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龍匯聚川蜀，商賈逐鹿蓉城。乘�「內地與香港
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孕育新商機的東風，以及西
部大開發的熱浪，由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組織，以全國政
協常委、原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廷翰為總顧問，本會會
長高敬德率領的匯集香港多位德高望重的全國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以及商界、金融界和新聞界60人的「香港
商界赴四川投資考察團」，於7月28日浩浩蕩蕩出發到
「錦繡天府」的成都市和「萬里長江第一城」的宜賓市
投資考察，8月2日滿載歸來。

「香港商界赴四川省投資考察團」是在戰勝非典疫症
後，四川省迎來的一個大規模、高規格的代表團，受到四川
省領導、成都市和宜賓市領導的熱烈歡迎和盛情款待。四川
省省長張中偉、副省長黃小祥；省委常委、成都市市委書記
李春城，成都市市委副書記、代市長葛紅林，市委副書記李
登菊，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鄧川、副市長何紹華；宜賓

市市委書記李敦伯，市長焦偉俠等分別會見、接待、宴請了
考察團全體成員並介紹了當地的投資環境。

張中偉省長說，四川省是西部重要的經濟中心，西部大
開發戰略的實施，為四川帶來難得的發展機遇。他指出，四
川省要進一步加快發展，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把豐富的資
源轉化為資本，增強競爭力。他具體提出要利用好土地資
源、民間資金、人力資源、旅遊資源以及吸引沿海和海外企
業到四川投資。

成都市市委書記李春城表示，衷心希望與考察團就雙方
共同感興趣的項目達成共同的意向。代市長葛紅林也希望港
蓉加強交流與合作，祝願港蓉合作取得巨大成功。

宜賓市這一蜀南城市，地方不大，但開放意識濃，考察
團於7月31日傍晚到達宜賓市，晚飯後馬上進行近3小時的
「挑燈夜談」，可謂開了投資介紹會的先例。宜賓市長焦偉俠
等領導在推介投資環境時，還將宜賓市的夜景和香港的夜景

拼在同一幅畫中，足見宜賓市希望與香港
加強合作的誠意和決心。

考察團團長高敬德表示，四川省正在
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新的商機無限，
考察團成員談得開心。他說：「四川人民
的深情厚誼，我們不會忘記，我們還會再
來。」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希望通過經濟和
文化的融合，促進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和文
化發展。希望藉此次考察拋磚引玉，使更
多的海外投資者在四川落地生根、開花結
果，為四川省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貢獻力
量。

團員們對四川之行感到非常滿意，咸
表不枉此行。高敬德透露，計劃於10月份
再組織大型代表團前往雲南省考察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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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成員除了投資

考察外，同時遊覽了四川

省多個著名的景觀，包括

道教發祥地—青城山，世

界文化遺產、水利史上奇

跡之都江堰水利工程和展

示古蜀秘寶的現代化專題

性遺址博物館—三星堆，

還參觀了萬波碧翠的旅遊

勝地「蜀南竹海」和名聞

遐邇的「宜賓五糧液集

團」。
袁武夫婦、林廣兆、黃守正夫婦、施祥鵬攝於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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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總9月18日舉行慶祝國慶54周年暨總會成立3周年聯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四周
年暨本會成立三周年，定於九月十八日（星期四）晚上假北
角新都會大酒樓舉行盛大聯歡宴會。本會今年慶祝活動的主
題是「同心協力，振興香港」，通過文藝表演體現港人團結
一致、逆境自強、勇於拚搏的頑強精神。

高敬德會長表示，祖國走過了五十四載的光
輝歲月，今年欣逢國家新一屆領導層誕生，正當
全國人民滿懷希望，迎接新的挑戰之時，一場突
如其來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嚴重衝擊了全國人民
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幸在以胡錦濤主席為核
心的中央政府領導下，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眾志
成城，終於戰勝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疫後短
短時間內，全國各地已迅速恢復活力，呈現了一
片欣欣向榮的氣象。在舉國歡騰迎國慶的大喜日
子里，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迎來三周年生日，三年

