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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會體育比賽圓滿舉行

【本報記者史利偉湘潭二十七日電
】日前，由湖南省佛教協會、中央音樂
學院佛教音樂文化研究中心、湖南省宗
教文化交流促進會、船山佛教文化研究
中心主辦的 「湖南佛教同心同行和諧之
路暨佛教音樂研討會」系列活動啟動儀
式，在湖南湘潭盤龍山莊隆重開幕。海
內外高僧大德、專家學者、新聞媒體等
數百人見證了這一三湘盛事。

自古以來，湘潭與佛教就有很深的
淵源。早在晉代，佛教便已傳入湘潭。
域內古剎眾多，高僧輩出。新中國成立
，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佛教文化在湘
潭得到了很好的傳承與發展。這次，佛
教音樂研討會系列活動選擇在湘潭舉行
，延續了這種佛緣，意義非凡。

這次研討會系列活動自 11 月初啟
動以來，在海內外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不僅內地佛教界反應熱烈，香港、台
灣、澳門、新加坡、韓國等地也積極響
應，香港浸會大學，台灣東吳大學、輔
仁大學，韓國全北大學、釜山大學、首
爾大學、中央研究院等海外幾十所高校
紛紛參與。當日，高僧大德、專家學者
及相關領導500多人出席了啟動儀式。
中國社會主義學院周寧副院長、國家宗
教局外事司郭偉司長、中國佛教協會聖
輝副會長、台灣淨良長老、新加坡廣聲
法師等主席台就座，來自香港、台灣、

澳門、韓國、新加坡等地的梵唄專家、
學者、法師等嘉賓及以及中央、香港、
省、市的 80 多媒體記者見證了這一莊
重的時刻。

湖南省宗教事務局局長孫劍霖說，
這次佛教音樂研討會系列活動的舉辦，
是我省宗教界積極響應黨的十八大關於
充分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
社會發展中的積極因素，服務文化大繁
榮大發展的重大舉措。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大和尚介
紹：這次活動以 「同心同行，和諧之路
」為主題，體現了一種和諧、發展與共
同繁榮的美好願望。黨的十八大報告提
出，要充分發揮宗教界和信教群眾在構
建和諧社會中的積極作用。因此，在深
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
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舉辦這樣一次
佛教音樂盛會，對於深入挖掘佛教文化
精髓，提升湖南的文化品位，實施文化
強省戰略，構建和諧湖南、和諧湘潭，
弘揚佛教文化，挖掘佛教音樂內涵，將
發揮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據悉，本次活動主題包括： 「梵韻
昭山．佛佑神州」佛樂晚會、昭山景區
提質改造項目奠基典禮、佛教音樂研討
會、長沙玉泉寺大雄寶殿落成典禮暨佛
像開光法會等。

湖南佛教音樂研討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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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榮譽博士蘇樹輝開講
【本報訊】澳門大學昨日舉辦了一場榮

譽博士講座，由蘇樹輝博士主講題為 「演變
中的澳門旅遊品牌：區域融合與多元發展」
的講座。會上，蘇樹輝談了澳門旅遊品牌的
演變，以及區域融合與多元發展對澳門構建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重要性。

澳大校長趙偉致辭時表示，蘇樹輝一向
致力推動內地、香港、澳門及葡萄牙之間的
交流合作，着重推動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以及促進澳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他
認為蘇樹輝對澳大關懷備至，數次饋贈墨寶
之餘，亦多次擔任澳大多個論壇和研討會的
主講嘉賓。作為澳大工商管理學院顧問委員
會委員，蘇樹輝在繁忙公務之餘，獻言獻策
，為推動該院建設發展作出了巨大努力。蘇
樹輝在分享了他的智慧與才學的同時，亦共
同締造今日澳大之輝煌。

蘇樹輝在講座中提出，澳門旅遊品牌在
不斷演變中，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未來將
集中構建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當中區域

融合及多元發展是主要的推動元素。澳門通
過與鄰近的內地城市在交通基建上的融合發
展，將為旅客帶來更多元的旅遊體驗。值得
強調的是，澳門不應複製其他旅遊城市的模
式，未來也必須繼續依循本身獨有的特色發
展。

蘇樹輝現任全國政協委員、葡萄牙共和
國駐香港特別行政區名譽領事，兼中華文化
促進會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
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發展
委員會成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諮詢
委員會成員、澳門陸軍俱樂部主席、澳門博
彩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澳大為表揚蘇樹
輝對經濟、文化和教育發展的重大貢獻，於
今年11月16日向其頒授了榮譽社會科學博
士學位。蘇樹輝積極推進中華文化的傳承創
新，多年來舉辦不少文化活動，他本身也是
知名的書法家，曾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
授文化功績勳章，充分肯定了他對推動文化
事業的熱誠和貢獻。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日前假中銀 68 樓設宴
，熱情接待新疆政協副主席約爾古麗
．加帕爾一行訪問團。該會主席林樹
哲，副主席周安達源、顏純炯、楊集
文，常務副秘書長劉與量，駐會副秘
書長兼總幹事周珊珊，副秘書長莊振
昌等出席接待。

