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荣幸受邀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34位海外华人代表一起列席今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并荣任小组召集人。雪琳会长和海外代表们3月3日听取了俞正声主席作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3月5日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
作报告。会议期间，雪琳和其他代表们多次参加了小组讨论，就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俞正 

我会副会长廖秀琴女士(左四)3 

月4日在海克尼社区学院接待了王 

原平副校长率领的九江职业大学
访英代表团。由廖秀琴副会长穿
针引线，该代表团受到了海克尼
社区学院的热情欢迎和接待。该
院院长和国际合作部部长为九江
访英代表团做了题为英国教育体
系和质量监控专题讲座，使他们
对英国的教育形势有所了解。目
前，双方学校正在考虑进一步加
强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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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主席的报告以及海外华文教育
等专题展开热烈的探讨；并与国
侨办、全国侨联、外交部、致公
党等小组一起交流讨论，进言献
策。代表们受到了全国政协李海
峰副主席(下一)、国侨办裘援平
主任(下二)、全国侨联林军主席
(下三)、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杨
崇汇主任(下四)等领导的亲切接
见。雪琳会长和海外代表就坐人
民大会堂最前排(前排右)，她感
受到全国政协对海外代表的进言
献策的高度重视，本次全国政协
会议于3月13日成功圆满落幕。 

 



我会副秘书长、欧杭妇女会常务副会长牟桦应邀出席了3月

11日在泰国曼谷古城举行的中国书画世界行高峰论坛，并对
文化艺术的传统与创新问题作了发言。出席论坛的有来自英
国、意大利、埃及、印尼、韩国及中国香港等10个国家和地
区的书画家、收藏家、新闻媒体等200多人。这次高峰论坛
堪称世界书画界的盛会。泰国文化部长颂塔耶·坤奔、中国
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陈疆、泰国秦中文联主席林栩、泰国
中华会馆理事长许文茂、中国外交部书画协会副秘书长史成
新分别致词。此活动是一项旨在向世界各国宣传介绍中国书
画艺术，加強与世界各国书画组织，书画家相互学习交流，
促进友谊与合作，通过传播文化艺术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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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副会长、CABI成员国事务主

任张巧巧博士(左六)3月13日参加了
在云南举行的中国-CABI联合实验室
第六届指导委员会会议。该会议汇
集了来自中国农业部、CABI 、中国
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8名
指导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关键人员。
张巧巧与委员们总结了联合实验室
在2013年期间的进展，进行了项目
实地考察，并通过了联合实验室
2014年的计划。委员们为联合实验 

室在去年取得的显著成绩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其中包括项目：科技交流频繁、项目实施顺利、
硏究成果显著、专利申请成功、新开发项目赢得资助等等。参会委员们希望联合实验室在促进合作
研究、知识共享、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成为具备国际一流水平的实验室。 
 
 

3月15日，中国著名雕塑家展望应

大英博物馆邀请，来伦敦参加中英
雕塑家公开交流讲座。展望曾在大
英博物馆展出过大型的雕塑作品，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西方国家
更好的理解中国当代艺术以及文化。
该讲座由中国艺术基金的Philip主
持，我会会员，中国青年艺术家余
晓应邀负责讲座的各项交流与协调。
雕塑家展望就其对创作的理解与思 

考，与现场观众进行探讨和交流，并赢得了一致好评。讲座结束后，余晓(左二)和著名艺术家曲磊
磊(左)、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处项晓炜公参(左三)，以及凤凰卫视邵文光台长(右)等一同出席酒会。 



我会会员，中国著名青年艺术家余晓(左)与英国著名艺术家

Gray Webb、Andrew Stahl等，3月20日应邀参加了英国本
世纪最杰出的画家Peter Doig在伦敦Michael Werner画廊的
大型个展开幕酒会。之后在伦敦HIX俱乐部举办的Peter个展庆
祝晚宴派对中，艺术家余晓送上了祝词并收到由Peter亲自手绘
的T恤作为礼物。同晚，余晓还出席了中国青年艺术家梁远苇在
伦敦佩斯画廊的开幕式，这是她在伦敦的首次个展，成功地向
英国观众展示了她的抽象派作品和美学理念。伦敦的华人艺术
家盛奇，郭乐，奚建军等也出席了开幕式。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3月20日在伦敦出席英国文化

