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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埠开端 历史悠久

利物浦是英格兰西北部重要的港口城
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货物在此周转，
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在此交汇、扎根与繁衍。

利物浦唐人街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60
年代，当时的利物浦已经奠定了作为欧洲与
中国之间主要商贸点的地位。抵达利物浦的
华人，在这里立足奋斗，成为欧洲首支初具
规模的华社力量。

据老一辈利物浦华人回忆，最早来到利
物浦的那一批中国人，以广东人为主，包括
台山人、客家人以及广州人。他们大多是水
手出身，到利物浦后大多以开洗衣店起家，
就是给英国人洗衣及熨烫西服等。利物浦的
城市博物馆内专设有“广东”展厅。展出了
大量来自广州的文物，这些文物都是在黄埔
港一口通商时期通过商船运到英国的。由此
可见广州与利物浦的历史渊源。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多的移民到达，
进一步提高利市华人社群的地位。

时至今日，利物浦仍坐落着全欧洲最高
的中国牌楼，向世人讲述着过去。

“以前利物浦的唐人街是全欧洲最热闹
的唐人街。”唐人街上最大一间中餐馆的老
板许忠伟如是说。许忠伟是英国广东华侨华
人联合总会副会长，早年到利物浦读书打
工，后来靠自己双手在唐人街开了一间中餐
馆，并在利物浦成家立业。而谈起利物浦这
座城市的历史，他却有一种“哀其不争”的
无奈。

繁华难续 前途未卜

据英国 《经济学人》 周刊网站近日报
道，处于唐人街核心地带的利物浦纳尔逊街

在暖洋洋的午后显得非常寂
静。道路两旁的数十家餐馆
看起来没什么客人，一批中
国 专 业 服 务 公 司 早 就 关 了
门。顾客超过 10人的店面寥
寥无几，其中一家卖的是美
式面包。

除此之外，能看到的只
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游客在自
拍。构成唐人街的另外两条街道看起来同样
寂寥。

事实上，利物浦唐人街的衰败在更早以
前便已迹象初显。2015-2017 年在利物浦大
学留学的赵雨亭在接受采访时提及自己2015
年第一次走进唐人街的印象：“当时走进去
的第一感觉就是挺萧条的。而且个人感觉唐
人街附近的街道比唐人街本身更热闹也更受
欢迎。”

报道还称，虽然华裔居民 （不包括学生
在内） 仍然是利物浦及其市郊人口最多的少
数族群，但人数与20世纪中期相比已经减少
了一半，降至1.2万人左右。

总结利物浦唐人街衰败的原因，其一是
进入新世纪，受交通运输方式的改进以及西
方经济衰退的影响，利物浦港的优势地位与
当地整体经济都受到了冲击。在英国出生的
年轻的利物浦华人开始前往曼彻斯特和伦敦
寻找更好的发展机遇，那些地方的唐人街后
来已经超越了利物浦唐人街。而随着他们的
离去，迎合他们需求的许多洗衣店、餐馆和
律师事务所纷纷关门歇业。

其二，唐人街内诸如餐饮等服务越来越
难满足移民、留学生的多元需求，由于历史
渊源，利物浦唐人街以广东菜为主，很难吸
引其他地区的中国留学生。此外，销路拓展
方式上也有待改进。

赵雨亭回忆：“唐人街里基本全是饭
店，但好像从未在留学生圈里传开过，所以
也就不会去了。”而据当地店主预计，未来

唐人街还会有更多的店铺被迫停业，尤其是
餐饮行业。

放眼世界，利物浦唐人街的衰败并非个
案。早在2011年，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
了 《唐人街的终结》 的文章，称随着中国崛
起与美国经济的衰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
择回到中国谋取更好的工作与薪水，使得华
盛顿特区、旧金山以及纽约等地的唐人街或
萎缩至寥寥几个街区，或开始了由居民区向
服务区的功能转型。

姚崇英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华人社团
“洪门民治党”驻温哥华支部主委，在接受
采访时也表示，由于当地政府的消极政策、
较重的地税，当地唐人街对华人的吸引力在
逐渐下降。

凤凰涅槃 合力推进

唐人街作为华侨历史的见证与海外华人
共同的心灵寄托未来何去何从？是该顺其自
然还是有意振兴？成为了人们心中一个解不
开的结。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在接受采
访时说，对待这一问题，态度不必绝对化、
简单化。

一方面，一些城市的传统唐人街具有重
要历史价值，反映了欧美发展史中不可缺少
的一个组成部分，要通过改造和发展等现代
化建设措施加以保护和振兴。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总数较快增长，华
人居住区增加也是大趋势。新增加的华人多
为新侨，经济和文化条件较好，他们多数选
择居住在新区、景区和校区周边而非唐人街
附近。一些地区华人中心区可能随着都市发
展转移到其它更有发展前景的地区。对于唐
人街，虽然不要轻易放弃，但也不必寸土必
争。

