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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会员、各位前辈、全体执委，

大家好！

    光阴似箭，朴茨茅斯华人協会自1980年6月成立至今已走过了35个春秋！本人由2012年8月任职会長已三

年届满，第十六届执委会在届满前，依照本会会章规定，要完成新一届(第十七届)的选举事项，经过两个月

的筹备工作，今年4月中旬已产生新一届执行委员19名，5月10日，由19名执行委员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进行

了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本人很荣幸获得执委们的信任和拥戴，支持本人连任会長！从今天开始，我将

会带领第十七届执委会开始履行职责，为会继续服务！

    回顾过去的一年工作，2014年8月10日，我们召开了本会成立34周年的会员大会，2014年9月28日，在

金汉宫酒楼隆重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国庆大会＂，2015年2月22日在市政厅举办了大型的文

化艺术节、春节联欢会暨樸茨茅斯华人協会成立35周年纪念，2015年2月23日，举办了長者春节团拜午餐活

动。2015年7月12日，举办了BATH一日遊。值得一提和难以忘怀的是,2015年1月12日早上7时，中国海军＂長

白山＂舰队到访英国，本会仝仁组织各界人士和留学生积极参与迎接祖国的親人一中国人民海军的到访！1月

16号也积极组织留学生欢送中国海军离开朴茨茅斯港口。迎接海军的到来，和欢送中国海军的离开，那两天

的天气很差,我们都是冒着大风大雨前去港口的，但海外侨胞对祖国親人到来充满热情，場面感人！中文学校

在楊明河校長和周梅莉副校長的领导下，校务工作蒸蒸日上,有条不紊，校誉日隆！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授予

本会中文学校为一优秀中文学校！可喜可贺！本会舞蹈队自2006年成立以来，在婦女部主任兼舞蹈老师張昭

女士的带领下，每星期坚持不懈的舞蹈训练，让中国文化在异国它乡传承发扬！美丽动人的民族舞蹈广受侨

胞和本地人民的欢迎、爱戴！2014年11月11日張昭女士带领本会歌舞团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旗下北京

夕阳秀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邀请，在奥地利维也納金色大厅参加＂唱响中国梦，世界共和音＂第十三届国际

艺术节演出、和负责中英文主持调度、报幕等工作。说明歌舞团在張昭女士的带领下，获得主办方的极大欢

迎与信任！为本会争光，为华人争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英文化交流

年＂夕阳秀＂朴茨茅斯巡礼！朴茨茅斯华人協会成立35周年！所以，今年的国庆大会决定于10月18日在市政

厅隆重举行！到时有来自中国的歌舞团和英国各地华人艺术团体同台献艺，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文艺表演，欢

迎各位的光临！过去的一年，不断有新的会员入会，亦有三位長者会员辞别了我们，分别有温煌先生，何英

女士、何煌娇女士、他(她)们都是年老多病辞世！现在，请大家肃立向这三位仙遊的会员致哀一分钟，以表

哀悼！

时光荏苒，今天是第十六届执委会的结束、第十七届执委会的开始；本人感到任重而道远，祈望全体执委和

会员继续秉承本会爱国、爱乡、爱会的宗旨，团结一致，在会务发展中和谐共赢，与时俱进！

2014 – 2015 會務報告

會長 蔡润泉



樸茨茅斯華人協會

会务活動日誌表  
（2014年8月 – 2015年8月）

2014年 
月份

日期 活動內容

8 10 PCA第35次會員大會

9 1 执委会第14次会议

9 7 中文学校校务委员会成立

9 10 中文学校学年教室安排及开学工作安排

9 22 蔡会长及部分执委出席了中国驻英大使馆国庆65周年招待会

9 21 中文学校成人英语班开课

9 28 中文学校绘画班开课

9 28 在金汉宫举行国庆65周年晚宴，李辉参赞访问中文学校并参加国庆晚宴

10 4 蔡会长和其他执委参加第三届中华儿女才艺秀，本会舞蹈队获最佳舞蹈奖

10 20 执委会第15次会议

10 26
副校长周梅莉、华人协会副会长赖坚贞以及学校代表曾淑贞女士共三人代表中文学校出
席伦敦第十四届教师节

11 11 PCA 舞蹈队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北京夕阳秀演出

12 21 本市市长 Steven Wylie与中文学校师生家长同聚圣诞联欢会

2015年
月份

日期

1 12 组织会员和当地群众迎接中国亚丁湾战舰访英

1 16 组织会员和当地群众欢送中国亚丁湾战舰

1 25 执委会第16次会议

2 2 蔡会长及部分执委出席了使馆新春招待会

2 15 PCA舞蹈队参加在伦敦举办的全英华人春晚

2 23 PCA舞蹈队参加在King’s Theatre 学联春晚演出

2 16
蔡润泉会长，何国真老师，吕铁英老师代表中文学校参加中文促进会新年联欢聚餐及助
学金颁发仪式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中文学校的袁豪铭和黄绣凤老师获国务院侨办颁发的
优秀奖，何国真老师带领奖状

2 22 本会在Guildhall 举办2015年春节联欢会和庆祝本回成立35周年

2 23 举办了長者春节团拜午餐活动

3 10 妇女部主任张昭带队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全英妇联三八庆祝会

4 11 执委会第17次会议， 产生19名新执委

4 19
“春节联欢会纪实”竞赛作品展包括作文，摄影照片和绘画作品，获奖作品送选全英作
文大赛

5 10
执委会第18次会议，由19名执行委员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进行了公平、公正、公开的选