來，本會在弘揚中華文化方面取得了許多成績，特別是在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和今年抗擊非典型肺炎的特殊時
刻，本會仍堅持不懈地弘揚、推廣中華文化，並舉辦了多場
大型文化藝術活動。本會今後將團結社會更廣泛的人士，為

振興中華民族，為光大中華文化，為香港的再次
騰飛而貢獻力量。

慶祝宴會的文藝節目特別作了精心安排，
上半場通過音樂歌舞形式讚頌內地及港澳台同
胞心連心的民族大團結精神；下半場以詩朗誦
謳歌醫務人員在抗炎戰役中無私奉獻的高尚情
操，同時展現出港人同心同德、自強不息、振
興經濟的精神。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
絡辦公室高祀仁主任、全國政協李昌鑒副秘書
長、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博士、香港特區律政
司梁愛詩司長等主禮。

名譽主席：王鳳超　曾憲梓　何志平　范徐麗泰　梁振英　田北俊　劉漢銓
特別顧問：徐四民　莊世平　黃克立　金　庸　李東海　胡鴻烈　徐展堂　王丹鳳　方心讓　吳清輝　張信剛

陳坤耀　施祥鵬　王永樂 趙廣廷
名譽顧問：吳康民　陳永棋　劉浩清　陳瑞球　胡法光　雲大棉　田益民　鄧廣殷　袁　武　薛鳳旋　馬　力

林廣兆　梁劉柔芬 楊孫西　余國春　施子清　谷永江　陳新華　王國華　張雲楓　薛永興　張國良
鄺廣杰　曾慶淮　李　山　嚴　聖　車書劍　王明權　周連成　黃燦光　馬　臨　韋基舜　高苕華
胡定旭　阮北耀　黃守正　蔣麗芸　林淑儀　計佑銘　文　樓　李祖澤　張閭蘅　朱樹豪　賴慶輝
李國強　邢　籟　陳金烈　盧文端　李秀恆　李群華　李嘉音　洪清源　鄭蘇薇　曾文仲　李　靜
吳松營

顧　　問：賀敬之　李　瑛　饒宗頤　劉以鬯　曾敏之　林　文　劉永碧 王伯遙　楊祖坤　黃連城　字國瑞
王廣浩　周恩純　犁　青　林樹哲　陳進強　盧溫勝　施展望 施學概 西　彤 王尚政　李天命
王德海　陳可焜　林學甫　辛樹華　施議對　林華英　潘亞暾　鄭子瑜　吳東南　陳璧雄　陳榮燦
胡孝繩　陳道立　張大釗　梅嶺昌　趙少萍　朱　正　閻純德　彭永才　戴思聰

主　　席：高敬德
副 主 席：劉宇新　許榮茂　施展熊　周安達源　黃紫玉　陳曉穎　李　揚　浦　江　張詩劍　謝緯武　羅賢平

林家禮　劉與量
秘 書 長：張繼春
副秘書長：皇甫星　徐　燕　王明青　孫　蘊　李遠榮
總務主任：張漢基　戴　方　陳權康　楊莉莉
公關主任：陳明娟　羅光萍　黃曼霞
宣傳主任：張君臨　吳士樑　黃燕萍
財務主任：林自強
文藝主任：皇甫星（兼）
節目總監：陳明娟（兼）
音樂總監：黃偉達
執行委員：宋小莊　鄧永雄　張景蟠　巴　桐　夏　馬　盼　耕　曾　聰　梁興連　汪　奕　黃柱河　吳健森

霍定洪　陳長定　賈立成　楊偉文　謝燕川　鄧詩綿　劉淑春　朱道忠　張琪朗　張海燕　梁荔玲
李公安　伍秀芳　盧　越　楊榮華　李明英　李建華　馮潔儀　湯　瀅　鄒宗彬　易越石　王少秋
顏木蘭　鄒阿梅　林祥鎬　傅天虹　蔡敦祺　胡少璋　郭開敏　向　壘　唐至量　林錦屏　李延生
陳安琪　李守信　黃維堅　林持良　施　沁　朱家欣　孫重貴　漢　聞　莊健強　張海澎　林浩光
劉　溟　胡從經　宋詒瑞　黃輝波　成　麟　陳　娟　何麗娜　施錦玲　施錦彪　林兆榮　關華文
譚帝森　葉淑靜　林　子　張君毅　夏智定　石　金　華而實　畢文瀚　戴公正　施志舘 郁　瀅
張高賢　鍾麗容　張惠豪　鄧玲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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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日前在總會熱烈歡迎到
訪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副
秘書長楊剛才、招商局
副局長易軍等一行。

