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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在

农历兔年春节到来之际，我驻外人员、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
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与当地民众分享中国春节
的喜悦祥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共期美好未来。

新春的仰光，风和日丽，由中方援建和改造升级的仰光杜
温纳国家体育馆内外洋溢着节日喜庆的气氛。缅华侨界春节
篮球友谊赛暨新春庆祝活动 21日在这里举行。正门前广场
上“锦绣唐人街”门楼巍峨呈祥，两侧玉兔拱卫迎瑞，大红灯笼
步道迎接四方来客。

庆祝活动上，舞龙舞狮、武术和高跷等表演赢得阵阵掌
声。仰光中国文化中心呈现的中国生肖文化展重点展示兔生
肖的文化传承。来自缅华书画协会的书法家现场书赠春联和
福字。两国人士共同品尝仰光唐人街中华美食。中国驻缅甸
使馆篮球队与本次篮球赛冠军队、前缅甸篮球队队员的两场
友谊赛精彩纷呈，展现了水平和风采。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表示，缅中两国友好交
往源远流长，胞波情谊深厚。中国是缅甸重要邻国和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缅方十分珍视对华关系。值此中国新春佳节之
际，向缅华侨胞、全体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地华侨华人送上吉
祥如意的祝福。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表示，中方愿同缅方一
道，继续传承胞波情谊，深化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持续推动构
建中缅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由全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2023年全日本华
侨华人春节晚会”日前在东京举行。晚会在多元管弦乐团演
奏的《春节序曲》中拉开帷幕，东北大秧歌《欢天喜地过大年》、
京剧选段《西游记》，二胡、琵琶和马头琴演奏一一登台亮相，
书法与舞蹈结合的《墨舞神韵·中国梦》以遒劲笔力和劲健舞
姿述说华夏同胞的中国梦，歌唱家倾情演唱《我和我的祖
国》……台上演出精彩纷呈，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高度评价在日华侨华人对日本经济
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期待新的一年在日华侨华人再接再厉，
同时也祝愿日中关系稳步向前。全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
会长贺乃和表示，海外华侨华人将共同努力，支持国内建设，
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联合国中国书会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线下春节联
欢晚会。由联合国职员及家属等组成的合唱团表演了动人心
弦的合唱《我的中国心》，舞蹈爱好者奉上了曼妙的藏族舞蹈
《格桑拉》，钢琴曲《水草舞》和《平湖秋月》、歌曲《我爱你，中国》
《我的太阳》、舞蹈《丢荷包》、扇子舞《吹梦到西洲》和现代京剧
《红灯记》选段等精彩节目赢得阵阵掌声。

春节前夕，春晚、夜市、点灯等活动在英国轮番登场。在
第十一届英国春晚暨少儿春晚上，身着红色年服、扮成小兔子
形象的小学生们在舞台中央蹦蹦跳跳，瞬间点燃喜庆气氛；
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高校的学生
身着戏曲改良服饰登场，用翩翩舞姿和灿烂笑容展现了华裔
女大学生们的风采。在全英中国留学生春节联欢晚会上，多
才多艺的旅英中国留学生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演出。演出既有令人心潮澎
湃的乐队演唱，也有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戏曲表演；既有令人惊叹不已的魔术，也有
让人忍俊不禁的脱口秀。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副主席王铭初说，留学生春晚不
仅是学生们的欢聚时刻，也是向英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大舞台。

希腊华侨华人以联欢晚会和音乐会喜迎中国农历春节的到来。联欢会上，歌
曲、舞蹈、魔术等节目精彩纷呈，“家乡话拜年”“精彩瞬间”等视频展现了中希友谊的
发展和中国侨胞在希腊的生活。由中国和希腊青年音乐家联袂演出的音乐会，以音
乐为媒介架起两国人文交流的桥梁，展现了两大古老文明和合之美，促进了中希音
乐家的交流和联系。