举会长， 蔡润泉再次当选新一届会长

5 19 蔡会长和本会会员参加在Guildhall 举行的市长就职典礼

6 14 执委会第19次会议

6 20 本会部分执委受邀在O2观看“北京之夜”演出

7 5 中文学校毕业典礼

7 12 中文学校组织Bath一日游

7 23 蔡会长，吕淑妍秘书长受邀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8周年招待会

8 22 蔡会长， 吕淑妍秘书长， 何国真参加本市纪念法西斯胜利70周年活动

8 30 PCA 第36次会员大会



              

        樸茨茅斯華人協會2014年8月 - 2015年6月年度財政報告表  
                                             財政部主任 林仲仁 

收入 支出

摘要 金額 £ 摘要 金額

春节贊助 50 會所電費 639

律師行贊助 700 PCC 地税 662.36

Southsea賭場贊助国庆 310 會所污水費 633.55

Southsea賭場贊助春节 500 會所水費 268.5

仁和賛助国庆 250 電話費 474.27

新會員入会费 1700 文具費 443.71

Gocardless-中文學校代支租金 2117 印刷费 220

會員麻将服务费 1178.19 會所煤氣費 245.29

足球收入 30 电视牌照费 145.5

代支学校租金 1032 會計師費 456

Portsmouth 大学赞助 350 中文学校代付租金 1032

中文學校春节贊助 1000 春节长者午餐会租金 110

春节长者午餐會 109.03 足球场地租金 350

杨明河春節門票收入 69 國慶節嘉宾名字卡片 23

東風行春節門票收入 18 国庆金汉宫餐费 3960

Jade Garden 贊助 200 国庆嘉宾酒水 140.4

Guildhall春节门票收入 141 国庆抽奖奖金 180

PCC 春节赞助 100 春節聯歡會工作人员和嘉宾餐费支出 600

中國海軍贊助 1800 35周年纪念牌 420

蔡会长春节贊助 250 華萍春节车马费 71.55

中國海軍贊助 550 春節礦泉水 20.94

伦敦国庆节餐券代支 300 損助-Hopelake高尔夫球比赛 180

现金存款 2500 购买纪念烈士花环 17

王先生Southsea show 摊位赞助 200 会所垃圾清理费 250

Great South Run大长跑赞助 1782.16 两年春节廣告费 1205

國慶宴會餐票 2860 星岛日报贺词费用 246.35

St Johns' College 国庆赞助 200 會員大會費用 308.21

国庆委员赞助 1930 舞團费用 300

UK Border Agency国庆赞助 44 白金 60

国庆抽奖 861 中國旗和横幅 453.7

southampton赌场国庆赞助 310 舞獅費 280

春节慈善抽獎 280 春節幸運獎金 280

总收入 23721.38 武術表演費 220

长跑筹款手续费 72

伦敦国庆餐票代支 300

春节财神巧克力金币 6

现金返还存款 2500

總支出 17774.33

現金及銀行:

