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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报晓，四海同春。在这个农历丁
酉鸡年春节，喜庆的气氛远不止充溢在中
华大地。放眼世界各地，“庆新春”“过大
年”如今也已渐成风气。

今非昔比。早先只局囿于各国唐人街
的中国春节，如今日益走进海外主流社会。
春节所蕴含的独特内涵，以及它背后的中华
文化精神，正逐渐为海外广大民众所了解和
认同，日益生发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春节 世界同庆

连续第17年，美国纽约地标建筑帝国
大厦在中国春节“披上红装”。1 月 26 日、
27 日两天日落时分至次日天亮，这座 102
层摩天大楼的顶端，被红黄两色装点得端
庄典雅，在纽约的夜色中熠熠生辉。

春节期间，从北半球的伦敦“世界眼”、圣
彼得堡冬宫前的宫廷桥，到南半球的悉尼歌
剧院、里约热内卢科尔科瓦多山基督像，世界
知名地标建筑纷纷以“春节装”辞旧迎新。

意大利罗马，市中心维多里奥公园里上
百只红灯笼分外耀眼；苏格兰爱丁堡亚瑟剧
院，春节音乐会隆重举行，1000多名当地观
众盛装出席；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国际
机场，对联、中国结、福字贴随处可见⋯⋯

各国政要、国际机构领导人在农历新
春发表祝词，更成为春节期间的“固定节

目”。在鸡年春节到来之际，联合国新任秘
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巴基斯坦总
统马姆努恩·侯赛因等许多政要发表贺词，
向全球华人送上新春祝福。

中国精神 感染世界

和和美美，普天同庆。和谐，是春节所
体现出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精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谐欢
乐是人类普遍的追求，春节在海外越来越
受欢迎也正是基于此。

放眼全球，战乱、恐怖主义、难民潮等种
种问题持续困扰世界，保护主义、排他思维
仍在作祟。国际上许多人都认识到，中国文
化中的和谐理念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不
论对方国家大小，奉行平等交往的原则，体
现了中国所提倡的和谐理念，这为中国这
样一个大国赢得应有的尊敬。”斯洛伐克著
名汉学家黑山说。

与许多国家最重要的节日与宗教相联
系不同，春节是以四季变换的开始作为庆
祝节日的由头。在即将万物复苏的季节，
中国人怀着对新一年的美好祈愿，庆祝春
天的到来。

著名学者张颐武说：“春节源于大自然

本身的召唤，是中国‘和’文化的集中体
现，一个象征和谐的节日不会带来文化
交流上的障碍与冲击，不论从它的精神
内涵还是表现形式来看，都应该并且有
条件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在过去短短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科
技、社会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惊
叹。这些伟大成就，见证着中国人民的
勤劳勇敢、不屈不挠、开拓进取等诸多优
秀精神。对中国春节的祝福，对中国发
展成就的欣赏，体现着海外人士对中华
民族优秀品格的认同。

中国真情 天下一家

春节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最能体
现中国人对真情的坚守、对家国和谐的
祝福。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谈论中国人
更为博大的情怀——“天下一家”的信
念，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以美
好的家庭伦理和家国情怀，寄托着一生的
追求，从对小家的爱护和奉献，上升到对
国家和天下这个“大家”的真情和呵护。

“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自古
以来，中国人就是怀着这种“天下一家”的
情怀，与世界亲善，与各国真情相交。

今天，“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合力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精
神一脉相承，体现着中国人愿与世界这个
大家庭中所有合作伙伴命运与共的真诚
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集中寄
托着中国人的天下情怀和对创造和谐共
生世界的深切期盼。

这些理念，都正转化为切实的行动：
中国对非“十大合作计划”，与拉美“1＋
3＋6”务实合作，同阿拉伯国家“1＋2＋3”
合作，同中东欧国家“16＋1”合作，同中亚
多国的发展理念对接⋯⋯本着正确义利
观，中国真诚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各国
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巨大利好。而“一
带一路”建设的铺开，更是为世界共同分
享合作红利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窗口。

在互利共赢的对外交往中，中国也收
获着热情的回馈。在外国政要们的新春祝
福中，人们听到了对与中国的合作更加深
入、与中国的友谊再上台阶的热切期待。

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希
望，巴中友谊在新年里不断升温、不断深
化；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期望，以“一带
一路”为代表的长期合作项目顺利落实；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期待，英中关系在新
的一年更进一步⋯⋯

