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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會接待中總研討班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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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莉婭報道：為加強與政府
部門聯繫與溝通，博愛醫院癸巳年董事局日前
設宴招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副局長
陳肇始、常任秘書長（衛生）袁銘輝及一眾
官員，就博愛醫院服務之未來發展，互相交
換意見。

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曾耀祥致辭，感謝食
衛局過去提供寶貴意見及支持，讓院方各項服
務不斷發展，造福社群。該院近年積極拓展中
醫服務，現設5間中醫專科診所、3間中醫教研
中心、1間針灸專科中心、18部中醫流動醫療
車、觀塘社區健康中心，服務範圍已覆蓋全港

100個地點，為全港基層市民服務。
院方又與醫管局合辦 「綜合中醫診所暨臨

床教研中心」，除提供普通科、針灸科及骨傷
科之中醫服務外，還為綜援人士及長者提供醫
藥優惠。

院方位於伊利沙伯醫院腫瘤專科大樓的 「
博愛醫院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油尖旺）
已於2012年12月啟用，將配合九龍中醫院聯網
病人的需要，特別為腫瘤科病人及長者提供醫
藥優惠，致力發展中西醫結合保健治療。為配
合市民需要，將於明年初在元朗水邊圍開設
牙科診所及牙科支援中心，為元朗居民尤其是
長者提供服務。

博愛醫院董事局副主席何榮添、陳李妮、
譚姜美珠、彭少衍、吳錦青，總理劉石達、曾
裕、劉卉、方俊文、魏事成、朱華樹、潘治忠
、黃偉光、徐嘉文和陳首銘參加宴會。

博愛董事局宴食衛局官員

【本報訊】記者黃閩報道：日前
，由新社聯主辦、香港知青藝術團統
籌的 「香港新界星光薈」於葵青劇院
成功舉辦。新界居民倚山面海，能歌
善舞，數百年來漁歌、鹹水歌、客家
山歌和粵曲等盛行，八鄉九灣，詠唱
生活，娛己樂人。新界社團聯會一直
以來本着薪火傳承、發揚光大的理念
樂見與扶持新界各區之民間文藝團體
，每有節慶皆組織表演。當晚特選部分
精華節目，以饗港九新界街坊民眾。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在致辭
時表示，演唱會將為新社聯文藝類屬
會搭建一個藝術展現和交流的平台，
冀望能吸引更多新界社區的文藝愛好
者關注和加入這平台。他並希望今後
多舉辦一些此類活動，為社會和諧提

供更多的正能量。
晚會在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葵青

分會的舞蹈《鑼鼓歡歌》中開幕，節
目為在座的觀眾呈現了一齣具地方特
色表演。參與表演的團體來自該會十
個地區委員會的十三個屬會，以及一
批獲邀前來獻藝的特邀表演嘉賓。當
晚全場座無虛席，精彩紛呈的20個歌
舞節目，令人目不暇給，掌聲不絕。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羅應祺、中聯
辦新界工作部處長楊小嬋、葵青區議
會主席方平、康文署葵青區康樂事務
經理陳健武應邀擔任演唱會主禮嘉賓
。新社聯會長梁志祥、理事長陳勇、
榮譽會長溫悅球、副理事長溫忠平、
羅競成、林根蘇、陳恒鑌與大家一起
觀看了表演。

新社聯辦香港新界星光薈演唱會

【本報訊】記者莉婭報道：8月2日，香港
潮州商會在會館大禮堂接待到訪的中總第26期
開放建設研討班40位學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創
辦之香港工商業研討班，邀請不同省、市、自
治區的部委、經貿及管理人員來港參加培訓，
學員在各自崗位上積極推動祖國改革開放事業
，成為國家棟樑人才，不少人已擢升至國家
和省部級領導崗位。會長周振基、副會長張
成雄以及李焯麟、陳偉泉、胡炎松、陳德寧、
李志強、陳澤華等對到訪學員表示熱烈的歡
迎。

香港潮州商會素來與香港中華總商會關係
密切，周振基會長致歡迎辭時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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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均來
自香港各行各業的潮籍精英。這次與包括來自
全國工商聯、廣西壯族自治區工商聯、四川省
工商聯、貴州省工商聯及雲南省工商聯的朋友
們歡聚一堂，感到十分高興，十分榮幸。他希
望朋友們以後多來香港，多來潮州商會，大家
互通信息，尋求商機，共創雙贏。

團長李磊岩表示，對佔香港人口五分之一
的潮州人向來十分敬佩，這次親臨潮州商會
受到熱情接待，不但感受到潮州人的好客，
也領略到潮州人團結努力，打拚發展的精神
。她相信，各省團員回去之後，一定會將潮