四川省人民政府計
劃於今年十一月中旬在
香港舉辦大型「川港經
濟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
會」。據悉，四川省作為
對西部開發有舉足輕重
作用的省份，到香港舉辦招商引資活動，在近十年內尚屬首次，為了確保整
項活動順利及成功，省政府決定由副秘書長楊剛才率領一個籌備團，到香港
打前站。

中華文化總會多位負責人歡迎四川省代表團。會長高敬德雖出差在外，
但仍然透過長途電話向客人們表示熱烈歡迎，稱會全力以赴支持四川省的系
列招商活動。歡迎會由該會創會會長施祥鵬、名譽會長計佑銘、黃燦光，副
會長劉宇新、施展熊、周安達源等主持。

施祥鵬表示，七月尾至八月初，該會剛訪問過天府之國，受到張中偉省
長和各位領導會見和熱情接待，對此表示衷心感謝。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楊剛才表示，省委、省政府今次下了大決心，
一定要辦好招商活動，相信該省的一、二把手和多位負責人，屆時將蒞臨香
江參與盛會，規模和檔次料將空前。他們不單會帶來四川的產品，還會把四
川文化藝術的精品介紹給香港市民，另四川省甲級足球隊也計劃來港比賽。
他並代表省政府邀請中華文化總會擔任招商活動的協辦單位，廣邀香港工商
界知名人士出席招商活動。

由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和江西省委外宣辦聯合組織的
香港作家訪問團一行17人於3月21日前赴江西省進行為
期一周的考察。訪問團走馬看花地觀覽了南昌市、九江
市、新餘市、廬山和井岡山，並受到江西省委和各地方
有關領導的熱烈歡迎和盛情招待，江西省委外宣辦主任
郜海鐳和處長章保運更全程陪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平
力瑋副部長擔任訪問團顧問，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
張詩劍、副理事長巴桐、秘書長張繼春、副監事長漢
聞、林子、總幹事林燁等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處長邵彬
參加。

江西省委副書記彭宏松特別於3月26日晚上接見並
宴請訪問團。彭宏松副書記向訪問團概要介紹了該省的
經濟發展情況，他說，江西省去年的財政收入和利用外

資的增長速度居全國前茅，總量雖小，但發
展勢頭喜人。乘�十六大精神的東風，江西
確定了大開放的定位，並且邁開了在開放中
崛起的步伐。去年經濟指標在中部六省已前
移了一位，未來將力爭前移二至三位，江西
省出現一個戰略性的機遇，正在描繪創新江
西的發展宏圖。

訪問團團長張詩劍對彭宏松副書記和江
西省委領導的關懷、支持以及熱情招待表示
衷心的感謝。他稱，江西省山靈水秀人好，
幾天來訪問團足跡遍及的地方，處處生機勃
勃，尤其是領導幹部謀大事，幹實事，急人
民所急的風範，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亦令
香港作家們大開眼界，豐富了寫作的素材，
平力瑋顧問更盛讚江西是一塊熱土，堪稱投
資、文化、旅遊的熱土。

中華文化總會歡迎四川省副秘書長楊剛才（前右三）等一行。

高敬德會長等款待來港招商的山東省棲霞市代表團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高敬德
會長近日在信德中心澳門賽馬
會設宴款待來港招商的山東省
棲霞市市委書記王國祖、副書
記兼常務副市長楊君亭一行。
棲霞市被稱為中國蘋果第

一市，素有「蘋果之都」的美
譽。高敬德表示，願為棲霞蘋
果走向香港和海外牽舘搭橋創
造條件，雙方就今後合作交換
了意見，對合作前景表示充滿
信心。
周安達源副會長、阮北耀

