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外交部9月3日召开伦敦残

奥会酒会，欢迎世界各国残奥官
员及运动员代表，使人们意识残
奥会的重要性及价值观。贝茨勋爵
(右)和夫人，我会会长雪琳·贝
茨勋爵夫人应邀参加。阿利斯特

·博特部长和杰里米·布朗部长
欢迎来自世界各国残奥委员会和
代表，国际残奥委员会主席菲利普
·克雷文爵士也出席酒会。他们
的发言强调残奥的重要性，决定
以实际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帮助、

支持有残疾的人们。残奥会已经
真正成为一场全球性的体育赛事。	�

为了支持中国的残奥运动员取得

好成绩，伦敦残奥会期间，我会部
分会员在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
和常务副会长黄萍女士的带领下前
往残奥会现场观看比赛，为中国残
奥运动员加油喝彩。9月5日，他们

观看了200米，400米，4x100米轮
椅、跳远、铅球、铁饼等决赛，多
次目睹中国残疾运动员站在领奖台
上激动人心的画面。当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会员们感到无比自豪，心
情激动地与健儿们一起高唱国歌，

使激昂的旋律回旋在伦敦碗上空。	�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9

月1日应邀参加著名残奥冠军泰坭
·格雷·汤普森女男爵2012年残奥
会壁画揭幕仪式。汤普森女男爵曾
获十一枚残奥会金牌，是英国的国
家英雄。英国著名街头艺术家杰克

和代码C在伦敦的肖尔迪奇艺术墙
创作出共60米长的4幅巨大壁画，
表彰泰坭·格雷·汤普森女男爵
(左)一直坚持不懈努力帮助英国残
疾人，呼吁政府为残疾人创造便利
的丰功伟绩。文化大臣和文化部长

爱德华亲临现场与泰坭·格雷·汤
普森女男爵一起为壁画揭幕。	�



继8月6日为浙江奥运健儿举办了

庆功晚会之后，我联谊会再次在伦
敦华埠中国城大酒店为取得骄人成
绩的浙江省残奥会幕后工作人员举
行祝贺晚宴。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
郑瑶副理事长(前中)等浙江省代表
团代表与浙江联谊会的会员们一起
共度了难忘时光。 中国驻英大使馆
议会参赞赵永仁(前左二)到场祝贺，
带来了中国政府的问候与关怀。我
会会长雪琳和麦克•贝茨勋爵(前右
二)，常务副会长黄萍，副会长廖秀
琴，李小力等也出席了宴会。	  

今天的伦敦9月9日，是伦敦残奥

会闭幕的日子，在这次残奥会上，
在过去11天的精彩角逐中，中国代
表团以95金，71银和65铜共231块
奖牌的优异成绩雄居奖牌榜首位，
这次的金牌数和奖牌数分别超越了

4年前北京残奥会，浙江运动员表
现出色，获得15枚金牌，6枚银牌、
5枚铜牌，打破6项世界纪录，1项
残奥会纪录，7项亚洲纪录，在中
国各省区中名列前茅，创造了浙江
省运动员参加残奥会的最好历史纪

录。我会为浙江籍运动员取得如此
优异成绩再次发出贺电予以祝贺。	�

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绚丽闭幕的

次日，即9月10日，成千上万余兴
未尽的伦敦市民从各地赶到伦敦市
中心，上街参加或观看奥林匹克胜
利大游行，庆祝英国奥运军团的赫
赫战绩。游行庆典下午在伦敦市中

心举行，由金融区出发至白金汉宫，
700名奥运选手们按体育项目名称
编队坐21辆敞蓬彩车巡游。 这场盛
大庆典是约翰逊市长亲自与英国奥
林匹克协会和英国残奥协会共同策
划安排，作为今年伦敦奥运的谢幕

庆典。我会众多会员纷纷上街参加
这次胜利大游行。	�



当如火如荼的伦敦奥运会即将落下帷幕之际，9月11日下

午，在北伦敦的依士灵顿华人协会多功能厅内传来了阵阵美
妙的歌声。坐满了200多位热心观众的大厅里， “歌声连着
你和我”， 2012旅英两岸三地华人演唱会正在火热上演。
本次活动在中国驻英大使馆支持下由全英三十余个华人侨团
社团的密切共同举办，经初选后来自全英各地共27位歌手

脱颖而出，为大家呈现了一场伦敦华人自己的演唱会。参加
者有业余的，有专业的，但都为大家带来了曼妙享受。本会
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并赞助了100英镑，副会长廖秀琴和副
秘书长袁军出席了演唱会。	�

