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与英

国中华总商会联合主办的“文化中
国·名家讲坛（伦敦专场）”于1
月8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礼堂
隆重举行。该讲坛的主要嘉宾为由
中国国务院侨办发起、四川省侨办
负责组织的“文化中国·名家讲坛 
”讲师团，在李群调研员的组团带
领下不远万里赶赴伦敦。本次在伦 

我会会员青年艺术家余晓于1月7

日晚应菲律宾著名行为艺术家
David Medalla和英国著名艺术评
论家Guy Brett的邀请，参加在英
国泰德美术馆学术大厅举行的展览。
余晓应邀发言，参与讨论SIGNAL
画廊的历史意义并出席了之后举办
的庆祝酒会。本次活动部分内容将
收录在余晓今年即将出版的新书
《英国当代艺术名家访谈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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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我会会长雪琳·贝茨

勋爵夫人收到了来自伦敦唐宁街10
号首相府卡梅伦首相的圣诞贺卡，
这不仅仅是卡梅伦首相夫妇的真诚
问候，更是对雪琳会长多年来为中
英两国交流合作所付出努力的认可
与赞赏。据英国媒体报道，卡梅伦
首相2013年圣诞贺卡在全世界范
围内只寄送2000张。能够连续四
年登上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圣诞贺卡
名单，雪琳会长感到十分荣幸。 

敦举办的讲坛中，文化名家王启涛及徐希平两位教授共同为当地华人华侨上了一堂精彩纷呈的巴蜀
文化课。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李辉参赞、我会永久荣誉会长单声博士、荣誉会长桂秋林女士、我会常
务副会长黄萍、副秘书长牟桦和陈佳以及各界华人华侨代表和文化爱好者一起出席活动并领略了巴
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雪琳会长1月15日应邀出席浙江省政协第十一届第二次会议。

乔传秀主席代表十一届省政协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为期6天
的会议简约务实，雪琳会长与其他省政协海外特邀委员一起
认真履行职责，为推动科学发展、提升民生福祉建言献策。
会议期间，浙江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邀请部分海外
委员担任特约信息员，在聘任仪式上，雪琳会长代表发言：
“感谢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处事委员会聘任我担任特约信息员，
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将充分发挥‘顺风耳’、
‘千里眼’的作用，积极做好特约信息员工作。” 

 

抬头见喜，喜气临门，跃马迎春，

春风扑面！在中国新年前夕，著名
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的孙女、英国
华人著名律师朱小久邀请了我会永
久名誉会长单声博士和单桂秋林夫
妇、我会会长雪琳和她的先生贝茨
勋爵等去她家吃团圆饭，她还邀请
了上海私房菜大厨李建勋给大家做
私房菜。席间我会名誉会长、中华
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单桂秋琳给大
家献上了一曲《绿岛小夜曲》。在
热闹愉快的氛围中，大家深刻感受
到在外华人对祖国的思念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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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品牌活动“中华风韵”的组成部分，由甘肃省歌舞剧院带来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

1月11日在伦敦再现了敦煌的艺术传奇，为英国观众带来了纯正而震撼的艺术体验。我会众多会员
观看了演出并为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所感染。《丝路花雨》首创于1979年，30多年长演不衰，被
称为 称为“中国第一舞剧”。剧院的艺

术总监陆金龙先生介绍说，《丝路
花雨》取材于世界文化宝库——敦
煌莫高窟的壁画艺术，且通过舞蹈
等艺术形式，力求达到最佳的艺术
效果。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演出
开始前致辞说：“《丝路花雨》在
新年伊始来到伦敦演出，拉开了本
年度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大幕。
《丝路花雨》的首演是我们文化交
流的新亮点，也是中国人民送给英
国人民的新年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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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会员青年艺术家余晓受北京

798艺术园区法国HDM和维画廊展
览邀请，参与了展览―《新抽象―
第一回》并出席了1月18日在北京
798的开幕式。她所参展的几件作
品 《 四 十 乘 四 十 的 0 度 》
《Talking Thinking On Drawing》
等，在开幕VIP预展前就售罄。英
国最年轻的特纳奖得主著名艺术家
Wolfgang Tillmans 1月24日至1月
29日期间在北京考察期间，在我会
会员青年艺术家余晓的陪同下参观
游览了798艺术园区。 

