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陳熙、

沈清麗）隨着粵港合作的不斷深化升級，通過推

動兩地志願者的交流與合作，促進兩地共融漸成

趨勢。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志願者協會創會主

席葉振都加入政協大家庭近17年來，近年致力

推動粵港兩地志願者服務的互動交流。他在接受

本報訪問時表示，希望推動兩地志願者服務專業

化，幫助促進兩地共融，特別是要加深香港的青

年人對祖國的認識，也可表達香港青年人的愛國

情及奉獻精神。

促兩地義工交流
助港青認識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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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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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汕頭龍湖區政協委員到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志願
者協會執行主席葉振都一半精力都投放在義務工作

上。多年來的義工經歷，令他積累了一番心得。葉振都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專訪時表示，粵港合作除
了一系列的經貿合作，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更應提
倡志願者服務，而香港的義工服務亦達專業水準，香港義
工應多到內地服務，通過兩地的義務工作，取長補短，推
動兩地融合，從而消除彼此偏見及誤解。
他說：「我交的政協提案以深化粵港青年志願者服務為
題，希望推動兩地志願者服務專業化，促進兩地共融，特
別是香港的青年人，通過參與內地義工服務，加深對祖國
的認識，同時可表達香港青年人的愛國情及奉獻精神。」

料夥內地義工效果更佳
特區政府在2010年至2011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設立
「香港青年服務團」，資助18歲至29歲的高中畢業生、
大專生及在職青年到內地貧困地區服務6個月至12個月，
服務範圍包括提供教育、衛生、環保等知識訓練。
香港志願者協會作為「香港青年服務團」第三期及第四
期的承辦單位，主要負責服務前的培訓，如團隊建設、心
理調整、基本教學技巧、課堂管理技巧及義工經驗分享
等。葉振都說：「『香港青年服務團』服務時間已由最先
的半年期發展到如今一年期，如果可以安排當地志願者參
與其中，一同籌劃，彼此分享意見，發揮所長，相信效果
可更佳。」
3年前，民政事務局推出「香港青年服務團」計劃，鼓

勵香港青年，發揮潛能，服務他人，貢獻國家，將香港義
工服務精神延伸至內地。計劃受到香港青年人的熱烈響
應，並受到良好效果。有見及此，去年，葉振都向廣東省
政府提交《深化粵港青年志願服務發展》提案，建議廣東
省作為「香港青年服務團」在全國目前唯一的合作省份，
應突出粵港關係，投入更多資源政策、社會宣傳及支持，
深化兩地志願者服務交流，以產生更廣泛及深遠的社會效
益。

冀粵示範推兩地義工交流
他說：「我希望廣東省能作為全國的示範省份，在全國
範圍推廣兩地志願服務交流的經驗，吸引更多人士關注青
年服務團在省內的工作，更了解香港青年的服務精神，在
社會上傳遞互助互愛、樂於奉獻的正能量。」

倡推廣「港青服務團」經驗
葉振都並建議廣東省增設「香港青年服務團」課題研
究，邀請專家、學者及社工共同進行課題研究，商討如何
深化及推廣「香港青年服務團」的服務經驗，及增設更多
服務點，吸納更多香港青年人參與服務。
有關提案已迅速得到廣東省政府的重視，正研究方案的
可行性。葉振都深信，憑藉香港青年服務團過去3年的成
功運作，以及所取得的社會效益，對於促進兩地志願服務
交流、增加兩地互信等方面將產生正面影響。他認為特區
政府以及社福機構對社會公共事業的精耕細作，相信也能
為內地志願者機構及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帶來寶貴的經
驗；同時，內地一些創新的志願者服務經驗亦值得香港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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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振都自言最大樂趣是
投入義工服務，香港志願
者協會位於柴灣青年廣場
的辦公室，擺滿了多年來
他率領本港青年往內地交

流的珍貴照片，他逐一介紹時，更勾起不
少難忘的回憶。10多年的義務工作令他
深刻體會到「幫人從中得到的快樂是難以
估量的」，正如他所言，如今他收穫的是
喜樂人生。
他和醫生太太曾蔓莉育有一仔一女，婚
姻家庭幸福美滿。葉振都說，「今年，女
兒升讀中一，兒子升小一，正是步入成長
的轉折關鍵期。」他笑言：「現在自己的
業餘時間及愛好，都要奉獻給了一對仔
女，希望多些時間陪伴他們快樂成長。」

