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州商會訪問安徽
省長王學軍省政協主席王明方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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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由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
訓基金會主辦、灣仔區議會贊助、馬會
捐助的 「香江活力潮舞夜表演賽」接受
青少年舞蹈愛好者報名。

名額：個人及隊伍共40項（名額有
限，先到先得），報名費：全免，活動
日期：2013年8月17日（星期六），活
動地點：跑馬地禮頓山社區會堂，報到
時間：下午2時，比賽時間：下午3時，
索 取 報 名 表 格 地 點 ： 可 登 入 http://

www.hkscl.org下載報名表格；或親臨
該會：香港銅鑼灣百德新街22至36號珠
城大廈17字樓A3室（上午10時至下午8
時），團體及個人獎項：各設冠、亞、
季軍各一名。隊伍形式：2人或以上，
參賽時間：個人及隊伍限時不超過5分
鐘（自備音樂CD），年齡：30歲以下。

活動旨在豐富青少年的暑期生活，
透過舞蹈，讓愛好者歡聚一堂，彼此交
流心得。查詢電話25778919。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為了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六周年暨南北行
公所成立一百四十五周年，日前由南
北行公所贊助、香港翔韻藝術團主辦
的《南北世紀行 香江創輝煌》音樂
會，假上環文娛中心圓滿舉行。南北
行公所主席李歡、中聯辦港島工作部
處長李開剛、中國科學院院士唐本忠
及城中名人賢達歐陽成潮、費明儀、
倫志炎、黃光輝、林鎮浩等出席欣
賞。

演唱會首先以大屏幕放映回顧了
南北行公所不平凡的跨三世紀歲月。
一百四十五年來，南北行歷屆會董會
員堅守 「崇道義、守商德、訂條規、

立行例、排紛爭、解疑難」的理念和
宗旨，並以愛國愛港的情操，致力內
地與香港交流，為國家的昌盛富強及
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而香港翔韻藝術團則是香港廣東
社團總會的團體會員之一，多年來在
該團藝術總監吳國玲和團長李藍波的
帶領下，不斷提升藝術水平，努力為
本港愛國愛港社團服務，成績有目共
睹。

當晚全體團員傾力演出古今中外
名曲，謳歌了 「一國兩制」下香港美
好的明天，祝福南北行公所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全場觀眾在美妙的歌聲
中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

南北行公所慶祝145周年

青少年舞蹈賽接受報名

【本報訊】由通善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民政事務處、香
港大學職員協會與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聯合主

辦的 「2013年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日前於
香港大學陸佑堂舉行總決賽暨頒獎禮。該項比
賽已連續第17年舉行，今年吸引逾4000名青少

年參加，最後500人進入總決賽。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舉辦目的為弘揚

中國優秀文化傳統，推動青少年對書法及繪畫
藝術之興趣，藉此機會讓他們能抒展所長，在
漫長暑假裡提供一項有益身心之活動。今年吸
引4000多人報名，其中500人進入決賽，大會
並於昨日舉行總決賽暨頒獎禮，並邀得教育局
副局長楊潤雄、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成、中
西區民政事務專員周可喬、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常務副院長沈雪明、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
鋒、港大職員協會會長陳捷貴、中西區文化藝
術協會主席廖啟明擔任主禮嘉賓。

此外，大會將於9月7日至8日於上環文娛
中心六樓展覽廳舉行 「2013年全港青少年書畫
比賽優勝作品展覽」，讓青少年有機會接觸及
觀摩其他得獎者之作品及互相交流，增進造詣
。過去十多年，大會更將各得獎同學的作品印
製成數千份年曆、八達通卡套及年卡送贈予全
港多間安老院舍的長者、地區人士及希望工程
小學等。

全港青少年書畫賽舉行總決賽

【本報訊】剛於日前降下帷幕的饒
學國際研討會上，廣東韓山師範學院校
長林倫倫教授鄭重宣布，由中山大學傳
統文化研究中心及韓山師範學院饒學研
究所聯合推出饒宗頤博士碩士論文獎勵
計劃。中山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陳偉
武教授，則詳細介紹了獎勵計劃的實施
細則，該計劃目的在於鼓勵海內外青年
學者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深
入鑽研饒公博大精深的論著，學習饒公
的學術貢獻，治學經驗及倡導的研究方
法。培植新一代具有國際視野的饒學研
究人才。