名譽會長、劉永碧顧問、美國
MGM MIRAGE遠東助理副總裁
周章靜等一同接待了中國蘋果
之都的客人。客人中還有劉漢
江、馬先友、徐學軍等人。

高
敬
德
等
宴
請
棲
霞
市
委
書
記
一
行

江西省委副書記彭宏松（前排左五）、宣傳部長劉上洋（左七）、宣傳部巡視

員劉孚威（右一）、外宣辦主任郜海鐳（左二）與香港作家訪問團成員合影。

張詩劍、陳娟、巴桐、張繼春、林燁攝於桃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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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顧問 張廷翰 現任全國政協常委

中共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

團　長 高敬德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顧　問 李宜時 局長

林廣兆 全國人大代表

袁　武 全國人大代表

計佑銘 全國政協委員

施祥鵬 全國政協委員

黃守正 全國政協委員

副團長 施展熊 全國政協委員

許榮茂 全國政協委員

周安達源 全國政協委員

阮北耀 全國政協委員

嚴　聖 澳洲聯邦銀行大中華地區董事總經理

李　山 中銀國際投資銀行首席執行官

團　員 陳進強 福建省政協常委

莊金洲 山西省政協常委

柯君恒 北京市政協委員

曾繁富 中國銀行（香港）助理客戶經理

關啟昌 馬禮遜有限公司總裁

鄒威明 馬禮遜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謝　岷 TOM.COM有限公司首席投資官

蔡啟華 摩根大通亞洲投資基金副總裁

趙辰寧 摩根大通亞洲投資基金Associate

石　岑 摩根大通亞洲投資基金Associate

劉永碧 香港文匯報副社長

陳　南 香港商報執行總編輯

王　松 香港文匯報國際公關顧問公司總經理

陳振和 宜興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俞　斌 僑海（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劉貴亭 新恆基集團董事局副主席

秘書長 黃燦光 新恆基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看不盡的翠綠，
聽不完的濤聲。
蜀南竹海，
撐起一片人間淨土。

幽篁蔽日，
砌出鬱鬱蒒蒒；
流湍漱石，
滌淨世間煩囂。
沐一身甘露，
披兩袖清風，
無憂谷裡，
忘卻營營役役。
斟滿五糧玉液，
呼與天地同醉！

天府之國，
美麗妖嬈。
但使陶令重生，
當驚桃源新貌。
浪濤滾滾，
翻湧出，
長江第一城，
宜客宜賓！

註：五糧液是宜賓名產。處身竹海，
把盞同遊無憂谷，人生一樂也！

林 燁

施展熊、
黃 守 正 坐
「轎」上青
城山，優哉
悠哉。

考察團成員與宜賓市領導在「長江第一城」留影

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代市長葛紅林接見考察團

四川省省長張中偉（前右五）與考察團主要成員合影

張中偉省長贈予考察團「搖錢樹」紀念品，
高敬德會長贈「龍騰盛世」予四川省。

劉永碧、陳南、李宜時、高敬德合影

擁有兩萬員工的五糧液酒廠的面

積比宜賓市區還要大，其會議室可

容納百人，國家主席胡錦濤今年五

月曾到五糧液酒廠視察。

圖為宜賓市市長焦偉

俠與高敬德合影。

女團員與宜賓市女市長李清真
（右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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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六周年，祝賀全港市民共同戰勝非典型
肺炎疫情，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聯同所屬香港中國音樂家協會於6
月29日晚上八時正假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隆重舉辦《中華
頌》音樂會，演奏家們藉悠揚悅耳的樂章，表達港人團結一致，
戰勝沙士的歡欣場面。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中國外交部駐港前
特派員吉佩定、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梁愛詩、香港特區立法會主
席范徐麗泰等擔任主禮嘉賓。本會會長高敬德、
副會長劉宇新、周安達源、張詩劍、謝緯武等出
席了晚會。

