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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文化走出去 全球民众共此时

欢乐春节”
”传递浓浓年味
云上“欢乐春节
□ 本报记者 孟

妮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
岫……”为庆祝中比建交 50 周年、喜迎牛年
春节，当地时间 2 月 9 日 10 时，随着由上海
越剧院演绎的经典越剧《红楼梦》专场直播
的开始，一年一度的“欢乐春节”活动在比利
时拉开帷幕。
作为越剧四大经典之一，
《红楼梦》是上
海越剧院的原创保留剧目，已登台演绎达
60 年。此次演出采取线上直播的形式，由
11 位演员出演的古戏楼版再现了一人多角
的传统表演样式，
“微缩景观”般的舞台呈现
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之感。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未稳，今年所
有的春节庆祝活动都在“云上”进行。春节
期间，
《
“吉祥春节 美好祝愿”中国春节传统
文化短片展播》之“话说中国节：春节”
、全比
中国留学生线上春节晚会、
“欢乐春节”歌舞
晚会、
“普天同庆中国年”系列短视频、
《春之
序曲》民族音乐会、舞剧《李白》等活动轮番
上演，为中比观众献上了一份丰盛的“新春
大餐”。
这只是今年春年期间，
“欢乐春节”活动
在全球盛演的一个缩影。自北京时间 2 月 4
日 2021“欢乐春节”全球启动仪式暨开幕式

音乐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以来，一场场中国年
不出户感受中国年味。
艺术家专门设计融合中西特色的牛年吉祥
味十足的活动在世界各地次第展开。仍在
春节期间，
“ 欢乐春节”活动在法国、西
物，
制作中国新春活动海报。
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未能阻挡“金牛”报春
班牙、英国、尼日利亚等国陆续展开。
在英国，当地时间 2 月 1 日上午，中国驻
的脚步，云上“欢乐春节”如约而至，为全球
在法国，2 月 4 日至 26 日，由文化和旅
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和驻伦敦旅游办事处联
民众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体验。
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主办，巴黎中国文化
合举行线上新闻发布会并宣布，2021 年英
“过去的一年，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共同承办的 2021
国“欢乐春节”活动全部在线上举行，包括
影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文往
辛丑牛年“欢乐春节”线上系列活动正式上 “行走的餐桌”——中国美食系列纪录片展
来也从未中断，各种跨国、跨地区的线上文 “云”，围绕春节传统文化内涵，通过虚拟展、
映、
“中芭归来好戏连台”——中央芭蕾舞团
化和旅游交流活动异彩纷呈。”中国文化和
线上音乐会、艺术晚会、微课堂、工作坊、微
精品舞剧演播、位于伦敦格林威治区的国家
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视频等立体多样的形式，展示节日民俗、民
海事博物馆春节
“亲子日”
活动等。
2021 年“欢乐春节”活动主要通过线上方式
乐、剪纸动画、中华美食、太极和冰上杂技等
中国驻英大使馆临时代办陈雯公使在
与全球观众见面，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国际文
中国特色节日文化。这些节目将在巴黎中
视频致词中表示，本年度“欢乐春节”线上
化和旅游交流，
深化各国友谊。
国文化中心官网、微信公众号、各海外社交
在启动仪式上，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
媒体平台及其合作伙伴法国华人卫视频道
民族乐团、中华龙韵功夫团和来自美国、喀
一一上演。
麦隆、乌克兰等国的艺术家联袂带来打击乐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佘明远表示，
与舞蹈《龙腾鼓韵》，以及一场以“家和万事 “欢乐春节”是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
兴”为主题、以“四季”为线索的音乐会，向全
品牌。受疫情影响，今年采取线上形式举
球观众送上春节祝福。
办，热闹的线上体验与火热互动为中法两国
据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
人民传统友谊注入新内涵新感受。
长慎海雄介绍，2021 年“欢乐春节”活动策
在西班牙，自 2 月 8 日起，马德里中国文
划制作了一系列有品质、有特色、有亮点的
化中心奉上了丰富多彩的线上文化活动，包
线上文化活动，以“云”演、虚拟展览、短视
括牛转乾坤——中国十二生肖文创展、
“听
频、交互体验、网络直播、H5 小程序等形式，
瓷语·观世界”——龙泉春节云上探宝、
“悦
向海内外观众推送包括综艺演出、民俗展
读中国”读书俱乐部春节专场：郝景芳《流浪
演、非遗展演及文博展览等千余个不同类
苍穹》等。作为活动重头戏的西班牙“中国
别、不同语言的数字项目，陪伴全球观众足
庙会”也在云端开演。马德里市政府还邀请

