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琳会长(右二)1月24日应邀出席第

十一届浙江省政协会议。乔传秀代表
十届省政协常委会作工作报告，徐冠
巨在会上作政协第十届浙江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为期6天的会议简约务实，雪琳会长与
其他省政协海外委员一起，认真履职，
为推动科学发展，提升民生福祉建言
献策。会议期间，浙江省省长夏宝龙
等省领导出席港澳华侨委员和港澳台
侨委特邀委员座谈会，他寄语海外委
员们：浙江永远是你们的根，让我们
共同为实现“中国梦”、建设现代化
浙江付出新努力，作出新贡献。 

 

新年伊始，为期三天的 “全英女科

学家与公众媒体”研讨会于1月4-6日
在温莎举行。本次会议由英国剑桥大
学，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和华威大
学联合举办。本次活动意在鼓励女科
学家通过公众媒体更多地投入到英国
科技教育对大众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中。
我会副秘书长李小力博士(中)作为优
秀青年女物理学家应邀参加活动，并
于研讨会的最后一天，有幸受英国国
家广播电台(BBC)节目主持人加雷丝
·米切尔和格雷格·福德邀请到英国
国家广播电台总部录制现场广播节目。 

 

浙江省侨联于1月23日晚举行浙江省

侨联四大社团新春工作联会暨西溪雅
集作品展示活动。本会会长雪琳·贝
茨勋爵夫人和常务副会长黄萍(左)应
邀参加。张维仁副主席 (右 )预告了
2013年全年品牌活动。随后，“丹青
迎盛会，翰墨抒豪情—书画名家百尺
长卷礼献十八大”西溪雅集的作品集
在现场进行展示，与会领导现场向部
分书画家赠送《西溪雅集作品集》。
省侨联秘书长周松一向雪琳会长颁发
了省侨联青年总会荣誉副会长聘书。 

 

  



杭州公共外交协会1月25日邀请来杭参加省“两会”的海外

理事举行座谈，征求对杭州市开展公共外交以及协会2013年
工作安排意见、建议。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公共外交协会
副会长张鸿建(中)、协会副会长胡泽之等出席了座谈会。我会
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常务副会长黄萍到会参加座谈。张
鸿建代表杭州公共外交协会叶明会长向各位海外理事致以新年
问候，感谢大家对杭州公共外交工作的支持并向与会人员通报
了杭州近期开展有关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海外理事表示，参与
公共外交工作是海外华侨华人的责任和优势。多年来大家在海
外一直努力促进发展祖国与住在国人民的友谊，有了公共外交
协会这个平台，今后这项工作将做得更有成效。 

 

嘉兴市侨办主任、侨联主席浦金英

(右三)，嘉兴市侨联副主席、市侨商
会会长陈亮(左二)1月27日专程前往杭
州看望参加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
身兼英国嘉兴联谊会会长的雪琳·贝
茨勋爵夫人和黄萍。浦金英向他们表
示感谢，感谢他们身在海外仍心系家
乡发展，于百忙之中回来参加“两会
”，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同时，
浦金英介绍了嘉兴自2012年以来经济
社会发展的总体概况和今后发展的目
标，希望他们能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
嘉兴的建设，有时间多到嘉兴走走，
实地考察，为嘉兴的发展建言献策。 

   

浙江省侨办陈安副主任(右二)、文教

宣传处王云奇处长于1月24日，邀请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常务
副会长黄萍和副会长谭旭英参加茶话
会，讨论中英之间的华文教育和文化
合作项目。王云奇处长介绍文宣处主
要任务是研究推动侨务宣传、文化和
华文教育工作并提出政策建议；统筹
协调全省华文教育工作；联系省内媒
体、文化团体和华侨华人传媒，开展
侨务对外宣传和涉侨文化交流活动等。
双方就海外中华大乐园和杭州寻根之
旅夏令营等合作项目进行了进一步交
流。 



