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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理監事會議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與會者
大合照

香港英林鎮同鄉聯誼會慶祝第三屆理
監事就職暨青年部成立典禮，日前假九龍
灣展貿中心舉行，洪清培膺新一屆會長。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范克勝，香港福
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廣兆，香港晉江社
團總會主席施維雄，香港機場管理局行政
總裁林天福，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港區人
大代表吳秋北，晉江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連泉富，晉江市原統戰部部長王金戰，英
林鎮鎮長陳東聆，晉江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副主席洪祖篇等應邀主禮，與各界友好、
會員鄉親逾千人歡聚一堂，同申慶賀。
文／攝 馮玥
洪清培致辭指，同鄉會將繼續秉承 「心懷謙
卑、相互包容、共創未來」的創會宗旨，堅持愛
國愛港愛鄉，團結鄉親、守望相助，積極參加社
會事務，關心家鄉建設，積極推動在港鄉親與家
鄉的密切聯繫。他續說，新一屆理監事會日趨年

▲范 克 強 （ 右 ） 頒 發 聘 任 證 書 予 新 一 屆 會 長
洪清培（左）

輕化及青年部的成立，將為會務發展增添新的動
力、新的意念和新的思維，冀為同鄉會儲備更多
人才，擔綱居港鄉親與各方聯繫的橋樑紐帶，為
國為港為鄉再作新貢獻。
第一、二屆會長許文種表示，同鄉會自成立
以來，為海內外鄉親提供一個很好的活動平台，
亦為祖國、家鄉建設作出重大貢獻，成績有目共
睹，獲各界一致好評。
范克勝讚揚同鄉會自成立以來，積極參與香
港社會事務，取得可喜成績。他勉勵會員鄉親繼
續凝聚力量，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發揮正能量。
林廣兆、施維雄先後致辭，指該會凝聚諸多
社會精英，歷屆會長和全體理監事精誠團結，為
國為港為鄉貢獻良多。相信在新一屆會長洪清培
和全體理監事的共同努力下，定將推動會務工作
再攀高峰。
李慧琼表示，未來香港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政

治形勢，希望大家團結一心，勇於承擔，堅決抵
制一切 「港獨」言行，捍衛 「一國兩制」，建設
更好的香港社區。
家鄉領導連泉富、王金戰、陳東聆、洪祖
篇、洪金堤、洪于楓等先後致辭，向新一屆理
監事就職和青年部成立表示祝賀，續向居港鄉
親匯報家鄉發展近況，指家鄉迎來難得發展機
遇，誠邀各位鄉親回鄉興業，為家鄉建設獻計
出力。
來自菲律賓、澳門、廣東、福建等地慶賀
團代表團親臨致賀，暢敘鄉誼。理事長柯建榮
致謝辭。香港英林鎮同鄉聯誼會第三屆理監事
主要成員包括：會長洪清培，副會長洪少銘、
林淵源、林聯明、洪祖熊、洪天真、許連昇、
許海潮、蘇勝勇；理事長柯建榮，副理事長洪
肇柏、洪莉麗、柯艷萍、柯清挺；監事長王偉
仁等。

福建同鄉會紀念華僑小英雄
香港福建同鄉會28日晚假北角富臨皇宮主辦
「『國家民族尊嚴不容污衊』撐釋法、反 『港獨
』紀念周恩來總理接回四十一名印尼華僑小英雄
五十周年」活動，會長陳聰聰陪同中聯辦協調部
部長沈沖、福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李韌、福建省
僑務辦公室副主任劉良輝、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
長余國春、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副主席盧文端、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副會長王欽賢、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蒞臨主禮。
陳聰聰介紹指，上世紀60年代，僅十幾歲的
印尼華僑青少年學生為維護海外僑胞權益作出不
懈努力，回國後受到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的高
度讚揚，被譽為華僑小英雄。今天的香港，一些
抗中亂港的分子，不斷利用社會矛盾，藉機 「播
獨」，企圖破壞香港的繁榮安定。她批斥這些人
數典忘祖、行徑可恥，企圖將香港推向死路，必
須堅決抵制。福建同鄉會作為愛國愛港團體，堅
定支持釋法反 「港獨」，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維
護香港繁榮穩定。
是日邀請到當年的華僑小英雄及親屬與各界
賢達一同回顧歷史，印尼華僑小英雄代表何德榮
、家屬代表李斌分享了小英雄當年事跡。陳聰聰