当地时间 2 月 9 日 10 时，由中国驻比利时使馆
由中国驻比利时使馆、
、
驻欧盟使团主办，
驻欧盟使团主办
，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国文
化中心和上海越剧院承办的经典越剧《红楼梦
红楼梦》
》专场直播开播
专场直播开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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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彩灯闪耀海外
□ 本报记者 孟

妮

摩洛哥“欢乐春节”灯展、乌克兰基辅
彩灯节、新西兰奥克兰彩灯节、英国曼彻斯
特希顿公园彩灯节……尽管受新冠肺炎疫
情的冲击，来自四川自贡的中华彩灯依然
闪耀海外。
记者从自贡海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了
解到，2020 年圣诞季至中国农历牛年春节
期间，该公司在摩洛哥、英国、爱沙尼亚、乌
克兰、新西兰等地共举办 7 场与彩灯相关
的活动。
作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海天文
化自 2018 年起，联合中国驻外使馆等海内
外机构，积极推动文化部“欢乐春节”活动，
已成功在丹麦哥本哈根、埃及开罗、澳大利
亚悉尼、荷兰海牙、美国洛杉矶等十多个城
市与当地中国文化中心合作举办“欢乐春
节”活动，通过中华彩灯将中国春节、中华
曲艺、中华美食等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文化符号也带到了世界各地。
于牛年春节期间举办的彩灯项目中，
既有“老”，也有“新”，不仅使得当地节日气
氛更加浓郁，也为当地民众“带去希望之
光，点亮希望之灯”
。

活 动 除 了 继 续 秉 承“ 欢 乐 春 节 ”的 Hope
（希 望）、Home（家 庭）、Harmony（和 谐）
的“3H”理 念 外 ，还 增 加 了 Health（健 康）
的新内涵，倡导中英继续团结合作，携手抗
疫。
在尼日利亚，2021 年是中尼两国建交
50 周年，2 月 4 日起，
“ 欢乐春节”系列线上
庆祝活动也在“云端”献上《过年》
《寰宇同
春》
《听瓷语 观世界》
《情景冰秀》
《多彩中国
年》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同时，由两国
高水平艺术团体倾力打造的云端文艺演出
也与观众见面。

今年是海天文化与中国驻摩洛哥文化
物、神秘生物、侏罗纪恐龙等为主题的海天
中心首次合作“欢乐春节”活动，树立了与
彩展也在位于英国东北部的城市约克、英
海外文化中心紧密合作的典范。将于元宵
国最大徒步探险野生动物园点亮。这是英
节期间举办的奥克兰彩灯节则是海天文化
国全国封锁解禁后约克郡唯一的大型户外
连续第 12 年承制奥克兰元宵灯会。这已成
活动，
参观人次达 10 万以上。
为新西兰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多元文
自 2005 年以来，海天文化以彩灯为载
化节，
新西兰总理曾连续 4 年出席彩灯节活
体，以灯会为依托，把以中华彩灯和中国灯
动。
会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带到了全世
2 月 12 日至 3 月 28 日，由海天文化与
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彩灯已成为讲
当地运营商联合举办的第 3 届基辅彩灯节
述中国故事、促进国内外民心相通的“文化
在 Pechersk 景观公园与当地民众见面。 使者”
。
值得一提的是，受疫情全球蔓延影响，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海天文化
国内的彩灯匠人们无法前往现场进行安装 “走出去”提供了强大助力。海天文化相
和调试，因此，本次灯组的安装完全由乌克
关负责人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兰本地的工人在海天文化工作人员的远程
示，近年来，海天文化在海外商业运营和
指导下完成。这次紧密协作也为今后灯展
打造了“华灯耀丝路”
“ 中华彩灯丝路夜游
的举办探索出了新的合作模式。
园”等多个全球性品牌彩灯项目，举办海
事实上，除了春节，中华彩灯已成为很
外灯展上百场，累计观看人数超 500 万人
多海外国家节庆时的庆祝活动之一。在英
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到了全球近 60
国，克服疫情影响下的重重困难，2020 年
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国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Lightopia Festival
际影响力，也助力了海内外的文化交流与
国际彩灯节在曼彻斯特希顿公园举行，这
繁荣。
是该活动第二次在此举办，成为当地在圣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接下来，海
诞节期间唯一举办的大型的户外活动，吸
天将充分发挥彩灯文化作为中
引了近 20 万人次前往参观。同期，以动
国文化输出载体的特殊

优势，广泛
联系国家、
省、市各级
文化商贸
主管机构，
产业协会，
中外交流
组织，各国
使馆等，积
极参与文
化旅游部
“欢乐春
节”全球性
项 目 ，同
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坚持市场
化运作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一方面坚持以
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积极承担国家、省、市级
文化交流项目，不断推进彩灯文化及中国
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
作出积极贡献。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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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网

