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晚會的嘉賓還有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
沖，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李慧，
香港廉政公署專員白韞六，保安局副局長李家
超，懲教署署長單日堅，廣州市委常委、統戰
部部長陳明德，廣州市副市長曹鑒燎，廣州海
外聯誼會會長孔少瓊等。中聯辦綜合部副部長
業幸平、協調部部長高級助理李新樂，香港友
好協進會會長陳永棋，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王國強，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主席林樹哲，越
秀企業集團董事長陸志峰，澳門穗協聯誼會理
事長廖僖蕓，廣州市政協副主席簡文豪，廣州
市政協原副主席郭煥之、廖志剛、陳紀實、向
東生等亦出席了這次慶典。

逾800人共申慶祝
黃俊康在致辭時表示，篳路藍縷，春華秋

實，該會成立17年來，共同見證了香港主權回
歸，成功實踐「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維
護了香港的繁榮穩定。會員們矢志不移堅持愛
國愛港宗旨，積極參與特區社會事務，全力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繁榮穩定發揮了
重要作用。大家並熱心祖國建設，為推動港穗
合作和共同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讚揚上
屆理事會在會長黃鐵城的帶領下，精誠團結，
銳意進取，建樹良多，充分發揮了政協委員的
橋樑作用，廣獲社會各界好評。他表示，新一
屆理事會將再接再厲，繼往開來，為促進穗港
合作，為國家統一富強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重團結重民生重友誼
主禮嘉賓蘇志佳、永遠名譽會長黃鐵城分

別在致辭時表示，該會成立17年來，在各位創
會領導及歷任會長的的帶領下，以及各屆理事
會同仁的緊密合作下，會員人數激增，會務發
展暢旺，在參政議政、扶貧助學、慈善公益等
領域發揮積極作用。他們並勉勵新一屆理事發
揚優良傳統，保持 「重團結、重民生、重友誼
。」的社團特色，為國為港為鄉作出新貢獻。

該會常務副會長陳維端致謝辭感謝各友好

對該會的支持，向各位創會前輩表達崇高敬意
，包括永遠名譽會長周寶芬、彭磷基、周練基
、簡祺章、曾智明、黃鐵城、傅金珠，感謝他
們多年來為會務鞠躬盡瘁，卓越貢獻。永遠名
譽會長傅金珠致祝酒辭之後，在大會司儀彭徐
美雲等的帶動下，大家紛紛登台大開金嗓，活
動在歌唱祖國的歌聲中圓滿結束。

廣州政協聯誼會就職聯歡
殷曉靜李元明蘇志佳沈沖等出席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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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功十八法廣受青睞

【本報訊】香港心理衛生會李鄭
屋宿舍日前推出夢想收集計劃，期望
激起市民心裡的夢想轉化成為推動力
，帶領個人越過眼前短暫的障礙，日
前在觀塘翠屏道3號基督教家庭服務
中心禮堂舉行閉幕禮 「夢想show一
show」，公布香港人 「十大夢想」
。勞工及福利局康復專員蕭偉強、 「
焦媛實驗劇團」藝術總監焦媛、香港
心理衛生會李鄭屋宿舍 「喜有此夢」
劇團導演陳銘峰、香港心理衛生會中
途宿舍小組委員會召集人談家樂、香
港心理衛生會總幹事何惠娟應邀出席
主禮。

香港心理衛生會李鄭屋宿舍推出
夢想收集計劃，共收集到2707個夢想
，收集2707份問卷，受訪對象包括不
同年齡、階層及傷健人士等。從收集
過程可見，夢想不但沒有大小、貴賤
、階級之分，並且能讓相信 「只要有
夢想，凡事可成真」的人活得更精彩
。根據在街站及學校、社福團體收集
回來的夢想，香港人 「夢想榜」首五
位分別是： 「追求理想職業」、 「身
體健康」、 「學業進步」、 「財富追
求」、 「世界和平」，其他則是生活
開心、環遊世界、改善居住環境、享
受美食、期望香港社會進步等。

香港心理衛生會李鄭屋宿舍服務
經理洪美清總結是次收集夢想時表示

，原來許多香港人沒有想過自己的夢
想，而不同年齡層的港人，有不同但
頗接近的夢想，如他們都回應希望身
體健康，可見身體健康已經昇華成為
夢想，且躍升成為 「港人十大夢想榜
」的第二位。此外，年紀愈小或受社
會制度影響愈小的港人，愈能脫離現
實處境、超越自身、懷抱遠大夢想，
例如有小朋友回應夢想是 「要建一棟
房屋給家人住」、 「飛上太空」、 「
做發明家」、 「建立自己的慈善機構
，幫助他人」；許多港人的夢想亦超
越個人需要，昇華成為對社會的希冀
，如 「改善貧富懸殊」、 「民生民安
」、 「香港太平，人人有工開」等，
可見香港人很關心社會時事，願意把
夢想化成祝願。