欧洲杭州华人华侨妇女联合会成立仪式1月30日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来自英国、西班牙、法国、挪

威、比利时、冰岛等欧洲13个国家40余名欧洲华侨妇女参加了成立庆典。杭州市领导佟桂莉、张鸿建、
董建平等出席表示祝贺。部分中国驻欧洲各国的大使馆，浙江省有关部门以及许多旅欧华人华侨组织都
发来贺电。欧洲杭州华人华侨妇女联合会的成立对于团结欧洲华人华侨妇女将发挥独特的作用。我会副
秘书长牟桦被邀担仼欧州杭州妇女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专程前往杭州出席了成立大会。我会会员陈佳及
蒋静被邀为欧州杭州妇女联合会副会长。在此我们衷心祝愿妇女会的成立。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会长，本会名誉会长伍善雄(右三)荣获英

国纽卡索市的“市长荣誉奖”。1月31日，当地市政官员、中国
驻英大使馆李辉参赞和英国各地华人侨团代表共60人见证了伍
善雄太平绅士被授予“市长荣誉奖”证书的难忘一刻。市长杰
克·斯丽仙格称赞伍善雄MBE用文化与语言的元素，有效地促
进了各民族居民之间的沟通与了解，高度赞扬了他定居纽卡素
30多年来为当地在经济、教育和慈善业所做的巨大贡献。伍善
雄先生担任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会长10多年来，与各地华人社
团一道将中国文化向主流推广，吸引更多的英国人对汉语的关
注和学习汉语的兴趣。受邀观礼并在市长官邸参加晚宴的本会
永久荣誉会长单声博士和夫人单桂秋林、常务副会长黄萍(右)和
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会长王昌南博士(左)等纷纷表示祝贺。 

 

杭州市政协胡泽之秘书长及杭州政

协有关领导1月31曰中午在浙江国际
大洒店宴请来自英国、西班牙、法国、
挪威、比利时、冰岛等欧洲13个国
家的20多名欧洲华侨妇女代表。本
会副秘书长及欧州杭州妇女联合会常
务副会长牟桦应邀出席了此宴会。胡
泽之副秘书长对欧州杭州妇女联合会
的成立非常支持。是日晚间，杭州妇
联主席魏颖及杭州妇联的姐妹们在杭
州之江饭店馆为各国华侨妇女代表举
行了庆祝宴会。 

 



本会副秘书长及欧州杭州妇女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牟桦(后右三)应邀代表英国出席了杭州海外联谊会主

席金志强(前中)、副部长徐祖德率联络处虞海青及龚俊义等一行2月1日中午在中国杭帮莱愽物馆杭州味 

新春伊始，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为大家献上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主题讲座。主讲分为衣和食两个方面，介绍了中国传统汉服
特色和中华美食类别和餐桌文化。来自汉风社的殷文成先生以“
华夏有衣襟带天下 ”为主题为大家讲述汉服的起源以及汉服的特
点类型和汉服的发展及复兴运动。美食家李建勋先生介绍了几款
健康美味的烹饪食谱，亲自现场制作美食邀请大家品尝。与会嘉
宾在热烈轻松愉快的气氛下度过了难忘的传统中国小年，深切感
受到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服饰与华夏美食的魅力。身为本会名誉
会长的单桂秋林院长说，她希望通过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的讲座，
让每一个海外的华人凝聚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应
有的贡献。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于2月4日成功举办了“春节联欢暨中文学校助学金颁发典礼”活动，中国驻英

大使馆唐立总领事、李辉参赞、我会雪琳会长，全英56所中文学校的教师代表及各界嘉宾欢聚一堂，
喜迎新春。我会名誉会长、促进会会长伍善雄太平绅士总结了过去一年促进会为弘扬中华文化，发扬
英国华人办学精神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唐立总领事高度赞扬了促进会长期以来的工作，称其踏踏实实、
卓有成效；他感谢在座侨领、侨胞、各界人士以及中文学校所有教职员工为推动中文教学工作、弘扬
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努力。本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促进会秘书长的黄萍女士主持了和欧洲时报联合举办
的《两岸一家亲文集》首发仪式。唐立总领事和伍善雄会长为文集签名。 

