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榮茂
(一)

從籌備到成立
「樸茨茅斯華人協會」前身是以樸茨茅斯愛國電影會爲基礎而創建的。一九六四年以黎平和黎有先

生爲首的多位愛國青年在本埠活躍起來，他們在工餘時間不辭勞苦，常到倫敦領取由中國國務院僑務辦
公室供給給僑胞欣賞的國產 16 釐米影片，租賃會堂或戲院放映，很受僑胞歡迎。僑胞們透過觀看國產片
可以彌補文化生活的空虛，也令僑胞們對祖國有所認識,對愛國教育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九七九年初冬過後，黎有先生,李添先生約我傾談，談話主要是討論本埠衆多華人欲望擬在本地組
織一個華人團體之事，並徵詢本人見解。我覺得，本地區華人傾向,建立華人組織條件比較有利且已成熟，
亦是大勢所趨，在樸市成立一個華人團體組織是勢在必行的。我們幾位都有這個共識，黎有先生和李添
先生更希望本人加入籌備建會工作。我意識到自己是華僑一份子，在彼幫飄泊，不能離群孤獨，我當然
應允盡力而爲。我早年曾在公共團體做過工作，吸取到一點經驗，熟識集體規則，我義不容遲，毅然接
受分配工作。
爲籌建本市的華人團體組織，我們幾位並聯絡了一批熱心公益的人士，成立籌委會，如火如荼地展
開工作。經過幾個月的緊密籌備，先後開了四次籌備座談會。經過幾位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的研討、交
換意見、提交建議、集思廣益，接納了很多寶貴意見。一九八零年三月三日下午，假座本人開設的中央
酒樓召開最後一次籌備會議，出席籌委共有 15 人。當天的議程如下﹕推舉首屆正、副會長及各部門負
責人、推舉會章起草人、明確擬定本會宗旨、發動僑胞入會、創辦華人子弟中文學校爲首要工作。經全
體到會籌委商議後，一致推舉黎有先生爲首屆會長，李添先生、賴榮茂先生爲首屆副會長兼會章起草人，
確定本會定名爲 「樸茨茅斯華人協會」
，臨時通訊處設在東風商行及中央酒樓。

(二)

本會正式成立
一九八零年六月三十日下午二時，由籌委會主任委員，本會首屆會長黎有先生宣佈“樸茨茅斯華人
協會正式成立!”。本人擔任大會主持帶領全體會員及觀禮僑胞報以熱烈的掌聲致賀！我們各人百感交
集，飄泊海外多年的本市僑胞們終於有了一個團結的整體了！首屆會長黎有先生在本會成立大會致開幕
詞中，詳細報告本會籌備成立的過程。從籌備到成立經過四百多天的時間，在籌備過程中得到各籌委的
通力合作，不辭勞苦，群策群力。今天華人協會的成立是與熱心公益的各位籌委分不開的。黎有會長在
致辭中亦說明了本會的立場及建會的宗旨，成立後將會依照會章及建會宗旨施行會務，決不違章是會務
穩固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

創立中文學校
本會負責人經過多方面的努力，由當地教育署介紹用 Wesley Church 教堂作臨時課室。一九八零
年十月十二日(星期日)，中文學校正式開學。第一批學生共有 71 名，設幼兒高班、低班。逢星期日中
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上課，教師由執委或家屬及幾位留學生分別擔任。租用的地方是教堂，沒有正規學
校的設備，每周上課前都是由會長連同幾位執委搬桌子、搬椅子、搬黑板，十分不便。隨著學生人數不
斷增加，我們要求教育署協助找一所正規學校是當務之急，教育署也很重視本會的要求。幾個月後，中
文學校遷到 Mayfield School 上課，課室租金由政府教育署資助。八十年代初期，香港政府駐英國倫敦
辦事處每年有£900.00 課本和作業簿等資助給中文學校，但五年後便停止資助了。八十年代後期改由少
數民族語言文化部資助中文學校的費用，包括租用課室、教師車馬費、師資培訓等費用。在政府有關部
門不斷的資助和本會的直接領導下，發展至今中文學校已逐步走向正規和完善，現有學生二百多人，包
括普通話斑共分十三個班級，也曾有多位外國人就讀學習中文，實現了中英文化交流的宗旨。歷屆正、
副校長爲辦學付出了不少的時間，精神和勞力，他(她)們的善心、愛心是值得本會全體同仁和家長欽佩
和學習的。在此，本人向歷屆校長和教師致以衷心的敬意！中文教育，任重而道遠，希望在當屆正、副
校長何國真和周梅莉女士及全體教師、家長的共同努力下，中文學校能夠闊步前進！