期初余額 5572.63

十一個月總收入 23721.38

十一個月總支出 17774.33

總期末余頟 11519.68

鋃行 10735.45

現金 784.23

總期末余頟 11519.68



  今年是羊年，三羊啟泰，

喜气洋洋，洋洋得意！羊的

属相在12生肖排行第八位，

对中国人来说”八＂是代表安

定繁荣的象征，代表好运多

财，福运亨通！今年2015年

也是朴茨茅斯华人協会成立

35周年，借此济济一堂的春

节联欢庆典机会，让我们共

同回顾35周年来走过的艰辛坎坷的风雨历程。在前輩

黎有先生、赖荣茂先生、李添先生召集一班热心公益

事业的老华侨前辈集思广益筹划下，朴茨茅斯华人協

会成立於1980年6月。本会成立后同年首先创办了华

人子弟中文学校，成立初期，学生很少，只有广东话

会话班，中文学校与时俱进，在历届校長的辛勤耕耘

下，中文学校发展到了今天真是今非昔比,算是一个有

规模的中文学校。在全英国中文学校评选中，入选为

优秀中文学校！1992年在一班老前辈的努力下，向

各界侨胞集资购买现置会所，有了自己的永久会址，

得到社会福利署的合作资助，1994年3月1日，本会

执委义务值日，立即在会所开设了60岁以上，每周二

开放一次的長者中式优惠午餐。为当地华人長者们提

供了一个沟通丶欢聚享受中歺美食的平台。随着聚歺

長者们的曾加，在会所开办了6年的長者优恵午餐在

2001年迁到了现在的友谊大厦，在社会福利署的资

助、和我们华人協会部分执委从不贯断的义务值日帮

忙下，長者优惠午餐在友谊大厦持续开办了13年。由

于社会福利署不能再有经费资助本会，本会也没有经

济来源，2014年4月1日長者优惠午餐只好停办，在

这里，向各位長者表示歉意！有可能的话，我们会继

续为長者兴办这个优惠午餐的活动！

  在前任会長叶锦洪先生为首的本会执委努力下，朴

茨茅斯市政府房屋暑和房屋協会合作创办了专为华

人長者设计位于SOUTHSEA丶友谊大夏34套独立公

寓，为在英国辛勤工作一辈子有语言障碍的华人長者

提供了一个老有所依的环境。这件有着历史意义的

福址落成2001年3月4日由中国驻

英马振岗大使和本市官员等举行了

隆重的开幕仪式！在前任会长叶锦

洪先生的带领下，多次为市長慈善

基金筹款，为当地QA医院筹款购

买医疗设备。记得每次筹款都超过

10千镑。也曾经几次为中国希望工

程小学筹款。还促进了朴茨茅斯市

政府和中国内蒙古扎赉特旗建立友

好城市。2005年和市政府文化部協商，参与促成了

天津塘沽大古钟回归祖国！2010年7月朴茨茅斯市政

府为表彰朴茨茅斯华人協会在本市長期以来作出的

贡献，决定每年在中国人的主要传统节日，都会在

本市政厅广场升起中国的五星红旗！在此，让我们

全体执委为自己長期无私奉献所得的荣耀而自豪！

也为祖国繁荣富强而骄傲！本会婦女部1998年3月3

日、2004年3月8日丶2011年3月8日分别举办过大型

轰动全欧洲的＂三八＂国际婦女节活动，可说是盛况

空前！2006年，在本会婦女部主任張昭的带领下，

成立了歌舞团，歌舞团成员由居住本地区的华人婦女

组成，她们利用自已的业余时间常年坚持彩排各种风

格的中国民族舞蹈，频繁出席华人团体的演出，赢得

一致的掌声！本会每年都为当地群众举办新春联欢活

动，以宏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举办10月1日的国

庆节活动。配合政府各部门举办各种讲座，例如：防

火安全知识讲座、基本食物卫生课程、等的服务。

现任会長蔡润泉先生,为本市政府和珠海巿架友谊桥

梁，2014年3月24日促成签订姐妹城市協议。为两国

市政府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朴茨茅斯华人協会成立至今已走过了三十五个春

秋，三十五載的会务历程，历届执委前辈的无私奉

献，建树非凡。在现任会長蔡润泉先生的组织带领

下，本会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本会执委领导班子

高学历的人才涌现，展望末来，希望更多有才干的年

轻人参加执委的行列中，为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争

取华人应有的权益而努力！

副会长 賴堅瑱

羊年喜迎朴茨茅斯华人协会成立35周年



英國 樸茨茅斯華人協會

組織一覽表

最 高 榮 譽 會 長： 黎有                 
榮   譽   會   長： 潘國安、賴榮茂、張偉光、葉錦洪
永 遠 名 譽 會 長： 梁大偉           
名   譽   會   長： 王成章、赖坚瑱、李仕雄、陳運蓮、楊明河、林仲仁、
                    沈天养、巫煌生、陳世谦 

樸茨茅斯華人協會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委員職務名單

會     長：蔡潤泉          
首席副会長：杨明河博士        副会長：赖坚瑱、叶锦洪
秘  书  長 ：吕淑妍                  
中  文  秘书：赖坚瑱(兼)         英  文  秘  书：林育威
財政部主任：林仲仁            财政部副主任：林国雄
监察部主任：赖荣茂            监察部副主任：叶锦洪(兼)
福利部主任：何国真            福利部副主任：曾凤鸣
公关部主任：叶锦洪(兼)         公关部副主任：陳玉婵
文康部主任：何进勇            文康部副主任：林育威(兼)、
婦女部主任：張昭              婦女部副主任：陳月圆、刘惠芬 
歌舞团团長、艺术总监：張昭(兼)   歌舞团秘书：曾凤鸣(兼） 
中文学校校長：楊明河博士(兼)
中文学校副校長：周梅莉、
中文学校校务管理：李列娜
中文学校财政管理：李继雄

當屆顧問

會務顧問：黎有、何志雄、李仕雄；財務顧問：林仲和；名譽顧問：黎成业、余锦培、李秤生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任期為2015年8月至2018年8月



