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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前，寧港青年交流促
進會、寧夏青年聯合會與香港高等科技
教育學院合辦 「寧夏考察團」，是次活
動得到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贊助，香港
高等科技教育學院、香港浸會大學等4
所高校的大學生們以 「從可持續發展中
認識」為主題，踏上西北科技之旅，受
到寧夏青年聯合會鼎力支持，獲寧夏政
協副主席袁漢民、團委書記張慧、僑聯
副主席姜小玲等領導熱情接待。

寧港青年交流促進會主席徐小龍、
常務副主席梁葆迅、副秘書長彭穎生及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副教授李建文等
隨團出席這次交流活動。為了讓同學們
對祖國西部大開發有更深更廣的認識，
考察團拜訪了寧夏當地的企業商會，參
與講座，並讓兩地的大學生直接交流，

從中啟迪視野，豐富學習知識。
此外，在寧夏期間，同學們興致勃

勃參觀了西夏名勝古蹟，如西夏皇陵、
西部影視城、中華回鄉文化園等。團員
們還考察了可再生能源建設，如太陽能
發電站、風力發電場、寧夏電力科技館
和寧夏博物館等，均被寧夏濃郁的大漠
風情和伊斯蘭文化深深吸引。他們在中
華回鄉文化園了解回族文化與歷史，在
中國枸杞館體味悠久的中甯枸杞文化，
在西夏皇陵感受神秘的西夏文化。同時
還參觀了防沙治沙林場，就生態環保等
話題與專家學者及當地學生展開交流。
適逢 「十八大」東風，自治區領導還安
排了講座，讓兩地學生聚首青春大講堂
，互相分享國家建設生態文明的政策，
加深對西北部發展的認識。

灣仔區街坊福利會會長何伯陶致辭時表示
，灣仔現時已成為香港的商業、展覽、文化、
體育、娛樂及購物中心，又是港島的交通樞紐
；由於是舊區，所以長者較多，關懷區內老人
亦成為街坊會的使命。他表示，新的一年，該
會定會繼續努力，使會務更上一層樓。

灣仔區街坊福利會理事長林貝聿嘉透露，
今屆該會共有51位理監事，大家將於任期內為
區內坊眾竭誠服務，提供優質醫療服務及多元
化的活動及福利。該會將繼續秉承街坊會 「守
望相助，休戚相關；患難相扶，移風易俗」四
大信條，一如以往服務坊眾，關心區內居民之
福祉，更會定期舉辦大型活動，為會員們帶來

歡樂。該會去年舉辦了很多活動，如 「金曲賀
國慶」、 「灣仔區粵劇戲寶會坊眾」、 「夏日
歡樂四方城」、 「特色粵菜一天遊」、 「慶祝
雙親節」、 「歲晚福米贈耆英」，廣受大眾歡
迎。

各位主禮嘉賓分別致辭，異口同聲讚揚灣
仔區街坊福利會一直以來舉辦各種不同類型的
活動，惠及區內坊眾，為區內聯繫友誼和營造
和諧氣氛作出很大貢獻。他們希望該會在新一

屆理監事的領導下，更好地服務灣仔區，為坊
眾謀福祉。

應屆監事長李金鐘繼而致謝辭。灣仔區街
坊福利會第二十四屆理監事首長包括：會長何
伯陶，副會長徐中吉、陳永錦、黃劉錦燕；理
事長林貝聿嘉，副理事長林國明、孫日孝；監
事長李金鐘，副監事長趙偉勝、杜佑安等。大
會備有豐富禮品抽獎及文藝節目助興，現場洋
溢一片愉快的氣氛。

【本報訊】記者方成報道：以環
保低碳、有營健康以及男女共同承擔
家庭責任為概念進行食譜設計的 「識
飲識食．惜健康」妍新知烹飪比賽，
日前在奧海城二期中庭熱鬧開鑼。

是次活動由九龍婦女聯會主辦、
婦女事務委員會贊助，邀得特區政府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中聯辦九
龍工作部副部長余汝文，社會福利署
助理署長（家庭及兒童福利）馮民重
，油尖旺區民政事務專員何小萍，油
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活動健康大
使、香港金像獎影后葉童，勞工及福
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擔任主禮嘉賓。
九龍婦女聯會會長鄭臻、主席蘇麗珍
與一眾主禮嘉賓穿上圍裙，共同主持
儀式，進一步宣傳男女平均分擔家庭
責任、入廚享受烹飪之樂。