州人的團結精神化為促進工作和事業發展的動
力。

賓主熱烈發言，全國工商聯聯絡部處長王
華鮮即席作了〈拜訪香港潮州商有感〉詩獻給
潮州商會： 「家和萬事興，粵港建設忙。愛國
愛家鄉，潮州商會旺。」四川省工商聯聯絡處
副處長鄭義東及雲南省工商聯副秘書長、辦公
室主任單治光，在發言中盛讚潮州商會為國家
建設作出的巨大貢獻。李焯麟會董指出，面向

世界，背靠祖國，是香港商界獲得最大商機的
動力，潮州商會會董十分重視與內地各省市的
商務交往，並在商務活動之中不斷壯大實力。

研討班學員欣賞了香港潮州商會最近推出
的《香港潮州商會呈獻：傑出潮商系列》電視
訪談節目，周振基會長應邀作客席主持介紹了
名震世界的 「傑出潮汕名人」，對香港潮籍人
士在各行各業獲得的成就，學員無不表示欽佩
和讚賞。

【本報訊】記者夏天報道：日前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創會主席
廖漢輝在中環馬車會所筵開八席，邀
請一眾至親友好出席，歡度生辰兼慶
祝榮任太平紳士。應邀出席的包括第
八屆全國政協委員蔡德河、廣東省政
協常委余鵬春、腸胃科專家王振宇、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馮
炳壽、上屆總監林德銘、第二副總監
羅少雄、前總監呂潤棻、梁家昌、陳
毅生及一眾友好。宴會期間，香港南
區工商業聯合總會、香港觀塘工商業
聯合會、香港青山獅子會、香港英國
聖約翰爵士會、獅子會禁毒先鋒隊的
成員及獅子會中國港澳303區區職員
等紛紛送禮致賀，整晚氣氛熱烈，眾
人開心暢敘。

眾友好一致認為， 「輝哥」憑着

本身的經驗智慧，以誠待人以及行善
積德的行事處世之道，無論在發展事
業，參與社團和社區事務，都得到不
同界別成員的信賴，所謂人和則興旺
，「輝哥」不單事業發達、家庭美滿，
更贏得朋友的愛戴和各界的尊重，為
此不單出任各大社團的首長之職，前
年獲委為南區區議員，今年更榮任太
平紳士，可謂實至名歸，深慶得人。

廖漢輝則謙遜的表示，他獲得特
區政府委任公職和授以榮譽，並獲各
界的支持和友好的信任，不僅是個人
的光榮和驕傲，更是推動自己繼續在
各個範疇作出更大貢獻的動力。廖主
席同時感謝各方友好的勉勵、家庭成
員的支持、以至所屬團體成員的鼎力
襄助。他願意在未來的日子，為香港
繁榮穩定、祖國富強昌盛作出貢獻。

友好賀廖漢輝獲殊榮

【本報記者王一梅、王兆陽深圳
電】為支持江西撫州大金山寺煥新安
養院建設，由江西大金山寺主辦，深
圳護法居士、社會賢達和愛心人士共
同承辦的 「上善若水，孝行天下」慈
善書畫展於8月10日在深圳市羅湖區
東湖藝術館舉行。55幅作品在開幕式
上進行了慈善義賣，所得善款50餘萬
，將全部用於大金山寺煥新安養院建
設。

隨着中國社會老齡化進程日益加
快，養老問題愈發嚴峻。早在十多年
前，大金山寺住持印空長老就遠見卓
識地看到了老年僧人及廣大信眾的養
老問題，發願建設安養院，為僧人及
廣大信眾提供安養身心、晚年修道的
處所。印空長老不顧年邁，為建設安
養院多方奔走，印空長老的想法，得
到恩師本煥長老的高度肯定和大力支
持，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經過艱難籌
備和一年的努力，位於江西撫州的煥
新安養院已經如期啟動開工，第一期
工程即將封頂。安養院坐落於大金山

禪寺附近，佔地面積100餘畝，項目
投資2億元，建築風格採取中西結合
，規劃安養、膳食、休閒、文化、醫
療、安樂六大功能區，可滿足老人學
佛修道、頤養天年之需。

記者了解到，煥新安養院的建設
，摒棄商業運作，為募集工程後期建
設資金，深圳、江西的佛教、藝術、
文化界人士提供了一批有很高藝術價
值並包含愛心的書畫作品進行義賣，
弘法寺印順大和尚、華嚴寺印覺大和
尚、上海法華學問寺住持大熙法師、
旅日畫僧本有法師、廣州華嚴寺監院
頓瑜法師、廣州大佛寺來提法師的墨
寶和一大批書畫名家的共55幅作品在
義賣會亮相，所有收入將全部用於大
金山寺煥新安養院建設。