香港大學原副校長、饒學研究基金
主席李卓芬教授表示，此計劃和基金理
念一致，相信基金會一定大力支持。

饒宗頤教授是聞名中外的一代文化
宗師，饒宗頤治學八十餘載，其學術研
究涉及文史哲藝多個門類，著述甚豐，
成果備受學術界推崇。六月中，廣州成
立饒宗頤研究中心，香港資深傳媒人郭
一鳴呼籲，研究饒學二十萬分火急。

中山大學常務副校長陳春聲教授指
出，韓山師院是饒公大學執教學術研究
的起點，中山大學是饒公走向世界的平
台，兩校同饒公有深厚的學術淵源，推
動饒學研究責無旁貸。香港大學饒宗頤
學術館學術主任鄭煒明博士表示，該館
最早設立饒宗頤研究中心進行饒學研究

，又收藏豐富的饒公相關資料，一定配
合兄弟學校，培養饒學研究人才。

早年，饒宗頤在歐美、東南亞及港
澳台等大學及研究機構從事教學科研，
培養不少優秀人才，也指導過一批內地
學者。不管是 「東學西漸」抑或是 「西
學東漸」，饒公對東西方文化的交融，
其所起的作用是他人無法比擬的。著名
學者季羨林曾經說過， 「我心目中的大
師就是饒宗頤」。然而，內地不少地方
對饒公及其學術的了解不夠。隨着近年
內地國學熱的興起，尤其是中外學術交
流活動的日益頻繁，在更高學術層面上
檢視饒學推進饒學，有其現實意義。畢
竟饒公在各門學術研究中創獲50項世界
第一，而且在多個學術領域中，他篳路
藍縷進行前瞻性開拓性的工作，需要更
多學術傳人前赴後繼。

饒學研究將國際化
學界認為，饒學必將成為21世紀人

文社科領域的一門新的顯學。饒學研究
的學術化系統化國際化指日可待。

幾十年來一直和饒公保持密切關係
的國際潮學研究會陳偉南名譽會長、林
楓林秘書長分別表示，此一計劃醞釀
多時，今次隆重推出，不單是學界盛
事，作為饒公的朋友門人，也樂見其
成。

【本報訊】日前，2013年海外華裔及港澳台地
區青少年 「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在北京舉行閉營
儀式，來自世界55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的4,000名
青少年參加聯歡晚會。港區團隊代表在聯歡會上表
演精彩舞蹈《望月》。國務院僑辦主任裘援平，副
主任馬儒沛、任啟亮、譚天星等出席晚會。香港僑
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副會長王欽賢等亦專程赴
京出席。

裘援平在閉營儀式上致辭表示，營員們通過夏
令營，進一步了解了祖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
，見證了當代中國的繁榮發展和美好前景， 「特別
是你們還結交了來自世界這麼多國家和地區的新朋
友、新夥伴，這短短幾天將在你們未來的人生中難
以忘懷」。

裘援平勉勵海外華裔及港澳台地區青少年，返
回所在國家和地區之後要努力學習中文，繼承父輩
的傳統，記住自己的根、自己的魂，和中華民族共
同的夢， 「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北京，不要忘記中
國，不要忘記我們之間這種血脈相通的友誼」。

晚會精彩紛呈，充滿愛與活力。來自泰國、菲
律賓、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韓國等國家和
港澳台地區的營員代表分別表演了歌舞《三字經》
、歌曲《中國話》、《茉莉花》、舞蹈《六月清荷
》、《望月》、器樂《器樂炫技》、合唱《鳳陽花
鼓》等節目。港區營友代表在聯歡會上表演精彩舞
蹈《望月》。晚會在歌舞《鴻雁》的旋律中落下帷
幕。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還特設最佳團隊獎項，以獎
勵營員們在夏令營的積極表現。出席閉幕儀式的港
僑聯代表尚包括司庫黃楚基、常務副秘書長梁志明
、副秘書長廖宇軒、青年委員會委員朱翠娟、秘書
陳麗玲等。

