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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刚刚敲落的第一刻，英国上议
院议员，原英国保守党副主席，
终身贵族，麦克贝茨勋爵在巴黎
埃菲尔铁塔下以传统的英国方式，
单腿跪下向我会会长李雪琳求婚
。麦克贝茨勋爵为宣传世界和平
，宣传奥运休战，单人徒步4800
公里，从希腊的奥林匹克村走回
英国伦敦，他感谢一路上雪琳对
他 的理解和支持，希望雪琳能够
成为他的终身伴侣。雪琳欣喜地
接受了这特别的求婚。让我们在
此再次衷心地祝福雪琳会长喜结
良缘，永远幸福快乐！ 

浙江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于一月十一日在杭州市浙江省人

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李雪琳会长代表英国浙江联谊会作为
唯一的一名来自英国的华侨华人代表应邀出席浙江省政协
十届五次会议。省政协主席乔传秀代表政协第十届浙江省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为期5天的会议，
李雪琳会长与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浙江籍港澳台侨委海外
代 表 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认真履职尽责，共商富民强省
、社会和谐大计。在几天的分组讨论会上，李雪琳会长多
次积极发言，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省政协十届
五次会议于16日下午在省人民大会堂圆满结束。 

元 月12日晚6时，中国驻英大使馆内欢声笑语，人头簇簇

。来自英国各地的华人华侨们受大使馆盛情邀请，欢聚一堂
，共庆龙年的到来。我会常务副会长黄萍、副会长廖秀琴以
及其他部分会员也应邀赴会，与大家共享新年的快乐与吉祥
。刘晓明大使在致辞中向全体旅英华侨华人、留学生、中资
机构工作人员拜早年，祝大家在龙年事业龙腾虎跃，家庭龙
凤呈祥。刘大使总结了去年一年中国所取得的长足的进展和
今年所面临的困难。他希望在英华人华侨团结一致，为祖国
的进一步繁荣富强尽力。唐立总领事(右二)李辉参赞(右五)
与我会代表共同举杯庆贺新年，展望2012龙年。 
 



李雪琳会长在杭州参加浙江省两会期间于1月14日晚参加了

浙江大学为参加浙江省两会的港澳台侨海外代表们举办的欢
迎晚宴。李雪琳会长(右二)见到杨威校长(左二)分外高兴，她
祝贺浙大今年在2012中国大学榜综合实力350强排行榜再次
击败北大, 清华蝉联冠军，并向母校领导们汇报了英国浙江联
谊会和英国浙大校友会近年来的工作情况以及英中有关教育
方面所开展的合作交流活动等等，表达了英国浙江联谊会愿
为浙大与英国著名高校搭接桥梁作用的强烈愿望。杨威校长
对英国浙江联谊会，英国浙大校友会近年来所作的努力和取
得的成绩给与充分肯定和赞赏并对将来的合作寄予厚望。 

浙江省两会期间的13日下午，浙江省领导在省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的港

澳华侨委员和港澳台侨委特邀委员，畅叙友情，共商发展。省委书记赵洪祝(左照片右)代表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委员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谈到，过去一年，浙江保持
了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良好势头，朝着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这与各位港澳台侨委员的关心、参与和支持是密不可分的。今年是本届省政协任期的
最后一年，希望各位委员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履行好委员职责，为浙江的发展献良策、建诤言。夏
宝龙省长(右照片左)听说了李雪琳会长新年订婚的喜讯后向她表示祝贺，浙江省政协主席乔传秀
(中照片左)勉励她在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的同时，一如既往地关心浙江、宣传浙江，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为浙江省与英国的合作与交流献计献策。 

轻歌曼舞，衣袂翩翩。1月14日下
午2时许，我会黄萍、廖秀琴应邀
参加由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 全英
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英国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英国河北
同乡会和英国山东同乡联谊会共
同举办的庆新春舞会。 这次活动
进一步增进了旅居异乡的华人的
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也团结
了各个同乡联谊会会员并使大家
有机会共享节日的喜庆和对新年
的祝福。        谢谢谢谢 



