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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黨華人之友會慶新春

教育大臣讚華人對英貢獻

英

國教育大臣高文浩指出，英國的學校制度必須改善，同時應
汲取中國人對學習的熱誠榜樣。
本報記者報道

英國保守黨華人之友會大年初五立
春之晚在倫敦喜悅大酒樓舉行春茗，英
國華洋政商各界百餘嘉賓出席，熱鬧祥
和。
主禮嘉賓教育大臣高文浩在致詞時
盛讚中國人對教育和學生對學習的熱
衷，他表示，英國必須改善本身的學校
制度，而與此同，亦應吸取中國人對學

英國教育大臣高文浩致詞。

習熱誠的好榜樣。
他亦希望見到有更多中國學生來英
學習深造，同時也希望有更多英國學生
到中國學習。
高文浩表示，他喜見在英國有越來
越多的學校教授漢語，這對加強英中關
係以至兩國在文化經濟及其他方面的未
來發展，都有莫大裨益。

高文浩指出，他深知居英華人社會
對英國的經濟及多元文化貢獻甚大，英
國能有華人市民實在萬幸。
應邀出席晚會的中國駐英大使館教
育處公使銜參贊沈陽致辭時則表示，隨
著中英關係日益密切，政治互信日強，
中英兩國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大大增加，
而大學之間的學術和技術合作亦充滿發
展潛力。
他透露說，目前中國在英留學人數
已經超過了13萬人，比去年增加了6%。

中國駐英使館教育處公使銜參贊沈陽講
話。

韋鳴恩勳爵致詞。

中國留學生已成為最大的國際學生群
體。而英國赴華留學規模也再創新高，
達到5400人，比去年增加了27%。與此
同時，英國民眾學習漢語的熱情不減，
在英國的孔子學院已經達到25所，孔子
課堂有91個，是歐洲數量最多、增幅最
快的國家。此外，兩國在高等教育、基
礎教育、職業教育、師資培訓等多個領
域也取得了可喜成績。
沈陽又表示，卡梅倫首相謂希望未
來數年內英國學習漢語的人數可倍增至
400,000，這無疑是可喜的消息。
沈陽同時展望了新的一年裏中英教
育交流與合作的前景。他表示，今年上
半年第二輪中英高級別人文交流機製和
教育峰會的舉行，將為雙邊合作注入新
動力，帶來更多合作機會，雙方在一係
列領域的合作將得到進一步深化和落實。
英國前外相賀維勳爵當晚亦為座上
嘉賓，保守黨華人之友會主席祁布朗及
韋鳴恩勳爵致詞時，均感謝各界對該會
的愛戴支持，該會決策委員李錦怡、倫
敦分會主席葉謀迪及總幹事?精明等亦殷
勤待客，晚宴樂也融融，盡歡而散。

大使夫人與學生合影。

「感知中國」攝影展
倫敦開幕
本報訊
廣東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和英國中文
教育促進會合作，在倫敦美國學校舉辦
了「感知中國」當代中國攝影圖片展。
2月11日，中國駐英使館劉曉明大使
夫人、使館陽光學校校長胡平華女士出
席了圖片展開幕式。並向學校師生贈送
了中文書籍和新年禮物。
胡平華在致詞中說，「今天的活動
很有意思，在這個臺上我說英語，同學
們卻說漢語。今天我是大使夫人，將來
你們會成為大使，中美文化之間的小大
使。」她表示，身為大使夫人和使館陽光
學校的校長，希望能進一步加強中美之
間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
恒龍武術學校的林存國大師表演了
精彩的舞獅，得到學生的陣陣喝彩。隨
後在校長Coreen Hester女士的陪同下，
大使夫人饒有興致地參觀了展覽並同部
分師生和家長進行了交談。
倫敦美國學校位於St Johns Wood，
有一千多學生，漢語是該校外語重點科
目，學習漢語的學生佔學生的13%。