协会(英国政府机构)举办的早餐会议，主题：“2014年中英关
系--超越经济”，英国文化协会总裁马丁•戴维森(右)，英中贸
易协会总裁傅仲森就坐主席台，参加者为主流政治，商贸及文
化界的要员。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在会上发言，并与参会者分
享了参加全国两会之后对中国民主的新认识。雪琳阐述了中国
的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另一种方式，它不同于西方的选举民主，
有时为获取选票只重视眼前利益，民主协商有利于中国的稳定
发展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应了解中国政
治的独特性而予以尊重和理解，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中英两
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雪琳的发言得到现场听众的一致好评！ 

 

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3

月16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成功
举办《两岸统一论坛》。中国驻
英国大使馆领事处李辉参赞，范
中华领事、我会常务副会长黄萍
和众多侨领、学术界华人华侨共
百余名出席了此次活动，就如何
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增进人民
之间的了解，加强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合作，从而早日促成两岸统
一畅所欲言。论坛由全英华人华
侨中国统一促进会秘书长朱良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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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主持。我会永远名誉会长，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总会长单声博士(二排中)首先做发言陈
述。单声博士在讲话中指出，日前，习近平主席发表了对台湾同胞谈话，其核心宗旨“历史不能选
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创造”无疑是解决两岸关系的总纲。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领事处参赞李
辉(二排右四)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十四年来，在团结带领旅英华人华侨，
支持和维护祖(籍)国利益，领土与主权完整，促进两岸统一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马洪涛(前

排右三)率领的来自杭州，舟山，
平湖等地区的浙江经贸代表团3月
20日抵达伦敦。中国驻英使馆商
务参赞李锋夫妇在伦敦中国城大
酒楼设宴欢迎浙江省代表团，我
会会长雪琳(前排右二)应邀参加。
曾在嘉兴挂职嘉兴市副市长的李
锋参赞(前排左二)对浙江有着深
厚的感情，他代表中国大使馆向
来自浙江的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
迎。马厅长向李锋参赞汇报了近
年来浙江商务开展情况，双方就
英国和浙江如何在今后更好地开
展商务合作等问题交换了建议和
意见，晚会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英国浙江联谊会和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马洪涛率领的浙江经贸代表团3月21日在英国国会大厦联

合举办了“聚焦浙江——浙江投资环境推荐会”，与会嘉宾有麦克·贝茨勋爵（前排左四)、英中
贸易协会大伦敦区总裁白丽莎、中国驻英使馆商务参赞李锋(前排有三)、侨务参赞李辉、著名侨领
以及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共五十人。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致开幕词，李峰参赞代表中
国驻英使馆致欢迎词，他盛赞浙江省的经贸与投资环境及此行代表团领导，祝愿浙江与英国的合作
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麦克·贝茨勋爵作为东道主对代表团一行及各位嘉宾来到国会表示欢迎，
并代表英国政府简要致辞。他说目前双边关系呈现新风貌，去年末卡梅伦首相访华归来后，将中国
誉为英国经贸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贝茨勋爵还赞扬了英国浙江联谊会一直以来为浙江与英国间
交流尤其是商贸合作方面所作贡献，称联谊会会员们是浙江省在英国的形象大使。浙江省商务厅副
厅长马洪涛女士介绍了浙江商务特别是投资方面的有关情况，她对浙江进行了生动阐述，高度总结
了浙江经济的三大优势及特点。马厅长还向与会者发出了‘经贸合作论坛’的邀约，欢迎大家随时
到浙江参观、考察和投资。随后，来自杭州、舟山和平湖的代表也对三地投资环境分别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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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副秘书长、欧洲杭州华人华侨妇女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牟桦(左)和我会副会长胡炜(右二)应邀出席4月2日杭州市侨联
召开第四次海外协作会议。杭州市委常委佟桂莉、浙江省侨
联副主席张维仁、浙江省侨联副主席、杭州市侨联主席章明
伟(右)、杭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胡泽之会
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国侨领。市、区两级侨联和来自美洲、欧
洲、亚洲、非洲等地区25个国家的50位海外侨领和代表欢聚
一堂，共商海内外侨界协作联动事宜。为贯彻落实中央对侨
联“拓展海外工作、拓展新侨工作”的新要求，会上，市侨
联与42个海外侨团签订《杭州市侨联海外协作联动协定书》，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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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助和共建，建设好协作机制和基地，积极开展民间交流，促进海外和谐侨社建设，促进杭州
与世界各地的交流和合作。佟桂莉常委在会见各国侨领时表示，杭州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创
新发展，需要各方的积极参与，在座各位侨领都是业界精英，是推动杭州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4月2日至9日，中国慈善机构组织对伦敦的文化产业和慈善