﹂

﹁
﹃﹃
﹄

希望藉此加強青年人對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
實現國家富強的奮鬥歷程的了解，增強國家責任
感和使命感，冀前輩們的愛國精神在港薪火相傳
。該會亦將一如既往舉辦各類活動，為愛國愛港
事業貢獻力量。
劉良輝表示， 「要學習和弘揚小英雄熱愛祖
國、報效國家的高尚情操，學習他們不畏強暴、
捍衛尊嚴的民族氣節，學習他們頑強拚搏、艱苦

奮鬥的堅韌意志，學習他們胸懷大局、致力推動
中外友好的愛國情懷」。希望他們的英雄精神得
以傳承發揚，激勵華僑青年及港澳青年用行動秉
承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維護國家民族尊嚴。
吳良好認為，緬懷先賢就是要用實際行動把
愛國主義精神發揚光大，代代相傳，他勉勵青年
一代，以愛國先賢為榜樣，為香港的美好明天，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文／攝 馮玥

香港荃灣北僑福利會2016年會員大會暨秋季旅遊
秋高氣爽，是旅遊的好時機，香港荃灣北僑福
利會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暨秋季旅遊於日前舉行，
今次旅遊，參加會員及親屬眾多，共有5部旅遊車，
300名會員參加；旅遊目的地 「
饒宗頤文化館嶺南之
風、青松觀、黃金海岸清心素宴一天遊」。
是次活動，由新任會長王聖根、理事長金鳳潮
、副會長朱茂琳、監事長秦偉忠帶隊，永遠名譽會
長陳堯堃、名譽會長鄭峰栢，副會長曹元石，副理
事長夏長福、秦偉國，副監事長嚴炳高、張永仁、
沈永樂、蔣萬全、周琦珩、香偉強，理事陳鳳羽、
周迪遒、高鑫炎等出席。
當日，近300名北僑會員及家屬首先到了饒宗
頤文化紀念館，參觀遊覽了嶺南之風；中午則到
青松觀品嘗素齋，並召開了一年一度會員大會，
由該會新任會長王聖根致歡迎辭，對各位會員及
親屬能抽出寶貴時間來參加是次大會表示歡迎和
感謝。
金鳳潮報告會務時說，香港荃灣北僑福利會自
1960年成立迄今，已有56年了，發展至今已有會員
700餘人，1989年成立保健中心，至今會員有五千

300

餘人，宗旨為社會謀福利、為大眾造幸福。在新
任會長王聖根領導下，在各位理監事大力支持下
，會務在不斷發展，2016年該會舉辦了一系列活
動，如去醫院、安老院、家中探訪有需要的會員
35位；今年4月舉辦新春敬老聯歡大會暨第31屆理
監事就職典禮，宴開43席；9月舉辦中秋節會員聯
歡大會，有越劇、舞蹈、唱歌，場面溫馨熱鬧，
參加會員有300餘人；今年該會亦舉辦了多次醫學
講座，每年仍與荃灣警署合辦防騙防盜講座。

大會後去黃金海岸遊覽，美味棧購物；是次
活動得到會長、理事長及全體理監事的資助，會
長向百歲婆婆派大利是，北僑為70歲以上會員每
人派利是100元，及向每位會員和親屬送美味棧購
物代用劵50元，受惠會員個個笑逐顏開。香港荃
灣北僑福利會理監事表示，誠盼香港政府多方面
推動老人服務，以期達到 「老有所養，老有所為
，老有所用」。他們樂意為建設一個充滿愛心共
關懷的社會作出貢獻。