中国留荷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办的春节联欢会分为青春新期待、华夏共新春、世
界共团圆等三个篇章，歌曲、舞蹈、民乐、西洋乐和魔术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线上线下
近8000名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中国驻荷兰大使谈践在致辞中勉励在荷留学
生培养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学有所成，充分利用好出国求学的机会努力成长为
栋梁之材，做好中荷关系的桥梁和纽带。

在塞浦路斯华侨华人迎新春联欢会上，塞浦路斯大学孔院全体师生、当地华侨
华人和塞浦路斯民众同台表演了精彩纷呈的节目。中文、希腊语等多国语言合唱的
《新年好》、昆曲《牡丹亭》选段、太极扇《功夫》、钢琴曲《吉利亚村庄》等博得阵阵掌
声，塞浦路斯男高音歌唱家莫斯科菲安演唱的中国民歌《康定情歌》将现场气氛推向
高潮。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联塞部队）维和警察负责人莎图·科伊武说：“演
出让我们领略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国茶也很好喝，很高兴能与我的中国同事、
中国朋友一起在这里欢庆中国新年，一起度过美好的夜晚。”

在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2023年春节联欢会上，孔院师生和中国武术爱好者
等共同献上了丰富多彩的演出。拉脱维亚大学副校长瓦尔迪斯·赛格林什在致辞中
表示，希望所有人在新的一年里多一些兔子的敏捷，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

阿联酋第九届华侨华人春晚日前在迪拜歌剧院举行。演出高潮迭起，剧场内不时
响起热烈的掌声。《春节序曲》民族乐器合奏让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年味；歌曲《心的方
向》、舞蹈《黄河之恋》抒发了海外中华儿女心系祖国的赤子之心；舞蹈《唐宫夜宴》《只此
青绿》、歌曲《卷珠帘·梨花颂》则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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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黄浩苑

“医生！快！”1月21日除夕夜22时
左右，急救车到达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
院急诊科门口，骨科值班医生梁家畅已准
备到位，将在家不慎摔倒的关婆婆迅速接
往治疗室进行缝合与进一步诊治。

春节假期，记者走进广东省中医院
大德路总院急诊科，在这方洁白的天地
里，众多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守护患者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大德路总院急诊科副主任叶烨在
一线工作了 18年，记不清多少个春节
值班在岗，“全体医护人员都一样，先是
群众生命安全，其次才是假期团圆。”

叶烨介绍，假期前两天急诊接诊量
约450人，数量趋缓。“虽然接诊量少了，
但急诊科不会有丝毫松懈。出现就诊高
峰时，我们会立即调度人员，减少病人等
待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全力以赴。”他说。

梁家畅作为急诊科的一名“新兵”，
经过医院的系统培训，已经可以胜任急
诊科急、快、准的工作环境。第一次在
急诊科值春节班，梁家畅说：“要和病人
多沟通，不放过任何细节，才能找到真
正的病因。”

春节期间，梁家畅接诊了一名自称
髋骨痛的患者，但在详细查体时，他发
现患者的痛感不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
患者有肾结石、胆结石病史，他将内科

医生请来进行会诊，最终确定患者的问
题在内科。

叶烨说，医院有一套完整的预案。
不仅科室做了方案，急救队也整装待命，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医院成立了由
院长张忠德为组长的巡诊专家组，确保医
疗安全和提升新冠重症患者的救治水平。

“所以我们不只是急诊医生值班，
而是整个医院全部科室都在支持急诊
救治工作。”叶烨说。

在急诊科工作了17年的护士胡英春
节期间正好轮值急诊科护士台分诊导诊，
救护车返程时会提前和她沟通患者情况，
她协调相关科室医护人员紧密衔接。“在急
诊科工作节奏很快，时间分秒都要抢。”