難忘妻沙士醫人隔玻璃睇女
說起夫妻間難忘事，葉振都透露，2003
沙士時，太太時任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
院婦科醫生，臨危受命支援前線，調到內
科協助醫治病人。「那時，小女兒才一歲
多，太太要在內科工作一個月，不能接觸
家人，完成任務，又要再隔離一個月。當
段日子，每天帶女兒駕車由九龍塘家到醫
院，讓太太隔着玻璃看一下女兒，每次見
面太太都哭得好凄涼，那種經歷大家終身
難忘」。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沈清麗、陳熙

■葉振都多年來熱心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用「樂此不
疲」形容也不為過。 潘達文攝

青年服務團每年赴粵山區義教

受父薰陶 情繫國家

葉振都作為香港志願者協會創會主席及執行主
席，近年來集中精力推展「香港青年服務團」計
劃，每年組織約20名香港青年志願者前往廣東
梅州和韶關等偏遠山區的中小學校進行義教。
「香港青年志願者中既有公務員、大學生，也

有企業職員，他們自願放下工作和學習，為邊遠地區
學校提供半年至一年的服務。」葉振都指，參與的志
願者年齡介乎18歲至29歲，「他們願意這樣做，是
出自真心想幫人，並從中獲感受難得的人生經歷，這
種奉獻精神值得宣揚。」
「香港青年服務團」最初以韶關作為支援內地教學

服務的試點，服務內容包括協助學校教師進行日常教
學活動、設計及帶領課外活動小組或興趣班，與學校
老師配合進行家訪或輔導工作等。如今已推廣至梅州
市，務求令更多的人受惠。

簡陋環境最難捱 不慣變不捨

「香港青年服務團」計劃於每年9月份開始，參加
的志願者最大困難是要適應山區的簡陋生活環境。葉
振都探班發現：「沒有冷氣，沒有煤氣，硬牀板鋪張
蓆，更沒有香港的可口美食及娛樂。但大家都由最初
的『不習慣』到最後的『不捨得』。」他笑言：「還
有意外收穫，幾個月下來發現『自己瘦了不少，參加
義教好過參加任何瘦身美容』，個個返港都變成了靚
仔靚女。」
2008年，葉振都是一名北京奧運的志願者，更任
香港團團長，返港後有見大家的感情深厚，團員便
發起成立「香港志願者協會」。該會成立以來，成
為了2010年廣州亞運會、2011年深圳世界大學生運
動會(大運會)的香港志願者。
2011年8月，被譽為「小奧運」的大運會在深圳

舉行，需要逾120萬名志願者，香港毗鄰深圳，順
理成章成為主要招募地，在港招募800名志願者，
該會成為大運會在港的唯一志願者招募機構。

招多國語言組 顯港國際實力
葉振都回憶指，其中400人要負責在香港機場接送

外國選手經香港到深圳，懂得普通話亦須諳多國語
言，包括西班牙語、俄語、日語、韓語、法語、葡萄
牙語或德語，「初時以為招募難度會很高，估不到反
應非常踴躍，有逾1,700名港人及留港讀書的境外學
生申請，面試期更由兩日增至3日，既有金融精英、
公務員，也有學生及退休人士。」多國小語組義工在
香港成功招得，正正反映了香港國際大都市的實力。
葉振都說：「香港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城市，做義工
已成為不少港人的一種生活方式，義工服務遍及香港
社會每個角落……香港義工相當專業，也願意將義工
服務的先進理念和經驗引入內地，協助內地義工事業
發展，相信義工的無私服務，定能為社會和諧穩定發
送更多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陳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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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公益社服 獲銅紫荊星章
葉振都現為全國青聯常

委、廣東省青聯副主席，
多年來熱心參與公共及社
會服務，在推動青年發展
及義務工作表現傑出，

2012 年更榮獲特區政府頒授
「銅紫荊星章」。
葉振都回憶最初參與青年發

展工作，始於香港廣東社團聯
會青年部部長(後改為青委會主
任)。他任內首辦的「乒乓球大
賽」，至今成為每年舉辦一次
的青委會品牌活動，深受歡
迎。他說，「廣東社團總會作
為愛國社團，青委會的主要工
作是以團結粵籍青年朋友為
主，故活動方面主要是聯誼性
質。」
葉振都後任香港青年會主席以