林樹哲致詞時指，該會副主席周
安達源在 「新疆政協幹部港情研習班
」中開課介紹過香港社團的基本情況
，相信大家對福建社團聯會有所了解
。他介紹聯會自成立以來，廣泛團結
居港110萬鄉親，隊伍不斷發展壯大
，現已擁有逾200個團體會員。福建
社團聯會高舉愛國、愛港、愛鄉的旗
幟，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進
「一國兩制」事業，積極參與促進香

港與內地交流合作，為維護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家鄉的建設發展作出了積
極的貢獻。

林樹哲續說，從佔地面積來講，
新疆很 「大」，香港很 「小」，但兩
個地方都非常重要，同樣肩負起維護

、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積極參與、支
持祖國發展的重任。冀望今後雙方加
強交流與聯繫，搭起友誼的橋樑，為
促進香港與新疆兩地的發展，作出積
極的貢獻。

約爾古麗．加帕爾首先感謝福建
社團聯會的盛情接待。她介紹了新疆
近幾年的發展情況，邀請香港同胞多
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今後能
與該會加強聯繫，共同為香港與新疆
兩地的交流與合作貢獻力量。

出席晚宴的新疆訪問團成員尚包
括：新疆政協常委、港澳台僑和外事
委員會主任賈合亞．艾斯砍的爾、副
主任池重慶，塔城地區工作委員會主
任張其洲，阿克蘇地區工作委員會黨
組書記、副主任孫振達，喀什地區工
作委員會黨組副書記、主任鐵米爾．
買買提，阿勒泰地區工作委員會副主
任田曉和，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委員
會副主席嘎爾夏，吐魯番地區工作委
員會副主任師小華，和田地區工作委
員會副主任阿不都拉．庫爾班等。

福建社團宴新疆政協一行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廠商會）政治事務委員會 「商會聯絡
小組」日前假維多利亞公園及黃泥涌體育館，
舉行 「2012 廠商會工商體育邀請賽」，與本
港九間商會進行七人足球、網球、羽毛球及乒
乓球比賽，競技聯誼。廠商會並於 24 日晚上
假天后御名軒舉行頒獎禮暨晚宴，由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聯同該會會長施榮懷、副
會長兼政治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嘉，以及常務
會董兼商會聯絡小組召集人黃震，頒發各項賽
事冠、亞軍獎杯及獎牌，以及八個商會獎項，

場面熱鬧。
廠商會邀得香港記者協會以及本地九間商

會的代表較技，包括：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
總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青年工業家
協會、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香港電子科技
商會、香港電器工程商會、香港電器業商會，
以及港九塑膠製造商聯合會，總參賽人數超過
200人。

頒獎晚宴上，吳永嘉致歡迎辭時指，該會
政治事務委員會 「商會聯絡小組」舉辦 「廠商
會工商體育邀請賽」，是希望透過有益身心的

球類活動，加強與各個商會的聯繫。吳永嘉並
感謝各商會的踴躍參與。

儀式上，蘇錦樑、施榮懷、吳永嘉和黃震
頒發各項賽事冠、亞軍獎項外，亦頒發八個商
會獎項，包括最積極參與獎、最傑出表現獎、
最投入打氣獎、最具體育精神獎、最佳服裝獎
、最具合作精神獎、最具活力獎，以及最具體
育風采獎，由不同商會奪得。

出席「廠商會工商體育邀請賽」晚宴暨頒獎
禮的賓主尚包括：香港電器工程商會主席于健
安、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副會長張傑、香港電
器業協會副理事長陳稼晉、港九塑膠製造商聯
合會副主席洪思偉、香港電子科技商會名譽主
席王明鑫、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秘書長梁日
昌，以及香港記者協會總幹事莊曉陽等；該會
常務會董何煜榮、劉健華、戴澤良，會董蔡少
森、李世傑、羅台秦，名譽會長倪錦輝，以及
青年委員會副主席羅程剛等合共超過130人。

「2012 廠商會工商體育邀請賽」上，廠
商會由吳永嘉、吳宏斌、李慧芬、劉健華、戴

澤良、蔡少森、李世傑、鄧錦添
、倪錦輝、趙鍾月琼等首長

、常董、會董及婦委、青
委委員組成七人足球、
網球、羽毛球及乒乓
球隊伍應戰。17 日進
行四個比賽項目的初
賽及準決賽，並邀得
該會會長施榮懷主持
足球賽事的開球禮。

24 日則舉行足球、網球
及羽毛球的決賽。

【本報訊】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
．香港海內外華商聯合會會長陳延邦與
會董局成員於日前舉行聯誼蛇宴，中聯
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余汝文應邀參加，
陪同出席的還有科長劉湛雄，賓主雙方
盡興。