英国上海联合总会1月14日晚举

办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为表达
我会对上海联合总会的支持，黄
萍和廖秀琴受李雪琳会长所托，
前往参加联欢晚会。上海联合总
会一直以来与我会守望相助，共
同举办了不少活动，有着良好的
合作关系。而通过对这次活动的
参与，两会的关系更加融洽。黄
萍(中)廖秀琴(左)单桂秋林(右) 

由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举办的

2012年春节联欢暨中文学校助学
金颁发典礼于1月16日举行。唐立
总领事(中)在典礼上发表了重要的
讲话，伍善雄会长(本会名誉会长,
右四))汇报促进会过去的一年工作，
宣布了中文学校助学金颁发名单，
并向受国侨办表彰的“热心海外
华文教育杰出人士”和“海外优
秀华文教师”颁发奖状。由本会
黄萍作为副主编，凝聚了许多人
心血和努力的《辛亥革命一百周
年纪念文集》首发仪式也在活动
上举行。本会袁军作为活动司仪
之一把春节联欢活动推向了高潮。  

由英国C立方传媒公司投资出品的首部纪录片《他乡，故乡

》1月19日晚在伦敦举行首映式。该片以2010年初八位华人
参选英国会议员为主线，讲述了五代旅英华人150年的心路历
程。数百名旅英华侨华人代表及伦敦各界人士出席了首映式
。我会李雪琳(右二)，黄萍(左), 廖秀琴(右)等应邀参加。中国
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致辞中表示，目前在英的65万多华侨华
人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英
国社会一个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族群。C立方传媒有限公司
总裁白帆(右三)表示此纪录片展现了一个真实、生动的华侨华
人群体形象，为观众了解在英华侨华人世界打开了一个窗口
。该片是献给中英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的一份贺礼。韦鸣恩
夫妇(左二三)也应邀参加首映式。 



为英国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我联谊会号召更多有识之

士来关注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的工作，并通过1月21日举
行的新春晚会为其中文学校助学金拍卖募捐。在此起彼伏
的竞价声中，单桂秋林荣誉会长的越剧清唱《游子吟》感
动全场，唐婉玲女士(右三)竞拍£888善款；而王明浩和谭
尔康两位学生角力魔方比赛别开生面，获得在场观众£317
的赞助，加上由百顺旅行社赞助的伦敦—杭州回程机票，
共为中文学校助学金筹款近二千镑，龙年开门红！英国中
文教育促进会伍善雄会长(左三)即时对我会对中文教育事
业在英国的发展的热心支持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我会的龙年新春联欢晚会于1月21日晚6.30时在美丽的伦敦桥边的味道餐厅里拉开了序幕。参

加晚会的160多联谊会的会员、朋友及特邀嘉宾，个个身着喜 庆的服装，展示着中国新年的新
气象。来宾中有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总领事唐立(前中)，侨务参赞李辉(后右六)，英国国会上议院
华人议员韦鸣恩勋爵(前右五)夫妇，联谊会永远荣誉会长单声博士夫妇以及来自十多个侨团的侨
领和各大媒体代表40多位，令晚会熠熠生辉，使人难忘。会长李雪琳为晚会致辞，感谢联谊会
众多会员在去年一年里所做的贡献及恭喜大家在个人专业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在她的的带领
下，其他理事与每位会员及来宾干杯迎新春。晚会取得圆满成功，吸引了更多的人当堂加入联
谊会。 