英国朴次茅斯华人协会

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成员玉照（排名不分先后）

劉惠芬 
婦女部副主任

陳月圓
婦女部副主任

曾凤鸣
福利部副主任
兼歌舞团秘书 

蔡润泉
会长

林仲仁 
財政部主任 

賴榮茂
榮譽會長，監察部主任

賴堅瑱
副會長兼
中文秘书

 楊明河
首席副会长兼
中文学校校长

呂淑妍
秘书长

張昭
婦女部主任兼

歌舞团团長、艺术总监

 周梅莉
中文学校副校長

林国雄
财政部副主任

 何進勇
文康部主任

陳玉嬋
公关部副主任

 何國真 
福利部主任

李继雄
中文学校财政管理

林育威
英文秘书兼 
文康部副主任

 李列娜
校務管理

葉錦洪
副會長兼公关部主任，

監察部副主任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得到本市市长的赞誉

秘书长 吕淑妍

       7月20日,朴茨茅斯现任市长弗兰克·乔纳斯Frank 

Jonas 在市长办公室亲切接见了朴茨茅斯华人协会会

长蔡润泉先生和秘书长吕淑妍女士。乔纳斯市长首先

对贵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他说他已是华人的

老朋友了， 这也是他第二次当选朴茨茅斯市长， 第

一届是在2012年。 他首先祝贺蔡润泉先生连任朴茨

茅斯华人协会会长。他还提到华人协会把每年的春节

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已成为本地居民参与华人庆祝新

年的特殊日子。还赞扬了华人协会能积极参与当地的

各种社会文化活动， 比如 Multiculture， Umbrella 

Festival 等。他还特别喜欢华人协会的舞蹈队，美丽

的服装和多彩的舞姿给当地居民展现了中国的文化，

也很受当地居民的喜爱。 华人协会还帮助市长举办

慈善活动， 为当地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乔纳斯市长

对此表示感谢。还特别提出今年一月份中国亚丁湾海

军舰队来访英国时， 华人协会组织当地民众欢迎和

欢送仪式的成功，给当地政府和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朴茨茅斯华人协会在当地的

影响力。他说虽然当时他并不是市长， 但他从朋友

和海军， 议员那里听到的都是一个字“Fantastic”， 

都对华人会的组织活动翘起大拇指。其实乔纳斯市长

对本会并不陌生，还在2012年， 他任第一届朴茨茅

斯市长时，在与华人协会座谈会上，他曾提出和中国

进行友好城市的

想法。蔡润泉会

长带领协会成员

积极寻找沟通，

很快找到了珠海

这座美丽的海边

城市， 并以朴茨

茅斯商务大使的

身份协同市长和

一些学校， 企业

的领导去珠海进

行考察， 并于2014年在珠海签订了姐妹城市条约。

很遗憾的是在他当任的时候， 没有机会去中国珠海

城市访问， 如今他又被选为了市长， 期望今年能与

珠海有更多的沟通互访，带动更多的文化商业往来。  

         蔡润泉会长也向市长汇报了华人会近期的活

动， 并邀请市长观看朴茨茅斯华人会将在10月18日

市政大厅举办的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5中英文化交流年“夕阳

秀”朴茨茅斯巡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66周年；朴

茨茅斯华人协会成立35周年”大型庆祝活动。 市长欣

然受邀并给予大力支持。

中国海军第十八批护航编队完成了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的护航任务
后， 2015年1月12日早上抵英国朴茨茅斯军港展开对英国的友好访
问。 我会在蔡润泉会长的带领下， 积极组织当地会员和华人， 华侨
300多人迎接和欢送我们的海军子弟兵。 大家不顾当天的狂风阵雨， 
送上了我们最诚挚的热情。

到访当晚， 十八舰艇编队在长白山舰艇上特别组织的甲板招待会，
并进行了文娱表演， 本会蔡润泉会长，赖坚贞副会长， 吕淑妍秘书
长， 林仲仁主任受邀并参与了活动。 

 
    本会还与当地购物商场和旅游景点协调， 为我们的海军子弟兵争
取了购物，旅游景点，餐馆等的优惠打折卡。一些会员们还志愿为我
们的海军战士当导游， 介绍本地的美景， 美食。 在朴茨茅斯为期5
天的访问， 我们的子弟兵们深深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华人朋友的温暖和
热情。  我们的海军对我们的组织和招待赞不绝口。  1月16日早晨，
本会组织了100多人为海军舰队送行。大家不畏严寒， 在寒风中挥舞
着双手依依不舍的与我们可爱的海军们告别！ 

中国护航舰抵朴茨茅斯 本会组织当地华人迎接海军子弟兵



      金秋10月26日（星期日)中午，中文教育促进会假座倫敦＂RUD0LFSTE1NER．HOUSE＂举办了一年一

度的教师节活动，借此机会表彰本年度在华文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优秀老师们！今年本校

经大家评选出的李莉优秀老师，由于她丈夫有病，24小时需要看顾，不能够亲临领奖，所以由周梅莉副校長

前往现場代她接受奖状！籍此机会，我代表华人協会对李莉老师为中文学校

付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为李莉老师获奖＂优秀老师＂的光荣称

号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当天到会来宾济济一堂，在庄严的中国国歌声中拉开

序幕，中文教育促进会会長伍善雄先生在致辞中，首先向在英国中文学校辛

勤耕耘并在其岗位上作出杰出贡献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老师历

来受人尊敬,被人爱戴！因为教师是人类文化传承的功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所以，每年举办的教师节是有着重大

意义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部李辉参赞在讲话中代表刘晓明大使向所有为英国

华文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各界热心人士表示感谢！並表示，大使馆将尽更大

的努力帮助老师和中文学校，支持英国的华文教育发展。各位嘉宾致辞后，

倫敦哈努中文学校小朋友、青年歌剧女高音歌手王蓓蓓小姐分别为教师节献

上文艺节目表演！最后在2014年度获奖的优秀老师和嘉宾上台大合照喜气洋

洋的欢声笑语中，大会顺利结束！

致中文学校全体老师：
记参加中文教育促进会举办第十四届华文教师节活动报导

                                                         

                                                       副会长 - 赖坚贞 

      
收入 支出

摘要   金额 £ 摘要   金额 £

全年学费 20631 校舍租金 5784

其它收入 748.50 老师车马费 11777

总收入 21379.50 文具 685.15

春节联欢会 1000

横幅制作费 70

学生圣诞节 201.91

毕业典礼 93.22

巴斯一日游 
租车费

695

总支出 20306.28

现有余额 1073.22

樸茨茅斯華人協會  屬下中文學校

           2014.9-2015.5 年度財政報告表 

（以上报告由林育威先生提供）

中文学校的同学参加了由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主办的“2015年第十届全英中文作文大赛”，有四位
同学获奖,下面是获奖名单：

姓名 作文题目 奖项 班级 老师姓名 家长姓名

张心恬 

第一次看马戏 1等奖
一年级

杨菲 费晓玲

于婷萱

难忘的春节表演 2等奖
二年级

谭明珠 周菲

王天悦

朴茨茅斯华人春晚
观后感

2等奖
五年级

严睿敏 王平

陈恩强

庆祝中国春节 2等奖
中文AS

肖轶军 陈吉业

获奖作品文笔生动，叙述流畅，在此向这四位获奖的同学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感谢老师和家长
们的指导和支持。

