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庆祝麦克·贝茨勋爵的“奥运

休战”5000公里徒步，英国著名街
头艺术家杰克和代码 FC在伦敦
2012奥运会前夕在伦敦的肖尔迪奇
艺术墙创作出了共60米长的4幅巨
大“和平壁画”， 象征和平与和谐
。7月12日，麦克·贝茨勋爵为“
和平壁画”揭幕并发表演讲，李雪
琳会长应邀出席在第一时间观赏此
艺术作品。贝茨勋爵感谢两位才华
横溢的艺术家贡献出他们宝贵的时
间为“奥运休战”创作出如此不凡
的作品献给伦敦奥运会，大胆新颖
的创作令“和平与和谐”的美好祝
愿伴随着奥运会传播到世界各地。 

联合国协会(英国)于7月14日在伦

敦举办了今年最大的年度盛会和联
合国论坛。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奥
运休战”，会议汇集了联合国专家、
政策制定者和来自社会各界有关人
士，讨论了一些目前国际社会面临
的威胁与挑战。与会者就如何建立
一个更安全、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
世界提出了许多新想法。李雪琳会
长作为嘉宾应邀参加。麦克·贝茨
勋爵作为主讲嘉宾和前联合国副秘
书长等发表精采演讲，并与观众互
动问答，进行了一系列挑战性的辩
论和讨论，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在今年的新春联欢晚会上，我会

为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的教育基
金募捐。其中一项拍卖是“与上
议院勋爵在英国国会上议院共饮
下午茶”，由中医针灸师张莹女
士慷慨拍得。7月9日是张医师的
生日，李雪琳会长和麦克·贝茨
勋爵与张莹医师和她的朋友相聚
英国国会上议院共饮下午茶。贝
茨勋爵带客人参观了国会大厦。
随后李雪琳会长带着客人进了上
议院、下议院的议政厅就坐。 



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于7月15日为中西方音乐爱好者献

上了一场“中国民乐演奏会”。此次音乐会由专程从北京赶来
的北京和悦鸣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乐女士及团队倾情
演绎，地方色彩浓郁且有特殊艺术魅力的中国广东音乐有声有
色地令观众沉浸其中，回味无穷。研究院院长、本会荣誉会长
单桂秋林女士希望在这些专业的热心于中华文化传播的组织的
共同努力下，中华文化在海外将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扬。本
会常务副会长黄萍及从各地赶来的中外友人在欣赏情趣高雅的
广东音乐之余，深深被细腻活泼，清新爽朗的音乐风格所感染。 

为了庆祝伦敦普通话简体字学校在2011-2012年度取得的丰硕成果，该校副校长兼教学主任、我

会副会长廖秀琴倡议并主持了7月15日的庆祝活动。自2011年9月开学以来，伦敦普通话简体字学校 

为了采访伦敦奥运花絮而来到伦

敦，浙江电视台7套公共频道《新
闻大直播》主播志峰和他的团队于
7月15日，在李雪琳会长家采访了
本会理事会成员及贝茨勋爵。李雪
琳会长介绍了联谊会的创办和发展，
本会常务副会长黄萍，副会长廖秀
琴、冒荔和副秘书长李小力分别畅
谈了加盟联谊会的初衷及开展工作
的苦与乐。志峰团队连夜工作，制
作出了两套介绍联谊会的会员视频：
http://www.zjuka.org.uk/index.
html 
 

的师生共同努力，不仅学好中文课
本的内容，还参加了英国中文学校
联会和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举办的
多种类型的宣传中国文化的活动，
共获得奖项35人次。从文艺汇演到
诗歌朗诵， 从作文比赛到故事创作，
从书法比赛到讲故事比赛，无不获
得好成绩。中国文化的传承在该校
得到发扬。我会副秘书长袁军、理
事陈佳、王继利俱到场祝贺并协助
工作，庆祝会以师生们共享一个大
蛋糕结束。 



我会会长李雪琳与英国上议院勋爵、前保守党副主席麦克·贝茨先生，于7月20日在英国国会举办

了一场耀眼的婚礼。英国政要、华社侨领及亲朋好友两百多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场中西合璧而
又华丽富贵的“国会里的婚礼”。英国首相卡梅伦发来了贺信，中国驻英大使馆刘晓明大使夫妇送
的礼物别具一格。当天婚礼的安排与布置贵气十足，浪漫温馨；不一样的礼物中国风加英伦味，尽
显别致与考究。一对新人沐浴爱河之际不忘奥运精神，携手设立“奥运休战”基金以推动世界和平，
并将贺礼尽数捐出作为该基金的启动基金。令到场人士深深感动，纷纷祝福他们幸福美满。 