道的宴会。被邀前来参加宴会的有来
自英国、西班牙、法国、挪威、比利
时、冰岛等欧洲13个国家的20多名欧
洲华侨妇女代表。金志强、徐祖德分
别致词，对欧杭妇会的成 立表示热烈
祝贺。他非常支持欧洲杭州华人华侨
联合会的成立，希望欧州杭州妇女联
合会把工作落实到实处，为当地的华
侨华人妇女们提供帮助。 

 

 

  



在蛇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刘晓明大使及

夫人胡平华2月4日晚在大使馆举行新春招待会，旅英各界侨胞、
学生学者及中资机构代表近500人出席了招待会。我会会长雪琳
贝茨勋爵夫人，常务副会长黄萍，副会长张巧巧、廖秀琴与多
名会员应邀参加。刘晓明大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给大家
拜早年。他说2013年是中国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我们期待着中英关系新年新气象，我们愿与英方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也期待
大家在努力发展自身事业、学业的同时，继续心系祖国，维护
祖国统一大业，共同为祖国的振兴增添力量！ 

 

由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CAFE)举办的离岸人民币交易论坛于2月5日举行，来自欧美亚各大银行高管、

中英金融行业和相关行业的精英人士、英国社团侨领及商学院的优秀学生等100余人参加了论坛。主题
演讲嘉宾包括来自英国财政部、巴克莱银行，中国银行，美国美林银行等高级主管。我会顾问，金融家
协会会长、美国美林银行董事总经理王昌南博士致欢迎词，他表示将来会举办更多专业论坛或讲座，进
一步加强金融业的专业人士间的交流合作。中国驻英大使馆李辉参赞高度评价了协会过去一年的成绩，
认为这是一个很专业、很有凝聚力的协会，会员们不仅学有所长，支持公益，对社会作出贡献。本会理
事李颖为此次会议提供了场所，单声博士、单桂秋林、黄萍、李小力等也出席了酒会。 

本会副会长廖秀琴2月8日带领伦敦普通话简体字学校学生参

加了伦敦第一届春晚，二名七年级学生为500多观众表演了相声
《我对古诗有研究》，说学逗唱，把所学的语言技巧发挥的淋
漓尽致，引得台下笑声连连，掌声一片。2013英国春晚是英国
华侨华人第一个春节晚会，由英国多个社团共同打造，节目精
彩，让伦敦观众享受了一个特色中国年。廖秀琴副会长长期致
力于普通话简体字教学，经常组织学生参加英国各地的中国文
化表演和知识竞赛，伦敦普通话简体字学校倍受当地华侨华人
和主流的喜爱，学生人数稳定增长，学校规模越来越大。 

  



大年三十的2月9日，伦敦华埠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英国

广东华侨华人联合会在顶好大酒楼举行国务院侨办“文化中国·
四海同春”艺术团欢迎会及广东会第六届执委会就职典礼。国侨
办国内司司长赵昆(中)、广东省侨办副主任郑建民、中国驻英大使
馆李辉参赞，我会永久荣誉会长单声博士、单桂秋林、黄萍、郭
亿等和各社侨领与英广东会会员近一百三十人一起分享了这喜庆
的日子。第六届新任会长黄亮在致辞中感谢国务院侨办、广东省
侨办组织的艺术团为旅居英国的侨胞带来的艺术表演，使海外侨
胞感受到了来自祖国的关怀，并衷心地预祝艺术团的演出成功。 

 

英国浙江联谊会于2月6日再次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新春联欢晚会，160多位会员及嘉宾满怀新年喜悦前