中文学校作文大赛获奖



       又一年了，目睹着我们朴茨茅斯歌舞团队，在唱着跳着，舞
着乐着，忙着累着，五颜六色，热热闹闹，辛勤奉献中走过了第
九个年头。
       在这忙碌的一年中，我们首先去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了文
化部旗下的基金会活动 组织的演出，在那辉煌的大厅里把我们的
藏族舞展示给奥地利及侨胞观众，那是骄傲与兴奋，辛苦与快乐
的幸福感觉。
       然后张昭团长带队一舞蹈小组应苏格兰华人社团邀请去那进
行了巡回演出。也是日夜兼程，辛苦有加，还为舞蹈队创造了收
益，感谢她们。
      紧接着就是各种庆祝演出活动的开始，在伦敦，在朴茨茅
斯，在为英国老年义演的舞台上，在英国非洲桥民文化活动的公

园里，到处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色彩绚丽的民族服装，我们中华特色的优美民族音乐。
       身为第一批加入的老队员，看着歌舞团日益发展壮大，影响日益广泛，由衷地为之高兴。一个华人社团
能够坚持，发展，进步到今天实属不易。这里有祖国和朴茨茅斯华人协会始终如一的支持，有老师，领导，
团员们的不懈努力和付出。大家共同克服各种困难，花费时间精力，使我们在辛勤与汗水中，在对舞蹈和祖
国文化的挚爱中成长着，提高着，每一场演出的成功，包含着演员们多少辛勤和努力啊！为她们鼓掌，为她
们喝彩。
       接下来我们又要进入紧张的排练，为十一的隆重庆祝活动做准备，这次的要求很高，有来自全欧洲的观
众。相信老队员一定能老当益壮发挥作用，年轻队员克服困难积极参与。为奉献一场高水平的演出而共同努
力。

舞蹈队感言
舞蹈队队员-刘晓华

  5月18日，吕淑妍秘书长受中国驻英使馆处推荐代表本会赴北京参加了中央统战部举

办的“第十八期海外侨胞中青年骨干研修班”。主要学习了国家的”一带一路“的发展战

略。 “一带一路”是2013年秋， 习主席先后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尼， 提出的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 One belt one road. 

共建“一带一路”承载着世界三分之二人口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 也呼唤着广大华侨

华人的参与和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携手前行，将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

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将进一步加深世界对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理解。这一进程也势必将华侨华人与中国和住在国的发展更加紧密结合在

一起， 帮助华侨华人在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实现自身事业发

展、中国发展和住在国发展的三方共赢。  

    学习期间， 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陆旭给研修班做了关于国家外交政策的报告。曾任

中国驻英使馆处的陆旭参赞曾是我们华人会的老朋友。 座谈会后，吕淑妍秘书长向陆司长汇报了华人会的工

作情况。 她很关心本会的发展，她说本会在过去工作开展的很好，市政府升国旗仪式， 国际三八妇女节等活

动，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希望本会再接再厉， 也让吕秘书长捎去她对朴茨茅斯老朋友的问候和祝福。 

简讯 “一带一路”战略机遇

吕淑妍秘书长与外交部 
领事司副司长陆旭 （右）



樸茨茅斯华人協会自1980年6月成立至今已34周年了，举办国庆大

会也有34周年历史。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华誕，本

会在八月中旬已组成国庆筹委会开展工作，首先通告会员和本地侨

胞，向嘉宾发出邀请函，然后发动本执委会成员、热心人士、商号

为大会捐资经费，赞助抽奖礼物。今年还得到部分社团如：全英华

人社团联合总会叶剑桥会長丶

吉奥同乡会丶新界乡议局丶伯

恩茅斯华人婦女会等团体的支

持！今年9月28日星期日晚6时,本会假座邻区（PARKGATE)金汉宫酒楼

22英镑一位，以晚宴的形式举办这次国庆大会。李辉参赞代表中国驻英

国大使馆参加大会，来自各个地区的嘉宾有：依斯特本曾嘉文先生、成

世雄议员丶成德仁议员丶張蓮爱议员，Lewes副市長李良福先生及夫人

丶吉澳同乡会曾天送主席丶副会長叶金煌先生丶什麻锡华人会李伟宏会長丶伯恩茅斯华人婦女会钟桂兰会長

伉丽丶南安普顿艺术团华萍团長，英中舞蹈文化艺术联会張玉霞会長丶新界乡议局成员等嘉宾与到場侨胞共

200人度过了一个喜气洋洋充满节日气分的夜晚！本会会長国庆大会主委蔡润泉先生致欢迎词！本会副会長

国庆大会副主委赖坚

瑱女士致国庆贺词中

说：如今的中国，国

运昌隆，经济腾飞，

人心振奋，国家富

強，科学发展日新月

异，在世界舞台上赢

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

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尊严和声誉！以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正带领着13亿中国人民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復兴丶和谐丶统一，強盛的中国梦而勇敢向前！中国驻英大使馆李辉参赞在致词中说：中国经济

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基金儲备排行世界第一，新中国成立65周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都离不开侨胞

的支持！並向在埸侨胞致以节日的问候！李辉参赞在国庆大会当天中午参观访问了本会创办已有34周年历史

的中文学校，中文学校现有学生160人左右，分不同年龄和班级丶租用18个课室，每个星期天上午11时至中

午1时每周2小时在中文学校上课。李辉参赞在谈话中说到：中文学校不僅是孩子们学习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