中国驻英国使馆1月16日在伦敦

举行新春招待会，我会常务副会长
黄萍及多名会员和旅英华侨华人、
留学生和中资机构代表500余人欢
聚一堂，喜迎农历甲午年新春。招
待会上，刘晓明大使首先向所有旅
英华侨华人、留学生和中资机构人
员拜年，祝大家马年龙马精神、跃
马扬鞭、马到成功。随后，刘大使
回顾了过去一年里中国经济、社会、
外交、国防等各方面的发展成就，
对未来一年的发展前景做出了展望。 

我会会员青年艺术家余晓受好友

英国皇家院士著名抽象绘画艺术家
Tess Jaray的邀请，参加了Tess在
皮卡迪里皇家艺术院举行的新书发
布会，伦敦艺术圈内许多重要艺术
家和业内人士参加了本次活动。此
书经过3年的准备和整理，收纳了
艺术家Tess Jaray 50多年艺术生涯
中不同时期的作品和研究。余晓曾
在2012年帮助参与过并见证了Tess
这本书的整个筹备过程，在新书发
布会上Tess Jaray向余晓表示感谢，
并赠送了亲笔签名的新书。 

 



了来自使馆的新春祝福。我会会长雪
琳·贝茨勋爵夫人和贝茨勋爵，黄萍
常务副会长穿着喜庆的唐装引起一片
赞叹。大家互相恭喜祝贺之余畅谈时
事和交流感情，开心地拍了一张又一
张的全家福，都说能在海外热热闹闹
地过这么传统的新年感觉十分温馨。
英国传统文化研究院桂秋林院长还当
场为雪琳会长颁发了名誉会长证书，
为黄萍常务副会长颁发了顾问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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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副秘书长牟桦应邀出席1月19日英国广东华侨华人联合

总会举办的春节联欢会。来自英国四面八方的华人华侨和广东
会的会员朋友聚集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庆祝中华民族最大的传
统节日----新春佳节。主办者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中英帅哥美女
担当主持，邀请英国时尚乐队和华人演员同台演出，还排演了
群狮贺岁庆新春，让整个剧院充满了喜庆的气息并洋溢着节日
的欢愉。前来参加联欢会的来宾以及广东会的会员朋友共有三
百多人将剧院围得水泄不通，被特邀出席联欢会的嘉宾有中国
驻英大使馆李辉参赞、范中华领事及我会名誉会长，英国中华
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桂秋林等。 

 

我会副会长、CABI成员国事务主任

张巧巧博士与同事成功举办了CABI第
393届成员国执行委员会会议。该次
会议被誉为近十年来最成功的一次会
议。与会代表充分肯定了CABI在
2013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为世界农
业和粮食安全做出很好的贡献，尤其
是“植物智慧”项目所做出的贡献。
中国使馆科技处胡志宇代表中国农业
部在会上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中国-
CABI联合实验室的工作，争取将它发
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实验室, 同时继续
支持“植物智慧”在中国的推广。 

 

我会永远名誉会长，英国华人华侨统一促进会会长单声博士，携夫人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

长桂秋林女士，1月23日在宅邸设家宴款待在英华人华侨翘楚及青年精英，并应邀为中国驻英国大
使馆领事处题写春联。李辉参赞代表领事处接受春联，他感谢单声博士夫妇做出的杰出贡献并送去
了 



首期剑桥中国论坛于1月25日下午

在剑桥大学的Trinity College成功举
办。我会永久荣誉会长单声博士与
夫人桂秋林女士作为特邀嘉宾做客
剑桥中国论坛。单博士与大家分享
了自己的人生奋斗成功经历。从抗
战时期传奇色彩的波折童年到奋斗
成为法国巴黎大学的首个华人法学
博士，从搜集海外流失文物捐赠祖
国到团结全球华侨促进两岸发展统
一，一个个传奇故事无一不使大家
产生强烈的震撼与油然而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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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1月28日隆重举办了春节联欢暨“中文学校助学金”颁发典礼。中国驻英大使