華人自民黨恭賀新春
本報記者陳琰報道
農曆新春期間，各大政黨的華人黨
先後舉辦春茗慶祝活動，華人自民黨近

日也在倫敦華埠新龍鳳酒樓舉辦新春晚
宴，本次晚宴更是該黨首次與韓國人自
民黨聯合舉辦，宴請140人，再次突顯華
人自民黨對少數族裔社群尤其是東亞社

■韓國人自民黨主席JaeSung Ha發言。

區的重視。
會上，華人黨主席鍾翠映回顧了
該黨在過去一年的成就，其中一項是
由Christopher Georgiou和Carl-Johan
Carlstedt共同編撰的「英國中國友好城
市」報告，探討兩國城市如何探索友好關
係，促進中英商貿關係。
華人自民黨春茗每年都請來黨內資
深黨員和議員作基調演講，今年進行
演講的是國會議員、庫房首席艾禮遜
（Danny Alexander），艾禮遜也高調評價
中英兩國關係在過去一年的進展，他亦
對華人候選人參加競選作出展望，他對
勇莎拉明年競選國會議員尤其有信心，
他相信勇莎拉是一名有天分的、努力的
年輕女性，將能夠勝任國會議員一職，
排除爭議，就如他32歲當國會議員時，
也因年輕而面對很多質疑。

■鍾翠映、艾禮遜和勇莎拉合影留念。
此外，艾禮遜說，在自民黨的推動
下，個人入息稅免稅額將在今年4月首
次升至1萬鎊，切實地位2600萬工薪一族
節省一年700鎊，並強調，若沒有以「更
強經濟、更公平社會」為口號的自民黨執

政，英國經濟復甦是不可能走上正軌的。
韓國人自民黨主席JaeSung Ha也作
出發言，恭賀新春，並帶來Victoria Beck
和Sojin Kim分別以小提琴和大提琴表演
「月亮代表我的心」等名曲。

「文化中國．四海同春」 華裔社區耀倫敦 懇親遊藝慶新禧
巴黎慰僑演出受歡迎
本報訊

本報記者顧文傑報道
2月9日晚8時，一年一度的「文化中
國．四海同春」慰僑演出在巴黎市南面的
體育宮舉行，3000餘名法華觀眾歡聚一
堂，一起觀看了一台來自祖（籍）國藝術
家們帶來的精彩演出，度過了一個美好
愉快的夜晚。中國國務院僑辦副主任馬
儒沛、駐法大使翟雋、法國前高教部長
佩克萊斯、巴黎市長候選人莫里澤等出
席觀看了演出。
首先由巴黎華人獻上了大合唱和華
人子弟表演的歌舞《歡樂的小馬駒》。隨
後，在震天的鑼鼓聲中，來自中國歌劇
舞劇院的男女演員表演的打擊樂舞蹈《龍
騰虎躍》，拉開了「文化中國．四海同春」
歐洲藝術團的巴黎正式演出的序幕。
呂繼宏、呂薇、范琳琳、高保利、

陳軍等中國內地知名的藝術家先後登臺
亮相，為觀眾送上了一首首耳熟能詳的
歌曲和樂曲。而相聲、魔術和雜技的表
演也獲得了觀眾陣陣歡呼。特別是卓林
的單口相聲「語言的魅力」更令大家捧腹
開懷大笑。
「文化中國．四海同春」是中國國務
院僑辦和中國海外交流協會舉辦的「文化
中國」系列活動之一。自2009年以來，每
年春節期間都要組織藝術家赴華僑華人
聚居國和地區進行慰僑演出。
今年2014年，「文化中國．四海同
春」歐洲藝術團於元月31日農曆大年初一
啟程，2日3日和2月7日已經分別在英國
倫敦和法國馬賽舉行了兩場演出，9日在
巴黎的演出是第三場，2月14日元宵節當
晚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本次
歐洲巡演的最後一場慰僑演出。

