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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總周年大會

【大公報訊】記者魏子淇報道：香港泉州
鯉城實驗小學校友會日前假座北角富臨皇宮，
隆重舉行 「慶祝成立三周年暨第二屆董事就職
典禮」，陳建群繼任該會第二屆會長，他承諾
將把校友會辦成全體會員共同的精神家園，真
正發揮聯誼互助作用，盡心盡力加強在港校友
與母校的交流與溝通。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泉州市鯉城區
教育局副局長黃勁松，泉州市大開元寺住持釋
道元，福建泉州鯉城實驗小學校友總會會長
劉與量，香港泉州同鄉會理事長楊華陽，泉
州鯉城實驗小學永遠名譽校長林培玲，泉州
木偶劇團團長王景賢等應邀出席主禮，逾
400名校友鄉親、社會賢達到場慶祝，氣氛熱
烈。

劉與量陳建群等致辭
劉與量致辭說，香港泉州鯉城實驗小學校

友會成立三年以來，第一屆董事會成員在會長
陳建群的帶領下，精誠合作、群策群力、會務
活躍、盛況連連。各位校友不僅在事業上發展
得蒸蒸日上，而且在各級政協、人大代表會上
參政議政，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為家鄉的建設
發展都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堅信，在新一屆董
事會的共同努力下，香港校友會定會再攀新高
峰，更上一層樓，為母校新百年宏圖大展，再

創輝煌。
陳建群在致辭時表示，過去三年，香港泉

州鯉城實驗小學校友會搭建了校友之間聯絡感
情、交流資訊、互助友愛的平台，幫助廣大生
活在香港地區的校友們始終保持與母校密切的
溝通和聯繫，亦使大家能夠團結在一起，薪火
相傳，繼續弘揚母校文化。

他進一步指出，繼任該會第二屆會長深感
責任重大，必將秉承校友會 「聯誼互助」的宗
旨，並繼續加強與香港各愛國社團的聯繫，積
極參與香港愛國社團組織的各項社會活動，主

動融入香港社區，堅定不移地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帶領全體成員團結互助，攜手共創美
好的明天。

林培玲和王景賢在致辭中都讚揚該會為聯
絡在港校友、團結在港鄉親方面起到了模範帶
頭作用，希望新一屆香港校友會成員能夠承前
啟後，秉承創會宗旨，支援家鄉發展，為家鄉
和母校增光添彩。

該晚盛宴設有現場抽獎遊戲，一眾領導上
台主持抽獎，現場氣氛熱烈，就職典禮在 「愛
拚才會贏」的歌聲中圓滿結束。

港泉州鯉城小學校友會新屆就職

【大公報訊】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日前假會所舉行 「
2014年度周年會員大會」，該會主席陳幼南作會務報告
，他回顧了第七屆會董會上任以來，以 「團結潮人、扎
根香港、凝聚力量、攜手並進」新理念，重訂目標，重
組架構，吸納更多各界潮籍精英，凝聚各階層力量，密
切各屬會之間聯繫，加強地區基層工作。團結廣大鄉賢
，在關注香港社會政治、民生，致力推動與家鄉及海內
外潮屬社團的聯繫等方面，作出積極貢獻。

陳幼南主席報告會務
該會主席陳幼南表示，總會同時成立了地區事務委

員會、社會及政制事務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
會。在支持政改方面，四月三十日，邀請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主講 「政改座談會」；組織近萬人參加 「8．17
和平普選大遊行」；多次在本港多份報章以總會及各屬
會名義刊文，表明反對 「佔中」的立場；聯合33個屬會

積極參與七月份 「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運動和十月底
「還路於民 恢復秩序 維護法治」支持警方簽名大行

動，兩次活動設街站收集近萬份市民簽名。
此外，亦致函警務處處長，讚揚警方的公義和人道

精神；發函海內外鄉親，闡明 「佔中」的危害及反 「佔
中」的必要性。

今年潮總的獎學金評選範圍擴大至全港大學在校潮
籍大學生和博士畢業生，有十八位學生獲獎學金，七位
學生獲助學金，鼓勵潮籍青年敦品勵行，勤奮向學，為
社會造就人才。

總會作為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此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保育機構，繼續做好盂蘭勝會的保育工作。密切與家鄉
潮汕的聯繫，加強與海內外有關政府部門及團體的
交流。

潮屬社團總會榮譽會長陳有慶，首席會長林建岳，
名譽會長黃書銳，永遠名譽主席陳偉南、蔡衍濤、許學
之，常務副主席張成雄、莊學海，副主席胡定旭、馬介
欽、陳南坡、鄭錦鐘，秘書長方平等首長及會董近百人
出席會員周年大會。