音樂會選奏十個節目，其中兩個大合奏更
分別針對香港回歸祖國六周年及香港戰勝沙士
疫情，以澎湃的音樂道出令人振奮的消息。為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六周年，大會特別選擇了
《北京喜訊到邊寨》及《伊犁河畔》兩首極富
熱情奔放節奏的音樂，展示了歡欣熱烈的場
面。另外，大會更安排了香港人耳熟能詳的
《獅子山下》和一首振奮人心的《光明行》，
以表達港人團結一致，共同戰勝沙士的精
神面貌。

王鳳超副主任在晚會上祝賀內地香港
的藝術家同台謳歌盛世中華的音樂會成
功。他表示，沙士過後，香港喜迎回歸六
周年，特別是內地與香港兩地更緊密經貿
關係安排協議的簽署，顯示中央政府的大
力支持，相信在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
領導下，加上香港人的拚搏，香港經濟定
能再起飛。

梁愛詩司長贊揚本會成立以來，積極
組織愛國力量，促進本港及內地的文化交
流。

范徐麗泰主席提議與會者為自己鼓
掌。她說，目前是香港的轉折點，絕對相
信香港有能力重振雄風。

高敬德會長表示，本會舉辦《中華頌》音樂會，旨
在大力推廣中國民族音樂，弘揚中華文化，並作為香港
回歸祖國六周年的獻禮。香港回歸以來，儘管歷經風風
雨雨，但都能排除萬難，安然度過。尤其是今年三月份
發生的非典型肺炎，全港市民經受了最嚴峻的考驗，在
關鍵時刻，中央政府給予了無比的關懷和大力支持，特
區政府和廣大市民團結一致，齊心協力，互相扶持，以
頑強的鬥志和決心打勝了抗炎防炎這場仗。現在，我們
終於全面勝利了，因此，今晚的音樂會就更有特別意
義。本會冀望通過傳統的民族樂曲，傳遞蘊藏在全球炎
黃子孫心靈深處的情懷，讚頌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
神，表達我們同心協力，團結拚搏，為香港美好的明
天，為祖國美好的明天而奮斗的心聲。有道是：樂韻悠
揚振人心，弦歌寄意頌中華。

音樂會節目以傳統音樂為本，以時代先聲為變；有
古韻，也有新音。選材方面，集中了廣東、雲南、新
疆、河南、河北等地方色彩的音樂，又收集了從傳統經
典到現代技法的樂曲；既有純粹的器樂獨奏和合奏，又
有藝術歌曲和戲曲唱腔，通過全體音樂家的協力演奏，
以音怡情、以樂勵志，為大家譜寫了一曲中華文化的精
彩讚歌。

音樂會特別邀請二胡演奏家、上海音樂學院副教授
王莉莉，嗩吶演奏家、上海音樂學院副教授劉英來港，
會同本地優秀的藝術家們聯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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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超副主任、高敬德會長上台向演出者致謝。



由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聯同所屬動感文學藝術原創/發展協會主
辦的動感文學音樂劇《琵琶行》5月2日晚上在中環大會堂四度公
演，超過一千人入場，這是自非典型肺炎襲港以來未見的現象，
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副會長劉宇新、香港中華基金會主席方劉小梅等擔任主禮嘉賓，
中聯辦副主任劉山在觀賞了演出。
王鳳超副主任在致辭時感慨地說﹕「今晚看演出，無論是對演

員，還是對觀眾都是有特別意義的。」他表示，中央政府堅定不
移地、一貫地支持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特別是在這場沒有
硝煙的「非典」戰役中，內地全力支援香港，包括醫護設備和醫
護人員。他說，在特區政府和前線醫護人員及全港市民付出巨大
努力後，「非典」正穩中趨緩，這局面來之不易。今晚大家出席
觀看音樂劇，表明大家已從恐懼中走出來。他還鼓勵大家，積極
採取預防措施後，用積極心態享受生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因在內地公幹，未能出席今次
活動，但當他知道票房反應理想時表示，這是一個令人振奮和鼓
舞的信息，只要香港人團結一致，同心協力，支持和配合特區政
府的各項抗炎措施，香港一定會度過難關，化「危」為「機」。