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伦敦商务孔子学院中国新年

招待会与英国最年轻的终身贵族韦鸣恩勋爵(中)一起在英

国国会举行。出席人员包括国会议员，商界领袖，英国主

流媒体及华人社团领袖以等各界人士200多人。我会永远 

名誉会长单声博士(左二)，名誉会长单桂秋林(左三)，会

长李雪琳(右三)，常务副会长黄萍(右二)等应邀参加。韦

鸣恩勋爵(右三)，驻英使馆教育处田小刚公参等代表先后

发言。古老的议会大厅为本次活动增添了高贵典雅的氛围。  



伦敦普通话简体字学校学校于1月22日举办了别开生面的龙年庆祝活动——看春晚，包饺子。此

项活动由我会副会长，该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的廖秀琴(右三)倡议和推动，理事袁军、陈佳，王
继利等均积极参与。这次活动不仅仅是简单的包饺子，而是寓教于乐，寓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于中
文教学。包饺子的地方成了另一课堂，书本里的知识得以活学活用，孩子们不仅看了，亲手做了，
还品尝了美味，这堂课让他们更加了解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及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我会众多会员的
伦敦普通话简体字中文学校全体教职员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传统的文化教育，多次于校内举办各种
不同类型的活动，旨在提高孩子们的兴趣，鼓励他们在学好中文的同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于1月23日在议会大厦举行春节招待会，英文化、奥运、媒体和体

育大臣亨特，英议会下院副议长埃文斯，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主席亨德里克，韦鸣恩勋爵(左
中)等英议员、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和华人社团代表等约150人出席。单声博士夫妇(左二三)，
李雪琳(左五)，黄萍(左六), 王昌南(左)，孟婧(左七)等应邀参加。中国驻英大使馆刘晓明大使
(右中)应邀出席招待会并致辞。刘大使回顾了过去一年中英各领域交流合作进展，表示2011年
中英关系令人满意，实现了预定目标，展望2012年，两国应继续“求新”。出席招待会的英
各界人士高度称赞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中英关系过去一年取得的成果。招待会上，孔子学
院的艺术老师表演了中国民乐和舞蹈。 



    

龙年伦敦中国新年庆典活动于1月29日在特拉法加广场拉开序幕，这是由伦敦华埠商会主办

的欧洲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新年庆典活动已经进入第十个
年头。今年伦敦以超常的隆重迎接龙年的来临。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
逊，伦敦华埠商会会长谢贵全，主席邓柱廷发表新春致辞。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中国年气氛浓厚非常。中国总政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演出代表团等
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现场吸引了超过50万民众、游客参与庆祝，感受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我会会长李雪琳，常务副会长黄萍， 李小力，孟婧等会员应邀参加了庆典活动。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左二)与韦鸣恩勋爵(右二)，

李雪琳会长(左)等1月29日从特拉法加广场步行至伦敦唐

人街，与华人各界代表会见并给华人拜年，表达他新春

对华人的祝愿。单声博士(右)，黄萍，李小力，孟婧等

会员在唐人街欢迎伦敦市长。约翰逊市长致辞:“龙是十

二生肖中最有力量的。龙年里华人在英国将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位置。在伦敦华人团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年伦敦将以北京为榜样举办一场精彩纷呈的奥运！” 

李雪琳会长(照片左)于1月27日应邀参加查尔斯王子基金会年会，再次受到查尔斯王子(照片右)

的亲切接见。‘查尔斯王子基金会’是关于保护修复传统建筑，保留传统工艺方面的基金会，
此基金会现已国际化在世界各地做了大量慈善项目，在中国也有项目。查尔斯王子在致辞时多
次提到中国，今年‘查尔斯王子基金会’正在与中国有关慈善基金会和企业联系将继续合作更
多项目。查尔斯王子非常平易近人，他与雪琳会长友好亲切地交流，并祝贺中国春节快乐。 



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2月2日在伦敦召开“两岸统一论坛”座谈会。中国驻英使馆赵磊

领事(前左三)和来自英国各地侨领、华人团体及留学生代表等近七十人出席会议，常务副会长黄

萍(后左五)代表我会参加。全英统促会会长单声(前中)和副会长桂秋林(后左九)分别发表重要发

言。会上代表们积极研讨台湾选举后两岸关系前景，呼吁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当局把握两岸和平统