及香港青年聯會主席，兩者均是
本港愛國青年團體。香港青年聯
會目標是團結及服務青年，打造
的品牌活動包括暑期實習團招聘
會、五四升旗儀式、「愛我中
華」火車團等。
香港青年聯會以全國青聯及

各省市青聯的港區特邀委員為

核心，由本港各界青年才俊、
青年團領袖及學界精英組成，
每屆任期一年，歷屆主席包括
現任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和王
敏剛等。

任內廣結兩地青團增交流
葉振都於2011年、2012年歷
任兩屆主席，他任內更廣泛團
結香港和內地的青年團體，加
強彼此溝通與交流。
近年來，本港出現不少激進

青年衝擊社會秩序，破壞兩地
關係，葉振都認為，這只是一
小撮青年的行為。在他的香港
志願者協會及「香港青年服務
團」所接觸的青年人中，有為
數不少的感人事跡，他們來自
各行各業，利用自己的專業回
饋社會。「有的是大學生停學
一年，有的是教師或專業人士
辭去高薪職業，到內地邊遠地
區做義工，幫助山區貧困學
生，為他們送上愛及夢想，這
種無私的奉獻精神，真的很令
人感動。」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沈清麗、陳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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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振都是家中老么，排名第八，父親葉
樹林曾任汕頭市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
總會會長，兄長葉振南現為河南省政協委
員。葉振都坦言自己深受父親影響，對祖
國家鄉一往情深。「爸爸泰國出生，在內

地受教育，來港白手起家創出一片天，但他好喜
歡返鄉下做公益，在家鄉捐醫院、捐學校。他希
望我們兄弟姐妹除了做家族生意同時亦要繼承他
的善業，多為家鄉獻力。」
葉振都出生香港，回憶11歲，首次隨父親返

鄉探親，道路崎嶇不平，坐了通宵車才回到家，
令他印象非常深刻。在英國威爾斯大學就讀土木
工程系，畢業後返港，開始涉足家族在汕頭的房
地產生意，受汕頭龍湖區統戰部邀請成為龍湖區
政協委員。

入龍湖區政協 喜識國家體制
「坦白說，我剛回家鄉，對政協工作一竅不通，

參與龍湖區政協，那是政協學習階段，最大的收穫
就是對國家體制政策有了清晰的認識。」葉振都做
過一屆龍湖區政協委員，再升至潮州市政協委員。
總結區政協到市政協委員的經驗，他稱，「最初是
抱着聯誼心態，到有所了解後，就開始希望通過提
案為當地民生教育引入新思維和新理念。」
葉振都再升任至廣東省政協委員，十多年來見證

粵港合作的不斷加深，以及政協工作的與時俱進。

委員越來越後生 代表性越廣泛
提起變化，他最大感觸是，「委員越來越年

輕，代表性越來越廣泛。10多年前，政協委員
年齡普遍偏大，現在則是老中青結合，且來自各
行各業，包括專業人士、青年領袖、商界人士
等，委員提案也更加全面專業。除民生議題外，
更多是關注如何加強粵港交流合作。」
葉振都現在主要負責家族的地產物業租務生

意，有更多時間投入社會服務，身兼中華全國青
年聯合會常委、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副主席，亦加
入政府多個部門任諮詢委員，包括公民教育委員
會委員、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委員、上
訴委員會(房屋)委員等。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沈清麗、陳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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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振都坦言自己深受父親影響，對祖國一往情深。
圖為他介紹協會近年組織的活動。 潘達文 攝

■■香港志願者協會帶領中學生到韶關參加香港志願者協會帶領中學生到韶關參加
交流團交流團。。圖為在深圳培訓時合照圖為在深圳培訓時合照。。

■亞運期間，前特首曾蔭權探訪志願者。■香港青年聯會第二十屆會慶就職典禮儀式，葉振都（前右二）任當屆主席。

■香港志願者協會獲得社會各界認可。
潘達文攝

■葉振都參加都市盛世第二屆商業奇才2012活
動。

■■葉振都表示葉振都表示，，
希望推動兩地志希望推動兩地志
願者服務專業願者服務專業
化化，，幫助促進兩幫助促進兩
地共融地共融，，加深香加深香
港的青年人對祖港的青年人對祖
國的認識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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