英国保守党一年一度的卡尔顿政治晚宴于9月13日在伦敦

Dorchester酒店举行，这是保守党本年度最重要的捐助晚
宴，英国政界要人、商界巨头等被邀参加，卡梅伦首相夫妇
和所有的保守党内阁部长们均纷纷出席。我会会长雪琳·贝
茨勋爵夫人与麦克·贝茨勋爵也应邀出席，并和下议院领袖
乔治·杨爵士(左)夫妇就坐一起。卡梅伦首相上台演讲，他

感谢在座各位嘉宾多年来对保守党的忠诚和支持，他鼓励大
家振奋精神，希望在下一届大选中获得全胜。卡梅伦首相
(中)来到每桌，与每位嘉宾均握手致谢，他与雪琳与贝茨勋
爵握手时，再次祝福两位新婚快乐。	�

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于9

月14日在伦敦华埠召开工作会议。
本会黄萍常务副会长和多位新老华
社侨领参加了会议。促进会总会长
单声博士(本会永远荣誉会长)(前中)
在会议上总结介绍了他今年参加四

次海外华人促统相关会议的情况，
并再次表达了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愿
望。他也公布了英国统一促进会现
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改组换届的相
关事宜。中国驻英大使馆赵磊领事
对促进会多年来在促进华社团结及

推动在英两岸同胞、社团交流所作	�

的努力表示肯定。他鼓励统一促进会在未来要团结、带领更多在英华人参与两岸同胞及社团交往活
动，从身边小事做起，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本会荣誉会长单桂秋林在发言中表示，华人社团内
部团结非常重要，这样能更好地促进两岸社团交流。“今天有很多青年侨领第一次来参加会议，希
望未来有更多华人青年加入。”	  



数百名旅居英国的华人华侨于9

月18日聚集伦敦唐人街举行示
威游行，高喊“不知廉耻，罔顾
历史。日本滚出钓鱼岛！勿忘九一
八”抗议日本政府非法将中国领
土钓鱼岛“国有化”。游行队伍

向日本驻英国使馆递交了抗议信
，强烈谴责日本政府非法“购买”
 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的行径。
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总
会长单声博士向日本大使馆递交
了抗议书。本会常务副会长黄萍

在示威活动现场表明，在坚持理
性抗议的同时，中国在领土问题
上要寸土不让。	�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应卡梅伦首相邀请于9月17日

参加卡梅伦首相的小型私人晚宴，晚宴在伦敦著名的宝格丽酒
店的私人小宴会厅举行，应邀人员包括首相在内一共16人。晚
上7点半，卡梅伦首相准时来到大家中间，他很随和与雪琳会
长以及其他嘉宾一起举杯交流。正式晚宴时卡梅伦首相谈到要
发展经济，要和发展中国家多合作，多做贸易，首相与雪琳直

言：他希望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能够再次率领贸易代表团再次
访问中国，希望与中国能有更多的贸易合作，使双方共赢。卡
梅伦首相感谢雪琳会长为英中两国的贸易合作方面所作出的努
力，并勉励雪琳再接再厉，为英中合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

本会为了弘扬独特的中华文化，

更为了一解海外游子们的浓浓乡愁，
于9月14日傍晚，在伦敦的泰晤士
河上的一艘美丽的游船上举行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庆中秋，迎国庆的联
欢晚会。本会50名会员在欣赏泰

晤士河的美景之余，还兴致勃勃地
进行了击鼓传花表演，大家纷纷现
场献诗，翩翩起舞，热烈交流。在
晚会结束时，李辉参赞(前右二)代
表使馆送上了中秋和国庆的真诚祝
福。最深最真的祝福在彼此之间悄

悄流转，一点点拉近了彼此心的距
离，稍解海外游子思乡之情。	�



由浙江省和统会，海联会和浙江中华文化学院共同举办的”2012浙江籍海外和统会负责人国情研

修班” 9月19日至9月24日在杭州举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海联会副会长徐建华（右五），省
委统战部副巡视员、联络处处长吴喻华，浙江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赵向前（中）出席开学典礼和结
业典礼，并颁发结业证书。培训内容包括当代中国政治、当前浙江经济形势、和统会工作、国际形
势与外交政策、台海形势、海外社团建设等。本会会员沈涛（左三）参加了此次培训。	�

本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

副会长周霄飞，胡炜应邀出席了9月
24，25日举办的浙江省海外中青年
侨领研习班十届同学会。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国外司朱慧玲副司长(右
三)，省侨办副主任刘芸作了重要讲

话，她们指出经过研习培训后，各
地侨领的交流加深，业务素质提高，
侨领们带领侨民积极融入当地主流
社会，更多地参与了家乡的建设。
同学会上，来自五洲四海的侨领代
表们慷慨陈词，表达了对家乡的深

