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東莞市福建商會日前在東莞大
郎舉行成立慶典大會，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
誼會會長顏純烱榮膺創會會長，並邀得全國政
協常委、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林兆
樞、福建省政協副主席張燮飛、全國政協委員
李賢義等擔任主禮嘉賓。大會筵開 60 多席，
800多名各界嘉賓齊聚一堂，同賀東莞市福建
商會的成立。

會長顏純烱致辭時表示，要明確工作目標
，服務發展大局，把商會各項工作放在東莞市

整個發展大局來思考、來謀劃、來運作。特別
是要充分發揮商會本身具有統戰性、經濟性、
民間性的綜合優勢，堅持 「充分尊重、廣泛聯
繫、加強團結、熱情幫助、積極引導」的工作
方針，把在東莞經商創業的福建人進一步團結
凝聚起來，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會務活動，加
強會員之間的溝通聯繫，為會員更好的融入當
地社會，為會務開展和會員創業營造寬鬆和諧
的環境，為東莞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持續作貢
獻。

顏純烱希望，在東莞閩籍鄉親，發揚福建
人敢拚會贏的可貴精神，一如既往發揚愛國愛
鄉精神，關心支持家鄉的各項事業建設，為促
進閩莞兩地商界同仁聯繫，致力構建和諧東莞
，推動福建經濟社會發展獻智出力。他最後借
用著名詩人余光中的詩句 「根索水而入土，葉
追日而上天」，祝商會根植於實體經濟，來汲
取養分，隨時代的大潮而起舞，在搏擊中茁壯
成長。

駱漢生致詞時表示，該會成立於 1995 年
，秉承愛國、愛港、愛僑、愛鄉的宗旨，旗幟
鮮明，立場堅定，觀點明確，以促進香港順利
回歸為目的，維護香港的穩定與發展，支持及
參與祖國的經濟發展為己任。17 年來，該會
不斷發展壯大，發展至今已有近千名會員，積
極吸收僑二、三代入會，成立青年委員會，為
理事會增添活力。

愛國愛港愛僑愛鄉
他續說，新馬泰的歸僑多數在上世紀 50

年代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發展，在不同的崗位
上表現積極，一心一意希望祖國富強，他們這
種無私奉獻、忘我的精神可頌可敬。最近，中
共 「十八大」隆重召開和圓滿閉幕了，大會向
13 億同胞總結了中國 30 多年來改革開放所取

得的成就，也向全世界的人民展示了中國的未
來美景，他祝願祖國明天更加富強，香港明天
更加美好，香港僑界更加團結、和諧、進步。

王欽賢致詞時表示，該會是香港僑界社團
聯會的主要團體會員之一，成立 17 年來，在
會長駱漢生的帶領及眾理監事的共同努力下，
承前啟後，發揚 「愛國、愛港、愛僑」的優良
傳統，努力開展各項會務活動，積極支持港僑
聯會的工作，凝聚僑心，為促進香港的繁榮和
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該會近年來，組織僑友，開展有自己特色的
活動，舉辦 「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論壇」，每
年組織慶回歸、慶國慶座談會，敬老春茗和新
春團拜等活動，積極參與港僑聯會舉辦的各項
活動，加強與海內外僑友的友好交往，增進友
誼，獲得各界和兄弟社團的好評。他期望僑界
團體加強團結，增進與香港各界的友好合作，
共同為香港的持續繁榮穩定，為國家的繁榮昌
盛，和平統一大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為和平統一大業作貢獻
副會長劉漢萍致謝。席間設有精彩的歌舞

表演，包括 「馬來西亞手鼓舞」、混聲小組唱
《耶利亞女郎》、男聲獨唱《拉茲之歌》等極
富民族特色的演出。賓主共度一個愉快的夜
晚。

新馬泰歸僑聯會慶17周年
暨新屆就職 逾600人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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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文學促進協會
、香港文化傳播協會於本月5日在文
學會會所聯合舉行《走出膠林》新
書首發式。出席活動有香港中華文
化總會理事長、香港文學促進協會
創會會長張詩劍，文學會會長蔡麗
雙、執行會長張繼春、常務副會長
李遠榮、副會長兼秘書長唐至量，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理事長、香港
文化傳播協會會長張林，文傳協副
會長張穗強、副秘書長潘曉平，理
事馮鶴亭、陳岡、李孝諄、李少華
、雲偉堅等。