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汇集两岸优秀学者与资

深专家于7月21日展开了一场对“佛教生死观”与
“中国风水文化”的学习与探索。研究院院长、本
会荣誉会长单桂秋林女士表示：“中 华传统文化是
中国数千年积淀下来的精华，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和
感染性，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学习中华
传统文化可以培养民族自豪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
为身处海外的华人增加一份自尊和自信。有利于海
外华人华侨保持民族特性，增进与祖籍国的联系和
感情，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和世界和平发展。” 

中国首次在夏季奥运会上设立“中国之家”，7月

25日上午，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
鹏、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为2012伦敦奥运会“中国
之家”揭幕，刚更名为雪琳·贝茨勋爵夫人的李雪
琳会长和麦克·贝茨勋爵等嘉宾应邀出席。在众人
的期盼中，刘鹏局长和刘晓明大使揭开巨大的红幕，
一个三米高具有中国元素的青花瓷碗展现在大家面
前。 刘鹏局长和刘大使均表示： “中国之家”将
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动中英
交流、增进中英友谊的良好平台。雪琳会长对中国
之家揭幕表示祝贺。 



在世界翘首以待伦敦奥运开幕式

的前夜，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在
伦敦城市会所举办了成立三周年
的庆祝酒会。100多位来自各大银
行和金融机构的中英各界金融精
英和主管们，云集一堂，畅谈国
际金融形势，讨论中英金融发展
战略，同时欢迎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金融研究所周主任带领的中国
金融牛津大学培训访问团一行。
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会长、美林
国际董事总经理，本会顾问王昌
南博士表示协会愿成为中英两国
金融业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纽带，
并为金融业和学术界进一步加强
合作和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数位高层金融专家就目前欧元及
人民币市场作了精彩演讲。 
 

英国浙江联谊会于7月26日迎来了

浙江日报集团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报道组。浙江经视蒋盈盈、浙江卫
视蒋琛和浙江城市之声田雪等就伦
敦奥运花絮新闻采访了本会会长雪
琳·贝茨勋爵夫人与理事会成员。
雪琳会长新婚的丈夫，英国上议院
议员麦克·贝茨勋爵也风趣地讲述
了奥运如何使他和雪琳的感情升华。
晚上报道组前往伦敦金融中心采访
了本会顾问、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
会长王昌南博士。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和贝茨勋爵7月25日应英国伦

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右)邀请作为嘉宾参加伦敦奥运
开幕式彩排仪式。下午4点钟的VIP酒会和5点钟的丰盛晚宴结
束后，嘉宾们纷纷来到现场，大屏幕上一直打出“保留惊喜”
的字样。奥运开幕式彩排仪式上出现了英国的人文历史、田
园风光、工业时代、航海时代以及许多英国独有的文化与历
史元素。雪琳会长在现场受到强烈的震撼，在为中国的奥运
开幕式取得巨大成功而感到自豪之余，也预祝英国能有一个
荡气回肠，不同凡响的奥运盛典。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与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在7月27

日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即将开始的几个小时前在黑格的官邸会
晤共同发表“奥林匹克休战”声明，麦克·贝茨勋爵和我会
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应邀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潘基文
秘书长强调了奥林匹克休战精神是根据古希腊的理念，在奥
运会举办期间，希望所有冲突都能停火。去年10月17日联合
国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奥运休战协议，潘基文呼吁希望此
协议能够得到尊重，希望各国作出努力，结束叙利亚的暴力
。潘基文说：“如果能取得一天或者在一次比赛中，得到休
战，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永远的停火。这就是奥林匹克休战的
信息。这是联合国创始以来一直的梦想，也是我们日常工作
的目标。” 

全球瞩目的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终于在7月27日展现在世

人面前，麦克·贝茨勋爵和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再
次被邀请作为嘉宾参加酒会，晚宴和开幕式。开幕式以“奇
妙岛屿”为主题，全面展现英伦三岛的辉煌历史、灿烂人文
以及文明的现代社会风情，铸铁焰火五环拼接入场推动开幕
式高潮。当中国奥运健儿入场时，雪琳会长跑到了第一排的
栏杆边，举着中国国旗大声欢呼中国运动员，整个会场出现
了许多中国国旗，热烈的气氛感染了整个会场。看到整齐出
场的奥运健儿，雪琳会长感到特别的自豪。我会年轻的会员，
帝国理工学院化学系的学生王书恺作为志愿者参加了开幕式
演出，在雄壮的鼓乐声中将中国人的自豪尽情宣泄。 
 