公益组织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我会会员，著名青年艺术家
余晓应考察团邀请参加了考察团相关活动并向大家介绍了伦敦
的社会基本情况。此次考察团成员有嫣然天使基金创办人李亚
鹏、SK大中华区总裁孙子强、李连杰壹基金总理事周惟彦和
上海慈善基金马莉等。在英国公益网络组织青年创业国际计划
YBI负责人罗子薇的带领下，考察团参观了英国慈善公益组织
机构，了解到其管理方法以及运营项目情况。中国慈善机构考
察团成员表示这次对英国的考察访问收获很大，他们将在今后
的组织管理中中借鉴英国慈善公益组织的经验并改进和完善。 

 

 

我会副会长、CABI成员国事务主任张巧巧博士(右二)3月

23-28日作为CABI高级代表团成员访问了CABI成员国缅甸。
该访问旨在实施双方商定的项目，发展新项目。他们与缅甸
农业和灌溉部一起在缅甸推出了植物智慧项目(Plantwise)，
30多名官员和专家踊跃地出席了项目启动会。去年CABI促成
CABI-中国-缅甸合作声明的签署, 成为三方合作的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今年则是实施合作的关键年份。代表团拜访了CABI
的联络官员和其他缅甸农业和灌溉部官员，并参观了Yezin农
业大学和农业硏究司研究设施。在缅甸期间, 他们还参加了亚
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农业工作组年会，探索了开发
新项目的机会，以协助包括中国、缅甸等国的大湄公河次区
域加强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促进贸易和市场的发展。 



我会副秘书长、欧杭妇女会常务副会长牟桦应邀出席了陕

西省黄帝陵祭祀广场4月5日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典礼
由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副省长江泽林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卢
展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及夫人黄雪先后敬献了花篮。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叶克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
主任谭天星代表国台办、国侨办敬献了花篮。万余名海内外
中华儿女代表们，满怀虔诚与崇敬之情，登上龙尾道，齐聚
于轩辕殿祭祀广场，共同缅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
帝。“五千年生生不息，赖吾祖肇启文明”。全国34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海内外中华儿女对先祖无限崇敬之情的
34通鼓声和9响钟鸣，响彻桥山沮水间。两岸三地以及海内
外中华儿女纷纷通过电视直播共享这一隆重庄严的民族盛典。 

我会会长雪琳(右)4月5日应邀参加全英保守党2014年年会

和春季论坛。会议正式开幕之前，卡梅伦首相来到参会代表
中间，卡梅伦首相当众友好地与雪琳会长拥抱问候并友好交
谈。会议期间，雪琳会长荣幸应邀坐前排聆听卡梅伦首相，
保守党联合主席和多位内阁大臣－内政大臣塔雷萨•梅，劳
工和退休金部大臣尹恩•邓肯•史密斯，地方政府部大臣艾
雷克•皮克斯(左)等精彩演讲。卡梅伦首相的演讲十分振奋
人心，他提到英国经济回升，保守党为民众作了大量工作，
比如降低税收，下调公司税税率为21％，是任何七国集团
国家中最低的，使得英国成为最佳投资国家，卡梅伦同时提
到英国向中国出口值去年翻倍。首相还提到了苏格兰公投等
诸多政治社会问题，大会议程结束后来宾们进行自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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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的形式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此次活动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丰富了
华社活动，更促进了英国两岸三地华人间的感情和团结。我会永远名誉会长，英国华人华侨中国
统一促进会总会长单声博士，我会名誉会长，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桂秋林女士，中国驻
英国大使馆范中华领事夫妇均欣然参加了春游活动。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向参加旅游的新老
朋友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表示将努力为大家组织更多集趣味和知识于一体的活动。 