蕭偉強、焦媛、陳銘峰、何惠娟
、談家樂等主禮嘉賓也於閉幕禮上分
享個人的夢想，鼓勵參與者一起追夢
。談家樂說，調查研究反映港人不是
沒有夢想，而是不敢有夢想，他鼓勵
市民別輕看夢想，更不要放棄夢想，
因為有夢的人，才有力量追求更快樂
的人生。不同團體又在舞台上，以各
種方式演繹他們的夢想，包括長者、
聾啞人士、精神病康復者、青少年及
社區人士。現場氣氛一片溫馨洋溢，
充滿對夢想的憧憬。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由香港
各界文化促進會及中華總商會牽頭舉辦的 「練
功十八法」練習班在中總會所舉行。專程由上
海來港的著名醫療保健操 「練功十八法」嫡系
傳人莊建申示範講解練功十八法各項招式要訣
，中總會長楊釗、副會長莊學山，文促會理事
長李國強等率近百會員練習，眾口齊讚 「功到
病除」。

莊建申表示， 「練功十八法」由上海著名
中醫學家、中醫推拿骨傷專家、武術家莊元明
大師所創，是專門防治頸肩腰腿痛等慢性疾病
的醫療保健操，該保健操每套由18節動作組成
，故名 「練功十八法」。共分為三套：第一套
簡稱 「前十八法」，主要防治頸肩腰腿痛；第
二套簡稱 「後十八法」，主要防治四肢關節痛
、腱鞘炎、網球肘及內臟器官功能紊亂；第三
套簡稱 「續十八法」，主要防治中老年慢性支
氣管炎、心肺功能衰弱。

他指出， 「練功十八法」動作針對性強而
又溫和易學，肩臂痛、腰腿病均可有針對性選
擇練有關動作，只需數分鐘就可有所緩解，便
於自我防治，廣受普羅大眾及年老體弱者喜愛
。 「練功十八法」1977年獲上海市重大科研成
果獎，1980年獲上海市中醫院、中西醫結合科
研成果一等獎，1985年獲上海市科技進步二等
獎，1999年被譽為建國50年來上海醫藥奇葩10
項重大成果之一，2009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批
准列為第二批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創建以來， 「練功十八法
」不僅在全國得到普及流行，鍛煉者現已遍布
全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

據悉，本港許多政商各界名流都有練習 「
練功十八法」，成效顯著。楊釗50歲時也跟很
多人一樣曾患過肩周炎，俗稱50肩，深明城市

人必須注意保健。他說，像他經常要看文件和
簽支票，常低頭，肩頸很容易出問題。 「練
功十八法」自己之前練了很久，最近又重新練
習了一個月，覺得效果顯著。身兼文促會和中
總會長的他表示，想推廣一個訊息，就是在賺
錢、求取名利以外，身體健康更為迫切。大家
必須坐言起行，提早保健，要把保健看成是吃
飯、睡覺、喝水一樣，是每天不能缺少的環
節。

香港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亦是 「練功十八
法」的擁戴者。他十多年前曾患上嚴重頸椎痛
症，日常生活及工作飽受困擾，曾以物理治療
紓緩痛楚但收效甚微。一次上海公幹期間，經
當地一位領導推介求助 「練功十八法」，每日
試練十多分鐘，經過幾個月後頸椎頑疾不藥而
愈。在羅康瑞倡導下，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
各界文化促進會先後兩次邀請莊建申來港傳授

「練功十八法」，以惠及更多有需要的會員和
市民。李國強理事長表示，希望大家不枉此行
。學會了 「練功十八法」，在自身健康的同時
，並一起推廣，將這些有益的事介紹給大家。

【本報訊】由灣仔區議會屬下衛
生健康活力城推廣委員會、香港宋慶
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合辦，香港太極
總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徐一杰
太極中心）、自然健身氣功會、香港
武術文藝服務中心、香港公民協會、
港灣婦女會、中國武術氣功健體操聯
會、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
工聯會港島南地區服務處協辦，灣仔
區議會贊助的 「衛生健康活力城──
太極匯粹」日前在香港銅鑼灣摩頓台
足球場及排球場舉行。

灣仔區議會主席孫啟昌，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劉健儀，灣仔區議會副主
席吳錦津，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
主任陳小萍，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港
島工作部副科長劉順桃，灣仔區警民
關係組主任唐思敏，灣仔區康樂事務
辦事處灣仔區副康樂事務經理朱家俊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灣
仔區議會議員鄭其建、伍婉婷、李碧
儀等應邀主禮。