一时机，尽早与北京展开政治对话磋商中国统一步伐。大家一致认为，两岸和平发展是民心所向。 

第六届东方电影节于2月4日在伦敦于伦敦泰晤士河畔BFI 

Southbank国家剧场揭幕，电影节举办方携手英国电影协会，

举办春节档影展，献映3部各具风格的剧情片，包括诗史电影

《孔子》、金马大奖影片《桃姐》和谢晋导演成名作之一

《女篮5号》等。我会名誉会长单桂秋林(右)和常务副会长黄

萍(左)代表联谊会出席并观看了开幕式影片《孔子》，大家共

同欣赏了这部优秀的电影，一致认为这是一部真正的史诗大

片、用震撼人心的形式表现了‘智慧胜于武力’。  

  

我会常务副会长黄萍(左)，副会长张巧巧(右二)、英国金融

家协会主席，我会顾问王昌南(右)等2月5日参加了由中国驻
英大使馆科技处举办的龙年新春招待会。科技处公使衔参赞
陈富韬表示，目前中英两国在商业贸易、高新科技和教育领
域等方面有着合作的巨大潜力。目前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和学
者人数已达相当规模，其中许多人从事于自然科学与工程专
业，在英国的大学、公司和有关机构成为业务骨干，并在中
英科技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整个晚会充满了欢乐
友好的气氛，大家轻松愉快，共同祝贺龙年的到来。 



全英华侨社团于2月7日在伦敦

国民酒店为“文化中国•四海同
春”欧洲艺术团举办欢迎晚宴，
我会众多会员出席了晚宴，欢迎
远道而来的艺术家们。率团的中
国侨办副主任马儒沛与在场150
名华侨代表、侨领、中资机构代
表共同庆祝龙年新春和元宵佳节，
并代表国侨办向全英华侨华人赠
送《福贵祥和》图。著名流行歌
手蔡国庆(左二)已多年牺牲春节
与家人团圆过年，不远万里来英
为侨胞演出，并与我会粉丝合影。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马儒

沛副主任(后中)率领的“文化中
国·四海同春”艺术团2月8日晚
在伦敦著名的O2剧场举行慰侨
演出。驻英大使馆刘晓明大使
(后右九)夫妇应邀出席。在英侨
界、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以及
英国友人近2000人观看了演出。
演出当晚，剧场内座无虚席，气
氛非常热烈。我会李雪琳、黄萍
与众会员们观看了精彩的演出。
演出既丰富了海外侨胞的文化生
活，也带来了浓厚的亲情，更是
体现了祖国对海外华人的殷切关
怀。 

李雪琳会长收到卡梅伦首相夫妇的邀请于2月6日参加了英国

保守党一年一度的冬季筹款晚宴，这是一次阵容最齐全的保
守党高层聚会，绝大多数英国保守党部长，议员们包括首相，
内阁部长均纷纷携夫人出席，出席晚宴的还有许多商业巨头，
社会名流。晚上7：30宴会在伦敦著名的Bettersea公园里拉
开帷幕，身穿晚礼服的嘉宾们在优雅的音乐声中频频举杯祝
贺。卡梅伦首相携夫人(右)友好地与嘉宾们交流。晚会中，卡
梅伦首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首先感谢在座的嘉宾常
年来对保守党的积极支持，保守党从以前的财政赤字到今年
的持平是一个很好的转变，今年首要任务是积极支持鲍里斯
参加伦敦市长的竞选活动争取连任。晚宴洋溢了欢乐的气氛，
拍卖把晚宴推向高潮，为保守党拍得近50万英镑的筹款。 
 



