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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南部的华人世界之窗 － 英国朴茨茅斯华人协会 
 

拳拳赤子心， 殷殷爱国情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的前身是朴茨茅斯爱国电影会。 1964年， 在朴茨茅斯

谋生的华人， 因为语言障碍， 精神食粮相对匮乏。 以黎平先生为首的一群华

人青年，从使馆借取国产胶片电影及放映机，组织当地华人观看，以解侨胞思

乡之情， 弥补了文化生活的空虚。 

 

创建协会， 成立中文学校 
 

    经过一年的筹建， 1980年 6月 30日， 以黎有、李添及赖荣茂先生为首

的一届前辈们宣布协会成立， 命名“朴茨茅斯华人协会” 并拟定会章。 定位

“协会”为慈善机构， 热爱祖国， 为当地全体华人社区谋利为宗旨。  

    同年协会创办了朴茨茅斯中文学校， 为华人的孩子们提供学习母语， 传

承祖国文化的的基地。 中文学校的学生，从初始只有两个班 50多名学生分成

幼儿高班和幼儿低班，到现在的 160多人, 分有普通话班和粤语班两大系列，

分别从幼儿低班至大学预科共有 17个班级。 在 Hampshire Community 

Language Service 的资助下， 租用政府学校课室， 每年为教师提供免费师资

培训。 各届学校校长及协会会长还积极筹集资金， 举办各种课外活动， 如中

国舞蹈、武术、乒乓球、书法及中国绘画， 现正在筹办乐队及合唱团。 

 

齐心协力集资置业会所， 义务奉献为老人提供优惠午餐 
 

    1992 年 6月， 以黎有、潘国安先生为首的的一群老华侨们热情集资， 为

协会购入了位于朴茨茅斯 North End临街的一处物业， 业主为朴茨茅斯华人协

会， 终于有了自己的会所。 随后于 1994 年协会与朴茨茅斯社会福利署洽谈合

作， 联合开设了星期二老人优惠中式午餐， 为当地的华人长者提供了一个欢

聚、沟通并同时享受中餐美食，争取到他们本应享有的社会福利。 随着聚餐老

人的增加， 在会所举办了 6年的星期二老人优惠午餐于 2001年迁入了现在的

地址“友谊大厦”， 由单一服务华人逐渐扩大至全市喜爱中餐的老人们， 直

至现今。  

        现今的“友谊大厦老人优惠午餐俱乐部”提供华语电视， 每周二从上

午 10：00开始接待老人， 楼上聚集太极拳小分队， 楼下提供茶水及优惠中式

午餐， 中文杂志书报， 及每月一次免费理发、每年一次眼科医生上门做 NHS

公费眼科检查及配戴调试眼镜。 每周二的午餐后， 老人们或聊天、或看报、

更有兴致勃勃开设牌桌打牌直至下午 5点尽兴散去。  

 

为社区争取最大权益， 创办专为华人设计的老人公寓 
 

    由于语言障碍， 在英国辛勤劳作的华人相对错失了许多英国政府提供的福

利和设施。 随着早期旅居英国的华侨逐渐进入了退休的年龄，华人养老规划迫

在眉睫。 为保障华侨的公民权益， 为老人解除后顾之忧， 协会负责人奔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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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茨茅斯市政府房屋署和房屋协会之间， 合作创办了专为华人设计的“友谊大

厦”(Friendship House)华人老人公寓。  

    位于朴茨茅斯 Southsea的“友谊大厦”于 2001年 3月 4日隆重开幕，  

现归属于 Guinness partnership ， 配置中英双语工作人员， 共有 34套独立

公寓， 分单卧及双卧大小单元， 生活设施齐全， 每个单元安装有紧急呼救拉

绳直通管理中心， 并配置公共娱乐区域， 以及经济客房供前来探视的亲友入

住停留。 在中心颐养天年的华人长者们， 每周由福利署提供专门人员为行动

不便的老人购置生活用品、 组织老人健身步行锻炼以及老人自发组织“大食

会”、太极拳小分队，麻将牌局俱乐部等等， 每周二“老人午餐”时， 与全

市的华人长者欢聚同处， 其乐融融。 

 