(四)

艱難的歲月 – 計劃購置永久會所
一九九一年二月中旬，經過多次執委會會議商討後，決定購置現有的會址，發布告會員僑胞書，發
動捐款，第一批由會員及各界僑胞捐出的款項只有五萬多英鎊。現時的會址在九一年購買時的市價是
£92,000.00，裝修費用約 £35,000.00，所以其餘的 £49,000.00 貸款則由本會四位執委黎有、潘國安、賴
榮茂及張偉光願意用私人物業做抵押向米蘭銀行(現在滙豐銀行的前身)貸款。本會的會址物業産權 –
“屋契”是注明 「朴茨茅斯華人協會」 所擁有的。契約交由律師存放在律師事務所保管，希望各位會
員都能明白這個歷史的真相！這個歷史的事實也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寫的！
黎有先生、潘國安先生不但用私人物業做抵押向銀行貸款，而且他們還捐獻出 £5,000.00 用作買會
所之用，另外慷慨捐出 £5,000.00 的還有梁大偉先生和已故的賴六合先生。他們的愛會精神受到會員和
僑胞的讚頌，他們也都是深受本會會員愛戴的永遠名譽會長。
一九九二年六月九日，本會會所正式落成。開幕典禮柬請全英各地僑團領袖和代表、各地著名人士、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官員、香港政府駐英國代辦處官員、本會會員、當地僑胞出席開幕盛典，場面非常熱
鬧。
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秘書處向全體會員發出通告，由當天起在新會所辦公，實現了多年來祈望擁
有自己會所的宏願！
爲了清還銀行的貸款，一九九四年初，本人任當屆會長，於是向全體執委提議發行一次慈善獎券籌
募基金，得到本會全體同仁的支援。黎有會長也在執委會提議向執委及會員借款清還銀行貸款，立即得
到多位執委及會員的回應。從購買會所到一九九七年，本會同仁經過多年多方面的努力奔走籌款，終於
清還了銀行和執委、會員的全部債務。六年來的艱辛歲月總算渡過了，我和幾位負責人好像放下了心頭
大石，渾身都輕鬆了。購買會所是本會成立以來的一件大事，在黎有會長的領導下，他鼓勵各位執委有
錢出錢、有力出力。我本人懷著愛會之情，四出奔走，到每家商號發動僑胞捐款。本會同仁衆志成城,
終於實現了多年的理想！現特此賦詩一首，以表胸懷:﹕-- 想當年 –

「雄關漫道真如鐵,如今邁步從頭越!」
(五)

舉辦長者優惠午餐
本會有了會所，也隨著華人社區發展的需要，我們向社會福利署提議申請一名社區發展員常駐本
會，擔當本會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橋樑角色，加強本會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聯絡和幫助因語言不通的華人辦
理所需事務，這個提議得到社會福利署的重視。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社會福利署正式撥款聘請一名社
區發展員。五月三日,獲得社會福利署撥款，開始舉辦「長者優惠午餐」
，每周星期二爲長者舉辦一次午
餐聚會。廚師由社會福利署支付車馬費，本會執委每周義務輪值爲長者服務。每周參加午餐聚會的長者
約五十人左右，看到長者們聚首一堂的歡樂情景，我們辛苦一點又算得什麽呢？由於參加聚會的長者不
斷增加，會所地方也顯得不敷應用，長者優惠午餐活動由一九九四年五月三日在會所開始舉辦至二零零
一年三月遷往友誼大廈繼續舉辦至今。

(六)