訪問團主要成員還包括：名譽顧問藍鴻震
、陳智思、張肖鷹，名譽團長蔡衍濤、許學之
，副團長林宣亮等。

王學軍：安徽黃金發展期
王學軍首先對訪問團一行表示歡迎。他說

，潮州商會歷史悠久，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工
商團體，多年來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推進內
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等方面作出了積極貢
獻。

他指，近幾年來安徽的發展速度較快，從
上半年的情況看，大部分經濟指標都保持兩位

數的增長，安徽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黃金發展期
，希望香港同胞多來安徽深入地看看、走走，
深入了解安徽的發展現狀，歡迎香港同胞來安
徽投資興業。

胡劍江致辭時說，潮商及徽商是中國歷史
上重要的商幫，共同傳承中華優秀文化。潮州
商會成立於1921年，是香港一百多萬潮籍鄉親
中歷史最悠久及最具代表性的工商團體。90多
年來，商會不斷朝着國際化、年輕化及專業化
的方向發展會務，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商會
除了與家鄉保持着緊密的經濟文化聯繫之外，
也支持廣大潮籍鄉親特別是工商界鄉親與內地

各省的經濟文化合作。安徽省作為重要的省份
，不論是實業、旅遊、服務業，都有着巨大的
發展潛力。希望通過這次訪問，促進更多潮籍
工商界人士走進貴省，尋求商機，謀求發展，
為皖港合作營造雙贏局面。

林武：促進皖港進一步合作
王明方和林武在晚餐會上分別發言。王明

方說，潮州人有着勤勞、智慧、勇於開拓、敢
於創新的優良品質，相信通過此行有利於推動
香港的潮州朋友和安徽的交流與聯繫，為雙方
今後的合作產生重要的作用。

林武指，此行是打前站，希望在座者好好
把握內地發展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 「手快有
，手慢無」，希望今後陸續有來，共促皖港兩
地進一步的交流與合作更上一台階。

商會安徽訪問團此行豐富多彩，除了考察
合肥，還到安慶市和黃山市考察參觀，並安排
團員到黃山風景區和被譽為 「中國畫裡鄉村」
的西遞宏村遊覽觀光。

饒學研討會潮州召開

華革愛心工程派蔬果

香港潮州商會安徽訪問團一行30人於7日抵達安徽，隨即獲得安徽省省長
王學軍接見，並展開一連五日的考察訪問之旅。訪問團由安徽省第十屆政協委
員、商會副會長胡劍江任團長，中聯辦副主任林武任榮譽顧問。安徽省省長王
學軍、省政協主席王明方、副省長花建慧親切會見了訪問團成員。王學軍肯定
和讚揚商會多年來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推進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等方
面作出的積極貢獻。

本報記者 方 成

僑青尋根夏令營閉幕
團員在聯歡晚會表演精彩節目

◀安徽省領導
王學軍（右五）
、王明方（右
四）、花建慧
（右三）等與
訪問團主要成
員胡劍江（左
八）、林武（
左七）等互贈
紀念品

本報記者
方 成攝

▲演出結束謝幕後，主要嘉賓上台與演員合影留念

◀饒學國
際研討會
現場

▲青少年書畫比賽各級別冠軍手持作品與嘉賓合照

▲夏令營全體
營員在長城 「
天下第一關」
前合影

◀余國春榮譽
團長（右四）
、王欽賢團長
（右三）等出
席夏令營閉營
式

▲華革愛心工程舉辦 「健康菜籃」 優惠計劃啟動禮

【本報訊】記者夏天報道：華革會
附屬機構華革愛心工程於日前舉辦 「健
康菜籃」優惠計劃啟動禮，向灣仔區部
分弱勢社群提供廉價新鮮的蔬菜和瓜果
。出席啟動禮有華革會主席林耀文、華
革會愛心工程主席關世豪、灣仔區議員
鄭琴淵和善心蔬果商人吳永恩等。

有鑑 「食物銀行」所提供的多為米

麵罐頭等乾糧，遂有善心瓜菜果商透過
華革愛心工程，向弱勢社群提供廉價新
鮮瓜菜，每份十元，可供四人家庭兩餐
之分量，計劃每星期提供兩次。首日提
供之四款瓜菜包括小冬瓜、椰菜、小棠
菜和一包蒜頭等。一份份瓜菜，體現了
人間真情，表達了大家對弱勢社群的關
心和愛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