“ 典藏新韵
典藏新韵”
”——春节文化创意产品虚拟
展于牛年春节期间举办，集中呈现了 20 余家文
展于牛年春节期间举办，
博机构的春节主题文创产品。
博机构的春节主题文创产品
。其中
其中，
，故宫围绕
辞旧迎新、
辞旧迎新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
、文物活化
文物活化、
、汉字灵动
汉字灵动、
、年
俗闹春、
俗闹春
、春联迎年 6 个部分展出了 130 件各类
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
。

监管服务“不打烊”
顺利通关有保障
□ 本报记者 刘

昕

2 月 12 日，
大年初一，
中午 12 时 30 分，
青岛实华原油有限公司的油码头边，30 万
吨级原油船“远金湖”轮刚刚完成靠泊，两
名身着防护服的海关查检人员走上登轮岸
梯，
进行进口原油现场的查检和取样工作。
春节期间，这样的场景在不同通关监
管现场同步进行。无论是为确保原油、天
然气等大宗资源性商品加“油”打“气”，还
是在跨境购物监管和边关缉私中的从不
“打烊”，这个不寻常的 2021 年春节，对每
一个值守在事关外贸进出口需要的岗位而
言，其实也是一个个平常的工作日。
青岛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由山东港
口青岛港与中石化合资成立，主要从事原
油、成品油、化工品、液化气等货种的装卸、
中转与储存作业，进口油接卸量占全国进
口油总量 1/6 以上，连续多年居全国港口
首位。
“今天需要查检放行的这批进口原油

去年以来，海关总署
创新模式优化流程，实施
进口原油“先放后检”模
式，为港口提高原油卸货
效率、稳定炼化企业生产
原料供应、促进外贸增长
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
障。黄岛海关关员刘学
哲告诉记者，他们提前在
码头等候，一旦具备条件
就会立即登轮执行查检
和取样，力争在最短时间
大年初一黄岛海关关员登轮对进口原油实施取样
内完成作业。
张 伦 摄
当验核随船单据、制
定取样方案、检查容器、
来自沙特阿拉伯，共计 26 万吨。为保证春
操作取样工具等一项项工作顺利结束时，
节期间炼厂生产原料不断供，到港原油需
离查验关员登轮才刚一个小时。春节期
要按计划卸货、转运。因此，海关查检取
间，青岛港预计有 5 船、约 93 万吨进口原油
样、通关放行、卸货转运各环节必须无缝连
靠港卸货。
接，哪怕一个小时都不能耽搁。”青岛实华
同样为保障春节假期持续增加的能源
原油码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需求，春节前夕，深圳市大鹏湾的广东大鹏

液 化 天 然 气（LNG）码 头 上 ，
“Bahrain
Spirit”号装载的约 7 万吨清洁能源液化天
然气“Bahrain Spirit”号在深圳大鹏海关
监管下顺利卸载。
作为我国能源战略布局的首个 LNG
项目，广东大鹏 LNG 码头是粤港澳大湾区
液化天然气的重要供应源，供气范围覆盖
香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等地，供
气总量累计占广东省天然气供应量的
60%。
“为了满足春节期间供应，我们 1 月份
进口了 6 船 LNG，
靠泊后立即进行船舶检疫
和检验等工作，
顺利完成卸载共计 38 万吨，
目前已畅顺清关，通过管线进入千家万户。
在疫情防控的形势下，
国内外港口严格的管
控措施对远洋船舶靠泊、船员换班造成很大
阻力。我国海关在确保健康安全的前提下
解决了我们船员的换班问题。
”广东大鹏液
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关务总监、总工程师吴培
葵非常感激海关的监管服务。
为保障春节期间天然气供应，大鹏海

关提供“预约式”服务，
“ 一航线一预案，一
船一计划”，提前主动对接企业能源进口计
划，拟定登临检疫及流行性病学调查方案、
货物检验鉴定计划等，
确保
“来船即检”
。
凭借线上交易、非接触式交货、中间交
易环节少等优势，跨境购物成为当下更受
欢迎的“宅经济”。受疫情影响，各地纷纷
出台了鼓励员工就地过年的政策，各大电
商平台也纷纷宣布
“春节不打烊”
。
“今年我们公司也参加春节促销活
动，”宁波富立物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程元
新说，为了积极响应就地过年号召，也是看
好春节期间的销售商机，公司有一多半员
工留甬过年。
对此，宁波保税区海关在优化作业模
式，提供保证金、银行保函等税收担保模
式，减轻企业资金压力之外，进一步优化了
查验方式，依托 X 光机对布控包裹实施非
入侵式查验，减少包裹开拆比例。同时，积
极统筹做好临时仓库与快递车辆备案，保
障包裹第一时间发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