来参加。中国驻英大使馆唐立总领事(前左三)和李辉参赞(前右三)前来致贺，带来了中国政府对海外游
子的问候。英国国会上议院副议长麦克·贝茨勋爵(前中)则带来了英国政府对中国移民的殷切希望和诚
挚祝福。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教授(前排右二)也应邀参加。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代表联
谊会致辞。伦敦的多位理事在雪琳会长的带领下，在黄萍、廖秀琴和李小力的积极配合下更是昼夜辛苦
安排晚会事宜。当晚联谊会的义卖是本次晚会的重点，义卖所得款项数目不菲，一如既往捐献给英国中
文教育促进会。这种善举再次证明英国华人社团与英国中文教育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及积极作用。 

由中国国务院侨办组派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赴欧洲艺术团

于2月11日晚在伦敦LYCEUM剧院举行慰侨专场演出。中国驻英国
大使刘晓明(后左五)到现场观看演出，晚会结束后慰问演员并祝贺
演出成功。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们倾情献艺，并与观众热情互动，现
场气氛非常热烈。艺术团带来歌舞、声乐、器乐、武术等多种艺术
形式，让旅英华侨华人感受到浓浓的乡音乡情。演出尾声应伦敦华
埠商会会长谢贵全提议，我会多位会员和全场观众一起在领舞的带
领下，伴着动感的音乐一起跳起《江南Style》。 

 



本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应英国保守党妇女协会邀请参

加酒会，英国文化事务大臣玛丽亚·米勒(左)为主讲嘉宾。雪
林会长就中国人来英旅游签证难和学生签证难问题和内阁大
臣米勒友好地交换了意见，雪林会长列举了目前中国游客来
英人数只有去法国旅游人数的1/8，留英学生因签证问题工作
难等问题使英国失去许多机会等等。内阁大臣米勒明确提出
英国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开放和使得旅游变得更加便利，
她表示欢迎中国游客，英国政府将力争尽快简化中国旅游者
签证程序。英国政府已拿出800万英镑公关宣传资金，力争将
年度来访英国的中国游客人数从目前的15万增加到50万人次。 

 

卡梅伦首相2月12日在唐宁街10号

首相府举办中国春节招待会，应邀前
往嘉宾包括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夫
妇，英国上议院副主席麦克·贝茨勋
爵，驻英中港台大银行及企业代表等
数十名人士，我会雪琳会长·贝茨勋
爵夫人(左二)、常务副会长黄萍(右)及
我会顾问、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会长
王昌南博士(左)等荣幸应邀出席。卡
梅伦首相(中)与参会嘉宾友好握手交
谈。当卡梅伦首相见到雪琳会长时，
他主动上前与雪琳会长友好拥抱问候，
并称赞雪琳会长今晚的红色旗袍特别
漂亮，雪琳会长一一把身边的几位嘉
宾 

国侨办国内司司长赵昆(前中)在李辉

参赞(前左)陪同下率领“文化中国•四
海同春”艺术团领导和演员于2月11
日出席我会欢迎午宴，雪琳会长和常
务副会长黄萍、副秘书长李小力等参
加。赵昆司长代表国侨办主任李海峰
向联谊会朋友致以新春祝福，对我会
促进侨社和谐发展以及大力弘扬中华
文化表示高度赞赏。雪琳会长对代表
团表示欢迎，“四海同春”艺术团来
英进行慰侨访问演出，充分体现了祖(
籍)国对海外中华儿女的关心和爱护。 

 

 

宾介绍给卡梅伦，首相兴致盎然，表示非常支持中国投资商来投资。卡梅伦首相发表讲话，表示借蛇
年新年机会大家欢聚一堂，庆祝英中两国间“深远和丰富”的关系。他回顾北京和伦敦奥运会成功举
办，誓言将致力于拓展英中关系挖掘合作潜力。最后，他微笑着用中文对大家说：“新年快乐！” 