救护车刚送来一名哮喘发作的中年
男子，呼吸困难，护士陈桂合快速为患者
插上鼻导管进行吸氧，同时抬高患者上半
身体位，抓住他的手说：“不要怕，大口呼
吸，保持节奏！”在陈桂合的引导下，患者
的情况和情绪都逐渐稳定下来。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屹介
绍，春节期间，广州市 120急救指挥系
统保持 24小时应急值守，每日用于保
障院前救护车的运力不低于 200 辆。
全市 188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发热门
诊、急诊24小时开诊，保障市民看病就
医需求。同时，成立了医疗救治多学科
专家组和重症机动医疗队，全力保障重
症患者救治。

（新华社广州1月23日电）

每分每秒，都是全力以赴
——急诊科里的新春见闻

□新华社记者

回家团圆，让乡情乡味慰藉乡愁；
节日里的非遗，在赓续传承中焕发新
生；多彩的文化体验，带来全新民俗享
受……癸卯春节的浓浓年味穿越古今，
彰显中华文化新气象，勾勒出一幅欣欣
向荣的时代新图景。

回家团圆抚慰浓浓乡愁

“兔年好运财源广，新春如意富贵
来！”除夕一大早，黑龙江宁安市新立村
村民张继芳边给家门两侧贴上春联，边
念叨着上面的美好愿望。门的中间，还
特意把“福”字倒过来贴。“这样福就到
了！”张继芳笑着说。

皑皑白雪之中，张继芳的家被这抹
红色衬得年味满满。

因为疫情，在江苏务工的张继芳和
丈夫已有两年没回老家过年。“今年春
节我们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回家，和家
人一起才是过年！”张继芳说。

归家有期，团圆不远。对中国人而
言，和家人团圆，或许是过年最典型的
含义。这样的奔赴一年一次，这样的奔
赴千年不变。

“终于又回到了家乡，就像飞出去
很久的小鸟又回到了巢里，感觉非常温
暖。”经过7个多小时的飞行，从迪拜启
程的张钦伟一下飞机感觉浑身是劲。

2001年大学毕业后，张钦伟从广东
汕头独自前往阿联酋迪拜发展。转眼
20多年过去，生意也越做越大，如今已
是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的他已三年没
有回家过年。

置办年货、吃年夜饭、祭祖、祈福、
走亲戚……张钦伟此次回乡的“日程
表”排得满满当当。“红桃粿、反沙芋头、
糖葱薄饼，这些是我们潮汕人过年要吃
的传统小吃，也是我在外想了好久的家
乡味道。”张钦伟说。

年夜饭是中国人一年中最浓情的
一餐。无论是热腾腾的饺子、甜蜜蜜的年
糕，还是寓意团团圆圆的炸丸子、年年有余
的红烧鱼，都蕴含着家乡的味道，年味和亲
情就这样年复一年传递着。

在辽宁鞍山，市民王聪和家人一边
包饺子一边唠家常。王聪说，饺子上桌
后，晚辈还要给长辈拜年，收到祝福的
父母给孩子压岁红包，希望孩子新的一
年健康成长。

守岁、拜年、年夜饭……家家户户的
天伦之乐、欢声笑语，汇聚起来就是九百六
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

不仅在中华大地上，世界多地举办
的一场场中国年庆祝活动，让远在海外
的华夏儿女深情表达着对故土的眷恋、
对亲人的思念、对乡愁的慰藉，也让国
际友人近距离感知中国春节的点点滴
滴，共同触摸五千年文明的脉动。

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中国民俗文化
节，数十个民俗摊位和一场持续三个多
小时的文艺演出给纽约的华侨华人带
来节日气氛；在荷兰海牙，吃饺子、写

“福”字、听古筝、观画作，浓浓的中国年
味让观众流连忘返；在智利圣地亚哥，
一场盛大的春节庆祝活动为当地民众
奉上了中国武术、太极、舞龙舞狮、歌舞
等精彩节目，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

一声声“过年好”、一回回拱手礼
中，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升腾浓厚
的家国情怀。