馆唐立总领事和李辉参赞、热心于华文教育的侨领、学校代表度过了一个喜庆的时光。本会名誉会长，
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伍会长在欢迎词里对促进会一年的活动进行全面回顾，并感谢驻英使馆、在英侨
领和众多义工对华文教育的关心和支持。唐立总领事在致辞里感谢大家在海外为中文教育的推广所做
出的努力，李辉参赞为中文学校助学金募捐而激情满怀地演唱了《爱的奉献》。单声博士、文祖逑代
表老侨领，我会雪琳会长代表新侨领发表感言，我会常务副会长黄萍为年刊首发仪式发言。我会副会
长廖秀琴代表所有学校发言并感谢促进会对中文学校的支持和对校长以及老师们的关怀和尊重。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先生及夫

人胡平华女士1月29日晚出席了由
全英中国学联举办的中国梦——
2014年全英春节晚会。当晚近千
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喜迎中国年。
大使夫人胡平华女士、使馆教育处
沈阳公参与全英学联主席李琦博士、
我会永久荣誉会长单声博士及夫人
桂秋林女士登台与全体演职人员合
影留念。2月份，全英中国学联陆
续与牛津、剑桥、利物浦等地方学
联合作，给各地学子献上这台春晚。 



马年新春伊始，上海联合会在伦

敦唐人街新龙凤大酒楼举办了热闹
非凡的迎春晚会，晚会邀请了中国
驻英大使馆李辉参赞、我会永久名
誉会长单声博士和夫人桂秋林女士、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及先
生。李辉参赞在致辞中特别赞扬了
“马”的优良秉性，上海联合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严根琴女士代表葛奇
会长祝大家新春快乐并感谢广大会
员们对联合会的一贯支持。 

乐观、勤奋等，他也秉承了马的精神。卡梅伦表示，中国成功让七亿人民脱贫，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
快，中国在本世纪晚期也将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英中两国将为两国人民的利益继续紧密合作。
他形容英国华人是“最勤奋努力的”，并最后用普通话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获得在场嘉宾的掌声。 

2月1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伦敦商务孔子学院在英国议会大厦举行了迎新春招待会。英国上议院副

议长贝茨勋爵和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主持了招待会，我会多名会员和近200名英国银行业、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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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企业界、媒体、学术界以
及伦敦华人代表和英国友人出席了
本次活动。渣打银行亚洲部主席
Thomas Harris爵士、中国驻英大使
馆教育处公使参赞沈阳先生、伦敦
商务孔子学院的英方院长等致辞，
并向大家祝福马年吉祥。招待会期
间，中英与会人士亲切交谈、深入
交流。在这个充满喜庆的日子里，
互相祝福，并对这次活动给予高度
评价，对新的一年也充满了期待。 

马年新春大年初四，英国首相卡

梅伦(右三)在唐宁街10号举办新春
招待会，共庆中国新年，以期进一
步强化英中两国关系。当天首相府
挂起红灯笼并贴上中国“福”字，
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新春气息。我会
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和中英两
国工商、金融、文化等领域逾百名
人士受邀出席了招待会。生于1966
年的卡梅伦首相，首先幽默地表示
今年是他的本命年，马象征着强壮、 



2014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欧洲艺术团3日晚在伦敦著名的
Lyceum剧院为当地华侨华人送上
了一台精彩绝伦的春节晚会。国内
知名艺术家们带来了舞蹈、魔术、
杂技、相声、歌唱、二胡琵琶演奏，
现场不断掀起一个个高潮。“文化
中国•四海同春”是中国国务院侨
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举办的“文
化中国”系列活动之一。我会特地
组织众多会员观看本次演出，大家
都称赞这场演出是近年来最好的。 

尊师重教优良传统以及学生勤奋好学的精神面貌给予充分肯定；同时表示双方应继续扩大学生交流，
欢迎更多中国学生来英留学，鼓励更多英国学生赴华学习，为中英两国密切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2月3日，率团来英进行“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慰侨演出的代表团团长、北京市侨办主任李印泽和

代表团领队、国侨办人事司司长刘继坤专程在伦敦举办了座谈会。中国驻英使馆李辉参赞、伦敦华
埠商会主席邓柱廷、我会名誉会长、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会长伍善雄、我会常务副会长黄萍和其他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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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领应邀参加，并就海外华文教育、
夏令营安排、交流合作以及回国探
亲旅游申办签证的困难等方面进行
探讨。李印泽主任表示：北京市侨
办愿意成为海外华侨华人和北京市
之间的“媒人”；将主动通过了解、
走访，促进双方间工作具体对接，
并全力保证各项服务更到位。 
 

