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 每周專題

Sing Tao Daily:  Switchboard 總機: +44 (0) 20 8732 7628        Email 電郵: editor@singtao.co.uk           Facebook臉書: www.facebook.com/singtaodailyeu       Twitter推特:  www.twitter.com/singtaoeu          Weibo微博: www.weibo.com/singtaodailyeu

2014年5月17.18日  星期六、日

     「1990 年代來英，在越南時原本是工人，後來政府不准做工，每
個人都要走。自己也跟著買船到香港，住難民營。住了一年多，再
到英國，住了數個月集中營，再到伯明翰定居。政府安排教我們讀
書，剛抵伯明翰的第一個感覺是到處都關門，有集中營隊長帶我們
出外，政府安排房屋給我們住。在越南時年紀已經很大，已經退休，
來英國差不多60歲，食政府糧，當時，每晚都有些外國人探望我們， 
教我們如何領錢，如何買菜，我們不懂說，只能指手畫腳。」
     伯明翰社會有很大變
化，以前買東西是以分計，
現在以鎊計，生活是改善
了，能講能聽，想買甚麼都
講到，不需要別人幫忙。目
前擁有的一切，衣服、椅
子、桌子，全都是國家給
的。中國已經沒有我們的
家，住在哪裡，那裡就是我
們的家，兒孫都不能提供
照顧，我們都是由國家照
顧。」

華人社區發展逾大半世紀

       據資料記載，華人早在 1911 年已經在伯明翰開始生活。

1971 年至 1991 年之間，伯明翰香港出生的華人人口差不多以

三比一的數量遠超大陸出生的華人，到 2001 年，兩者數量幾乎

相等，而到 2011 年不僅大陸人的數量成倍增長，而且他們的人

口數逆轉成為香港華人的三倍。隨著國際化教育流行，很多大陸

移民曾經是來英短期居留的學生。

      對於伯明翰華人的歷史，除了 Terry Lo 的 1993 年攝影項目

《從中國到泊雪兒街》(From Cathay to Pershore Street)，探討

1950 年代成功開餐館和外賣店，講客家話和粵語的華人外，在

過去的 30 年裡沒有任何其他關於伯明翰華人社區的重要研究，

顯示了對有關最初兩代伯明翰華人的資料和理解存在空白，更重

要的是，對主流伯明翰社會和後世人認識這段歷史亦存在缺口。

編者按 :英國伯明翰
華人社區中心《英

國華人文化遺產項目．
伯明翰華人生活剪影》
在去年啟動。盡管當地
華人歷史不如利物浦、倫
敦和曼城長久，但也從一
個側面反映了英國華人移
民和英國本土華人的個人
故事，以及英國華人社區群
體的整體發展。在過去的半
個世紀中，它既是伯明翰市
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
是英國華人歷史的一部分。
    此項目於 2013 年４月獲
文化遺產彩票基金撥款資助
35,600 鎊， 預 計 在 2014 年 6
月完成。伯明翰華人社區中心於 5 月 15 日舉行發布會，5 月 17 日在 Barber 
Institute of Fine Art 舉行為期三周的展覽，向公眾展示成果。欲了解更多項目
信息，靖參閱博客 http://chineselivesinbirmingham.com。本專題內容得到伯明
翰華人社區中心協助，特此致謝。          ( 本報記者報道，二之一，下期待續 )

      伯明翰華人社區中心決定展開這個項目來捕捉個別移民的故事，並且推動對華人世代之間更好的了解，
更進一步，此項目還強調了華人社群在經濟和文化上為這座城市作出的貢獻。此研究希望記錄華人移民的
原因，在異國建立新生活的經歷，是否有達成他們的目標，和新移民來伯明翰開始新生活前該如何做好準
備。它也試圖探討在英國出生的華人在伯明翰的成長歷程，他們對自己文化特性認同和歸屬感的看法，以
及他們如何將其傳承給下一代。他們同時勸籲新移民要學好英語及融入主流。
      被訪者包括 36 名來自香港、馬來西亞、越南、中國大陸和台灣的華人。以移民英國原因分為五類。

項目重點

陳英（Ying Chen）
     1974 年因為越戰逃難，首先前往台灣，然後到香港。12年後，46歲的
時候在伯明翰這個和平和文明的城市定居，生命和家庭不受威脅，戰火令
他失去了家庭。

項世國和鄭蘭飛
  (The Quoc Hang and Lan Phi Trinh）
     越戰中面對政治動盪，夫婦兩人在北越的房舍被毀，生命受威脅，惟一
的選擇就是乘小船前往香港逃生，其後得英國政府給予難民身分，在伯明
翰過著和平安定的日子。

賴月英 (Nguyet A Lai)
     在出生前父親離世，出生後不足一年母親辭世，由舅父母撫養成人，離
家後通過企業培訓，賺錢足夠買兩間物業。越戰令她失去一切，逃難離開
越南，英國給予她一個安全地，目前住在房屋協會提供的房舍，在 92 歲
高齡仍享有自由和獨立的生活。

Vanessa Truong
     這名餐飲企業家在越南出生，雙親是第一代越南華裔，日軍侵華時父親
逃亡離開中國，當她５歲時雙親又再次逃亡離開越南抵英。年紀輕輕便要
負起家庭重任，父母到醫院或地區房屋辦事處時，她要擔當翻譯的角色，
一生大部分時間在伯明翰度過，伯明翰是她的家。