潮商接待電力行業香港研修班，
▼
賓主合照

潮商接待電力行業香港研修班
首期電力行業香港研修班日前到訪香
港潮州商會，受到胡劍江會長、鄭敬凱副
會長及常董會董的熱烈歡迎，胡劍江會長
代表香港潮州商會全體同仁感謝來賓蒞會
指導。雙方並就電力供輸、潔淨能源、經
濟發展及社團組織等內容進行交流，氣氛
熱烈。
胡劍江會長致辭，他指出，最近中國電
力國際產能合作企業聯盟金融工作委員會在
北京成立，對促進電力企業規劃重點項目，
加強跨行業合作，支援電力企業集群式走出
去，形成良性互動。香港作為世界聞名的現
代化城市，回歸後與內地關係密切，不斷與
內地就電力發展、拓闊香港能源供應等方面

進行合作。這次香港潮州商會與首期電力行
業香港研修班各位學員一起，交流未來香港
與內地各省市的電力發展趨勢，聽取各位電
力行業領導帶來的寶貴經驗，肯定能夠帶出
一番香港能源發展的新氣象。同時，各位研
修班學員也可以吸納香港的管理模式和措施
，獲得雙贏。
首期電力行業香港研修班由內地八
個省市自治區的電力部門、行業協會領
導組成，包括山東省、新疆維吾爾族自
治區、河南省、上海市、遼寧省、河北
省、北京市、廣東省等。十多位來自各
省市自治區的電力部門領導紛紛發言，
針對內地及香港能源發展等問題進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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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香港荃灣北僑福利會會員
及親屬參加秋季旅遊

劉
▲與量會長致辭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
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日前
在北角會所舉行。會長劉與量、
副會長葉建明、副監事長楊集文
，偕同會員近百人與會。劉與量
致辭指，聯誼會同仁愛國愛港，
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特別是
在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中以
身作則，同心協力認真助選，成
績有目共睹。
他強調，當前香港政治環境
脆弱，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是政協
委員的責任和義務。該會強烈譴
責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擾亂
議會秩序、在議會 「播獨」，堅

決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打
擊和抵制一切企圖分裂國家、搞
亂香港的言行。劉與量勉勵委員
們再接再厲，捍衛 「一國兩制」
，維護香港的根本利益。
葉建明表示，未來香港政治
發展任務艱巨，不能掉以輕心，
他呼籲政協委員要充分發揮示範
帶頭作用，積極參政議政，凝聚
力量，帶領鄉親們為香港的安定
和諧再作新貢獻。
楊集文致辭時希望政協委員
們積極履職，做一名合格的政協
委員。秘書長郭金發主持會議並
作會務報告，指該會積極助選立
法會選舉、接待訪港家鄉領導、
組織會員鄉親參加反 「港獨、撐
釋法」集會等事務，會務活躍，
廣獲好評。
出席會議的首長還包括：副
秘書長周珊珊、林永佳、施華君
，當屆名譽會長佘明釗、柯文華
、傅森林，華閩集團協聯部副總
經理張克強等。 文／攝 馮玥