厚感情。会务组还安排了一台联欢
会，一曲曲经典歌曲唱出了炽热的
爱国情怀，把同学会气氛推向高潮。	�

英国华侨华人于9月18日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63周年。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丛培武代表使馆
在宴会上致辞时表示，祖国的巨龙腾飞，离不开海外华侨华
人的鼎力支持，祖国始终热切关心侨胞在海外的生存发展。
旅英60万华侨华人扎根当地，艰苦创业，发扬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旅英华人参政议政，服务社区，积极融入主流社

会，提升了华人地位，提升了自身形象。本会常务副会长黄
萍，副会长廖秀琴及副秘书长袁军参加了庆祝晚会。 	�
	�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9月27日在伦敦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63周年。400多名来自英国政、商、文化等各
界人士以及在英华人华侨、中资机构、旅英专家学者、留学
生代表参加了招待会。我会常务副会长黄萍等代表应邀参加。
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0周年，中国驻英国大使刘
晓明(中)在招待会上以简洁的语言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在过去

63年里发生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取得
的全面进步，以及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对世界和平与
发展发挥的作用。 刘晓明表示，中英作为两个世界上有重要
影响的大国，应当建立一种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惠、文化
上互鉴， 稳步发展，全面合作的关系。	�

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

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的“2012杭州
海外之友联谊大会”在浙江省人民
大会堂的宴会厅圆满落下帷幕。9
月25日-28日，来自世界各地80多
个国家500余名侨界领军人物和侨

商代表听取了国侨办何亚非副主任
(中 )“国际形势和侨务公共外
交”的报告会和关于‘提升中华文
化软实力’座谈会，对江干区钱江
新城、萧山区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了解杭州对于打造“东方品质之城，

建设幸福和谐杭州”的展望，参与
了杭州市投资发展环境介绍暨项目
对接以及海外华商杭州投资洽谈会。
本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以及
副会长周晓飞、吴建平、副秘书长

牟桦及王书恺理事参加了本次活动。	�

以“感召侨商回归、共建‘两富’浙江”为主题的第十七

届浙江旅外乡贤聚会9月26日在杭州隆重举行，本会会长雪琳
·贝茨勋爵夫人，副会长周霄飞、胡炜、吴建平，副秘书长
牟桦及王书恺理事等应邀出席。大会旨在进一步加强浙江与
海外华侨华人和重点社团之间的联谊交流，向海外浙商深入
介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实施“四大国家战略

举措”的情况，鼓励和推动海外侨商回归家乡投资兴业。国
侨办副主任何亚非,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



国庆中秋前夕，杭州海外联谊会金志强部长(左四)会见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副会长周

霄飞、胡炜及副秘书长牟桦。金部长向大家致以良好的节日祝愿。金部长聆听了联谊会会务建设、
海外侨商创业环境、英国及欧洲经济形势等情况介绍，并诚恳地征求大家对杭州海外联谊会工作的
意见建议。联谊会代表也建议家乡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引智方面加大力度，以促进科技交流，产业升
级。英国浙江联谊会将服务好海外浙侨，帮助家乡招商引资引智，为建设幸福和谐杭州而努力。	�

杭州海外联谊会徐租德副部长9月30日为欧洲杭州联谊总会在杭举办中秋午宴，本会副秘书长牟

桦出席。参加午宴的有欧洲杭州联谊会长马列，秘书长朱培华，法国会长王兰英，西班牙会长卢伟，
奥地利会长吴黎明等。徐部长向代表们致于节日的问候及良好的祝愿，同时明确了明年的工作重点：
以中华民族文化凝聚侨心，促和平统一，加强合作，促进交流为主线，希望代表们积极引导海外浙
商侨胞为浙江的经济发展牵线搭桥。岀席午宴的代表们对此时此刻故乡人对我们海外侨胞的关爱，
特为我们创造中秋的团圆气氛非常感激。愿为故乡今后 的发展, 尽心尽力, 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本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副会长周霄飞、胡炜，副秘

书长牟桦9月28日在美丽的太湖之滨–湖州，参加了《月是故
乡明》全球华人中秋晚会。侨胞们参观考察了江南古镇—南浔，
南浔区政府对本区招商引资情况作了推介。下午，湖州市召开
浙商回归暨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洽谈会，多项大产业计划得以
签署。中秋晚会以太湖上七星级的月亮酒店为背景，创意独特，

明星聚集，精彩纷呈。遥望天上明月，感受着家乡的水土，人
文的气息，侨胞们都陶醉了，不禁感叹：月是故乡明。	�



第二届北京市海外人才交流大会于9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

召开，这次大会由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人才资源处、
人才特区建设促进中心联合举办。与会代表考察了中关村的
创业环境，听取了中关村服务海外人才的相关政策，并参加
了“市长报告会”。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闫成，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主任宋丰景等领导出席会议并发言。我会