 

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暨英国

伦敦松柏会4月7日组织了一次由伦
敦出发去古城诺丁汉的春游活动。
老幼华人华侨一行70余人在感受这
座以罗宾汉和拜伦闻名于世的古城
独特魅力的同时，更用这种登高踏 



我会会长雪琳4月8日应邀在国

会参加爱尔兰总统希金斯国事访
问活动，上下两院共同在国会大
厦的皇家画廊大厅举行隆重的欢
迎仪式，下议院保守党领袖卡梅
伦(首相)，及其他两党领袖就坐
右边前排，雪琳会长很荣幸被安
排就坐第8排，这是爱尔兰独立以
来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问英国。
希金斯向上下两院的议员们发表
讲话，他讲话集中回顾爱尔兰移
民对英国经济以及社会作出的贡
献等。希金斯这次访问是对女王
2011年访问爱尔兰的回访。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4月7日受英国议会保守党中

国小组邀请，参加了在国会宴会厅举行的晚宴，英国外交国
务大臣施维尔(右)就”中英两国在经济政治大政方针”做主
题演讲，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原渣打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杰拉德·莱昂斯就”英中商业机会” 为题，讲述他在与卡梅
伦首相去年访华后对两国商贸往来的认识。施维尔和莱昂斯
就商业贸易、教育、知识创新等最新热点问题和嘉宾进行了
深入讨论。 撒切尔夫人时代的副首相杰弗里•豪，麦克•贝茨
勋爵，《纸牌屋》原作者迈克尔•道布斯勋爵等纷纷积极提
问参与讨论。此活动由华为支持，保守党副主席杰弗瑞•克
里夫顿•布朗主持，保守党副主席阿洛克•莎玛也应邀出席。 

 

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4月13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

了一场颇有创意的讲座，将“中国茶艺”和“相声”进行有机
结合，让现场百余名观众在捧腹的同时，更感受到了中国文化
的无穷魅力。我会副会长廖秀琴、房爱玫女士和谭尔康等代表
我会参加了这次文化活动。“竹下茶人”孙婷身着汉服将观众
带入了“和静怡真”的中国茶艺世界。“德云社”学员王倜为
大家介绍了相声的历史、演变、道具、术语、基本功等，使观
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对相声这门语言的艺术有了更为深入和
全面的了解。相声无疑是来自街头的表演形式，却同样可以为
王公贵族带去消遣与笑声。英国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桂秋林
(我会名誉会长)致力于将中国优秀文化，传播给在英热爱和关
注中国文化的朋友们。我会副会长廖秀琴表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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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副秘书长、欧杭妇女会常务副会长牟桦(右二)应邀参

加2014浙江华人华侨社团负责人研习班。4月14日在浙江大
学开班，浙江省侨办主任王文娟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国侨
办国外司副司长林旭以中国侨务政策与欧洲侨情发展为主
课进行授课，浙大党委常务副书记邹晓东出席开班式。本
次研习班由国侨务办国外司与浙江省侨办共同举办。课程
包括中国侨务政策及欧洲侨情发展、当前国际问题与周边
局势分析、社团管理与领导能力建设、沟通艺术与关系协
调、国际商事法律问题及其处理等。期间还组织学员参观
企业及文化基地。通过此次学习交流，学员收益颇丰。为
了参加研习班的闭幕典礼，国侨办国外司司长王哓萍(左二)
专裎从北京飞到杭州看望大家，为此，广大学员对于国侨
办及省侨办领导的关怀和精心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受雷士照明吴长江总裁(左二)邀请，我会雪琳会长和麦