友誼大廈居屋計劃
老年人問題是社會上所關注的，尤其是華籍老人。本會有見及此，特別向有關部門提出動議﹕由社
會福利署建議、本市政府房屋協會、SRB 重建基金會聯合資助、柏柱文房屋協會協助、本會參議，經
過三年多時間策劃、籌備，
「華人長者居屋」終於在 2000 年末建成。居屋取名 「友誼大廈」，,座落於
本市南海區 (Southsea) 市中心，地點適中，交通便利。「友誼大廈」的前身是「電話公司大樓」，經改
建後成爲一所嶄新的現代化設備的居屋。該大廈樓高五層，設有升降機直達各樓層，方便長者上落。地
下及二樓的一部分爲「朴茨茅斯多元文化資源中心」
，,分別設有中心經理室、華協會辦事處、越南人協
會辦事處、多元文化協會辦事處、一個可容納二百人的禮堂和一個寬闊的中式廚房及其他配套設施。二
樓設有電腦室、會議室、醫療室和圖書室。
「華人長者居屋」 則由二樓的另一部分至五樓，合共三十四個單位。每個單位設備齊全和具現代
化，內有一個或兩個睡房、客廳、廚房、浴室(含衛生間) 及緊急求助警號拉繩 (如遇意外時可直接向居
屋經理或向求救中心求助)。在三樓設有居屋經理室、公共休息大廳、公共浴室(淋浴)、公共廁所、公共
洗衣房等公衆設施.
「友誼大廈」落成開幕典禮於 2001 年 3 月 4 日中午在該大廈的禮堂舉行。當天的開幕儀式非常隆
重，鞭炮聲、鑼鼓聲齊鳴，並由當年的市長巴禮．緬恩議員(Cllr. Barry Maine)、我國駐英國特命全權大
使馬振崗先生和柏柱文房屋協會董事長積姬．寶恩(Jackie Burn)女士三位主持剪綵。
2001 年 3 月 19 日，原本駐在本會會所的華人社工正式遷往友誼大廈本會的辦事處繼續爲華人服
務，而本會的李仕雄秘書長每逢星期二、四、五都在辦事處辦公爲會員服務。

(七) 文娛康樂活動
本會自成立以來，經常舉辦各類有益身心的文娛康樂活動。八一年初曾籌組醒獅訓練班，參加本市
政府文康署主辦的盛大嘉年華大匯演，沿途醒獅舞動、鑼鼓喧天，加上醒獅隊員的功夫表演，受到不少
西方人士的歡迎和贏得熱烈的掌聲！
在體育方面，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九日，本會應本市市政府文康署邀請，參加籌備接待「中國技巧
體操隊」蒞英舉行中英隊友誼賽。中英兩隊表演了精彩的技巧體操項目，特別是中國隊的精彩表演獲得
中外人士的熱烈掌聲。我們也曾組織青年足球隊與友會舉辦了多次的友誼賽，另外還有桌球和乒乓球
賽。在 2004 年 11 月 2 日，本會在本市大華桌球俱樂部舉辦了由協力食品集團贊助的「協力金杯華人桌
球公開賽」。本會也常常組織前往中國、歐洲等多個國家及美、加境外遊。同時也經常爲長者、中文學
校學生和家長、會員、婦女與小童舉辦短程一日遊，也很受歡迎和獲得各方面的支援和讚賞。
2004 年 7 月 19 日，本會應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扎賚特旗人民政府的邀請組織代表團回訪，並順道
訪問阿爾山市和烏蘭浩特市，期間受到當地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和高格調的接待。我們還參加了由本
會籌款捐資興建的「希望工程」小學奠基典禮和種植友誼樹儀式。扎賚特旗人民政府為了感謝本會成功
恊助扎賚特旗與樸茨茅斯市缔結為「友好城市」，特别為本會的葉錦洪會長和夫人、永遠名譽會長黎有
先生、李仕雄秘書長授予「榮譽市民」的光榮稱號和頒發證書。
2005 年 5 月 24 至 25 日，本會應天津市塘沽區人民政府邀請組織代表團前往訪問，受到熱烈歡迎
和高格調的接待。期間本會會長葉錦洪先生和夫人獲授予天津市塘沽區「榮譽市民」的光榮稱號和頒發
證書。我們同時參觀了天津市和塘沽區的高科技開發區和各項建設，並且還參觀了正在作內部裝飾的塘
沽區博物館，在那裡將擺放行將回歸袓國的大沽鐘，讓國人憑弔這個在一百多年前在大沽口炮台被英國
海軍掠奪回英的國家文物。
(八)