资源地，也是樸茨茅斯老一輩华侨34周年来努力工作，献身华人社区的心血结晶！参加今次国庆大会的来宾

有：大学教授丶留学生、专业人士，商人，本地英国人，本地退休長者等各界人士参加了大会。本会歌舞团

成员張艺琼女士一曲＂我爱我的祖国＂和英中舞蹈文化艺术学校張晓菲小姐表演的变脸，获得全埸观众的热

烈掌声！在蔡润泉会長为幸運抽奖头奖宣布得主的欢呼声中和各位来宾的互相祝贺声中，大会顺利结束！

副会长 -赖坚贞

樸茨茅斯华人協会主办
樸茨茅斯及邻区华人华侨热烈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 



       2012年我随先生移居朴

茨茅斯，在与朋友聚会时听说

了中文学校，因为在国内曾经

教过书，对老师这个职业很喜

欢，所以经朋友介绍，给中文

学校投了简历，希望能有机会

任教。

       工作伊始便在拼音班担任

助教，协助杨菲老师任课，维持课堂纪律以及批改作

业等，从杨菲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这里的学生上

课和国内不同，加上拼音班学生年龄比较小，学习自

控能力尚未养成，上课很容易感到枯燥，经常走神，

必须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

       在我担任拼音班任课老师后，上网查阅了很多

如何教孩子学拼音的文章，设计了一些小游戏来活跃

课堂气氛。今年开始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做拼音卡片，

每节课做几张，到学期结束就可以攒下一整套完整的

卡片。学生们可以在卡片上画自己喜欢的图画或者贴

喜爱的贴纸，通过我读拼音让他们快速找卡片或者

用手里卡片拼音节的方式大量进行课堂练

习，学生们在动手的同时动脑，教学效果

明显。

     几年教学获益良多，尤其看到孩子们

的进步，心里高兴的同时也有作为一名老

师的自豪。另一方面，也感到家长们的辛

苦和努力。每周日风雨无阻地送他们上

学，孩子们从刚开始的不适应，课堂提问

时被吓得大哭或者沉默不语到后来的积极

举手发言，踊跃参与课堂游戏；从对拼音完全不了解

到最后熟练运用拼音拼读汉字，都能看到家长们在背

后的鼓励支持。

虽然我任教时间不长，但通过同事们了解到中文学校

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到今天的规模，对前辈们和现

任同事衷心感到敬佩。2014年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

推荐下我获得了“英国优秀中文教师”的称号，在激动

的同时我也感到任重而道远。今后要继续向同事们学

习，兢兢业业完成本职工作。也由衷地希望中文学校

在华人协会的支持下，通过学校领导和同仁们的努

力，越办越好，将灿烂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孩子的进步、老师的喜悦

中文学校拼音班老师-李莉

公元前207年，劉邦率兵攻佔秦都咸陽，不久項羽40萬大軍又攻來進駐鴻門，準備消滅劉邦部隊。在
項羽叔父項伯調解下，劉邦親自到鴻門會見項羽。在宴會上，項羽的軍師范增設計由大將項莊舞劍，
表面上說是給大家飲酒助興，其實借機殺害劉邦。此陰謀詭計被項伯識破，看出了項莊的意圖，這時
項伯也立即拔劍起舞，保護劉邦。正在情況危急之時，劉邦手下大將樊噲趕到護駕，劉邦趁機逃脫。
現在人們常用「鴻門宴」一詞形容用邀請對方飲酒吃飯形式，預設陷阱，引誘對方上鈎。解釋：
（1） 劉邦和項羽都是漢朝領導農民反抗秦朝統治的大將。
（2） 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在位，漢武帝是
          中國歷史上公認的出類拔萃封建帝王之一。
（3） 漢朝分東漢和西漢兩個時代。
（4） 鴻門，地方名，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東部。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荣誉会长 - 賴榮茂 

鴻門宴



    时光飞逝，转眼间在朴茨茅斯任职华教已经二十

五年了！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英国教育，本地学校的

外语科目是没中文这一科的，可是现在部分中学已将

中文课包括在外语科的必修科目中，并且纳入国家

公开考试GCSE/A level Chinese，这个转变可看的

出，英国开始重视中文课了，来我们中文学校学习的

人，再也不只是我们华人子弟，还有本地的英国学生

和成人，其他族裔学生和成人，他们都纷纷开始学习

中文，为的是要赶上全球汉语热的大气候。时代的进

步，促进我校的学生和教师的人数不断增长，喜见每

星期天这个大家庭氣氛越来越热闹。

    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华教生涯，可谓百感交加，有

苦更有樂！苦?虽说是英国开始重视中文教育，但始

终不是普及，故大多数华校只能安排在周末，周日上

课，而且只有教时二小时不等；因缺乏语言环境，

学生在英国学习中文有一定困难，学生在全日制学校

天天说英语，偶尔，有些家长会在家里跟孩子们说

中文，但孩子们的回应却是以英语居多，家长也力不

从心。因此，作为一个中文学校义工教师，从事华教

工作更具挑战性。如何利用好每周的仅有两个教时教

汉语，真是需要挖空心思。利用有限的教学资源，安

排不同的练习，游戏和活动，让学生有兴趣地学习，

掌握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巧，保证教学进度，这绝对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会考班级的老师更是百上加

斤，难上加难，好在我校校长领导有方，组织义工教

师迎着困难上，一步一个脚印，层层把关，克服重重

困难。尽我们的能力，努力教好每一个学生。然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更有甚者，近年来政府大幅削