大會邀得香港資深電台主持車淑
梅、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會長及營養名
廚徐欣榮、新榕記集團董事劉廣財、
香港女名廚兼電視飲食節目主持蕭秀
香擔任現場評審。比賽由入圍的16隊
參賽選手，分三組進行比賽，最後結
果由兩母子梁彩寬、劉昀易摘取冠軍
，亞軍與季軍分別由夫妻檔劉綺明、
張松夫婦及陳佩瑛、林卓照夫婦獲得
，分外有意義。

蘇麗珍介紹 「識飲識食．惜健康

」妍新知系列活動，冀望活動起到宣
揚均衡飲食、推廣低碳減排的健康生
活方式，推動婦女認識正確的飲食習
慣，做一個有 「營」女性。

同時，通過家庭成員烹飪比賽，
提倡家庭和諧、男女平均分擔家庭責
任的觀念，享受烹飪樂趣。她並指稍
後會將得獎食譜集結成書，進一步推
廣健康飲食。

高永文致詞指，非常欣賞大會舉
辦的 「識飲識食．惜健康」一連串的
活動，讓婦女意識到不只煮得 「好食
」，更重要要設計 「有營養」的食譜
，把健康飲食信息帶到家庭中，讓每
一位家庭成員健健康康。

均衡飲食和適量運動對身體健康
很有幫助，他提醒市民過年過節 「鍾
意食」的美食中好多都是三高食品，
即高糖、高鹽、高脂肪，不少科學研
究已指出三高食物與癌症有關。更建
議大家去衛生署評核、貼有 「有營食
肆」標誌的食肆享用多蔬果、三低的
健康美食，現時全港有580間 「有營
食肆」。

出席當日活動的賓主還包括：奧
海城中心主任李國民，中華電力企業
及社會關係部客戶關係主任鄔麗妹，
九龍婦女聯會名譽會長許佩詩、副會
長古麗芳、副主席馮美雲等。

九龍婦聯辦健康烹飪比賽

【本報訊】現任加拿大聯邦耆老事務國務
部部長黃陳小萍及夫婿黃以諾教授，日前到訪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和香港潮州商會，受到主席
陳幼南、會長周振基等首長的熱烈歡迎，雙方
進行了親切的交談，特別對加強香港與加拿大

潮籍鄉親的交流合作，增進友誼，表示了極大
關注和殷切期盼。陪同黃陳小萍到訪的有加拿
大溫哥華潮州同鄉會會長林少毅伉儷、副會長
陳楚宏伉儷、秘書長方耀明。

黃陳小萍祖籍汕頭市潮南區陳店鎮，在香

港出生，是一位政治家、教育家和企業家，能
說流利粵語、潮州話及英語，也能使用普通話
。她是華裔加拿大保守黨籍國會議員，為卑詩
省列治文選區第二位華裔國會議員，也是首位
華裔女性國會議員及內閣成員。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致歡迎辭，
他對能夠在香港接待黃陳小萍部長感到萬分幸
運，對黃陳小萍部長不遠萬里，回香港探望潮
籍鄉親萬分欣慰，尤其對黃陳小萍部長對香港
潮屬社團總會及香港潮州商會的親切關懷致以
衷心的感謝。

周振基為有幸作為黃陳小萍部長的同鄉感
到萬分自豪，他表示，全世界的潮州人在不同
的國家拚搏奪鬥，取得了不同的成績，黃陳小
萍部長不但是全世界潮州人的驕傲，也是汕頭
人乃至潮南人的光榮，同時，她也是香港人的
光榮。

黃陳小萍對回到香港，見到潮籍鄉親倍感
親切溫暖，他對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及香港潮州
商會在香港發揮的積極作用，以及在與世界潮
籍鄉親的密切交流上作出的努力和貢獻，表示
高興和欣賞。她希望香港潮屬兩會再接再厲，
為潮州人爭光，為香港繼續擔任溝通世界潮籍
鄉親的橋樑發揮更大作用。

參加接待的還有：國際潮青聯合會會長、
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主席吳南祥伉儷，香港潮
屬社團總會永遠名譽主席許學之，香港潮屬社
團總會副主席林榮森，國際潮團秘書長張成雄
，國際潮團副秘書長林楓林等。

醫者仁心，善傳
大地。熱心慈善的香港
醫生杜景成今年已經81
歲，八年多來，他在中
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
室的支持和廣東省青少

年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兼廣東省希望工程辦
公室主任林喬林及他的同事們的陪同下，
踏上了親力親為在祖國大陸興建希望小學
的歷程。 「為保證把我和親友捐款興建的
希望工程學校建得好，親力親為是應該的
。我非常樂意體驗各地的實際情況，對自
己亦是一個教育的過程。可以認識農村，
認識祖國河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杜
景成流露出對捐資助學的樂此不疲。