克•贝茨勋爵(左)4月25-27日出席观看了2014年世界跳水
系列赛英国伦敦站比赛。本届比赛项目包括男、女单人、
双人3米板；男、女单人、双人10米跳台等共八个项目。
经过三天紧张而激烈的比赛，中国包揽了八个项目所有金
牌。第二天的决赛中，麦克•贝茨勋爵代表英方给女子三
米板何姿和王函颁奖，当中国国歌在场馆奏起时，在场的
许多中国观众掩不住激动的心情，起立欢呼，扬起手中的
国旗！当晚，英国游泳协会在伦敦金融城举办晚宴，感谢
各国参赛的领队，雪琳会长夫妇和中国驻英大使夫人胡平
华，雷士总裁吴长江，中国领队周继红，英国游泳协会主
席，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公參项晓炜夫妇等一起共进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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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左)偕同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黄萍女士(右)、副会长廖秀琴女士(左二)和副秘书长李小
力博士(右二)应英国教育部咨询委员会的邀请，于4月28日
参加了教育部咨询委员会举办的在英主流学校引进中国式
教育理念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她们了解了许多英国教
育的相关法律和规定，也进一步向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们反
映了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和状况，特别是在语言和数学方
面的优势。这是我会为中英两国在文化教育上的合作迈出
的第一步，也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发挥我会的优势，为
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海外中文教育的发展做更多的善事。 



南非驻英大使馆4月28日在伦敦举办国庆招待会，庆祝南

非民主20周年，今年的主题是“团结，多元化的国家”，
我会雪琳会长和贝茨勋爵应邀出席。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
(右)亲临驻英使馆，在国庆招待会上致词，并欢迎各位前来
参加南非民主20周年庆祝活动的嘉宾。1994年4月27日是
南非人民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天开启了南非历史新篇章：
种族制度的结束以及南非新民主制度的建立。那一天，以
往被剥夺公民权的南非人民第一次能够为自己选择的政府
投票。今天的南非正努力完成另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团
结多样化人民，建立一个真正团结、无种族主义、有着相
同价值观的国家。雪琳会长与莫特兰蒂副总统友好交流，
当他听说雪琳会长来自中国，便友好表示中国是南非最大
贸易伙伴，中国与南非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正在日益加深。 

 

我会会长雪琳•贝茨勋爵夫人4月29日参加伦敦市长鲍里斯

·约翰逊的活动，鲍里斯市长(右)热情地与雪琳会长拥抱问
候。伦敦市长非常欢迎中国投资商来伦敦投资，5、6月份有
几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商界领袖们来伦敦展开中英投资峰
会等，目的是寻找对接中英企业合作的商机，他举起大拇指
表示赞同和欢迎，鲍里斯市长希望雪琳会长把更多的中国投
资商推荐给伦敦市政府。伦敦第一副市长爱德华•李斯特爵
士也与雪琳会长友好交谈，他期待今年7月份将再去中国考
察访问，希望与中国著名企业如万达、绿地、复兴等建立更
深入、更友好的相互信任关系，促进双方的经贸合作与发展。 

9 

我会雪琳会长(中)4月30日应邀参加在安妮•杰金斯女男爵

家中的酒会，为英国东北部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威尔•戈德汉
(左)争取获得有希望的米徳巴选区议员席位募集资金，安妮
•杰金斯女男爵亲自为大家做点心并照顾来宾。英内阁，总
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左二)和麦克•贝茨勋爵为主讲嘉
宾，两位部长的演讲收到极好的反响。威尔•戈德汉拿出两
瓶卡梅伦首相亲笔签名的国会威士忌酒作为抽奖奖品，在场
的35位来宾买奖券非常踊跃，当晚一共筹得3500英镑。雪
琳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家庭场所今后再搞一场类似酒会为威尔
•戈德汉筹集竞选款项令威尓非常感动，英国保守党副主席
婉迪•茂顿女士(右二)，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奥利弗·
罗斯柴尔德主席也欣然前来支持威尔的竞选募集资金活动。 

 

  



我会会长雪琳4月30日在伦敦道

切斯特酒店参加保守党春季午宴，
并作为主委会理事的雪琳会长参与
组织。英国首相卡梅伦(中)与来宾
们握手，他见到雪琳会长时当众拥
抱问候，然后一一与雪琳会长邀请
前来参会的中国嘉宾握手致意，感
谢大家的支持。首相发表演讲充满
激情，其英式幽默赢得了在场每一
位来宾的掌声。午宴丰盛，并有众
多拍卖项目。许多英国政要出席了
这次盛会，英国保守党年会主席艾
玛•琵玎应雪琳邀请与大家同桌，
英国保守党副主席婉迪•茂顿，本
届春季午宴主席琪琪等欣然与到会
的中国嘉宾们进行了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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