针对利物浦唐人街的颓势，有人主张
出资 2 亿英镑建一个“新唐人街”，在老唐
人街旁边一块荒地上盖满豪华公寓楼和高
档写字楼。该计划曾被搁置，如今重新启
动，其目标是创建欧洲首个现代唐人街，
将中国文化与类似于伦敦的建筑风格相结
合。

而美国唐人街的改革，或许能为唐人
街的涅槃提供些许启示。芝加哥华埠更好
团结联盟主席陈增华在出席加拿大埃德蒙
顿市举办的“唐人街的未来发展趋势”研
讨会议时，详细介绍了芝南唐人街通过政
府、小区团体与居民的合作，提升华裔居
民的话语权，制定“华埠远见计划”，使
芝南唐人街欣欣向荣的经验，并提出“新
唐人街新在哪里”的问题。

李斧表示，对唐人街的振兴应该有多方
面的考虑，要处理好中华文化元素同商业、
宜居的现代元素之间的平衡。同时，华人群
体自身也应主动组织协调，共同筹划当地唐
人街的出路，积极沟通政府部门，为唐人街
的未来献计献策。

今年美国加州洛杉矶华人小区传出不少杰出学生申
请大学碰壁的情况，但居住在哈仙达冈的廖思婷靠着自
律与爱心，征服了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在
内的11所学校。

廖思婷作为新移民，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廖妈妈
不希望她丧失中文能力，因此从小就让她在哈冈中文学
校学中文，毕业后她也持续返校帮忙，现在中文能对答
如流。廖思婷兴趣众多，在各方面都有涉猎，包括运
动、音乐、工程、数学、法律等。

廖妈妈表示，廖思婷喜欢打篮球，中学一直到高中
都担任篮球校队队长，放学后花一至两小时练球，周末
还要比赛。此外，廖思婷未来想主修机械工程，她曾参
与高中工程社团，实体操作，也代表学校参加南加州科
学奥林匹克竞赛。

对法律有兴趣的廖思婷，也参加学校的模拟法庭社
团，担任两年社长。在中学时也曾加入乐团，上高中后
虽因太过忙碌停止练习，但为了保存音乐底子，志愿担
任哈冈中文学校笛子班导师，帮助传承中华文化。

廖妈妈说，廖思婷自小至今，很会管理自己的时
间，即使有繁杂的课业加上参与多项社团，每天仍保持
在晚上10点半以前关灯睡觉。

除参与社团外，廖思婷热爱投身公益，经常参访
老人中心，也曾在小区中心担任志工，替小区接待残
奥会的运动员，运用中英双语能力，替残奥会选手翻
译，使身心残障的运动员在外地也能感受到关爱。她
认为，自己在投身公益活动时，学到更多知识，更有
意义。

廖思婷毕业时是全校第一名，平均绩点高达 4.72，

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达1550分，当时一心只想进入梦
想学校耶鲁大学，因此申请该校的提前决定计划，虽然
没被正式回绝，但学校发出延缓通知，将廖思婷的申请
书放入下一轮，与其他学生一起等待今年 3 月份的发
榜。廖思婷因此遭受打击。为确保有大学可上，在等待
耶鲁大学通知期间，她申请其他学校，最后众多名校依
序发出录取通知。

她坦言，个人陈述是申请过程中最难也最重要的环
节，“如何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是关键。她在写了多份
个人陈述后发现，最平凡无奇的文章，反而是最打动人
的文章。她举例，在申请麻省理工学院的个人陈述中，
将自己的“笑声”作为主题，讲述自己的笑声如何独
特，如何给予同学疗愈效果，“让看稿人知道你是谁，
才能显现你与他人的不同”。 （来源：中国侨网）

利物浦唐人街

百年老街期待新辉煌
孙少锋 吴虚怀 康 朴

近日《经济学人》报道，位于英国利物浦的
唐人街中心路段纳尔逊街水静鹅飞，参观者和食
客屈指可数，食肆、商铺提早关门。华人社群是
利物浦最大的少数族裔，但是唐人街的常住华人
人口，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减少，现在只剩下1.2
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018年 5月，投资2亿
英镑的利物浦新唐人街计划将重新启动恢复。意
味着利物浦唐人街迎来新的转机。此前该计划由
于投资人在香港被控涉嫌诈骗而搁浅。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廖思婷：自律和爱心敲开11所美国大学大门
谢雨珊

2018 年 6 月 14 日，浙江省青
田县举行“百名青商、百个侨团
结百村，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
签约仪式。各乡镇 （街道） 组织
委员、村党组织书记、县下派第
一书记共计550余人参加仪式。