捐資助學 足踏十省
從2005年至今，杜景成在廣東省、廣

西壯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湖南
省、江西省、甘肅省、青海省、浙江省、
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等地，捐
資興建希望學校60所。至今他資助的建校

款項及資助其他配套已超過人民幣三千萬
元；此外，他又發動和支持親友興建希望
小學18所，共資助人民幣超過一千萬元。
杜景成也因此獲得：2010中國青基會希望
工程二十周年 「全國傑出公益人物獎」、
2007廣東省青基會實施希望工程十五周年
個人突出貢獻獎、2011江西省希望工程實
施二十周年致敬人物等榮譽稱號幾十項。

辛苦考察 積極回訪
杜景成年輕時前往外國留學，學有所

成後回港執業。他十分關注各地民生，尤
其是青少年教育。他了解到內地貧困地區
小學環境惡劣，便決心出一分力。經過多
次努力，杜景成得到香港中聯辦搭橋，認
識了廣東省青少年基金會和省希望工程辦
，並於2005年在廣西瑤族自治區興建了第
一所希望小學。 「該校建成後，效果非常
好，增強了我的信心，使我對內地希望工
程事業有更深的認識，又促使我決心續建
希望小學。」

「對每捐建一間希望學校或配套一項

希望工程項目，我都要親自去考察其建設
的可行性，並盡量做到回訪。」雖然年屆
八旬，但為了保證質量，對於每一個項目
，杜景成都親自前往，甚至實地考察2-3次
。平均每來回一間學校需用5天左右時間，
加上回訪的時間，八年多來，他為遍布在
祖國內地的相關希望小學（項目）奔波所
用的時間達1000多天。他每年的一半時間
都奔波於希望學校之間和用來思考內地小
學教育的問題。例如：自從2008年9月杜景
成第一次考察廣東的新溝小學並捐款25萬
元，於2009年9月建成和參加廣東省茂名市
電白縣博賀鎮杜景成希望小學的落成儀式
後，他又多次回訪和與該校領導溝通，尤
其是在建校董事會成員黃鋒、黃克添、黃
錦昌、陳武斌、蔡英華的積極協助下，先
後十六次捐款捐物共值116萬多元給該校。
在他的呵護下，該校已從一間破爛小學校
變成現在總面積為60畝、兩棟3000多平方
米的新教學樓、配給老師單間新宿舍、教
學設備設施配套齊全以及兼有附屬幼兒園
的屬布局調整學校的茂名市市一級知名小

學。
近八年來，杜景成慈善的腳步踏遍了

祖國內地。 「我去的一般是少數民族地區
、窮困地區，這些地方更迫切需要幫助。
我一點也不覺得辛苦。」在這期間杜景成
曾兩次患上重症，但仍然堅持不懈地繼續
捐資助學事業。

教育為本 籲受關注
杜景成的慈善事業集中於教育領域，

他認為：要建立富強國家及文明社會，最

主要的是國民素質的提高。只有通過教育
，才能達到提高的目的。鄉村小學是最落
後的板塊，硬件和軟件都不過關。他相信
，隨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完善，將會有
更多資源流入鄉村基礎教育。他希望能努
力改善鄉村小學的素質，使鄉村的孩子們
有機會和城市的孩子們接受同等的教育，
實現全國小孩子教育平等的目標。同時
呼籲更多愛心人士參加希望工程，使貧
困地區的孩子們能早日接受正規良好的
教育。

▲ 「識飲識食．惜健康」 烹飪比賽上，賓主與獲獎者合影
本報記者方成攝

▲一眾主禮嘉賓穿上圍裙，共同主持儀式，進一步宣傳健康飲食概念
本報記者方成攝

港四高校學生寧夏考察

【本報訊】灣仔區街坊福利會第
二十四屆理監事就職禮，於本月10日
在百樂門宴會廳隆重舉行。中聯辦港
島工作部副部長劉林、灣仔民政專員
陸綺華、灣仔區議會副主席吳錦津及
灣仔區警民關係主任唐思敏蒞臨主禮
。晚會在雄壯的國歌聲中揭幕，陸綺
華為新一屆理監事全體成員監誓，劉
林向該會理事長林貝聿嘉頒發證書。
數百會員街坊歡聚一堂，舉杯同賀，
場面熱鬧。

▲灣仔區街坊
福利會理監事
就職，賓主合
影

◀劉林（左）
向林貝聿嘉頒
發證書

景星昭善業 成德育新苗
──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杜景成捐資內地建校記

本報記者 林 苑 實習記者 謝志君

▲已建成的廣東電白縣博賀鎮杜景成希望小學

黃陳小萍一行訪潮屬兩會
陳幼南周振基許學之等熱情接待

▶黃陳小萍
伉儷（前排
左三及四）
與潮屬兩會
首長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