節日慶典活動
本會每年都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活動。令人最難忘的是在 2001 年本會慶祝 52 周年
國慶節當天恰巧我國海軍艦艇編隊應英國國防部邀請前來英國訪問，停泊在本市的我國導彈驅逐艦
“深圳號”和補給艦“豐倉號”應本會的邀請，派出四位年青的少校和尉級軍官在我國駐英國特命全權
大使馬振崗先生及總領事孫大立先生的陪同下參加慶祝大會。一位少校在慶祝大會上發言時表示十分感
動，因爲可以在異國跟僑胞一道慶祝國慶，心情高興，永志難忘！
每年的耶誕節本會都分別舉辦「青少年“迪士科”舞會」和「婦女與兒童聯歡舞會」，參加人士非
常踴躍。
在每年的新春佳節期間，我們都有不同形式與僑胞們共同慶祝這個中國傳統佳節。其中在 1981 年
本會聯合本市大學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和在 2000 年與本市「越南人協會」一同在本市市政廳舉
辦 「春節聯歡會」
，參加人數超過一千五百人。應邀出席盛會的包括我國駐英國大使館官員和本市鄰近
地區的五個市鎮市長和政府官員等，場面十分熱鬧，洋溢著一片喜氣洋洋的新春景象！
2002 年、2003 年和 2005 年本會應本市市長的要求，先後爲[“市長慈善基金會”舉辦了三次「春
節慈善晚會」
，分別籌得善款爲: £8,270.00,、£8,688.00 及 £6,488.50，經已悉數呈交給市長轉交給“市
長慈善基金會”爲當地醫院購置醫療設備和急救摩托車之用。
2004 年的「春節慈善晚會」 我們特別爲我國內蒙古興安札扎賚特旗的“希望工程”小學籌募基金
興建小學的籌款活動。當晚的活動得到全英多個華人社團的大力支持和贊助善款、捐出精美的工藝品作
爲義賣，使到大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和取得成功。當晚總共籌的善款 £11,721.00，已在同年三月交給我駐
英大使館轉寄給紮賚特旗人民政府作爲興建“希望工程”小學之用。今年春季該新建的小學校舍已經落
成啓用，令到當地的小學生能夠在舒適的環境中學習，將來學成後能夠在祖國的各個建設領域中發揮作
用，這也是本會全體會員的願望。據說這所小學是內蒙古第一所由海外僑胞捐資興建的“希望工程”小
學，我們期望以後能夠看到更多的“希望工程”小學在內蒙古興建起來。
1989 年 3 月 3 日，本會婦女部主辦了 「第七屆全英華人社團婦女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 大
會期間「全英華人社團婦女聯合總會」正式成立。當日大會有 24 個婦女團體參加，出席人數共 500 多
人。
2004 年 3 月 8 日，本會婦女部再次獲「全英華人社團婦女聯合總會」推薦，主辦了「第十三屆全
英華人社團婦女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這次參加的三十八個華人婦女團體包括來自英國和歐
洲，總共入場人數超過 600 人。兩次慶祝大會應邀出席的主禮嘉賓有中國駐英國大使夫人、公使夫人、
參贊夫人、本市及鄰近市鎮的五位女市長、全英華人社團領袖、英國及歐洲各國華人婦女團體代表、英
國華人電子及平面傳媒機構代表，可說是場面熱鬧，盛況空前！本會兩次舉辦的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活
動，所需經費非常龐大，幸得各界熱心人士捐款贊助。本會執委會及婦女部全體姐妹們願籍此機會再次
向所有曾經協助和支援“三八節”的個人、團體和商號致以衷心的謝意！

(九)