【大公報訊】澳門福州十邑青年
聯合會日前在祐漢街市公園舉行 「二
○一四感恩澳門成果嘉年華暨該會第
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負責人希望
藉新一屆理監事就職活動，回顧及總
結該會整年的青年義工活動，從感恩
活動中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珍惜來之不易和諧穩定的生活，營造
理性、積極、友愛、互助的社會氛圍
，為特區繁榮穩定貢獻力量。

感恩澳門成果嘉年華活動於下午
三時舉行，由中聯辦協調部部長級助
理高其興、教青局代局長老柏生、行
政會委員、立法議員、感恩澳門榮譽
總監陳明金、立法議員施家倫、福建
同鄉會理事長張明星、福州十邑青年
聯合會會長、感恩澳門活動總監陳信
光、理事長鄭學禮、莆仙同鄉會會長
劉國棟、閩西同鄉總會會長江金桐、
澳門青年聯合會理事長陳秀釵、福建
青年聯會理事長許慶良、福州十邑青
年聯合會候任會長劉琳、候任理事長
鄭師連、候任監事長盧艷芳等主持開
幕式。

活動上，會長陳信光與理事長鄭
學禮向新屆會長劉琳及理事長鄭師連
等一眾理監事進行會印交接儀式，行
政會委員、立法議員、感恩澳門榮譽
總監陳明金為新屆理監事主持宣誓就
職儀式。

會長劉琳及理事長鄭師連分別致

辭表示，該會成立以來，秉持配合政
府施政方針，推動青年關心社會事務
，團結鄉親及本澳青年，為社會穩定
發展、青年的身心健康及澳門社會的
和諧進步貢獻綿力的創會宗旨。積極
為澳門青年提供多元化的活動，讓青
年有機會在國情教育、關心社會、義
務工作等方面都得以健康發展，該會
更希望能為年輕人提供展能的平台，
繼續致力為社會培養積極主動、身心
健康的青年人才。

「感恩澳門」是該會每年一度的
義工系列活動，活動主要為澳門青年
在社會各界展開各項有益身心的活動
，如探訪獨居老人、培幼中心、弱智
人士中心等，還有抱抱母親、訪問戒
毒院舍，以及走訪澳門村落等多元活
動，並為義工提供義工及青年領袖培
訓，讓青少年能了解社會各界及不同
階層的生活，為他們建立正確積極的
人生觀。藉此提升青年積極參與關心
和服務社會，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展現新一代青年，服務澳門的良好
理念，參與社會的和諧發展。讓現今
青年在享受澳門經濟繁榮發展成果的
同時，亦對建設社會有同樣貢獻的弱
勢社群心懷感恩之情。

隨後，負責人還向傑出義工頒發
獎狀及表演單位致送紀念品。是次活
動現場還設有義工活動圖片展、攤位
遊戲、歌舞表演助興，場面歡樂。

【大公報訊】記者張藝博報道：為了嘉許傑出義工、弘揚
義工精神，香港義工聯盟將於明日（1日）在灣仔伊利沙伯體
育館舉行傑出義工嘉許禮。聯盟主席譚錦球表示，香港有大量
的義工，其中很多人服務社會逾十年以上，為了鼓勵這些為社
會獻出愛心的義工，聯盟精心籌劃了今次的嘉許禮，希望透過
此次活動，形成良好的社會效應，培養市民和諧互助的社會責
任感，令香港社會和諧、團結、穩定。

譚錦球續指，義工聯盟成立的宗旨是：弘揚義工精神、傳
播關愛文化、扶助弱勢社群，他說，港人素來都有熱心公益、
和諧共融的優良傳統，並崇尚包容互助的精神，聯盟決心在未
來的日子裡將這種精神發揚光大，讓有愛心的人有機會服務社
會，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助，使得義工服務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令愛心和溫暖充滿本港18區的每個角落。

譚錦球：以公平原則評選
他並透露，今次的香港義工聯盟2015傑出義工獎，由25個

團體會員推薦人選，再由義工聯盟設立獨立的 「評選委員會」
，根據所推薦義工的工作表現、服務對象、服務持續性及團隊
精神等標準，以公平公正的原則作出評選。

聯盟常務副主席王明凡擔任此次嘉許禮的籌委會主席，他
介紹，參與評選的義工超過五萬人，嘉許禮上將頒發金銀銅及
優異獎多達1600多個獎項，獲獎的義工中最年長者已八十五歲
，最年輕的十九歲，足以證明香港廣大市民有服務社會的熱忱
，這種奉獻精神應加以推廣。他說，今次義工聯盟舉辦傑出義
工嘉許禮旨在表彰義工朋友對社會的無私貢獻，樹立楷模，鼓
勵市民大眾加入義工行列，發揮關愛精神，增加社會正能量，
讓義工事業長遠、持續地發展下去。