在伦敦奥运开幕后的第二天即7月

28日，著名的年轻的钢琴家朗朗在伦
敦泰晤士河畔的一艘中国古帆船上举
行了“聆听深圳—郎朗和他的城市”
推介活动，借伦敦奥运会契机介绍中
国深圳。来自中英政界、商界的知名
人士共80余人出席，麦克·贝茨勋爵
和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应邀
参加。朗朗精彩的演奏博得了在场观
众的阵阵喝彩。 雪琳会长非常欣赏中
国的古帆船停靠在伦敦为奥运送上祝
福 ， “欢天－蓝舵”号形成泰晤士
河上一道独特的中国风景，为伦敦奥
运会增添了“中国元素”。 



    

以董事长柳传志为团长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于7月28日下午参观了英国国会并在国会大厦

的邱吉尔厅举行了研讨会。麦克·贝茨勋爵和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应邀参加。英国国会跨
党派东亚商务议员团组副主席里斯比勋爵对大家到上议院做客表示欢迎。他风趣地说：“中国举办
了辉煌的开幕式，我们英国也用英国的方式举办了一场完美的开幕式，我想巴西奥委会主席是最难
当的了。”韦鸣恩勋爵发表了主题演讲并祝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英国之行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著名书法家、书画艺术大使都本基先生于7月30日抵达伦敦，他的作品展于8月1－13日开始

在英国各地巡展。麦克·贝茨勋爵和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于当晚在伦敦喜粤大酒楼迎接都 

伦敦奥运会期间英国侨界迎奥运活动丰富多彩，

英国湖南商会7月29日设宴，欢迎湖南奥运体育代
表团并举行推广体育文化战略签约仪式暨新闻发布
会。中国驻英大使馆李辉参赞和英国政界代表以侨
界代表近百人参加，雪琳·贝茨勋爵夫人代表我会
参加。当日刚喜获奥运女子举重金牌的湘籍运动员
王明娟也莅临现场，将晚会推向了一个高潮。当晚
在伦敦湘军府，湖南省体育局与英国湖南商会举行
新闻发布会，签署体育国际培训和体育事业开发的
战略合作协议。 

本基一行。雪琳会长是这次都本基世界书画
巡回展伦敦站副主席。都本基先生是国画名
家徐悲鸿的再传弟子，擅长国画、书法、篆
刻，并享有“奥运书法家”的美名。2008北
京奥运入场仪式上204个国家的入场引导牌就
是都本基的杰作，同时还有北京奥运口号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家喻户晓的作
品。都本基备受赞誉的作品“天下和谐”也
在巡展之列。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

率领常务副会长黄萍、副会长廖
秀琴以及副秘书长李小力于8月2
日在位于鲁道夫希尔顿的中国之
家向杭州女将叶诗文表示祝贺并
赠送联谊会礼品。叶诗文在女子
200米和400米混合泳上独得2金，
使身在海外的华人特别是浙江籍
侨胞感到特别的骄傲。这次活动
得到了浙江省体育局局长李云林
的大力支持。 
 

美国休战基金会今年的年度大

会特地设在今年伦敦奥运会期间
在伦敦召开，麦克·贝茨勋爵和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作
为嘉宾应邀参加。为了表彰英国
上议院贝茨勋爵为了世界和平为
了奥运休战，单人徒步5000公里
宣传奥林匹克精神，美国休战基
金会决定把今年的“开放领域奖” 
颁发给贝茨勋爵。贝茨勋爵发表
演讲感谢世界各地都有许多爱好
世界和平的友人支持。杜根先生
还向雪琳会长献上一大盆鲜花，
感谢雪琳对麦克的理解和支持。 

声势浩大的“创意城市·2012

伦敦美术大展开幕庆典晚会暨中

国之夜”于 8月1日在巴比肯艺术

中心举行，英国外交副大臣豪威

尔勋爵、国际奥委会教育文化委

员会主席兰比斯、中国驻英国大

使刘晓明和伦敦市副市长里斯特

等嘉宾应邀出席并致辞。中国著

名歌唱家宋祖英、著名钢琴家郎

朗、魔术师刘谦、时尚设计师劳

伦斯、西班牙知名乐队SOY等中

外明星联袂献上了一台精彩表演。

本会雪琳·贝茨勋爵夫人、黄萍、

王昌南等应邀参加。 



八月五日，英国伯明翰附近的百年城堡旗帜飘扬，一场“为奥运健将喝彩，为红军小学献爱心”

的活动在此举行，并为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筹得人民币11万余元。 著名主持人韩乔生主持了拍
卖筹款仪式，参加活动的有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赵永仁参赞， 中国体育代表队男子双人10米跳台奥 