在签约仪式上，企业家代
表、侨界代表先后发言，表达各
自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消除集体
经济薄弱村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侨界代表施永平宣读了倡议书，
该倡议书以“致敬前辈、矢志奋
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
头，回忆往昔青田侨团抗日报国
的光荣历史，抒发当下勇挑兴国
强乡重担的壮志，展望未来青侨
团结、侨乡幸福的愿景，表达了
广大侨胞们饮水思源、报国强乡
的强烈愿望。

随后，来自西班牙、意大
利、法国、柬埔寨等世界各地的
侨界代表与青田县村集体经济薄
弱村进行现场结对签约。

据了解，“百名青商、百个侨
团结百村，消除集体经济薄弱
村”活动，是青田县贯彻落实
省、市工作部署，发挥青商、华
侨特色优势，加速推进消除集体
经济薄弱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举
措。华侨作为同心共促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和宝贵资源，对青田县打好乡村振兴特色战具
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在县侨办、侨联、工商联等单位
的牵线搭桥下，来自西班牙、德国、法国、柬埔寨等国的
大量优秀侨团代表积极投身到青田县乡村振兴的浪潮中
来，主动与集体经济薄弱村进行结对，帮助谋划建设“造
血”项目。侨团代表主动助力集体经济消薄工作，展现了
广大侨胞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使乡村振兴工作在党政主
导、部门帮扶的基础上，加入了“华侨助力”这一重要元
素，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帮助薄弱村实现跨越注入了强
大的信心和力量。

下一步，各乡镇 （街道） 有关部门将制定帮扶计划、
对接帮扶项目，倒排时间表，明确责任人。做好村与村之
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侨团与侨团之间、县级部门之间的
对接配合，努力实现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互利共赢，盘活
村级“三资”，促进村集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来源：青田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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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深圳演出在法举行

近日，由深圳市海外交流协会、深圳
市侨联联合主办、法国深圳联谊会承办、
法国库尔伯瓦市协办的“魅力深圳·时代风
采”文艺演出，在巴黎近郊库尔伯瓦市文
化中心成功举办。

演出开始前，法国深圳联谊会组织了
一场“魅力深圳·时代风采”纪念中国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交流座谈会。与会各方表
示，深圳的改革发展，为大家提供了契
机，日益强大的祖 （籍） 国成为海外华商
的坚实后盾，也为其事业提供了新的机遇。

借此“魅力深圳·时代风采”演出，深
圳市不但向法国的民众更好地宣传了这座
城市的魅力，也让海外华人及法国当地民
众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

（据欧洲时报）

澳中国总商会分会成立

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近日在南澳大利
亚州首府阿德莱德正式成立分会。这是继
悉尼、墨尔本、珀斯和布里斯班后，该总
商会在澳大利亚设立的第五家分会。中国
驻阿德莱德总领馆副总领事梅运才、澳大
利亚中国总商会会长陈怀宇、南澳大利亚
州州长史蒂文·马歇尔及当地中外资企业和
机构代表等200余名嘉宾共同出席了分会成
立仪式。

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是中国驻澳大利
亚中资企业的联合组织，为非营利性社
团，成立于 2006 年。其宗旨是为会员服
务，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并促进会员间的
交流合作，同时为中澳经济贸易关系的发
展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据新华网）

华人协会力促表彰老兵

波士顿同源会创办人李卫新及其夫人
李徐幕莲，6 月 20 日在旧金山中国城明珠
酒楼举行记者新闻发布会，介绍他们及全
美各地正在推动的支持“华裔二战退役老
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活动。该法案必须
得到联邦参众议院各2/3议员的支持方得通
过，目前已获得大部分议员支持。他们希
望在今年 11 月 17 日前收集足够支持签名，
纪念《排华法案》被废除75周年。

二战后，美国联邦国会多次立法，表
彰二战中英勇作战，保卫国家的军人。目
前为止，当年美军的主要力量之中，只有
华裔老兵还未获得表彰。

该活动北加州召集人李殿邦也参加了
记者会，他指出，这是一个超越党派的法
案，是追求公正历史的法案，目的是使美
国历史更加完整。他希望各地居民向代表
当地的国会议员表达支持该法案的诉求。

（据侨报网）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芝加哥华
人艺术团近日举行 《乡音乡情-中国民谣之夜》
中国民族歌唱家吴小萍专场音乐会，带来 《龙船
调》《大地飞歌》《牧羊曲》《茉莉花》 等家喻户
晓，脍炙人口的民族风歌曲，当地的舞蹈团体和
武术队也献上精彩的伴舞和功夫表演，专业和高
质量的演出让在场华侨华人观众直呼过瘾。

图为吴小萍在芝加哥华人艺术团男演员配合
下演唱《红高粱-九儿》组曲。 汪 平摄

（来源：新华网）

中国民谣唱响芝加哥中国民谣唱响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