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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历史回顾，总结、介绍长期以来广大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对祖国体育事业大力

支持的动人事例，他们的支持主要表现在 3方面：第一，优秀体育人才回归，报效祖国；第二，
慷慨解囊，在财力物力上支援体育事业；第三，支持侨乡体育事业，促进群众体育。事实说明，

广大侨胞、港澳同胞与祖国血脉相连，爱国情深，中国体育事业今天如此辉煌，与他们的无私奉

献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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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historical review and summarization, the authors introduced touching stories about the sup-

port given by oversea Chinese and compatriot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to sports undertaking of China over a long 

period time. Their support main embody in three aspects: 1)excellent sports talents came back to China to serve the 

country; 2)they generously aided the sport undertaking financially and materially; 3)they supported sports under-

taking of hometowns of oversea Chinese, and promoted mass sports. As proven by facts, a lot of oversea Chinese 

and compatriot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are connected to homeland China consanguineously, loving China 

dearly; such splendid sports undertaking of China as it is toda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ir unselfish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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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与巨大成就都是党的

英明领导和人民积极参与的结果，其中，也包括了国

家一系列侨务工作的作用和华侨、港澳同胞对中国体

育事业的支持。认真回顾和总结华侨、港澳同胞对祖

国体育事业的贡献，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对深化体

育改革，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强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

意义。 

 

1  优秀体育人才回归，报效祖国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侨务工作，在党的领导

和祖国感召下，不少华侨、港澳优秀运动员、体育工

作者，抱着报效祖国的意愿，毅然回到大陆，为振兴

中国体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例如，为新中国首次在

国际重大体育比赛获得金牌的游泳运动员吴传玉，

1959-1965 年连续保持男子 100 m、200 m 自由泳全国

纪录的符大进，三破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的原国家举

重队总教练黄强辉，第一代羽毛球国手王文教、陈福

寿、林丰玉、施宁安，天下无敌的羽坛名将方凯祥、

汤仙虎、候加昌、梁小牧、陈玉娘、梁秋霞，获得 4

项世界冠军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员林慧卿等等，都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从印尼回国的侨胞。曾培养过容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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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明、梁丽珍等著名运动员的第一代乒乓国手冯国

浩和培养出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林燕芬等世界

冠军的广州市羽毛球女子队主教练曾秀英，都是马来

西亚归侨。我国棒、垒球开拓者梁扶初、李敏宽是日

本归侨。历任广东省体委主任、亚洲象棋联合会副主

席，国家体育工作者荣誉奖章获得者陈远高，曾是

1936 年第 11 届奥运会中国男子篮球主力队员，历任

广东省体委副主任、中华全国体总常务委员蔡演雄，

曾率领中国队在亚洲杯足球赛取得有史以来最好成绩

（亚军）的原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曾雪麟，原广东游泳

队领队兼总教练张天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

队游泳教练张木龙等等，都是泰国归侨。连续 3 年被

评为全国十名最佳运动员之一的著名足球运动员容志

行是印度归侨。还有一大批从事体育教育的归侨，如

曾任广州市体育馆业余体校羽毛球队教练的广州市政

协副主席傅汉洵高级教练，曾任广东手球队教练的广

州体育学院谭华俊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何

冠英副教授、系副主任李士杰副教授、球类教研室主

任李开颖教授等，他(她)们回国后，努力拼搏，为祖

国培养大批体育人才和争得了很多荣誉。 

建国前，从香港回国效力的体育精英有：中华全

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国家乒乓球队第一任教练、国家

体委科研所第一位研究员梁焯辉；建国初期任上海青

年足球队主教练，第 7、8、9 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冠

军队中国足球队主力的孙锦顺；建国初期任广东省体

委副主任、中华全国体总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省篮

球协会主席卢动等等。 

据统计，1951-1958 年，从香港、澳门回内地的

运动员有 39 人左右。例如，从香港回来的姜永宁、傅

其芳、容国团和从澳门回来的王锡添、丘文岭、林金

源等知名乒乓球选手，他们为我国乒乓运动的腾飞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容国团还取得了“三个第一”：

在 1959 年第 25 届世乒赛中，夺得男子单打冠军，成

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其后，他又为

我国第一次夺得乒乓球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作出了重大

贡献。原香港岛中学体育教师吴宣昭，1952-1958 年，

他担任了第一任国家女子篮球队教练；有曾加盟国家

女子篮球队并担任队长、领队等职务的李丹扬(中共党

员)和彭家颐、杨洁以及曾加盟中南区体工队女篮红队

的何冰、李汀莹、李维思等香港知名女子篮球运动员。

从香港回来的罗荣满、张植元、罗北、李锦根和从澳

门回来的吴添来等足球名宿，他们归国后都加盟广东

足球队，并担任主力队员；还有从香港回来的足球国

际裁判曾培福，曾任广州市足球队教练兼裁判员。有

从香港回来的朱明，曾加盟广东田径队，在全国田径

比赛中夺得跳远冠军。 

 

2  慷慨解囊，在财力物力上支援体育事业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是“华侨爱国爱乡热心教育

事业的楷模”(何香凝语)，除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

学外，他还先后在集美师范、幼稚师范开设体育科、

体育舞蹈系，并资助过福建省 28 个县、市，73 所中、

小学。为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又捐资给集美学校建成有 2 000 个座位的体育

馆和海滨露天男、女游泳池各 1 个，并为厦门大学修

建了一个可容纳观众 2万人的大型体育场[1]。 

不少华侨、港澳同胞积极支持和赞助中国体育事

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亚洲足

联副会长、国际足联执委霍英东先生。一方面，他在

1974 年和 1979 年争取恢复我国在亚洲和国际足联的

合法席位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全面

恢复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他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的合法席位打开了通道[2]；另一方面，他捐献巨款，热