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会长、本

会顾问王昌南博士于 8月4日晚观
看了伦敦奥运男子1500米自由泳
决赛。杭州游泳小将孙扬以14分
31秒02夺冠并打破自己保持的世
界纪录，夺取了本届奥运会个人
第二金。王昌南和他的朋友在现
场挥舞国旗一直为孙杨加油，并
一起见证了升中国国旗，奏中国
国歌的激动时刻。幸运的他们居
然还抢到了孙扬向观众席上扔去
的花束，成为了他们美好的记忆。 

享有中国“奥运书法家”美誉

的都本基书画艺术展２日在伦敦
亚洲之家揭幕，都本基现场将他
与美国艺术家共同创作的“天下
和谐”书法画卷赠送给亚洲之家
永久收藏。本次巡展除书法作品
外，还有包括梅花、荷花等中国
传统元素在内的画作。其中“荷
花”的“荷”表达了“和谐”的
美好祝愿，体现了都本基致力于
传播“天下和谐”及奥林匹克精
神的理念。本会会长雪琳·贝茨
勋爵夫人作为巡回展伦敦站副主
席携黄萍常务副会长、廖秀琴副
会长及陈佳理事前往祝贺。 
 

运冠军曹缘、张雁全和前奥运冠
军李娜、王丽萍、钱红等奥运健
儿，整个活动体育明星熠熠生辉。
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总
会长、本会永久荣誉会长单声博
士，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
本会荣誉会长单桂秋林女士，本
会常务副会长黄萍和众多侨领，
以及英国媒体和来自国内中央电
视台的媒体朋友们受邀参加。 



我会副会长张巧巧博士于8月7日

下午有幸亲眼目睹了乒乓球女子团
体决赛中中国女队夺冠的场面。李
晓霞、丁宁和郭跃勇敢迎战，出色
地拿下了三场比赛,为中国又増“重
量级金牌”一块。张巧巧在看比赛
后接受中央台记者釆访时仍难捺激
动心情。她由衷地祝贺了中国乒乓
球女队胜利夺冠，取得令华人骄傲
的可喜成绩。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于8月9日晚在

“中国之家” 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举
行了庆功会。当晚洋溢着热烈喜庆
的气氛，各家中资机构的代表、华
人华侨留学生代表齐聚一堂。中国
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发表讲话说中国
体育健儿顽强拼搏，赛出了风格。
中国奥委会主席、体育代表团团长
刘鹏表示代表团到伦敦受到了中国
使馆、驻英机构、华人华侨留学生
的热情支持和关照，对体育健儿取
得佳绩有很大的激励作用。本会会
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和廖秀琴副
会长分享了这一快乐时刻。 

伦敦奥运，孙杨、叶诗文等一众

奥运健儿拼战赛场，为国争光之
际，英国浙江联谊会与英国浙江
商会携手于8月6日晚在伦敦味道
大酒楼为浙江奥运健儿举办了庆
功晚会 。浙江省体育局李云林局
长，前奥运冠军吕林副局长与浙
江联谊会的会员们一起分享了成
功的喜悦。 英国驻英大使馆侨务
参赞李辉到场祝贺， 著名海政歌
舞团青年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
吕薇女士，中国著名书画艺术家
都本基先生以及前来报道奥运战
况的所有浙江省媒体工作人员也
到会欢庆奥运硕果。 



当如火如荼的伦敦奥运会即将落下帷幕之际，  8月11日下

午，在北伦敦的依士灵顿华人协会多功能厅里，由中国驻英
大使馆支持和全英三十余个华人侨团社团密切合作下共同举
办的首届“歌声连着你和我” 2012旅英两岸三地华人演唱会
如期举行，中国驻英大使馆一等秘书赵磊及夫人应邀出席了
此次演唱会并致词祝贺演唱会成功举办。来自大陆、港台、
马来西亚、越南等地侨胞纷纷带来了自己的拿手曲目，歌唱
生活，抒发情怀，至此两岸三地的旅英华人有了一个交流的
平台。英国浙江联谊会是合办社团之一，常务副会长黄萍及
廖秀琴副会长一直积极参与活动的筹备与进行。 

 

中国在伦敦奥运期间系列文化交

流活动的收官之作：由文化部中外
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音乐盛典“放
歌奥运--2012吕薇伦敦演唱会”8
月11日晚在英国哈克尼皇家剧院盛
装亮相。演唱会由英国著名的伦敦
爱乐乐团和帕维林（Pavilion）室
内合唱团伴奏，中国国家大剧院艺
术总监、乐团首席指挥吕嘉执棒，
出生于江南名城杭州的吕薇用清丽
婉转、韵味十足的歌声倾情演唱，
美妙歌声和动人风采使有著百年历
史的哈克尼皇家剧院当晚掌声经久
不息，激情如火。我会众多会员观
看了演出，见证了这场音乐盛典。 