香
▼港英林鎮同鄉聯誼會第三屆理監事就職暨青
年部成立，賓主合照

萬希泉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逾千各界友好會員鄉親歡聚一堂

福
國家民族尊嚴不容污
▼建同鄉會
衊 撐釋法、反 港獨
紀念周恩來
總理接回四十一名印尼華僑小英雄五十
周年 晚會，賓主合照

在自己畢業以後，出來社會工作和發展；在這創業數年的時
間裡，我認識了不同的前輩朋友，擴闊了自己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工作雖然是無時無刻的，創業壓力也是隨着事業發展而不斷增
加；但我所遇到的機遇和體驗，卻是無價並能一生回味。而正正
是兒時到現在所保留的一點童真，產生了信念和夢想，從而讓我
鼓起勇氣去創業去大膽突破，讓我不斷挑戰自己進步。
小時候，當我看完迪士尼卡通片《小飛俠》時，我常常在幻
想：在某一個晚上，我可以見到小飛船從天空飛下來，有一隻
精靈飛到我床邊帶領我到夢之國參觀遊玩。很多卡通片中所帶
出的對真善美的追求，都是我們一直需要對人生中所堅持的信
念。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總會遇到挫折，可能會遇到一些傷
害到自己的人和事。在這個時候，我們可能會感到失落並對自
己從小到大所相信的童話信念產生懷疑。在成長過程中，我也
遭遇過這種感覺。家人不愛我了、朋友不理解我了、我失戀了
、我讀書怎麼努力都得不到想要的結果？工作環境很複雜喔……
在小時候，我曾因為一點失敗變得迷失而對自己的夢想和價值
觀都開始放棄甚至轉變。最終，我變得沒有了方向；生活也好
像變得模棱兩可。
到我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我獨立生活，也當然常常面對不
同的挑戰和問題。有一天，我考試成績特別不好，跟朋友當天
也有一點小誤會弄得不歡而散。我心情差極了，下星期又要考
試。我又想以此心情不好為理由不讀書，因為我感覺好像怎樣
讀也讀不好。但突然，我想起家人對我的說話： 「你做事總是
三分鐘熱度，半途而廢，太可惜了。」我想，如果，真的如果
，我在受到壓力挫折時；我繼續相信自己，繼續努力下去，結
果會否有點不同呢？我當天起比以往更努力讀書準備，朋友誤
會了我更努力去跟他解釋互相理解；結果我下一次考試考得非
常好；跟那位朋友關係不單破冰而且更深感情。我突然開始領
悟了： 「原來，人生的快樂童話，重點在於如何在困境中和絕
望中繼續堅持信念，在逆境中更努力去證明自己；那麼，你不
止最終得到你想要的美好結果，當中的過程才是每一個美麗童
話故事的精髓。」
所以，我開始改變自己、相信自己、努力堅持自己。我這幾
年開拓不同的市場，嘗試不同的突破，得到不同的獎項。我保
持童心：我相信生命影響生命。我很努力地實現理想和享受自
己的人生。藉此文章，我想送給我明
年即將出生的孩子：希望你長大後在
不開心的時候看到這篇文章，看回你
父親所寫的專欄；一路振作，相信自
己：一定要有童心去 「相信、希望、
愛護」自己。

香港英林鎮同鄉聯誼會第三屆就職

討，尋求共識，為提升內地電力資源，
以及做好企業服務工作，加強社團工作
等內容共同進行研究。
香港潮州商會作為一個正邁向百年的
歷史悠久商會，團結香港各行各業的潮籍
精英，積極為同仁及鄉親尋找商機，鼓勵
同仁和鄉親與內地各行各業尤其是電力行
業合作。隨着國家日益強大，特別是 「一
帶一路」戰略規劃為香港帶來的無限商機
，多位代表熱情邀請香港潮州商會首長前
往訪問，投資興業，胡劍江會長代表全體
同仁高興地接受邀請。
前來訪問的首期電力行業香港研修班
學員有：王利軍、謝梅、黃淑玲、蘇全友

、何向東、張磊、馮鳳月、劉芳芳、李華
、陳曦、趙曉穎、郝國華、胡金鑫、江語
晨、謝瑤瑤、李海堂、逯德勝、徐文倩、
劉志偉、李佩佩、李剛、李婷、孔李。香

港潮州商會有：常務會董謝喜武、吳茂松
，會董高明東、陳德寧、張少鵬、李志強
、王漢興，以及總幹事林楓林、副總幹事
蔡海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