劉宇新副會長在致辭中表示，當前香港正受非典型肺炎的困
擾，經濟遭受嚴重打擊，而市民生活亦受到嚴重影響。不過，山
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堅信，只要團結社會各方
力量，齊心協力，同心同德，發揮香港人一貫的拚搏精神，學習
香港前線醫護人員犧牲自我的敬業精神，奮力抵抗疫症，香港終
能打贏這一硬仗。讓我們為疫後香港經濟的重振、為市民盡快恢
復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共同努力。他續稱，走進會場，越發感動
和深受鼓舞，今晚竟有這麼多嘉賓和朋友到來捧場，予以支持。
觀眾們的支持，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這也足證港人戰勝疫症
的信心正在回升！我們香港中華文化總會一定會在做好一切防範
措施之下，竭盡所能為香港文化經濟的繁榮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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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動感文學藝術」原創人、作家梁荔玲編
導、朗誦家李公安策劃之《琵琶行》經過多次修
改，顯得比以前更具劇力，除主戲外，更增加了
「序言」 和「導賞」環節，連同「互動」，務求增
強觀眾對此創新藝術品種的了解。演出時，古裝
和時裝共冶一爐，使觀眾同時擁有視覺、聽覺和
特別安排的嗅覺享受。

劇中人由著名演員江圖飾演白居易，琵琶
演奏家林瑜飾琵琶女，其他演員為作家、畫
家、詩人、文學博士、音樂家、書法家
和警務人員。《琵琶行》協辦單位包
括香港散文詩學會、香港創藝攝
影學會和香港警務處中國文化
學會等。

本會新加入團體——李明英中國民
歌藝術團團長李明英，多年來積極推廣
中國民歌藝術，經常在東南亞各地獻
唱，深受歡迎。今年8月中，李明英應
獅子會之邀，遠赴馬來西亞參加慈善演
唱會。從7月開始，檳城報章不斷以「中國女高音李明英獻唱慈善音
樂會籌基金」、「李明英領銜演唱丹絨慈善音樂會19日登場」等為題
作出專訪和專題報道。她在檳城音樂會上，除演繹中國古典名曲和
地方特色民歌外，還呈獻鄧麗君的多首名曲。大馬Fans（歌迷）慨
捐5000令吉（折合港幣約壹萬元）爭取入場券，一睹這位素有「現
代周璇」之稱的中國音樂家協會愛樂樂團獨唱藝術家之風釆。

王鳳超副主任與全體演員合影

劉山在副主任（左四）、范徐麗泰主席與本會負責人合影



由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所屬普通話教師學會主辦的全港新

詩散文普通話朗誦比賽，經過兩個多月的競技、評核後，在

2003年6月22日以壓軸的集誦組比賽而圓滿結束。

在頒獎典禮上，張詩劍代表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

德致詞。高會長對普通話這一項語言藝術和推普事業予以充

分的肯定和高度贊揚，強調了在非典型肺炎肆虐本港三個多

月來的特殊情況下， 仍有一千名學生參賽，並以無

比的信心堅持完成了比賽，精神非常可貴。

今年比賽分獨誦和集誦兩個類別，其中獨誦分初

小、中小、高小;初中、高中、教師和公務員七個組

別。獨誦組報名人數共有836人，集誦組報名隊伍14

隊，有5隊262人參賽。頒獎典禮除了同學角逐名次

外 ， 大會安排了特備節目 ，希望藉節目的演出，讓

同學觀摩學習。

教育必以學生為本。主辦單位香港普通話教師學

會會長陳明娟表示，所有參與工作的老師都期望提供

一個機會給予參賽的同學 ，使他們通過活動提高學

習普通話的興趣，同時對文學方面的學習有不同的理解和認

識。大家都全情投入、全力以赴，力爭把非典的影響減到最

低，希望來年取得更好的成績。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張詩劍、謝緯武、秘書長張繼

春、課室教材出版有限公司馬楚榮經理、胡雅怡，香港大專

朗誦社副社長全玉莉等出席了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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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日前在該會會所召開會員大會，回顧總結了會
務工作成績，通過了章程修改和工作報告，選舉產生了該會第五屆理事
會。該會新一屆機構成員名單如下：