在伦敦奥运期间，由中国文化部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国书法家协
会、奥地利奥中文化交流协会、中
国书画新闻网联合主办而由著名电
视节目主持人杨澜主持的“2012伦
敦奥运中国书法音乐会”于8月10
日晚在伦敦萨德勒斯威尔斯剧院隆
重上演。书法家李斌权随着音乐的
节奏和律动，毛笔游走于纸墨之间
，书写了《沁园春·雪》、以及英
国文学家狄更斯《双城记》的精彩
片断等，充分展示了音乐和中国书
法的艺术共性与共鸣。浙江联谊会
四十几名会员观看了演出，为中国
文化的这一新的创举鼓掌喝彩。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第八届会长选举于8月19号下午举行。前任会长、本会荣誉会长伍善雄先生再

次以97%的得票率，众望所归当选为第八届会长，任期三年。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本会永
久荣誉会长单声博士作为长期支持促进会工作的英国侨领发表了讲话。他肯定了促进会过往七届有
目共睹的实际工作及这些工作对推动英国华文教育本土化的贡献，对华侨子弟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进而热爱中国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促进会的成功伍会长功不可没，除了要有能力带领和管理好一个
庞大的义工团队还要有伟大的奉献精神，用自己的时间、威望和人脉为华文教育这个大工程筹款。 

为促进中英文化交流和为两岸三地华人同胞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联合

英国松柏会并英国浙江联谊会于8月21日共同举办了“旅英两岸三地助威奥运布莱顿一日徒步游”
的活动。当日英国松柏会的会长、我会永久荣誉会长单声博士与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本
会荣誉会长单桂秋林女士，我会常务副会长黄萍女士带着近50位一众老少、会员与朋友，一起进行
了此次富有创意且休闲与观光并举的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人员，背景各异，身份殊同，来自世界
各地。大家徜徉在石卵覆盖的海滩，相谈甚欢。 

由中国侨联、浙江省侨联和杭州市政府主办的“创业中华

·相约杭州——2012侨界海外精英创业创新峰会”于8月13
日至16日，在杭州隆重举行。中国侨联副主席王永乐(左三)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杭州市委副书记王金财，副市
长张建庭、浙江省侨联主席吴晶(右三)、杭州市侨联主席章
明伟等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并讲话。我会副会长胡炜博士， 
王宏伟博士和沈涛参加了这次会议。峰会期间，还成功举行
了生物科技创新论坛和项目对接洽谈会。 



浙籍的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参赞任满回国途经伦敦，本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黄萍常务副会

长，廖秀琴副会长，王继利理事等为欢迎楼参赞及家人于8月26日，参加了著名画家李芒和房艾玫 

为配合国侨办众多范畴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今夏由七月初至

八月中组织了共一百五十名年龄由12至20岁 的华裔青少年分别参加九个不同系列的夏令营：优秀
青年上海文化参访营，沪台青年夏令营，寻根中国相约上海夏令营，寻根中国快乐宁夏行，北京的
汉语文化学习 夏令营，武汉的优秀华裔青年访华夏令营，江苏省的寻根中国相约常州营，在粤的寻 

家庭宴会。楼参赞表示中国政府一
直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
执政理念，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安全
问题高度重视，领馆为保护海外华
侨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遗余力。
他盛赞浙江联谊会的浓浓乡情，宾
主畅谈伦敦奥运的精彩片短。大家
在丰盛的晚餐后观赏了李芒的精采
画作，在主人艺术气息浓厚的家里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根中国相约广州营及在山东的齐
鲁文化夏令营等。促进会会长、
本会荣誉会长伍善雄先生不辞劳
苦，在炎熱的七八月，走访各营
地，参加了多个开营及闭营仪式，
发言中积极鼓励营员们珍惜夏令
营的机会，多学习汉语和中华文
化，成为今后中外交 流的骨干力
量。营员和家长们纷纷表示收获
很大，不但学习了汉语和中华文
化，还接触到不同地域的人文景
观，大家期待着来年再报名。 

通知： 
即将举行的“中秋共聚泰晤士河游船赏月”活动已满员。感谢会员及朋友积极报名，预祝我会将

有一个温馨、美丽的夜晚。大家相聚在泰晤士河，共赏夜景，说故乡话，叙家乡情，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