大會主席何淑雲致詞表示： 「太
極」是中華民族獨有的哲學和文化概
念，它強調了事物是由 「陰陽」兩種
不同因素，相異卻又互補相成地緊密

凝聚，體現了中國人的中道與和諧思
想； 「太極運動」則是通過回歸自然
、德術兼修的習練方式，由太極入手
，修養心性，培養靜氣，調理身體經
絡，漸漸過渡到動作豐富和實用的技
藝，從而達到強身健體之目的。

今次大會舉行的 「太極匯粹」活
動，乃為推動居民認識太極運動對身
體的重要性，因為太極運動可促進心
肺功能、強化骨骼、肌肉和關節，減
低脂肪積聚及增強抵抗力，同時更有
助預防各種都市病。希望透過今次活
動，讓在座各位能在探討與切磋中，
於傳承中華文化的同時，能進一步調
養內心、強健筋骨，最後達到了心舒
神怡、身體輕靈的效果。

她續表示：活動之所以能順利舉
行，有賴各方面之衷誠合作，她感謝
政府各部門之支持，灣仔區議會和社
會各界人士之贊助，感謝康文署批出
場地，感謝各團體派出隊伍參加，感
謝聖約翰救傷隊及各義工團，今次在
籌劃活動之過程中，充分體會到群策
群力之合作精神，希望這種團結和諧
精神能傳播到社區每一個角落。

日前， 「廣州地區政協委員聯誼
會第五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迎春晚會
」 假香港會展中心隆重舉行，逾800
位各界友好及會員齊聚一堂，會場內
充滿歡歌笑語，洋溢一派喜氣洋洋
。應邀蒞臨的主禮嘉賓包括有中聯辦
副主任殷曉靜、外交部副特派員李元
明、廣州市政協主席蘇志佳等。在全
場的見證下，黃俊康榮膺新屆會長，
率第五屆理事會正式就職。

本報記者 黃閩

多個團體合辦 太極匯粹

【本報訊】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
辦之 「第47屆工展會」日前在銅鑼灣維多
利亞公園舉行 「工展小姐選舉」及 「攤位
設計比賽」頒獎禮，廠商會會長施榮懷、
副會長兼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主席吳永嘉分
別於兩個頒獎禮上致辭。

「工展小姐選舉」結果由威馬企業代
表鄭燕虹摘得后冠，亞軍為香港中華煤氣
代表兼 「最具魅力獎」、 「最佳口才獎」
及 「最具才藝獎」得主張旭，季軍兼 「最
合眼緣獎」得主則為和興隆潮州花生糖有
限公司代表江金鎂。另外， 「攤位設計比
賽」冠軍得主為香港中華煤氣，亞軍為同
珍醬油罐頭，而季軍兼 「環保攤位設計大
獎」則由皇朝傢俬控股奪得。

廠商會會長施榮懷在 「工展小姐選舉
頒獎禮」致辭時表示，工展會於1938年創

辦，至今已74年， 「工展小姐選舉」是歷
屆工展會家喻戶曉的重頭節目。一如以往
，今屆工展小姐選舉舉辦多項大型宣傳活
動，獲得傳媒廣泛報道，而 「最合眼緣獎
」、 「最具魅力獎」、 「最佳口才獎」及
「最具才藝獎」得主亦已在有關活動中順

利誕生。今屆選舉方式是綜合參選者在四
個宣傳活動中的表現所得評分及入場人士
投票結果，決定冠、亞及季軍獎項得主。
今屆 「工展小姐選舉」的獎金及獎品非常
豐富，冠、亞、季軍及優異獎得主連同所
屬企業均獲贈現金獎，總值35萬元，加上
多項名貴獎品，整個選舉的獎金及獎品總
值接近70萬港元。

今屆 「攤位設計比賽」的評判包括香
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校友會會長邱啟帆、
香港設計文化協會秘書長冼子光、香港設
計師協會執行委員王玉沛，以及香港設計
中心設計經理李述樑。

喜有此夢舉行閉幕禮
追求理想職業成港人夢想榜首

▲各社團首長與主禮嘉賓大合照

▲ 「太極匯粹」 場面壯觀

▲不同團體以夢想為主題，演繹自己的夢想

▲莊建申老師（前着運動衫者）指導學員
練習 「練功十八法」

工展小姐選舉攤位設計頒獎

▲廠商會副會長吳永嘉（左九），永遠名譽會長楊孫
西（左十），副會長李秀恆（右一）、徐炳光（左七
）、徐晉暉（右八），常務會董及會董與 「攤位設計
比賽」 得獎公司代表合照

◀蘇志佳（右）為黃俊康頒發證書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歷屆新老會長與主禮嘉賓合影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殷曉靜（左）為傅金珠頒發證書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齊齊參加練習 「練功十八法」 本報記者黃閩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