經理余國春的陪同下，全國僑聯副主席陳有慶；中
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唐淑蘭；立法會議員、港區人大代表馬逢
國；《和諧之家》董事局主席黃慶春；香港瓷畫會榮譽顧問陳有
慶夫人及香港瓷畫會會長余徐菊霞等蒞臨主禮。會上，多位瓷畫
名家捐出作品作慈善拍賣，款項全部用於支持《和諧之家》，以
幫助受家暴影響的婦女兒童。

余國春在致歡迎詞時指，這是繼 2007 年《瓷情畫意展》、
2008 年《國際瓷畫大展》和 2010 年《國際瓷畫藝術節》之後舉
辦的又一次文化藝術盛會，既是國際瓷畫藝術文化交流的平台，
也是為進一步推進瓷畫藝術新發展的良機。

他又指，本次盛會聚集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包括葡、法、瑞
、中、德、挪、美、澳、紐、泰、日和香港的知名瓷畫家和工藝
美術師，展出的作品超過300件，可謂華洋薈萃、華麗堂皇、精
彩紛呈。他們不僅把自己精心傑作展現給大家觀賞，還將在現場
作示範表演，展示製作過程，交流心得，實屬不可多得的文化盛
宴。

余國春並介紹，是次活動的另一個亮點是多位瓷畫名家捐出作品作慈善競
投拍賣，目的是支持《和諧之家》家暴防治工作及婦幼支援工作。他希望大家
給予鼎力支持。

馬逢國及黃慶春在致詞時讚揚本次瓷畫節不但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具有
精湛的藝術價值，更體現了裕華國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余鵬春夫人呼籲大家多多行善，伸出雙手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她的話音剛落，場內頓時氣氛熱烈，此起彼落競拍，大家為善不甘人後，

三件作品共籌到12.4萬元。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還有名家將部分作品捐出義
賣，款項將全部捐給《和諧之家》。 「2012香港國際瓷畫文化藝術節」於裕
華國貨佐敦總店五樓舉辦，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展期由今
日起至12月2日。

◀團長吳清煥
（右三）等在
歡迎晚宴上與
深圳市市長許
勤（右四）合
照

▶香港梅州
聯會由會長
余鵬春率團
專程前往祝
賀 「第三屆
世界嘉應同
鄉聯誼大會
」暨「新加坡
應 和 會 館
190 周年華
誕」

▲ 「2012香港國際瓷畫文化藝術節」 在裕華國貨舉行揭幕剪綵儀式
本報記者黃閩攝

裕
華
國
貨
辦
瓷
畫
藝
術
節

◀余國春（左
二）向主禮嘉
賓唐淑蘭（左
一），陳有慶
夫婦（右一、
右二）致贈紀
念品

本報記者
黃 閩攝

【本報訊】潮僑食品業商會成立 53 周年
暨第 13 屆會董就職禮，日前在百樂門宴會廳
隆重舉行，許義良榮任首席會長，曾永浩任常
務會長。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香港潮屬社團
總會主席陳幼南蒞臨主禮。當晚社團首長、同
業先進及各界來賓500多人歡聚一堂，喜慶滿

堂。
許義良在致辭時表示，潮僑食品業商會成

立於 1959 年，宗旨為奉行法令、忠心本職、
團結同業、增進鄉誼、互助商務發展、共謀同
業福利。他說，該會更一直致力團結香港愛國
愛港之潮屬團體、潮籍人士及各界人士，為香

港社會和諧安定、經濟繁榮作貢獻。他承諾會
竭盡全力，致力帶領該會邁向新台階，亦會積
極廣邀賢能之士加入該會，引進新思維，令會
務發展不斷進步。許義良深信要有創新變革之
決心，才能緊貼時代步伐一起向前走。

陳幼南致辭時祝賀潮僑食品業商會半個世
紀來取得的成績，很高興與潮僑食品業商會同
人分享成功的喜悅。他謂，潮僑食品業商會近
年來積極支持特區依法施政，協助內地各地賑
災捐款，堅持食物安全，成為同業賴以發揮作
用的平台，同時也為香港美食天堂在世界產生
深遠的影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曾永浩致謝辭。大會設幸運大抽獎，壓軸
大抽獎掀起全場高潮，氣氛熱鬧。

潮僑食品業商會第 13 屆會董成員包括：
首席會長許義良，常務會長曾永浩，會長方永
昌、陳汀洲、陳少洪、孔斐文、羅偉儀，秘書
長黃業坤，永遠名譽會長張元利、張成雄、陳
楚文、羅其茂。當晚出席的首長、嘉賓包括許
學之、吳漢增、許瑞良、葉樹林、楊劍青、許
瑞勤、胡澤文、許嘉鎏、黃雅茂、陳統金、黃
成林、林榮森、陳登鋒等。

【本報訊】蘭花四溢，金風送喜
，大好的日子裡，迎來了 「第三屆世
界嘉應同鄉聯誼大會」暨 「新加坡應
和會館 190 周年華誕」。2012 年 11
月2至4日在新加坡萊佛士會議中心
史丹福宴會廳揭開序幕。世界二十多
個國家和地區一千五百多名代表應邀
出席了大會，是日，嘉賓雲集，歡聚
一堂，共襄義舉。

香港梅州聯會由會長余鵬春率團
專程前往祝賀（余鵬春贊助大會經費
5萬元新加坡幣，折合港幣30多萬元
），該會永遠名譽主席柯盛蘭，常董
湯銘意，會董李佛壽、湯榮華、林文
映及會員何智輝伉儷、徐杰華伉儷一
行十人參加了代表團，前往亞洲最令
人神往的商務休閒和娛樂，美食的天
堂，絢麗多彩的獅城──新加坡。風
景如詩如畫，四季如春，鳥語花香，
享有充實無比樂趣，無窮美好的回顧
，孕育多元化的客家文化，壯觀娛樂
新天地。

應和會館會長、大會主席劉勝華
在致辭中指出，今次盛會開辦研討會
主要旨在探討如何保留客家文化，以

期博大精深的優秀文化精髓得以代代
傳承，並在不同領域發揚光大。梅州
市政協主席李金元在致詞中，一曲深
情悠悠的客家山歌博得全場的熱烈掌
聲。 「雖然隔山又隔水，難隔客家一
家親。」這首山歌 「唱出友情，唱出
客家精神」。李金元代表家鄉梅州五
百多萬鄉親父老向大會致以最親切的
問候，並致以衷心的祝福，祝大會圓
滿成功！

這次開幕禮誠邀總理公署部長暨
外交部和環境水源部第二部長付海燕
致辭。她讚揚應和會館數百載取得的
成就和對該國的貢獻，她指出今時今
日的新加坡已由移民社會逐步建立起
各民族文化的認同。最後熱烈祝賀大
會取得圓滿成功。

新加坡 「第三屆世界嘉應同鄉聯
誼大會」充分體現了全體嘉應鄉親具
有偉大抱負，懷着共同的理念，矢志
共同攜手構建一個商業交流，文化交
流，鄉情交流的平台的雄心壯志。大
會在充滿溫馨感人的氣氛下，在洋溢
《同根，同源，同僑，鄉情，友情》
的氛圍中圓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