减教育经费，甚至取消对中文学校所有拨款，影响到

我们中文学校一度出现财政困难，幸而我们有华人协

会正确领导，肩负重任，全力以赴，支持中文学校，

提出无论有多大困难，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以此

同时，我们也得到当地侨胞慷概解囊，加上家长们鼎

力支持，使得中文学校时至今日仍屹立不倒，而且越

办越好。有望苦尽甘来！由于工作关系，本人多数负

责教会考班。回想当初，看着孩子们入学之时，大概

只有三尺高吧。现在来到我班上，已经成长成为亭

亭玉立的大姑娘，氣宇牵昂的小伙子了！每个星期

天, 他们抱着热诚，

期盼，进取的心情来

到 中 文 学 校 学 习 中

文，以本届A2班学生

为例，8位学生基本

上个个全年出满勤，

他们当中，有的家住

伦敦，Winchester 

，Southampton，Chichester 多少年来，他们跟着

父母，不怕路途遥远，不惧狂风暴雪，不避炎炎夏

日，执着地坚持着上中文学校，实在难能可贵。他们

都是在我们中文学校一手培养出来的呀！亲眼看着他

们快高长大，心智越来越成熟，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

格，越来越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更怀有抱负；看到

学生成长进步，作为他们的老师，甚么能不为他们高

兴？我按耐不住从心底里充满由衷的喜乐！

     多年来从事中文教育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亦有乐

趣，同时亦磨练了我的耐性。更加强自己的自信心。

看到了自己学生接受教导后逐步成长，实在是件非常

有意义和令人有满足感的工作，虽然是一份艰辛的工

作，但是培养到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学生，对老师来说

真是无上的荣光！

     总言之，再英国从事华教有苦有乐，但我仍然喜

欢这份工作。

在英从事中文教育的感受          

福利部主任兼中文学校老师-何國真 

新会员名单 

(2014年8月 - 2015年8月)

李明辉， 魏芯， 谭迪云， 马芳， 
周祖建， 游月娇， 蔡才玉， 

周恵兰， 姜平， 李萃， 莫梨梨， 
鲁苇 ，周艳玲， 陈睿轶， 
陈祺龍， 黃麗妹， 李敏杰

 

（共17人）



  

2014年10月26日，一年一度的Great South Run活动
在朴茨茅斯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25000多名选手参
加其中包括多位国际顶级赛事的冠军选手，同时有
20000余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助威加油。今年的长跑比
赛是Great South Run活动创办以来的第25届，因此
活动现场格外热闹，无论是参加过多次比赛的选手或
者是首次参加活动的选手，都展现出非常高超的专业
水准和非常高昂的比赛热情，他们成为了冬令时刚刚
来临的这个周日南海边的一道绚丽的风景。各个专业
社团和慈善组织都组织了会员参加这次长跑比赛。朴
茨茅斯华人协会长跑队早在半年之前就开始备战此次
活动，派出了参加此项赛事以来的最大阵容，共有10
名选手代表协会参加了周日的10英里比赛同时还有5
名选手参加了周六举行的5公里和1500米比赛。值得
一提的是，朴茨茅斯华人协会代表队获得了10英里比
赛小型团体组混合比分第二名以及男子比分第二名的
好成绩，充分地展示了朴茨茅斯华人的参与热情和竞
技能力！

  朴茨茅斯华人协会长跑队本次参赛的队伍包括各个
华人以及友人群体的代表，其中包括蔡润泉会长和家
属、朴茨茅斯大学教职人员、朴茨茅斯当地华人、朴
茨茅斯马来西亚华人同胞、St John’s College的华
人学生、英国友人以及来自祖国的访问学者，其中最
小的年龄只有5岁。在朴茨茅斯华人协会蔡润泉会长
的指导，队长王宏伟、副队长林育威，形象代言人刘
洪海教授的带领下，长跑队自成立起到比赛日的半年
多时间里组织了20多场训练活动，共吸引了200余人
次参加。周日参加10英里比赛的队员们为协会赢得了
混合组第二名的成绩，几乎所有人都在2小时之内完
成了10英里，其中更有几位队员取得了1小时30分左
右的优秀成绩，在业余组选手
里面应该可以排到20%以内。
值得一提的是代表长跑队参加
10英里比赛的Sandra和Grace
两位女士，她们坚持训练并勇
敢地报名参加比赛，取得了非
常好的成绩。周六参加5公里
和1500米比赛的周菲女士和几
位小朋友也为华人协会赢得了
荣誉。

  此次活动获
得了华人协会
会员的大力支
持，充分体现
了团队合作的
精神。在过去
的20多次训练
活动中，组织
团队人员付出
了很多精力，
各位协会成员
也积极地参与支持。参加本次活动的队员积极地为华
人协会筹款，从而保证了活动的顺利举行并为华人协
会下一步的各项活动提供了财力支持。比赛当天，舞
蹈队的队员在Queen’s Hotel门口进行了精彩的舞蹈
表演，成为比赛路线上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充分地
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展现了中国乃至亚洲的传统文
化。另有近50位中国留学生聚集在Queen’s Hotel门
口，挥舞着中国国旗为我们的参赛队员和啦啦队鼓劲
加油。当我们的每位队员跑过Queen’s Hotel时，他
们都会听到最热情的欢呼，当他们看到中国特色的
传统服装、熟悉的同胞面孔和挥舞的五星红旗时，
每个人都备受鼓舞，鼓足劲争取更好的成绩。Great 
South Run活动倡导通过彰显体育竞技之美来让每个
人参与进来，相信每位参与活动的队员都收益很多。
这次长跑队能成功代表华人协会参加比赛，充分地体
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更多华
人以及国际友人都能积极参加到长跑队的活动中，让
我们一起参与一起体会体育竞技之美！

激情四溢 共创辉煌

记朴茨茅斯华人协会长跑队参加英国南部大长跑(Great South Run)