保守党华人之友2月4日成功举办

迎中国马年庆祝晚宴，特别邀请英
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中) 、中
国驻英使馆教育处沈阳公参、上议
院，下议院多位国会议员及政、商
界140多位嘉宾出席，我会会长雪
琳•贝茨勋爵夫人携我会多名会员
参加盛会，就大家关注的英国教育
和戈夫大臣进行深入交流。戈夫大
臣在演讲中结合自身访华经历，对
中国经济、教育的快速发展，华人 

 



望联谊会进一步在英大力宣传浙江省的优良投资环境，大力推广嘉兴、金华的招才引资项目，让各
个工作站的工作顺利开展，并争取让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开花结果。席间唐立总领事为大家演唱了
歌曲《把根留住》，一举筹得善款1480镑。加上拍卖各种赞助品所得款项，总计2526镑全数捐给英
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作为我会为中文教育所尽的绵薄之力，将晚会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吴丽敏2月6日于伦敦白厅举行中国新春酒会。出席嘉宾包括我会会

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和贝茨勋爵、我会永久名誉会长单声博士、我会名誉会长桂秋林女士、副秘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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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牟桦和理事陈佳及各界代表。吴
丽敏向嘉宾简介香港去年的成就，
介绍香港最新的基建项目，包括广
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桥、
启德码头、西九文化区以及在九龙
东及东大嶼山发展两个新核心商业
区的建议。同时介绍了香港如何利
用其作为中国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
位协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她总结
说以上种种都可为英国带来商机。 
 

本会马年春节联欢晚会2月9日嘉

宾满座，热闹非凡。中国驻英大使
馆唐立总领事和李辉参赞及众多新
侨、老侨欢聚一堂。唐立总领事和
麦克•贝茨勋爵分别致辞，表示在
英侨胞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努力为
家乡建设牵线搭桥，提供帮助，值
得钦佩。他们希望英国浙江联谊会
继续努力为中英经济合作做贡献，
取得更大的进步。雪琳会长总结了
一年工作，她感谢大家的关爱，希 

伦敦威斯敏斯特市立查宁阁图书

馆2月8日举行2014年马年庆祝活动。
我会永久荣誉会长单声博士及夫人
桂秋林女士受邀出席。查宁阁图书
馆是伦敦威斯敏斯特区政府下属之
公益文化机构，是目前英国中文藏
书量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三市社区
发展负责人Mike Clarke致开幕词，
随后进行赠匾仪式，单博士将墨宝
赠送给查宁阁图书馆并鼓励在场观
众“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2月11日应邀出席英国议会跨

党派中国小组和英中贸协联合举办的马年新春招待会。中国
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英国国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主席格雷厄姆
(中)，英中贸协总裁傅仲森，前副首相杰弗里•豪以及几十名
上议院，下议院议员，200多名中英工商、教育文化界人士
出席。刘大使在讲话中回顾去年中英两国经济发展成就，介
绍中英关系重回正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祝
愿中英关系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进展，并希望议会跨党派
中国小组、英中贸协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应邀出席伦敦西敏市华人保守党2月11日新春晚宴，其他嘉宾有保守

党副主席Alok Sharma议员、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公参项晓炜等。西敏市华人保守党主席是叶谋迪
谋叶 

为了庆祝和欢迎中国马年现年，

在本会常务副会长黄萍的多方联系
和伦敦美国学校外语系徐兰婷主任
的全力支持下，该校在2月11日马年
伊始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型的
中国文化摄影展。总校长Coreen 
Hester女士热情地迎接了应邀前来
的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先生的夫人、
使馆阳光学校校长胡平华女士等一
行。胡平华女士先用中文祝贺大家
新春快乐，得到了学生的热烈回应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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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有马兆融、林光、叶观华等
参加了晚宴。当晚热闹非凡，130
多位中外嘉宾其乐融融地共度马年
新春。英国首相卡梅伦为本次中国
新春活动发来贺信，恭贺英国华人
新春愉快，卡梅伦首相肯定了去年
中英政经外交成绩并鼓励众多华人
参议政治。同时，CLWCA华人保
守党副主席林光先生也表示华人参
与政治逐年增多，希望在良好的环
境氛围下共同在异国打造和谐家园。 
 
 