張月英 (A Nhit Chuong)
     一生大部分時間在越南度過，經歷了貧困和艱苦的歲月，非常依靠當地
華人社區的協助，才能過上平靜的生活，享受每周到中國超市購物和到中
國餐館吃點心。

越南難民
鄧善儀 (Nhi Che Tang)

歐育才 (Yuk Choy Au)
     年青人充滿樂觀，渴望在英有富裕的生活，1969
年離港赴英，但因為語言障礙而感到沮喪。1982 年
移居伯明翰，獻身華人社區中心工作，他透露初來
時面對的生活艱苦，但看到目前華人社區已經很大
改善，他追憶早期餐飲業和廚房工作純粹是艱苦的
勞動。

范英謝 (Ying Chai Fan)
     1934 年出生，在 1962 年抵英後做廚師，28 歲
時還是單身，無悔離開香港，在Wolverhampton 追
尋新生，三年後移居伯明翰，受僱和有收入是最大
的安慰。目前已退休，大部分時間在賭場度過，因
為可以與客家朋友交際，感激英國有國家退休金。
　

馮潤萍 (Yun Ping Fung)
已經退休，但對初抵英國的 1970 年代仍印象猶深，
盡管受教育不多，但堅強的性格驅使她一定要工作，
到過英國多個地區的中餐館工作，最後決定在伯明
翰退休，因為她感到在這裡有歸屬感，也是華人社
區的一部分。

林建邦（Kin Bong Lam)
香港點心師傅，被獵頭公司看中到倫敦一間中餐館
工作。他相信勤奮的個性是成功的關鍵，他是榮華
集團老闆，也出版過廣東菜食譜。

李森清 (Sum Ching Lee)
1960 年代在香港做廚師，由於匯率好決定赴英工
作，當時其兄長已經在英國定居，從事餐飲業，李
森清最初受僱於兄長，周薪 35 鎊，其後建立自己的
生意，目前已退休，但在記起如何烹調受顧客喜愛
的特製咖喱醬時，他仍流露笑意。

葉煥榮在中國大陸出生，香港成長受教育，21、22 歲的時候從學校肆業，開始找工作。 然而
那時候香港工業不發達，工作很難找，所以他決定和許多同齡的年輕人一樣，來到發達的殖民國
——英國討生活。
     葉煥榮先與 60 多個香港年輕人一起登上了一艘法國運貨運兵船。100 鎊船票雖然相對便宜，
但他們必須隨船停靠越南、日本、菲律賓、新加坡、印度等國，歷經 28天方抵達法國，之後又再
坐火車從貨運港口到巴黎，然後從巴黎坐火車到卡萊港，之後渡海到英國多佛港，再轉火車才抵
達倫敦。 
      對於即將前往陌生的國度，年輕的葉煥榮並不膽怯，反而躍躍欲試。因為身為客家人的葉煥
榮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成年後往西方尋找更好的生活、創造自己的財富，他的祖父輩就曾前
往加勒比地區打工經商。他乘坐一艘法國貨櫃運兵船，周折一個月後才抵達倫敦，後又輾轉北上
利物浦，在當地客家人社團——崇正會的幫助下，在北部城市Hull 找了一份做咖啡、洗碗的工作。
      工作幾周後，餐廳老闆因為葉煥榮會英語，讓他轉做收入更高的侍應生。打工一兩年後，葉
煥榮與店裏的廚師合夥在東安格利亞地區開了一家餐廳，自己當上了老闆。該餐館開在一個露營
地附近，旅遊高峰時露營者可多達 7000-9000 人，因此客源得到了保障。他們還一改英國商業早
打烊的習慣，把營業時間延長到晚上 11 點半，生意因此變得更加紅火。此後 10 年裏，葉煥榮又
在附近開設了多家餐館和外賣店。
      考慮到長遠的發展，葉煥榮說：「我不會烹飪，與其和他中餐館激烈競爭，不如服務他們為
他們供貨，從搖錢樹（Money Maker）那兒賺錢。」1969 年，葉煥榮在伯明翰市中心開了他的第
一家中國超市。
      而之所以選擇伯明翰作為其超市集團的起家之地，而非倫敦、曼城或利物浦，一則由於伯明
翰的市場競爭程度相對倫敦較弱，「所有英國高街連鎖品牌包括銀行、零售店都不是從倫敦起家
的，倫敦競爭激烈，稅賦租金壓力大，不利小商業的發展」；二則看中了伯明翰位處英國公路交
通樞紐，只需兩個半或三個小時貨車就能將貨物送到英國 3/4 的客戶手中。
      榮業行目前是英國最大的中超連鎖集團，葉煥榮也成為首登英國富豪排行榜的華人。談及對
伯明翰的感情，葉煥榮表示身為客家人，從來就抱著四海為家的信念，所以很快就適應了在伯明
翰安家落戶的生活，他的子女們也都在此出生，他的中超王國更是深植在伯明翰。他又稱，創業
易，守業難，短期內他和已經加入集團經營的子女們不會考慮再次遷徙，或將生意轉往別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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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華人首富、連鎖超市集團榮業行的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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