首發式由香港文學會副會長兼
秘書長唐至量主持。文學會創會會
長張詩劍、文傳協會長張林在發言
中肯定了新書《走出膠林》的時代
特色和作者的創作思想，指出了知
青群體、知青思想在當代中國社會
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分析了知青文
化對當代文學發展的影響。文學會
會長蔡麗雙為《走出膠林》首發式
舉行致送了楹聯和詩詞，由文學會
常務副會長李遠榮當場朗誦。首發

式上，作者張穗強談了撰著、出版
《走出膠林》的設想和體會，並感
謝內地和香港文學界多年的支持和
栽培。兩會同仁在座談中還交流、
總結了新書的寫作特點，並就知青
文化及香港文學的發展等問題，進
行了廣泛、深入探討。

《走出膠林》是一本知青文化
為主題的紀實評論文集。它的出版
得到兩地文化界的大力支持。香港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立法會議員譚
耀宗發來賀詞；中國作協副主席葉
辛為該書寫序；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理事長張詩劍、香港文學促進協會
副會長唐至量致送墨寶；書畫藝術
家馮鶴亭題寫書名，顯示 「知青文
化作品」出版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視
。該書出版後在各大知青網站廣泛
傳播，在文化界、知青界均產生一
定影響，浙江湖州知青作家蔡文心
（筆名珊珊）最近在內地知青網站
發表了題為《一部3D知青元素的影
卷》的新書書評，對《走出膠林》
的出版給予了高度評價。

旅港福建商會辦學 61 周年暨福
建中學四校校慶聯歡宴會將於今日假
香港中環大會堂美心皇宮大酒樓舉行
，日前，本報記者採訪了該校四校校
監黃周娟娟。作為銀紫荊勳賢、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創會主席、前任福建中
學校監黃光漢的遺孀，黃周娟娟表示
，接任福建中學校監以來，她牢記先
夫囑託，竭盡心力延續他一生不倦的
堅持。將與全體師生承前啟後，繼往
開來，秉承歷屆先賢堅定不移的精神
，把教育辦好。

牢記先夫囑託盡力辦學
談到福建中學的歷史時黃周娟娟

娓娓道來，福建中學前身是福建義學
，1926年由居港閩商出資創辦，照顧
來自家鄉的學子，於 1951 年正式註
冊。回歸前受港英政府壓迫而未能壯
大發展，辦學條件窘困，許多閩籍鄉
親不懈地付出了心血和時間、資金。
學校以校風好著稱，不斷地拚搏努力
，堅持下來。回歸後，才逐步由一變
四，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她回憶說： 「光漢對教育好有心
，一而再地向我講述教育對社會發展
的影響非常深遠，我明白，但沒怎麼
放在心上，因為有他這把大傘遮陰。
但現在接手福建中學的校監，我才深
入理解、逐漸體會這個教育夢殊不簡
單。」她指，自己接手後，對閩籍鄉
親 80 多年來的無私貢獻感受特別深
，但歷史像流水一樣，很可能了無痕
跡，一定要着手記下來。所以於今年
五月修編了《旅港福建商會辦學六十
周年暨福建中學四校校慶特刊》，把
先賢的貢獻記錄下來，給後人緬懷和
景仰、學習。

福建中學有教無類
她高興地稱，福建中學現雖已不

局限只收閩籍子弟，但傳統的樸素、
真誠的校風卻絲毫沒有改變。學校與
時俱進，用兩文三語、愛國愛港的教
學模式，求真擇善，追求卓越，並取
得很好的成績。如觀塘校拿了 800 多
個各類獎項，小西灣校自己編教材，
獲得國家表彰。她指，見證着學校由
小而大，當年的校舍是殘舊的唐樓，
發展到今天擁有獨立校舍，環境大大