會長謝緯武、理事長宋小莊，常務副會長張詩劍，常務副理事長吳士
樑；副會長張心永、文滿林、張君臨、李遠榮、戴方；副理事長林奮儀、
林淑明、陳娟、張帆；秘書長吳士樑(兼)，常務副秘書長李遠榮(兼)，副
秘書長吳海雲、鄭偉、盼耕、陳權康、張漢基。

該學會在去年香港回歸祖國五周年之際，編輯出版了會員文選集《五
載風雨紫荊艷》，共三卷一百六十萬字。今年，當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正式進入立法程序時，該會於三月中旬專門編選出版了逾三
十萬字的第四卷會員文選《安得猛士守四方》，明確支持二十三條立法，系
統地積極回應政府諮詢文件立法建議，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作出了自己
的貢獻。目前，該會正在編輯逾六十萬字的台灣卷，是第五卷會員文選
集。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高祀仁主任為該書題寫書名： 《中國統一的道
路》，鄒哲開副主任則為該書作序。

六月八日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辦「李遠榮《李光前傳》研討會」，有來自
新加坡、匈牙利、香港、內地各大專院校的學者、專家、教授六十多人參加
會議，提供學術論文二十多篇，將出版論文集。

李光前先生是陳嘉庚的女婿、世界著名的橡膠大王，他抱�「取之社
會，用之社會」的願望，「愛國愛鄉，重教興學」，資助廈門大學、集美大
學、華僑大學的經費，并獨資創辦福建省南安縣國光中學，是儒商的楷模。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理事長李遠榮著《李光前傳》名列一九九八年新加坡和
馬來西亞十大暢銷書，新加坡文藝界將其改編成話劇。

香港儒商學會最近召開年會，增選張高賢為會長。出席大會的有該會
創會會長潘亞暾，會長吳東南、常務副會長李遠榮，副會長夏馬，秘書長唐
至量，理事張高賢、劉英烈、阮婉珍、春華、傅小華等。

在香港泉州同鄉會第七屆理監事就職典禮之

際，受第七屆理事長劉與量及監事長陳榮旋，以及

鄉會各級領導的支持重托，一台由香港中華文化總

會的雅樂藝術團自編、自導、自演的文藝節目，以

其形式多樣、風格獨特、色彩紛呈，集傳統與現代

藝術之美的特色，於2003年3月21日在北角新都會大

酒樓上演以配合換屆慶典。演出節目秧歌花鼓《盛

世歡歌》、民樂合奏《僑鄉樂》與漢唐樂舞《望月寄

相思》，都以中國音樂古老活化石------ 南音為基調，交

相輝映，牽動鄉情。

為慶祝香港回歸日和八一建軍節，香港特

區越劇院於7月1日和8月2日，以中華文化總會

屬會的名義應邀參加深圳中老年保健大學的兩

次演出。演員唱得好，服裝漂亮，演出更添風

采，獲得了一致好評，散場後歡眾圍住演員照

相，遲遲不願離去，學校董事局向中華文化總

會贈送錦旗和感謝信。

深圳中老年保健大學是發揮中老年餘熱、

特長和學習、保養的新型學府，由中央地方離

休幹部組成核心。

香港特區越劇院在文康署安排下，將於11

月8日在屯門廣場作小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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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柯老、夏馬會長、各位朋友、各位文友：