本次慈善書畫義展活動除了印覺
法師、大熙法師、來提法師、頓瑜法
師等幾位法師墨寶之外，還募集了王
九二、賈平西、王勝華、慧潭（李歷
）、鄭紹坤、張春德等國內多位實力
派畫家的禪畫作品。

書畫義賣助建全國最大安養院

前天， 「福建省長泰（香港）推
介會暨香港長泰聯誼會第二屆理監事
就職典禮」 假九龍灣展貿中心隆重舉
行。當天筵開50餘席，逾600位家鄉
領導、各界友好及會員鄉親歡聚一堂
，開懷暢敘。蟬聯會長的湯長福承諾
，將與全體理監事秉承愛國愛港愛鄉
優良傳統，齊心協力，團結旅港鄉親
攜手共進，發揮橋樑作用，致力家鄉
的發展，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再作新貢
獻。

本報記者 黃 閩

【本報訊】每四年舉辦一次的國
際體育盛會─第九屆世界運動會已
於2013年7月31日至8月4日在哥倫比
亞卡利順利舉行。

香港武術隊由劉濤總教練任領隊
兼教練，帶領三位運動員參加武術比
賽，包括女子長拳運動員耿曉靈，女
子劍術及槍術全能運動員鄭天慧，男
子南拳及南棍全能運動員李健暉。是
次武術比賽，參賽資格嚴謹，需於第
十一屆世界武術錦標賽套路或散手獲
得前三名之項目，方可派員參加賽事
，而每個國家或地區的合資格運動員

每人只可參加一個比賽項目。經過一
輪角逐，最終鄭天慧於女子劍術及槍
術全能獲得一面金牌，為港爭光。

武術隊第九屆世運獲佳績

出席主禮的嘉賓包括長泰縣委書記張慧
德、香港福建社團聯誼會榮譽主席林廣兆、
中聯辦社聯部處長黃鑫、全國政協委員彭長
緯、華閩集團副總經理丁炳華、香港漳州同
鄉總會會長楊集文、長泰縣委統戰部部長詹
偉、副縣長黃佳生等，他們為新一屆理監事
頒發了聘任證書和選任證書。

湯長福蟬聯會長
湯長福在致詞時介紹，該會自2009年成立

以來，在家鄉領導及各友好社團的關心支持
下，以 「敦睦鄉誼、服務鄉親、增進合作、
共同發展。」為宗旨，團結旅港鄉親積極參
與香港的各項社會事務，並與家鄉保持密切
的聯繫，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及推動香港和長
泰的交流合作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主禮嘉賓張慧德、楊集文、林廣兆均在
致詞中讚揚該會秉承創會宗旨，凝聚鄉親為

家鄉的各項建設，以及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
了積極的努力，成績有目共睹。他們勉勵該
會在湯長福會長和新一屆理監事的帶領下，
再接再厲，創造新輝煌。

張慧德書記代表家鄉政府向該會致送了16
萬元禮金，各慶賀團向該會贈送了精美的禮
品，大會亦一一回贈了紀念品。在該會常務
副會長兼秘書長鄭敦含致謝詞、副會長兼理
事長鄭城財致祝酒詞後，晚宴正式開始。

長泰歷史悠久景色美
當天下午，在同一地點舉辦了「福建省長

泰（香港）推介會」。縣委書記張慧德、縣發展
局局長劉春明及經濟開發區黨委書記許志貴
就長泰的經貿環境和政策作了推介。他們向
大家介紹了這個位於閩南金三角中心結合部
的四通八達的交通優勢、具山清水秀和著名
古村落的自然及人文景觀的旅遊優勢、歷史

悠久，名人輩出的文化優勢及後發和生態等
優勢。長泰因其具有的良好的區位及環境被
譽為福建的 「昆山」和 「中國的慢城」。

▲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蔡德河（前左四）、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總監馮炳壽（前右三）及一眾友好祝賀廖漢輝（前右四）榮任太平紳士

▲新社聯舉辦 「香港新界星光薈2013」 演唱會，小朋友為主禮嘉賓獻花
本報攝

▶香港運動員載譽歸來

▲ 「香港長泰聯誼會第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隆重舉行，主席台上賓主合影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長泰縣委書記張慧德（右）向會長湯長
福頒發選任證書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林廣兆（右二）、張慧德（左二）、曾
文仲（左一）等在 「福建省長泰（香港）
推介會」 上 本報攝

▲潮州商會接待中總研討班學員，賓主大合照

▲曾耀祥主席與一眾副主席向高永文頒贈紀
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