为华人社区服务，积极融入主流社会 
 

    自英国政府颁布了饮食从业人员必须通过卫生常识和条例考核， 并需持证

上岗的法规之后，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每年定期举办“基本食物卫生课程”， 

聘请专业教师，提供翻译服务， 为华人餐饮从业人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除

此之外， 还联合汉普郡消防署举办防火安全知识讲座及参观消防队， 并开设

课程免费培训防火安全鉴定人员， 发放证书。 

    协会曾联合朴茨茅斯省政府， 在市政厅举行过多次的中国文化艺术节众邀

邻区各地政府要员以及当地居民， 进行文化交流， 搭建桥梁； 并多次举行市

长慈善晚宴， 为当地医院筹集善款购买医疗设备。 

        协会的传统之一， 庆祝“十一国庆节” ， 每年此时云集本地及邻区

的华人，籍此抒发海外游子的爱国情怀，共同祝愿祖国日益繁荣昌盛； 中国新

年随着海外华人欢乐气氛逐年融入了当地各国的主流文化， 现今各国许多的主

流学校、商社等都会应景举办中国周以及庆祝中国的春节，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

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 去年售票额达上千张。 不但是华人庆祝自己的

节日， 也成了朴茨茅斯全体社区的 “春节”联欢。 此外每逢中国传统节庆之

时， 协会都会组织各式活动， 联合社区华侨华人以及当地各校中国学生，一

起庆祝联欢， 寄托游子思乡情怀。 妇女部组织的端午节粽子义卖为中文学校

及歌舞团筹得款项上千英镑； 中秋节的卡拉 Ok大奖赛，不但吸引了当地大学

学生的热心参与， 还有当地英国小伙们的幽默表演， 高潮迭起， 欢声笑语， 

伴随着同一个中秋的圆月， 大家享受了与家乡亲情同样的情谊与温暖。  

 

会属歌舞团载歌载舞， 唱响英伦展示美丽中华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歌舞团， 成立于 2006 年 11月，成员都是英国朴茨茅斯

及其周边地区的华侨及旅英华人，舞蹈老师张昭师出北京舞蹈学校，2008年曾

赴广州暨南大学接受中华舞蹈才艺教学培训。 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常年坚持基本

功训练及排练出各种风格的中国民族舞蹈，不仅参与各类当地及全英华人社区

和团体的演出，而且频繁被邀请参加英国当地政府、商业机构、院校以及各个

社区的文化娱乐活动，赢得一致喝彩。舞蹈“故乡是北京”和“斗笠舞”曾为

舞蹈队赢得了 2008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歌舞大奖赛全英赛区的群舞冠军； 

一曲“青藏高原” 赢回了演唱冠军共两座金杯。 今年古典舞“踏歌”被选送

代表英国参赛今年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深圳主办的“全球华人中华才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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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大赛”， 在此预祝我们的姐妹们在即将到来的赛事上带去英伦的清新空气

，比出好成绩， 创下另一笔小小的辉煌。 

 

饮水思泉不忘乡情， 积极促进中英交流 
 

    2004 年朴茨茅斯华人协会举行慈善晚会筹集善款， 在中国的内蒙古兴安

盟扎赉特旗， 资助建设了“希望工程”小学 ； 2005年参与促成了天津大沽

炮台的塘沽古钟回归祖国； 2010年， 朴茨茅斯市政府为表彰朴茨茅斯华人协

会为当地社区的无私奉献， 决定每年在中国的主要节庆日， 如元旦新年、春

节、香港回归纪念日、国庆节、澳门回归纪念日，将在朴茨茅斯市政厅广场升

中国国旗、香港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 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看到英

伦的蓝天白云下升起中国的旗帜， 我们的心为自己、也为祖国感到无比的骄傲

。 

 

继往开来传承协会精神， 发扬光大注入现代元素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成立至今已有 32周年的历史了， 历经各界前辈的努力

， 建树非凡。 现在当任的第 16届执行委员会以蔡润泉会长为首， 目前拥有

300多位会员， 21 位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服务当地全体社区华人， 作为沟

通政府和华人之间的桥梁， 将继续为华人争取最大利益， 提高社会地位辛勤

奉献。 蔡润泉会长， 思想开放，不拘人才， 不受地域观念限制， 组成了拥

有两位博士、会计师以及拥有大学院校学历的领导班子， 新旧组合，承上启下

。 今年 8月上任至今， 建立了网站（仍在建设中），充分利用现代化的通讯

工具， 将协会的工作沟通及宣传渠道由以往的邮政通信方式改变成电子邮件及

网页更新。 同步正在联系电脑培训中心，申请政府资助开设电脑培训课程， 

将在华人社区中进行电脑普及培训。 

  

即将举办的活动 
 

 2012 年 12月 16日，福利部和中文学校联合主办“圣诞同欢派对” ； 

 2013 年 1月 6日， 文康部和妇女部联合主办“Strafford” 奥运村和

Westfield Shopping Centre 一日游； 

 2013 年 2月 10日， 中国新年春节联欢。 

    详情请关注随后在当地各中国商号以及“友谊大厦”张贴的 PCA 通告以及

协会网页： www.portsmouthchinese.org.uk 

    联系：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 Portsmouth Chinese Association (简称 PCA)，  

    会址： 208 Kingston Road, Portsmouth, Hampshire PO2 7LR 

    咨询： info@portsmouthchinese.org.uk 

        电话： 0044 23 9266 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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