联谊会成员旅英抽象艺术家余晓(中)2月12日应邀参展了‘再

生长’－首届华人当代艺术双年展。展览在亚洲之家举办，21位
华人艺术家的作品与公众见面。余晓的作品《破坏之力》在此次
展览中展出，她的作品专注破坏重组后得新秩序，在画面上有意
制造新的平衡关系，很好的结合了西方艺术创作的思考和中国元
素的个人化运用，在开幕酒会上得到许多来宾的喜爱和赞赏。英
国著名的抽象艺术家、皇家艺术院士、YBA成员之一的Fiona 
Rae RA(右)亲临现场向余晓道贺和支持，与她就《破坏之力》和
为年底个展准备的大型绘画装置的创作思路，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并在她的作品前合影留念。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和先生贝茨勋爵2月18日拜访了

著名华人社会活动家，美中国际合作委员会陈香梅女士(右)。雪
琳会长向87岁高龄的陈香梅女士表示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并介
绍了近几年英国浙江联谊会在英国取得的成绩，对陈香梅女士几
十年来为促进中美友好，推动两岸交流，支持中国发展而辛勤工
作感到非常钦佩，她希望陈女士保重身体，继续为中美民间交流
交往做出更大贡献。陈香梅女士感谢雪琳会长来回7个小时的火
车专程从纽约到华盛顿拜访她，她愉快地回忆起去年访问杭州的
情景，她向雪琳会长介绍了浙江大学正在建造陈香梅文化中心，
陈香梅女士是浙大的名誉教授，雪琳会长是80年代就读浙大八年
的高材生，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谈到浙大，大家的共同语言更
多，雪林会长热忱邀请陈香梅再次访问杭州，下次希望在杭州相
见。雪琳会长赞叹：陈香梅女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 

 

 

在首相府中国春节酒会尚未结束的2

月12日晚，本会常务副会长黄萍、顾
问王昌南和英国中华总商会会长张劲
龙、副会长何其华赶到中国城大酒楼
参加英国中华总商会举办的“文化中
国·四海同春”艺术团欢送晚宴。赵
昆司长在宴会上深深感谢英国老朋友
的盛情，表示本次来英慰侨演出，让
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了解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善。
英国中华总商会秘书长何作军感谢艺
术团的精彩表演并再次感受到了中国
春节的活力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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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北京华文学院郭熙副院长、李雪静主任、招生办主任陈亦斌一行到达伦敦，

展开英国考察交流。由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会长伍善雄MBE主持的新闻发布会2月19日在伦敦华埠举
行 

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 2 月 20 日在伦敦白厅的 

Banqueting House举办大型新春酒会,展开连串庆祝蛇年活动。
新任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吴丽敏在伦敦新春酒会上
发表她履新后首次重要演说，她表示香港与英国之间丰富的历
史联系使香港成为英国在亚洲的理想伙伴。她表示我们维持及
扩展了本身的核心优势，例如法治、言论自由、公平的营商环
境、廉洁的社会、简单的低税制、以及与中国大陆及亚洲的强
大联系。她表示亚洲只有两个经济体系获得三A信贷评级，我们
是其中之一。香港连续19年被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吴
丽敏呼吁英国商界利用香港与中国大陆及亚洲的强大联系，她
指出香港与英国的合作范畴包括贸易、金融、法律服务、艺术、
文化及教育。出席酒会有我会永久荣誉会长单声博士、名誉会
长单桂秋林、我会顾问严根琴、副秘书长牟桦和陈佳。  

 

本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右)和先生贝茨勋爵(左)2月21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受到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得·朗斯基-蒂芬
索(Peter Launsky-Tieffenthal)(中)的接见。朗斯基-蒂芬索副
秘书长转达了潘基文秘书长的亲切问候，双方就促进世界和平，
奥运休战主题友好地交换了意见。他很钦佩贝茨勋爵去年为了
世界和平为了奥运休战单人徒步4800公里的行为，并认真地
听取了麦克提出的关于奥运休战的下一步计划，联合国其它有
关部门官员也参加会谈并提出一些建议，大家达成共识，希望
在明年的冬季奥运会和青年奥运会均能更好地宣传奥运休战，
让世界和平的理念能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朗斯基-蒂芬
索副秘书长最后友好地与贝茨勋爵夫妇合影留念。 