非遗焕发时代新活力

“春官无品不算官，手摇羽扇报平
安，家家门前说一段，句句吉祥庆丰

年”……大年初一，宁夏固原市西吉县
县城彩旗飘舞，一波波社火队伍走上街
头，身着戏服的春官在喜庆的锣鼓声中
为当地百姓送上新春祝福。

春官送福是六盘山区的一项传统
春节民俗文化活动，也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精彩的表演吸引了不少街
坊举起手机用视频记录下来。

千里之外，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
镇，一场喜气洋洋的四川省级非遗客家
婚俗表演正在举行。热闹的场面令当
地村民和游客连连拍手叫好。

“希望今天这场融入了客家山歌的
婚俗表演，在为十里八乡的龙泉客家人
团聚添喜的同时，也能让更多人了解、
喜爱并记住这一传统习俗。”客家婚俗
传承人赵文义说。

春节里的非遗，是新年的“老味
道”，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

“饭熟咯！打糍粑嘞！”
在湖南会同县高椅乡高椅村，村民

粟婷把蒸熟的乌米饭倒进石臼，卖力地
舂了起来。生动的场景吸引了不少游
客加入，一同体验这一当地节日民俗。

“我们小时候，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
打糍粑。今年过年，我特意带着孩子一起
来感受这种热闹的氛围。”游客林娟说。

吃乌米糍粑，听古老傩戏。每逢春
节，村民们还会聚在祠堂里观看傩戏表
演，以此庆祝过去一年的收获，祝愿来
年风调雨顺。

“高椅傩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傩戏表演也成为
旅游项目，用属于古村的独特方式为游
客送上新春祝福。”高椅乡党委书记胡
长春说，我们将守护好这一文化遗产，
赓续传统文化，振兴美丽乡村。

放眼神州，一项项精彩绝妙的非遗
项目助力节日里的乡村活力迸发。

河北省涉县张家庄一街村，制作跑
马花灯的工人们延续百年传统技艺，忙
着赶制节日期间的订单；浙江省仙居县
金竹溪村，400多村民舞起一条 360多
米长的板凳龙，一派壮观喜庆；广西罗
城仫佬族自治县思平村，民间剪纸艺人

们用一张张福兔窗花，把祝福通过网络
“送”到千家万户……

山川不老，薪火相传。承载民族文
化基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伴着浓浓年味焕发
时代新活力。

演皮影、做草编、揉花馍……春节期
间，在西安市昆明池·七夕公园举办的非遗
集市和非遗展演活动上，丰富的非遗技艺
吸引了游客驻足观看、动手体验。

“今年是兔年，这些小泥兔非常受
欢迎。”泥塑非遗传承人李俊平的展位
前站了不少游客，“通过对传统泥塑的
形象和造型比例进行调整，再结合现代
流行元素，这些泥塑兔变得更加可爱。”

令李俊平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开始拥抱传统文化，加入非遗传承
队伍，带来创新思维，让传统技艺更年
轻、更有活力。

文化体验成为新年俗

正月初一，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络
绎不绝的观众。“癸卯金安——二〇二
三新春展”上的圆明园海晏堂兔首，引
人驻足观看。

博物馆里过大年已成为许多人的
新年俗。在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博物
馆，穿着汉服样式蓬蓬裙的徐恩多认真
制作着牡丹蝶袄粘贴挂件。她要把挂
件用作过年装饰。

“春节期间，我们依托馆藏年俗相关
文物举办丰富多彩的展览和体验活动，就
是想让观众到孔子博物馆过个热热闹闹的
佳节。”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说。

辽宁省博物馆“玉兔迎春——生肖
系列文化展”、河南博物院“十二生肖拜
大年——癸卯新春生肖文化”主题特
展……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已有 19
个省份 900余家博物馆策划推出博物
馆过大年相关展览和活动2200余个。