沈涛代表英国浙江联谊会前往北京参加了此次会议。	�

英国保守党年度大会于10月7-10日在伯明翰召开。会议期

间，保守党领导人与本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进行了多
次交谈。雪琳应邀参加酒会并受到卡梅伦首相(右)三次接见；
雪琳受到英国外交大臣黑格邀请参加8日晚与黑格外长的40人
小型私人晚宴；雪琳被英国财务大臣奥斯本邀请参加9日晚的
商务晚宴。10月10日，雪琳会长出席大会聆听卡梅伦首相发

表重要演讲。在50分钟的演讲中，卡梅伦首相分析了英国目
前经济状况，他警告大家英国所面临的严峻的考验和抉择。
卡梅伦首相说，在全球经济动荡的风浪中，英国“要么沉没，
要么游泳”。英国面临在全球经济的复苏竟跑中的抉择。	�

蔡依林世界巡回演唱会在10月21日席卷伦敦，在温布利体

育馆正式唱响。蔡依林自出道以来就是华语乐坛非常受瞩目
的天后级歌手，并以其充满动感与激情的歌曲和舞台表演赢
得了数以万计的粉丝。主办单位RE Entertainment友情赞助
了本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几百张演唱会票子。为了让
会员们共同分享这愉悦的时刻，本会常务副会长黄萍不辞辛

苦从发邮件到预留门票，从送票上门到会前等候，做了大量
的工作，方使得这几百张票子尽数到达会员手中，尽情享受
动感十足的音乐视听盛宴。理事会李小力、袁军等也本着为
会员服务的精神，放弃了大量休息时间，奔走在风雨中，为
会员们送票。大家度过了精彩纷呈并且难以忘怀的一晚。	�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应卡梅伦首相邀请，10月24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

府参加首相酒会。酒会期间，卡梅伦首相友好地与嘉宾们一一握手交谈，当他与
雪琳会长交谈时他亲切地询问雪琳和贝茨勋爵婚礼后的近况。卡梅伦首相很幽默
地和雪琳开玩笑，并称赞雪琳很有眼光，找到一位诚实可靠的丈夫。卡梅伦首相
与嘉宾们一一问候之后，再次向在座的各位致辞，他感谢各位一直来对他的信任
和支持，他耐不住喜悦的心情告诉大家这次活动之后他马上要再去拜见英国女王，

卡梅伦首相的致辞简短而幽默，博得嘉宾们的阵阵掌声。酒会结束后雪琳会长在
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口留影纪念。	�
	�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10月28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文莱礼堂隆重欢庆第十二届英国华文教师节，

并表彰本年度在华文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优秀教师们。国务院侨办许玉明司长(二
排左四)为团长的专家团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庆祝大会，李辉参赞(二排左二)则代表中国驻英大使馆
莅临现场祝贺。 会长伍善雄太平绅士(本会名誉会长)(二排左三)以粤语、普通话和英语三种语言表示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会会长雪琳·贝兹勋爵夫人作为侨领向老师代表敬献鲜花。本
会一向积极支持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的活动，祝贺我会常务副会长黄萍最近被邀请成为英国中文教

育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会多名理事为此会议的筹备和顺利进行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

第四届英国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10月28日在伦敦拉开帷幕。

作为欧洲最大的华语电影盛事，万像电影节四年来一直致力
于在国际平台呈现多元化的华语佳片，推动华语明星和海外
观众的互动。本届电影节与往届相比更加星光熠熠，实力派
明星纷纷加盟，共赴伦敦为华语电影海外市场宣传造势。蔡
尚君、陈建斌携威尼斯银狮影片《人山人海》为电影节开幕。

主办单位友情赞助英国浙江联谊会50张开幕式入场券。本会
会长雪琳·贝兹勋爵夫人率常务副会长黄萍，王昌南博士，
副秘书长李小力，袁军，马伯英教授等会员参加了开幕式。	�

《中国印·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作品集》英文版首发仪式

于10月31号下午在伦敦举行。该作品集收录了李岚清创作的
篆刻艺术作品461方，书法作品83幅，分为“中国篆
刻”、“世界文化”、“中国文化”、“当代中国”和“生
活情怀”五个部分。多名英国政界、出版界、文化教育界知
名人士和华人代表出席了首发仪式。英国统促总会会长单声

博士(本会永远荣誉会长)(中)，我会会长雪琳，常务副会长黄
萍，副秘书长牟桦以及唐婉玲等会员参加了首发仪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