应我会常务副会长黄萍(右)的

邀请，在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的
支持下，蔡虹冰老师2月20日在
伦敦的美国国际学校为家长和学
生们做了一场Wisdom brings 
happiness的讲演。与在英国的
美国朋友分享学习中国文化，中
华智慧的心得，探讨各民族文化
的优势融合，共同学习创造幸福
生活的智慧。家长们对讲座表现
出浓厚兴趣，纷纷就古代文化和
哲学提出问题。蔡虹冰老师怀着
极大的热忱与大家共同探讨。 

由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东西方舞蹈美学差异》

和《中西医历史和特点的比较》专题讲座2月18日在伦敦林国
荣科技创意大学召开，我会多名会员应邀参加。英国中华传
统文化研究院院长桂秋林女士(我会名誉会长，前右三)表示举
办讲座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希望通过邀请优
秀的华人学者、演讲家向英国介绍中国的 传统文化和精髓。
《中西医历史和特点的比较》是由全英皇家医学会终身院士、
全英中医药联合会主席马伯英教授（我会名誉顾问，前左三）
主讲，他介绍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里，中西医对人类健康
做出的贡献以及各个时期中西医药界的杰出代表。 

李 雪琳会长的未婚夫，英国上

议院议员，原英国保守党副主席
，终身贵族，麦克·贝茨勋爵( 左
照中 )为了敦促英国政府重视并号
召世界各国为《奥运休战决议》
做些实事，于去年4月17日从希腊
的奥林匹克村起步，历时300天、
穿越十五个国家，终于在2月15日
顺利回到英国。20多位英国外交
部的高官在鸽子广场奥运倒计时
的座钟前迎接了贝茨勋爵的归来，
英国上议院议长及众多议员以及
贝茨勋爵的家人朋友们在英国国
会门前迎接了贝茨勋爵的归来。
李雪琳会长为贝茨勋爵举行了酒
会和晚宴，喜迎未婚夫的归来。 



英国伦敦工商总会中国工商协会于2月22日在英国著名的

丽晶酒店举办酒会，庆祝龙年春节。200余名中英企业界人
士齐聚一堂互相交流。我会李雪琳会长(右)，李小力等应邀
参加。中国工商协会于去年3月1日成立，旨在依托于英国
伦敦工商总会，代表驻英中国企业的利益发表声音，促进
企业间的交流和合作机遇，通过富有成效的商会活动，积
极为中英企业提供建立和发展企业所需的信息和咨询服务
，进一步增强中英贸易的发展和经贸交流合作，为实现中
英贸易经济平衡发展的目标而贡献力量。 

为了丰富英国华裔青少年假期活动，进一步以多种形式推广华文教育；并增进中外华裔青少年之

间的友谊和交流，使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每年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都受国务院侨办，各省
市地方侨办委托承办多种“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包括公费团和公费自助团,有优秀华裔青
少年夏令营，寻根之旅 相约上海 ，齐鲁文化学习夏令营，汉语文化学习夏令营，等等。今年夏令
营报名活动已全面启动，欢迎有兴趣，符合条件的同学尽快报名参加，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
情及申请事宜可浏览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网站：www.ukapce.org.uk  联系电子信箱：
camp@ukapce.org.uk    

英国会跨党派东亚商务议员团组成立庆典活动于2月29日在

英国国会举行，英国上议院唯一的华人议员，终身贵族，韦鸣
恩勋爵(右二)担任主席。李雪琳会长(右)，贝茨勋爵(左二),孟
婧等会员应邀出席。韦鸣恩勋爵，英国贸易与投资国务大臣格
林勋爵，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博士(左)先后发表演讲。英国国
会跨党派东亚商务议员团组的成立，将以促进以中国为中心的
东亚市场和英国企业之间商务关系发展为使命, 促进双方在商
业和贸易领域的知识共享，以进一步推进经贸发展。英国以及
欧洲迫切需要与亚洲之间建立更多深入的了解与信任，而这一
目的可以通过APPG东亚商务议员团组的平台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