开跑之前的合影，为华人协会奔跑的长跑队员们

当天衣着鲜艳的啦啦队们，用西藏舞为队员们助威！ 

6岁的于婷萱小朋友跑完了5
公里全程，赢得了奖牌

严涵译代表朴茨茅斯华人协会进行最后的冲刺 

后记： 去年10月份朴茨茅斯举行的大长跑活动， 
为本协会筹款1782.16英镑。 感谢所有捐款的朋
友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感谢队员们的辛勤付
出。希望队员们今年再接再厉！ 

秘书长-吕淑妍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七十八年前的今天，日

本軍國主義政府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

開始了全面侵華臭史。1931年9月18日日本

侵佔我東北三省。1937年7月7日日本重兵

進攻中國，聲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我中華

民族同仇敵愾，軍民奮起反擊，八年艱苦抗

戰，聯合盟軍，蘇聯紅軍一百多萬奔赴中國

東北及朝鮮境內一舉殲滅日軍最精銳部隊關

東軍八十三萬，在中國戰場拖垮了日軍一百

五十萬。窮途末路的東條政府已無力抗爭，

加上美國飛機於1945年8月6日及9日分別在

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1945年8

月15日，東條英機反人類政府由日本天皇名

譽向中蘇英美盟國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

民抗日戰爭結束。八年浴血，不甘願做亡國

奴的中國軍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共計傷

亡人數三千多萬，經濟損失無可估量。戰犯

東條英機的窮兵黷武，也使日本群眾蒙受災

難。

原子彈投下廣島當日死傷約十三萬人，長

崎當日死傷約六萬多人，東條軍國主義政權

連日本十五、六歲男女孩童也不放過，強征

入伍，送上戰場充當炮灰。

二十世紀年代積貧積弱的中國受世界列強

的欺淩和侵略。1949年中國共產黨有骨氣，

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新中國成

立後，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用中國人的智

慧，改善人民生活，還要鞏固國防實力，才

能保障和平環境，維護了七十年的太平。正

如常言道：要準備打仗才能制止戰爭。

近十多年來世界風雲變幻，世界霸主、“

超人”到處點火，政客軍火商話晒事，喊打就

打，弄到雞犬不寧。

今天中國人民紀念抗戰勝利，是要牢記沉

痛的歷史教訓，國弱就要挨打!

中國一定要自壯自強，把侵略者打敗！

 
 

溫煌，男，创会人，享年85岁，2014-10-26因前列腺病在香港逝世。
何英，女，会员，享年93岁，2015-1-4于老人院安详逝世。
何煌娇，女，会员，享年84岁，2015-3-31因中风，心脏病在QA醫院逝世。

仙逝会员名单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七十
八年前的今天，日本軍
國主義政府發動了“七
七盧溝橋事變”，開始
了全面侵華臭史。1931
年 9月 18日日本侵佔我
東北三省。1937年 7月 7
日日本重兵進攻中國，
聲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
我中華民族同仇敵愾，
軍民奮起反擊，八年艱
苦抗戰，聯合盟軍，蘇
聯紅軍一百多萬奔赴中
國東北及朝鮮境內一舉
殲滅日軍最精銳部隊關
東軍八十三萬，在中國
戰場拖垮了日軍一百五
十萬。窮途末路的東條政
府已無力抗爭，加上美
國飛機於 1945 年 8 月 6
日及 9 日分別在日本廣
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
彈。1945年 8月 15日，
東條英機反人類政府由
日本天皇名譽向中蘇英
美盟國宣佈無條件投降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結束。
八年浴血，不甘願做亡
國奴的中國軍民，付出
了沉重的代價，共計傷
亡人數三千多萬，經濟
損失無可估量。戰犯東條
英機的窮兵黷武，也使
日本群眾蒙受災難。

原子彈投下廣島當
日死傷約十三萬人，長
崎當日死傷約六萬多人
東條軍國主義政權連日
本十五、六歲男女孩童也
不放過，強征入伍，送
上戰場充當炮灰。
二十世紀年代積貧

積弱的中國受世界列強
的欺淩和侵略。1949 年
中國共產黨有骨氣，推
翻了帝國主義和官僚資
本主義。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

1978 年實行改革開放，
用中國人的智慧，改善
人民生活，還要鞏固國
防實力，才能保障和平
環境，維護了七十年的
太平。正如常言道：要準
備打仗才能制止戰爭。

近十多年來世界風
雲變幻，世界霸主、“超
人”到處點火，政客軍
火商話晒事，喊打就打
弄到雞犬不寧。
今天中國人民紀念

抗戰勝利，是要牢記沉
痛的歷史教訓，國弱就
要挨打!
中國一定要自壯自

強，把侵略者打敗！

                              

老
華
僑 

 

唐
人

抗
戰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永
不
遺
忘
災
難

    八月十五日， 星期六， 我朴茨茅斯市隆重举行抗
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仪式。 我市市长， 市政厅
官员， 当年参战的老战士和各小数民族代表均有出席
纪念仪式。 我华人协会蔡润泉会长， 吕淑妍秘书长
和执委何国真应邀出席活动。
 
    当天， 整个仪式由市政执行官主持。 现届市长
Lord Mayor of Portsmouth致词。 当年参战而今健在的荣誉军人代表也发言回顾
当年战斗的情景。 

出席活动的全体人员向为国捐躯的阵亡战士致哀， 市长和烈士家属代表向烈士目敬
献花环。 活动之后,市长和市政厅官员Ms Donna Jones 与蔡会长和吕秘书长及其他
小数族裔民族代表亲切交谈。

简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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