據悉，今次嘉許進行了創新嘗試，除了為得獎義工頒發獎
杯和獎品外，聯盟亦舉辦 「家庭麥當勞同樂日」，免費招待六
千多名義工食麥當勞，鼓勵參與的義工及其家人拍攝當日溫馨
的一刻，分享在香港義工聯盟facebook。嘉許禮當日預計有近
萬人參與，除了重量級的主禮嘉賓外，亦將邀請到愛心大使容
祖兒演唱義工聯盟會歌《小草》，各區的義工也會表演各式節
目助興。

義
工
聯
盟
義
工
嘉
許
禮
元
旦
舉
行

▼

左
起
譚
錦
球
、
王
明
凡
介
紹
義
工
嘉
許
禮
詳
情

澳門福州十邑青聯辦感恩活動

▲主禮嘉賓為活動剪綵

▲旅港番禺會所128
周年會慶，賓主合照

◀譚應華（右）致送
紀念品予薩啟銓

▼旅港番禺會所首長
向鄉親敬酒

會慶在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學生手鈴、歌唱
等精彩表演拉開序幕，會長屈榕柏、番禺區副
區長麥潔萍、副主席彭樹仿分別於儀式上致辭
，以及為莘莘學子頒發獎學金。

屈榕柏：繼續做好聯誼工作
屈榕柏致辭時表示，旅港番禺會所（下稱

會所）成立128年以來，致力團結各地鄉親，
不斷為會員謀求福利，尤其主席薩啟銓的帶領
下，與家鄉領導攜手合作，開拓和繁榮總會會
務，作出無私奉獻。他指出，會所一向以辦學
團體身份全力支持番禺會所華仁小學獎學金外
，還增加其他的福利活動，例如在今年十一月
舉辦 「耆英萬歲宴」，筵開188席免費招待二
千位老人家享受豐富的盆菜宴及獲贈利是；
又開辦醫療診所，為會員提供醫療及牙科服
務。

屈榕柏續稱，會所已成立慈善基金，希望
為社會基層人士及教育方面的支援，已落實的
項目有支持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圖書費及學生獎
學金逾五萬元；於五年內捐贈香港大學牙科學

院共一百萬元獎學金；捐贈公益金百萬行五萬
元；及捐贈貴州小學三十五萬元購買書包及文
具等。屈榕柏強調，今屆全體董事局成員深知
責任重大，會繼續做好鄉親之間的聯誼工作，
爭取和維護鄉親們的合法權益，支持和捐助家
鄉建設，更透過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領域及
層面為香港市民服務。

麥潔萍肯定會所成就及貢獻
麥潔萍代表番禺區政府致辭時肯定了旅港

番禺會所的成就和貢獻，並希望旅港番禺會所
能進一步擴大影響，加強穗港溝通，關注和支
持家鄉的發展，繼續為家鄉的發展和香港的繁
榮穩定做出新的貢獻。

彭樹仿致謝辭時指出，會所是旅外鄉親薪
火相傳的一個 「大家庭」，去年還成立了青年
事務團，培養新生代，會務不斷發展，全體成
員更覺任重道遠，將一如既往，遵循立會宗旨
，進一步做好各項會務工作，積極參與家鄉及
香港社會事務工作。

逾百年歷史的旅港番禺會所日前
假九龍尖沙咀龍堡國際賓館舉行 「慶
祝成立128周年會慶」 ，番禺區政協
主席譚應華、原巿委書記梁偉蘇、區
委常委李廣杭、區委統戰部部長黎偉
棠及廣州巿僑務辦公室副主任馮廣俊
等應邀主禮，與逾600名鄉親共同見
證盛典。該會主席薩啟銓、會長屈榕
柏、副主席彭樹仿及副會長李珠等首
長異口同聲強調，繼續做好培育英才
、饋贈社群、敬老恤貧的工作，為家
鄉的發展和香港的繁榮穩定做出新的
貢獻。

大公報記者 溫寶生（圖／文）

▲香港泉州鯉城實驗小學校友會董事就職，賓主合照 本報記者魏子淇攝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舉行 「2014年度周年會員大
會」 ，首長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