心赞助体育事业。据统计，霍英东捐赠给祖国的资金

总数已逾 40 亿港元，其中有 1/5 也就是 8亿是直接捐

赠予体育项目。此外，1985 年还捐赠 1亿港元成立“霍

英东体育基金会”；1990 年捐赠 1 亿港元给北京亚运

会；2001 年捐资 2亿人民币为北京奥运会建造“水立

方”游泳馆[3]。 

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广东省政协

委员姚美良先生，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十分关心

和支持。从 1989 年开始，他为“走向 2002 年全国足

球夏令营”，连续 3年设立“永芳杯”，对 12 岁年龄组

球员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1989 年 5 月和 9月，他先

后向北京亚运会捐款各 20 万人民币。1990 年，他倡

议和《中国体育报》联合举办“李惠堂球王奖”评选

活动，每年由广大球迷投票评选本年度最佳前锋、最

佳后卫、最佳守门员各 1 名，由南源永芳集团公司提

供奖金和奖品[4]。 

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来广东省台山市接受有关

体育的赞助达 530 万港元和 450 万元人民币。此外，

侨胞还出资分别邀请台山市男、女排球队前往香港、

澳门、泰国等地访问比赛，邀请台山市体育代表团到

加拿大考察，加强了与海外的球艺交流，为振兴台山

市排球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台山市旅港同胞朱正贤、

朱炳宗两位先生，从 1982 年开始，每年赞助 10 万元

港元举办“振兴杯”排球邀请赛，至今已举办了 23

届。朱正贤先生还于 1953 年捐款港币 50 万元，兴建

了一座可容上千观众的“正贤体育训练馆”。同年，旅

澳同胞吴兆声捐款 2 000 万港元兴建了珠海市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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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球馆。1985 年旅港同胞林文思先生赞助 600 万港

元兴建江门体育场、跳水馆。1989 年郑裕彤、李兆基

等捐款 2 000 多万港元兴建顺德体育中心。1990 年香

港潮州同乡会捐款2 000万港元兴建汕头潮汕体育馆。

1999 年泰国正大集团捐款 4 500 万人民币兴建汕头正

大体育馆等等。 

梅州市足球运动的兴起，也是与广大华侨、港澳

同胞的支持有密切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

以香港金利来总公司董事长曾宪梓先生为首的海外华

侨、港澳同胞共捐资 337 万港元和 336 万元人民币，

兴建了强民体育会办公楼、梅县体育馆以及梅县、兴

宁、五华的 3个大型足球场看台和梅州市足球运动学

校焕晶教学大楼及宇新办公大楼。此外，曾宪梓先生

每年还资助 5 万元人民币给梅州市足球队作训练经

费。 

广东省开平市在侨胞、港澳乡亲的关心支持下，

到 1990 年，全市侨乡中学及中心小学都建有田径场，

所有的中学和小学都建有排球场和篮球场，有些还有

灯光球场和乒乓球室。开平旅外乡亲于1983年和1987

年二度捐资 100 多万港元，分别建成开平华侨中学体

育馆、足球场、游泳池和开平赤坎教伦中学体育场。

1989 年捐资 1 300 万人民币，建成开平体育训练馆、

荣昌楼、田径场[5]。 

香港邵氏影业公司董事长、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

司董事长邵逸夫先生捐赠 1千万港元，1991 年 5 月在

暨南大学建成了多功能、综合性的邵逸夫体育馆。 

 

3  支持侨乡体育事业，促进群众体育 
华侨、港澳同胞积极支持侨乡体育事业，从而也

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的台山市，从 1950 年到

1988 年，以一个市的排球代表队参加全国性比赛共 23

次，男子排球队获得 4次冠军，女子排球队获得 2次

冠军。1980 年，以台山市业余体校为主力的中国学生

男子排球队，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世界中学生排球比赛

并获得亚军，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建国 50 多年来，台

山市的排球运动技术不断提高，人才辈出，先后向国

家排球队、解放军和各省、市队输送了 500 多名优秀

排球运动员，被选入国家排球队共 35 人（其中女子 2

人）。建国后，先后任国家排球队教练的马杏修和容植

聪、第一任国家排球队队长黄亨都是台山人。周总理

来台山视察时赞扬说：“全国排球半台山。”台山县继

1956 年被誉为“排球之乡”的称号后，又在 1987 年

荣获“全国体育先进县”称号。 

全国著名侨乡东莞市的体育运动有着深厚的群众

基础。建国后，历届党政领导十分重视体育，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带来经济腾飞给东莞体育

带来新的生机。由于东莞的体育运动搞得十分出色，

在第 3、4、5 届全运会上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单位，

先后 3次被评为全国“游泳之乡”。石龙镇被广东省政

府命名为“举重之乡”，石龙镇业余体校被国家体委授

予“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7 年，东莞被国家

体委命名为首批“全国体育先进县”。建国 55 年来，

东莞先后为国家和省输送了500多名优秀运动员(其中

运动健将 65 人，国际运动健将 5人)，涌现了陈镜开、

曾国强、陈满林、叶润成等一大批世界体坛名将，为

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作出极大贡献。 

福清县是福建省重点侨乡。侨胞关心家乡建设，

1979-1986 年全县利用侨资 1.06 亿元，发展工业及体

育等事业。由于坚持海外侨务工作，福清县的体育事

业也像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一样发展迅速，群众性体育

活动广泛开展，1986 年被评为“全国田径之乡”，后

又相继被评为“全省体育先进县”和“全国体育先进

县”。 

综上所述，广大华侨、港澳同胞积极支持和赞助

体育事业，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培养体育运动人才

及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

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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