今天香港散文詩學會在這裡舉行晚宴，熱烈歡迎柯老

蒞港訪問，我僅代表香港中華文化總會，代表高敬德會長

對柯老表示熱烈的歡迎，並獻上這篇簡短的歡迎詞。

柯老，我們歡迎您，是因為您的名字始終是與香港散

文詩學會聯在一起的。從九十年代初期，您就反復游說、

反復倡議，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前夕，香港散文詩學

會成立了。可以說，您是香港散文詩學會成立的倡導者與

組織者。香港散文詩學會成立之後，您對眾多的、日益擴

大的香港散文詩寫作隊伍寄予厚望。您為我們第一本散文

詩選寫的序言《春雷滾滾來》，至今仍隆隆在耳；您為我們

第二本散文詩選寫的《我的祝賀》，文中提出：“散文詩是

詩與散文的滲透、交叉，是二者的融化，自成一體”，至今

仍是我們致力於把散文詩發展成為一種獨立文體的規範。

柯老，我們歡迎您，是因為您

的名字始終與中國散文詩學會聯

在一起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

代初，您為了開拓中衰的散文

詩，反復倡議要成立一個全國

性的散文詩組織。一九八二年

十月，中國散文詩學會終於在

北京成立了。在這會上，您與

郭風雙雙擔任會長，這個至

今仍是文壇團結、互相器重

的佳話。中國散文詩學會成

立以來，為中國文壇出作

品、出人才、出散文詩作

家所作出的貢獻，相信歷史自有公正的評說。

柯老，我們歡迎您，是因為您的名字始終與中國散文

詩的發展聯在一起的。我們一提起中國的散文詩，就會想

起劉半農、徐玉諾、許地山、徐志摩，就會想起魯迅、郭

沫若、茅盾、朱自清、冰心，就會想起郭風、柯藍。尊敬

的柯老，新中國成立之後出版的第一本散文詩集《早霞短

笛》就是您寫的，這是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一月出

版的。兩個月之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郭風的《葉笛集》。

我記得，當時我作為一名初中生，是站在福州大橋頭新華

書店的二樓，讀完您和郭風的大作的。也許是這兩把短

笛，喚醒了我心中的詩識，讓我對文學的摯愛保留到了今

天。回想起來，當年有多少文學青年受您與郭風的鼓舞，

投進了散文詩的復蘇與振興中去。我相信，在中國文壇

上，在香港文壇上，散文詩這把短笛，是會繼續吹下去

的，用豐富的情感、用崇高的境界、用淨化的心靈永遠吹

下去。

柯老，我們歡迎您，是因為您是一位老戰士、老作

家。如果從一九三七年您參加八路軍算起，您的革命史已

經整整六十六年了；如果從您一九四一年首次以柯藍的筆

名在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新詩算起，您的創作史也已

整整六十二年了。您從事革命工作、創作生涯的時間比我

們在座的許多人年齡還大。一個人對自己的理想、對自己

的事業能幾十年如一日、一以貫之的追求，這本身就是一

種很高的境界。我們一定要學習您的這種精神，像您在散

文詩《問好》篇中提出的那樣“站在過去與未來的中間”，

孜孜不倦地向世界、向中國問好，向“四周發出各種不同

的詢問與叫喊⋯⋯”

柯老，我們歡迎您，是因為您是一位智慧的長者。您

以八十三歲的高齡，還風

塵仆仆來到香江，指導我們

創作，我們很受感動。在座

許多寫散文詩的作者，每每

在運用這一富有詩意而又可

以自由地表達時代情結與自我

情緒的文學形式時，我們總感

謝我們聰慧的前人，為我們奉

獻了這麼美好的積淀。在我們

這份感激之情中，我們想到了

您。這個時候，我只能用“飲水

思源”四個字來表達我們的敬

意！在智慧長者的面前，我們很

自然地想起了歷史。一百年前、二百年前，一千年前、二

千年前，想起了我們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五千年來，我

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之所以產生無與倫比的凝聚力，綿延

繁衍、歷久不衰，是因為全世界炎黃子孫，有了中華文化

這一共同的根；五千年來，我們偉大的神州大地，之所以

始終保持大一統的格局，骨肉相親、永不相離，是因為全

世界的炎黃子孫，有了中華文化這一共同的心。是源遠流

長的中華文化，用過去的光輝照耀�今天，用堅韌的紐帶

連接�未來。柯老，請允許我們以一個把中華文化的根與

心種植在心中的普通中國人、普通香港人的身份歡迎您，

我們一定不辜負您的厚愛與期盼，努力耕耘，創作出包括

散文詩在內的更多更好的作品。

最後，祝柯老生活愉快、健康長壽，創作之樹永遠長

青！謝謝！

周安達源、柯藍（中）、夏馬在歡迎宴會上合照

周安達源 2003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