中英文化交流
2002 年 8 月 11 日，本會獲得本市文化康樂署的資助，在本市市政廳舉辦 「中國文化藝術節」
。正
午時分，由當年的市長依蓮.碧嘉議員(Cllr. Elaine Baker)及本會會長葉錦洪先生和我駐英大使館章成友
參贊在千頭鞭炮聲中於本市市政府廣場主持開幕典禮。
日間在廣場爲超過一千五百名中外觀衆表演了精彩的雄獅匯演、中國武術和雜技表演,還有專程由
內蒙古扎賚特旗前來參加演出的扎賚特旗烏蘭牧騎(歌舞團)舞蹈演員表演了別開生面的蒙古民族舞
蹈，令人耳目一新！下午在市政廳內舉辦了多個不同類型的工作坊和講座、熟食攤檔，吸引了不少的中
外人士到場參與。
晚間本會重金禮聘「英國東方藝術團」聯同「修咸頓華人協會康樂組」及「內蒙古扎賚特旗烏蘭牧
騎(歌舞團)」舉辦節目豐富的「文藝大匯演」。精彩的演出令全場五百多觀衆如癡如醉，掌聲不斷。
2003 年 6 月 5 日，本會與本市博物館聯合舉辦 「與龍共舞 – 樸茨茅斯華人口述歷史展覽會」
，主
要是通過由早期抵達本市的老華僑憶述初抵此地的生活、工作、家庭情況等歷史變更，華人怎樣建立自
己的社區？如何融入主流社會？這是第一次將華人歷史展覽在本地的博物館中，讓外國人和其他少數民
族加深對華人社區的認識和理解。展覽會從六月至十月中的四個多月的展覽期間，受到英國人民和其他
少數民族人士的熱烈歡迎。據博物館的統計，總共有兩萬多人次入場參觀。
本會爲了撮合樸茨茅斯市與我國內蒙古自治區扎賚特旗締結「友好城市」，葉錦洪會長經過一年半
的努力和政府有關部門官員的聯繫、溝通和遊說，終於獲得本市市議會議員的一致通過。「友好城市」
簽字儀式於 2004 年 5 月 24 日下午 3 時在本市市長室舉行。當天的簽字儀式簡單而隆重，簽字儀式由當
時的市長湯姆．布萊爾議員(Cllr. Tom Blaire)和本市文化局局長塔理．賀爾議員(Cllr. Terry Hall)及內蒙古
自治區扎賚特旗代理旗長孫哈達代表雙方在締結書簽字。參加簽字儀式的觀禮嘉賓還有本會多位執委及
英中文化交流促進會劉衛平先生等人。從今以後，雙方將保持緊密聯繫、互相在發展經貿、文化科技、
旅遊事業上加強合作，而本會亦堅決爲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充當橋梁和促進兩國文化交流作出應盡的貢
獻！

(十)

結論篇
時光荏苒，日月如梭，我們華協會已經渡過了二十五個春秋，雖非像戰場上的戎馬生涯，槍林彈雨，
但回顧一下本會多年來的歷程，有時會令人驚心動魄，有時會自告欣慰，有了一些成績，然亦溫暖人心。
以首任會長黎有先生爲核心的多位負責人，以永恒的精神、熱愛群體的思想情操、博大的胸懷、蕩漾著
愛會的激情，爲僑胞的福祉而奉獻，多年來的工作表現，他們不愧是熱心公益的公僕！
同胞之情可愛，秉承此一優良傳統是中華民族的美德。生活在此地的華人，他們有雪亮的眼光，可
是也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評價當然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以廣大僑胞爲本，負責人有真誠治會理念，自
然能得到會員的擁護。
2001 年第十二屆執委會以葉錦洪會長爲首主持和領導執委會，他依照會章執行決議，堅持本會二
十多年來的宗旨，繼往開來，與時並進，勤奮努力，並熱誠與老中青執委合作，在李仕雄秘書長的助理
下，不遺餘力，推動會務工作向前發展。看到會務卓有成就，獲得全體會員，特別是老一輩創會者的一
致讚賞！
二十五載的會務歷程，只是一晃子間的四分之一世紀的光景，假如你是一個會務工作者一定會感覺
到辦社團是一種艱巨的事業，會內堅持宗旨，求穩定發展，這樣想法顯然未盡滿足某一些會員的理想。
上一輩建會者隨著無情的歲月而去，但他們的功績永存，繼往開來，本會的宗旨以無私奉獻精神爲
僑胞服務，贏得會員的擁戴和讚賞。
展望將來，培育智者賢人，維持本會一貫傳統，創造更大的成績爲華人爭光!
我寫的回顧文章是本會二十五年以來會務的總結，撫今追昔，感概萬千，正是﹕
「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
古稀之年，積極人生者大有人在。
「結論篇」短短幾百字的文章，恐怕不能闡述和表達筆者的論點和情懷，但由於篇幅所限，不能不
就此擱筆！
( 二零零五年五月中旬于英國樸茨茅斯市 )

編者按: 賴榮茂先生是本會創辦人之一，早年曾擔任本會會長及各部門主管。年青時曾参加社團組織工作，
經驗豐富。他雖然年邁古稀，但他仍常常為會務奔波和出謀獻策。他的愛國、愛鄉、愛港、愛會情
懷，深受會員和僑胞讚賞和值得後輩學習的典範。賴先生現為本會名譽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