新年俗、新年景、新年味，享受春节
的方式越来越丰富。

在海南三亚，沙滩椰林迎来又一波
旅游过年的游客。据统计，1月 8日以
来，三亚各湾区酒店入住率稳定在90%

左右。春节前一周，三亚主要景区日均
接待客流8.24万人次，同比提升46%。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
长陈震旻介绍，春节期间，三亚市组织
开展新春集市、国潮燃派对、音乐集市、
海旅免税“贺新春、闹元宵”促销活动
等，给新春旅游注入活力。

除了三亚，成都、广州、重庆、昆明、
哈尔滨等地也迎来大量游客。携程发
布的一份市场预测报告显示，春节期间
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去年上涨45%，
人均旅游花费同比提升53%。

新春佳节，有人选择动身前往远
方，有人以书香温润心田。

在北京，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
店等将除夕夜营业时间延长至大年初
一凌晨一点。大年初二，中关村图书大
厦内开展“新春宫灯DIY”主题活动。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新
闻出版局局长张爱军介绍，春节期间，
全市将有超过 160 家实体书店开门营
业，推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系列主题
阅读、非遗体验、民俗文化、直播节目等
特色主题文化活动，为市民朋友奉上丰
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一方银幕，也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
陪伴。大年初一这天，上海的“90后”影
迷连城足足跑了家附近的 3家大型影
城，看了多部新片。他开心地说：“选择
太丰富，无论全家出动，还是个人休闲，
都能在电影院找到适合的视听享受。”

今年春节档，《流浪地球 2》《满江
红》《无名》《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交
换人生》《深海》等多部影片上映。上
海、江苏、福建等地也纷纷推出惠民活
动，鼓励市民观影过年。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大年初一春节
档首日，我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超13.4亿
元。业内人士预计，春节期间电影票房
有望创造佳绩。

吉兔呈祥，癸卯金安。新春佳节，传
统在赓续，乡愁有寄托，精神更富足……
神州大地年味浓郁，满目生机，一幅自信
昂扬的崭新图景徐徐展开。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玉兔奔九州 年味满中华
—— 从 癸 卯 春 节 看 中 华 文 化 新 气 象

□新华社记者 卞卓丹 罗婧婧

中国近期优化调整防疫政策，最新公
布的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也强
于普遍预期，经济社会发展前景令外界瞩
目。巴西经济学家、主流媒体和市场人士
认为，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更快增长，持续产
生积极外溢效应，为中巴合作增添动力。

巴西经济学家罗尼·林斯对新华社记
者说，中国积极采取措施，最大程度减轻
了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如今依据科学
信息与研判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疫政策。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大学国际金融副
教授夏华声表示，中国经济在今年有望
实现更强劲增长。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显著升值，表明市场对人民币需求增
加，外国企业对华投资将进一步回暖。

中国经济健康增长有助于对冲全球发展
面临的挑战，提振世界经济前景。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进一
步恢复，巴西期待中巴合作增添动力。

“巴西市场已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有
利风向。”巴西主流媒体《圣保罗州报》刊
文指出，“一切都表明，中国经济引擎将
再发力。”作为巴西主要贸易伙伴，中国
经济活力进一步恢复正提振各方对巴西
经济、金融市场的预期。

投资咨询公司Quantzed宏观分析
师法比奥·法雷斯指出，对亚洲开展业务
和出口产品的公司将从中国经济增长中
获益良多。

展望未来，林斯告诉记者，巴西与中
国合作领域众多、互补潜力巨大，两国关
系将迎来非常重要的“黄金岁月”。

（新华社巴西利亚1月22日电）

“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有利风向”
——巴西舆论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外溢效应

1月 17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红岛街道观涛社区的居民在制作传统花馍，花样别致的花馍寓意美好生活“蒸蒸日上”。
新华社发

1月 22日，游人在南京老门东景区赏灯游览。春节期间，各地花灯璀璨，人们
赏灯游玩，欢度佳节。 新华社发

赏灯过大年

1月 17日，在英国伦敦，演员在全英中国留学生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京剧。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