改善，師資不斷增強，朝着一流名校
的路途邁進，真得很欣慰。

學校壯大發展感安慰
黃周娟娟虔誠地信仰佛教，特別

惜福感恩。她說，是社會各界的鼎力
支持令福建中學穩步成長。她提到，
辦學團體的主席校董、全體校長、同
學，校友、家長們，學校像一棵大樹
，有那麼多的園丁，不能忘了那麼多
人曾經耕耘……她憶述，前行政長官
董建華便曾兩次對她說： 「我永遠不
會忘記光漢希望政府批地給福建中學
興建校舍時的懇切眼神，永遠不會忘
記他當時的表情。」董建華亦感慨地
說： 「我一直都關心福建中學的發展
，打開報紙看到福建中學的消息，都
會自然多看兩眼。」她又特別提到梁
振英特首，說起觀塘福建中學泳池建
成要找主禮嘉賓揭幕，梁振英原本訂
好同一天與家人到北海道旅行，為了
泳池揭幕，他特地延遲 3 天才離港
……她道出的是無盡的感謝。

她表示，福建中學未來仍將堅持
一貫優良的辦學方針，加強學生對中
華文化的熱愛與認同，提升對民族的
自豪感，拓展同學們的國際視野、經
濟政治、文化學術的認識，取長補短
，戒驕戒躁，提升在瞬息萬變的全球
化時代競爭力，為教育事業作出自己
應有的貢獻。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日前，香港
廣東社團總會假銅鑼灣稻香酒樓設宴，歡迎
中華海聯會第25期研討班高衛東一行，該會
副主席林光如、楊志紅（兼秘書長）、常務副
秘書長余錦坤、副秘書長徐莉等出席接待。

林光如致詞時表示，該會成立於回歸前
夕，秉承愛國愛港愛鄉的宗旨，參與見證了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積極參與香港社會

事務，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從民間層面
積極促進香港與內地交流，為之作出努力和

貢獻，得到社會廣泛肯定和認同，經過16年
發展，現有團體會員 290 個，已成為本港具
廣泛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社團。目前，希望通
過該會的平台，發出正面聲音，香港社會需
要和諧才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港人才可能
實現長遠的福祉。冀望大家抓住十八大給香
港帶來的巨大機遇，為國家和香港社會做實
事做好事，再創輝煌。

高衛東致詞時表示，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是香港最大社團，集中了香港社會大部分精

英。總會團結粵籍鄉親，多年來在港做了大
量工作，在香港重大事務上發揮重要作用。
近年來跟隨時代形勢，不斷拓展會務，為香
港繁榮穩定做實事。希望通過拜訪，加深交
流，增進了解，學員們可以充電，回去後把
工作做得更好。

到訪的研討班成員還包括：身兼班長的
廣西海外聯誼會副會長熊春寒、中華海外聯
誼會處長白靜、國務院港澳辦交流司副巡視
員郭舒、中華海外聯誼會副秘書長吳寶通等。

舉行新書首發式

求真擇善 作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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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走出膠林》新書座談會的文學會、文傳協成員合影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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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樞張燮飛主禮 顏純烱膺創會會長

▲創會會長顏純
烱致辭

▲

東莞市福建商
會舉行成立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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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馬泰歸僑華人聯合會成立17周年暨新屆就職典禮上，賓主合影 本報記者方成攝

日前，香港新馬泰歸僑華人聯合會假九龍長沙灣君好大酒店，隆重舉行成
立17周年暨第7屆理監事就職典禮。中聯辦協調部處長張強，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主席邱維廉、副會長王欽賢、王錦彪、永遠名譽會長鍾保家，香港中華總商
會副會長張成雄，香港華僑華人總會首席主席梁淦基、會長李碧葱、主席古宣
輝，中國僑商聯合會副會長暢瑞鋼等應邀主禮，與新一屆會長駱漢生、監事長
湯德青等該會首長，各界好友、僑友及各省市僑友會代表逾600人歡聚一堂，
同申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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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社團宴海聯會研討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歡宴中華海聯會第25期研討班一行，賓主合影
本報記者方成攝

▲第七屆會長駱漢生在典禮上致詞
本報記者方成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