陳延邦表示，該會與中聯辦九龍工
作部的交往接近三十載。自港商前往內
地投資設廠，香港與內地的聯繫交往日
益頻繁，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也是必然
的事，陳延邦感謝中聯辦九龍工作部一

直以來為其會員廠商提供各種各樣有益
資訊，又協助解決大小不一的難題。陳
延邦表示，憑藉中聯辦的牽線搭橋，該
會與內地各省市有關單位建立了廣泛而
密切的聯絡網。

觀塘工商聯參與蛇宴的還有永遠榮
譽會長冼漢鑌；榮譽會長廖漢輝、甄元
昌；副會長王振雄、鄭志良、余敏、何
綺蓮、施忠民；會董黎健漢、陳滿棠、
陳立漢、卓蔚南、蔡來順、湯承芬、梁
國民、俞建喜、林靄嫻。

觀塘工商聯會蛇宴聯誼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22日假港島
海逸君綽酒店宴會廳，隆重舉行祝賀
該會2012年度榮獲政府授勳人士聯
歡晚會，300多人歡聚一堂。中聯辦
副主任林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
、副部長冼源、彭秋雲，灣仔民政事
務專員陸綺華，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
周可喬，該會首席會長丁毓珠，全國
人大代表團團長、該會榮譽顧問袁武
，全國人大代表、該會榮譽顧問葉國謙
等蒞臨主禮，與該會理事長蔡毅等共
同祝賀本年度獲勳的該會10多位首
長，多年來竭誠服務市民，為促進社
會的和諧發展作出卓有成效的貢獻。

本報記者方成
當晚蒞臨主禮的嘉賓尚包括：灣仔區議會

主席、該會首席會長孫啟昌，東區區議會主席
、立法會議員鍾樹根，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
成，南區區議會主席朱慶虹等。

長期默默耕耘
蔡毅致詞表示，該會獲勳同仁均為香港社

會，為服務市民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服務，他們
的所作所為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得到政府
的肯定，他們今天所獲得的榮譽乃實至名歸，
也是該會的榮譽，該會為此感到由衷自豪。蔡
毅介紹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務不斷發展，僅是
一年多來，該會已共舉行了200多項活動，該
會基金也撥出了300多萬元支持多項社區服務
和慈善公益事業。

吳仰偉讚揚獲勳人士，均是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的表表者，他們長期以來，默默耕耘，無
私奉獻，為社區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獲得了特
區政府的認可和肯定。大家應以他們為榜樣，
為社會穩定、香港發展和社區和諧作出更多貢
獻。他指，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成立 10 多年來
，逐步壯大，已成為一個具規模和影響力的社
團，為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做出重大貢獻，他期
望該會同仁站在新起點上，更好團結社會各方
力量，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新貢獻。

2012 年度，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獲勳芳名
分別為：該會顧問陳特楚榮膺銀紫荊星章；許
嘉灝名譽會長、葉振都會員、陳捷貴會員、林
赤有會員榮獲銅紫荊星章；李鋈麟副理事長榮
獲委任太平紳士；邱季端榮譽會長、羅清源委

員榮獲榮譽勳章；李少榕副秘書長、李純鶴副
主任、趙建新理事、孫日孝副主任榮獲行政長
官社區服務獎狀；戴鴻瑜副秘書長、李莉常務
理事、林志偉常務理事、許德祥理事、關廣哲
會員榮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

精誠團結多做實事
各位主禮嘉賓頒發紀念品予獲勳人士。許

嘉灝和陳特楚分別代表發言，他們感謝香港島
各界聯合會提供了一個平台予有志人士服務社
區，也感謝社區朋友的提攜和支持，並呼籲大
家繼續團結一致為社區做更多好事實事，共創
更美好社區。典禮上，林武副主任率在座人士
舉杯，祝賀各位獲勳人士，祝願祖國繁榮富強
，社團事事蒸蒸日上，在座幸福美滿。

▲歡迎晚宴上，賓主互贈紀念品 本報記者方成攝

▲佛教音樂研討會系列活動啟動儀式現場

◀觀塘工商
聯會董事局
蛇宴聯誼上
，賓主合影

▲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祝賀該會
2012 年度榮獲
政府授勳人士聯
歡晚會上，賓主
合影
◀林武副主任
（中）率在座舉
杯祝賀，（左）
為吳仰偉，（右
二）為袁武，
（右）為周可喬
，（左二）為蔡
毅

本報記者
方 成攝

▲蘇樹輝博士於澳大主講 「演變中的澳門旅遊品
牌：區域融合與多元發展」

▲頒獎晚宴上，廠商會首長、常董等與與會嘉賓合影
▶施榮懷（左）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蘇錦樑（右） 本報記者方成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