随后她用英文致辞。她表示身为大使夫人和阳光学校校长，希望进一步加强中美之间文化教育方面
的合作。她的风趣讲话得到师生们的阵阵掌声。黄萍说自己孩子在美国学校已经9年，这是学校第
一次做大型的中国文化项目，更是第一次和中国驻英使馆建立联系，在学校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
义。她希望这次活动将给学生带来一股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的浪潮，对促进中美文化交流起到积极
作用。 



我会常务副会长黄萍及我会顾问、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会长王昌南博士于2月13日应邀参加了伦

敦首府俱乐部中华会的庆祝元宵节晚宴，中英各行业精英80余名嘉宾出席了晚宴。伦敦首府俱乐
部主席白乐威爵士致欢迎词，向在场嘉宾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王昌南博士作为嘉宾致辞，他回顾 

英国轿车品牌宾利 Bentley，携手英国高级男装品牌

Gieves_Hawkes、世界马匹福利保障组织于2月20日晚一起
举办了慈善拍卖会，主持人是中国马术选手华天。我会常务副
会长黄萍及顾问、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会长王昌南及200余名
中外嘉宾应邀出席。现场展示的1955年产宾利车曾到中国拉
练，马力依然强劲；1929年产宾利更是无法复制的经典，舒
适程度不逊于现代汽车。拍品在半小时内竞拍一空，其中几项
由几位中国买家拍得。部分收益将捐赠给世界马匹福利保障组
织。华天表示很高兴通过这种方式庆祝马年，让大家了解英国
马术运动及英国优质品牌的文化和历史。 

欧洲杭州华人华侨妇女联合会成

立一周年的庆典晚会2月15日在伦
敦中国城大酒楼举行。出席晚会的
嘉宾有中国驻英使馆李辉参赞、我
会永久名誉会长单声博士和夫人桂
秋林女士等。我会副秘书长、欧洲
杭州妇女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牟桦女
士代表欧洲杭州妇女联合会向到会
的嘉宾们致以新春问候。对这一年
来妇女会姐妹们取得的成绩作了简
要地总结，希望欧杭妇女会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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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年来中英之间的重大贸易合作
及金融发展，展望了进一步合作的
前景，希望在马年中英双方抓住时
机，创造经济合作奇迹。伦敦首府
俱乐部总经理约翰精心安排了中国
厨师制作精致的晚宴，提供了丰富
多彩的抽奖奖品，并邀请了专业的
中国民族音乐家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大家的支持。李辉参赞在致词中充分肯定了欧杭妇女会一年来的工作和成效，同时也对该会在新的
一年里的发展壮大给予了极高的期望。我会理事、欧杭妇女会副会长陈佳女士应邀作晚会主持人。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应邀出席2月24日英国国会跨党

派东亚商务小组在议会举行的中国企业与品牌100强推荐会，
英国众议员向英国强力推荐了众多中国品牌。随着全球瞩目的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品牌，
提升中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中国企业需要更多的向世界介绍
和推广。此次推荐会向大家公布了2014年度中国最有价值的
100个品牌，每个品牌都反映了中国消费者的一个“中国梦”。
但“中国梦”并不单纯指获得物质财富，人们还希望改善健康、
提高个人幸福感并更好地平衡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 

 

 

青年艺术家余晓受邀参加了知名

韩国艺术家Chan-Hyo Bae组织的
韩国年度展览4482傻傻派瑞的开幕
式，在泰晤士河边OXO塔楼成功举
行开幕预展。展览得到了韩国艺术
文化中心和韩国使馆的支持，相关
人员出席了展览开幕式。今年的伦
敦 ART14 在伦敦西区的 Olympia 
Grand开幕，该博览会积聚了来自
39个国家的画廊。艺术家余晓受邀
参加了的VIP预展及众多讨论会。 

 

 

英国华侨华人在伦敦华埠商会主

席邓柱廷的倡议下于2月28日在伦敦
举办座谈会，支持中国确定9月3日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各社团负责人纷纷
表示，华人华侨虽然人在异乡，但
时刻关注祖籍国的发展，呼吁年轻
一辈的华人华侨牢记历史，不忘过
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会常
务副会长黄萍代表本会发言表示，
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此次国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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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立法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有助于海外同胞举办相关纪念活动。而此次设立
国家公祭日是从法律层面提高了纪念等级，对于当下我们维护稳定、和平的世界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