 

，当天出席推介会的有主要媒体的总
编、记者、校长、老师和侨领共三十
多人。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自1995
年始，每年暑假组织华裔青少年到北
京华文学院参加汉语学习夏令营。经
历了18年的交流合作，促进会已成
为北京华文学院最密切合作的海外文
教单位之一。我会常务副会长兼促进
会秘书长黄萍为协助接待代表团并组
织了本次新闻发布会做了大量的准备
工作，使得推荐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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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于2月22日在伦敦举办了两岸统一及钓鱼岛事件论坛。全英华人华侨中

国统促会总会长单声博士(前中)、中国驻英使馆李辉参赞(前右五)、单桂秋林、伍善雄MBE、我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黄萍、副秘书长牟桦等出席研讨会。单声会长首先对中国沿海局势做了分析，他强调两岸统
一的重要性，并从历史及法理上论证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岸统一合情合理合法。他呼吁全国
人大立法制订统一时间表，这样将可能在2016或2026年大选中迎来倡导统一的领袖人物，两岸统一才
指日可待。李辉参赞高度评价了此次论坛的作用。他表示，国家政策出台离不开海外侨胞的智慧，国家
统一大业亦然。他鼓励大家积极献计献策，“或许一句话就能就影响到两岸的统一。” 

 

  

由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主办的“对话陈薪伊导演‘戏剧

宗教’”于2月24日在伦敦举行。聆听讲座的嘉宾包括我会永远
名誉会长单声博士在内的爱好中国戏剧文化的近180位中英人士。
陈导首先以自己的几部作品为线索，幽默但不失锋芒地阐述了
她的戏剧观--自由和以这种精神感染所有人的宗教情怀。稍后在
与英国‘子午社’创办人苏立群先生对话环节，两位大师对中
国历史、政治和戏剧艺术的关系进行深刻剖析，强烈反省了程
朱理学、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为政治服务等观念给艺术带来
的破坏和误导。我会常务副会长黄萍、副秘书长牟桦、陈佳等
与会者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元宵节享受了一场精神盛宴。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于2月23日给

中文教师们送上了新春礼物--中文教
师培训系列之一：GCSE和GCE辅导
讲座。北京华文学院的推介会也借教
师培训的良机在这儿隆重召开。从各
地赶来的一百多名中文老师济济一堂
学习、聆听。会长伍善雄MBE(我会
名誉会长)热情推介了北京华文学院
的各种课程和夏令营项目并欢迎老师
和同学们关注中文促进会网站，早日
咨询报名。www.ukapce.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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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融城和西敏寺市保守党协会2月26日在唐人街顶好酒店隆重举行新春晚宴，中国驻英大使馆刘

晓明大使(前右五)，英国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皮克尔斯(前中)、英国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及副主席贝
茨勋爵、伦敦市副市长麦特豪斯(前左二)、保守党上下两院及欧洲议会部分议员、企业界和华侨华人等
170多人参加了晚宴。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前左四)为本次活动筹委会负责人之一。晚宴开始前，
刘大使和内阁大臣皮克尔斯共同为舞狮表演点睛，皮克尔斯大臣和刘晓明大使先后在晚宴中致辞。皮克
尔斯高度评价华人社团为英国做出的贡献，表示华人社团已深深融入英国社会的“基因”。刘晓明大使
讲话中希望中英关系在保守党主政期间得到新的更大发展。希望保守党当政者深思，也需要各位保守党
议员、党员和CLWCA这样的基层组织来共同思考和共同推动。晚宴上，雪琳会长与刘晓明大使和皮克
尔斯大臣友好交谈，雪琳会长表示愿为促进中英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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