馬儒沛、翟雋等在演出結束後與藝術家合影留念。

倫敦印支華裔社區暨中華學校2月9
日假路威甚市百老匯大戲院舉辦春節懇
親遊藝會，吸引近千名中外人士及貴賓
到場欣賞。戲臺上有文有武，戲台下有
笑有讚，學生及觀眾一同歡慶新春，藉
此宣揚並傳承中華文化，誠華人社區一
大樂事。遊藝會開始由社區執委陳淑儀
女士致歡迎詞，並有臺北駐英代表沈呂
巡博士、中華學校名譽顧問Barry Cole先
生致詞、路威甚副市長Alan Smith致賀
詞。貴賓尚有鍾宇章副參事及市議員、
僑務委員、促進委員與各級民意代表等。

大合照。

當天精采的節目有中英文雙語演
說、中文歌曲帶動唱、詩詞吟唱、中華
傳統舞蹈表演等等，皆由中華學校學
生擔綱演出。現場有專業的民族舞蹈表
演美麗優雅的長飄扇舞以及雄赳氣昂
的長槍舞，並有少林功夫演示精湛拳
法以及各式兵器，又邀請英校Academy
Performing Arts College演出靈活輕快的
踢踏舞表演，以及英籍「前進樂團」歌手
演唱中文創作歌曲，鼓勵學生學習中
文。遊藝會上也特邀小彩虹雙語幼兒園
的小朋友演出中、英文兒歌帶動唱，面
對台下數百名觀眾，小彩虹幼兒園的小
朋友跟著幼兒園老師歡樂的唱歌跳舞，

可愛逗趣的模樣博得全場鼓掌喝采，甲
午新春的歡樂氣氛在海外同樣熱鬧非凡。
倫敦中華學校於倫敦東南區深耕華
裔社區、從事中文教育三十餘載，學生
人數一直高達數百名，學生除學習中文
之外，並研習中華道德、承傳中華傳
統，以達到德、智、群、育、樂五育並
重的健全發展，而新年表演節目更是師
生排練數月的光彩成果。
日前，學校榮獲駐英國台北代表處
致贈55吋3D立體液晶電視一台，嘉許
倫敦中華學校孜孜不倦為中文教育的努
力。學校轄下的小彩虹雙語幼兒園，更
以推廣中英雙語幼教為目的，促進中西
文化交流，突破種族隔閡，活潑安全的
幼教環境及嚴謹專業的幼兒照護，皆深
獲家長好評。

學生為嘉賓獻上精彩演出。

哈勞及鄰區華人中心慶新春
本報訊
英國哈勞及鄰區華人社區
中心２月9日中午舉行馬年新春
聯歡會，一如往年，這個一年
一度的當地盛事，吸引了大批
民眾參與，將中心擠得水洩不
通。正午，中心門外響起陣陣
炮仗聲，醒獅舞動，為馬年帶
來如意吉祥，並為聯歡會揭開
帷幕。會長文金賢首先致詞，
祝福各人馬年萬事順境，馬到
功成。一直支持中心活動的
Robert Halfon國會議員也祝賀
大家新年快樂。

在中樂表演、雜技和團體
舞蹈之後，全體委員齊集向大
家祝酒拜年，及感謝各工作人
員為今年的活動做了大量工
作，令活動取得完滿成功。
數百參加者一邊享用豐富
自助餐，一邊欣賞精彩表演。
包括由李豔演唱《雪絨花》及《西
遊記》插曲等。另外，中心歌唱
組和中文學校學生也為大家獻
出精彩表演。抽獎環節又為當
天的活動帶來另一高潮，獎品
為文展強會計師送出的500鎊機
票，文金賢會長送出的200鎊現
金等多個大獎，令人笑逐顏開。

布萊頓豪富市街頭醒獅賀新春
哈勞及鄰區民眾踴躍出席，將中心擠得水洩不通。

英國布萊頓及豪富市華人協進會2月２日(周日)在當地Preston Street舉行舞獅
表演，與商號拜年和派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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