文/新华社记者 胡 冠 郑汉根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中国春节：从唐人街走进海外主流社会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
据，去年 12 月份，澳大利亚贸易顺差为
35.11 亿澳元，约合 26.7 亿美元，比去年 11
月份的顺差20.40亿澳元大幅增加了58.1%，
所占GDP比重再创新高，是自上世纪70年
代澳大利亚经济繁荣以来的最高点。

澳大利亚素有“矿车上的国家”之称，
能源和资源类大宗商品出口是其经济主
要支柱产业。每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起
伏波动，都会严重影响澳大利亚经济走

势。近年来，随着煤炭、铁矿石和能源价
格急剧下跌，澳大利亚经济也持续低迷不
振，一度陷入衰退边缘。但自去年初以
来，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煤炭和铁
矿石价格显著回升，澳大利亚出口形势大
为好转，去年 12 月份出口增长 5.3%，创下
326 亿澳元新高。其中，矿业出口额达到
创纪录的 134 亿澳元，同比增长几乎翻
番。铁矿石是澳大利亚最大也是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去年 12 月份的出口额为 77
亿澳元，比上月增长 10%；煤炭出口额为
57 亿澳元，也呈现强劲回升势头，同比增
长14%。

矿业恢复增长使得澳交所矿业公司

股票再次成为明星股票，由于企业预期收
入普遍看好，矿业股股价持续攀升，平均
收益水平高达65.3%，远超13.1%的市场平
均收益率。据预计，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
拓 2016 年的利润将高达 48 亿美元，相比
一年前的 8.66 亿美元巨亏犹如冰火两重
天。必和必拓的利润增长也是高歌猛进，
仅去年上半年的利润就达到21亿美元。

除铁矿石和煤炭外，澳大利亚的液化
天然气出口也有望在 2017 年取得历史性
突破，为其矿业再繁荣锦上添花。近几年
来，一些全球性能源公司陆续在澳大利亚
投入巨资开采天然气。近期，这些在建项
目基本完工并将投入开采运营。据摩根

大通公司预测，2017年澳大利亚天然气出
口将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24%，成为世界最
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2015年这一比例仅
为 12%。预计澳大利亚天然气开采量将
持续增加，成为澳大利亚又一重要财源。

有赖于矿业出口强劲反弹，澳大利亚
经济一反疲态，重新出现增长势头。预计
2016 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2.9%。随着经
常账户赤字迅速缩减，此前一直面临信用
评级下调的风险也随之降低。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各州政府也拥有了较多的财政
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状况开始转
好，居民收入有望回升。澳大利亚又迎来
了一个矿业繁荣期。

澳大利亚矿业又现繁荣景象
翁东辉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由于供应紧张
和需求走强，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大宗商品市场前
景》报告中预测，2017年能源、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将
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大宗商品市场前景》报
告主要作者约翰·巴菲斯说：“2016年大部分大宗商品
价格都已触底，2017 年会稳步回升。不过，政策变化
也有可能改变这种轨迹。”

世界银行这份报告将今年原油价格预测维持在每
桶55美元，比2016年上涨29%，这项能源价格预测假
定石油出口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及其他石油生产国
在一定程度上遵守限产协议。在假定供应进一步收紧
和中国及发达经济体需求旺盛的情况下，金属价格预
测从 2016 年 10 月期报告预测的 4%上调至 11%。农
产品价格预计2017年整体上涨幅度在1%以下。油脂
油料及原材料价格预计小幅上涨，谷物价格因供应前
景改善会下降近 3%。随着基准利率上升和避险购买
步伐放慢，贵金属价格预计下降7%。

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阿伊汗·高斯说：“投资
疲软制约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很多经济活
动。这些经济体需要采取措施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经
济多元化发展，通过改善治理实现长期增长。”

世界银行预测

今年大宗商品价格将上涨

萌宠萌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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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匈牙利 5 家葡萄酒酒窖获得
2016 年度“中国—匈牙利人民友谊贡献
奖”，反映出匈牙利葡萄酒为加深中匈友好
关系所作的贡献。匈牙利葡萄与葡萄酒生
产商联合会主席凯思·伊斯特万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有更多匈牙
利葡萄酒进入中国市场，摆上中国消费者
的餐桌。

凯思·伊斯特万告诉记者，目前，匈牙
利葡萄园面积约为6.5万公顷，葡萄酒年产
量约为 2.7 亿升，其中 10%出口，过去主要
出口到法、意等欧洲国家，近年来，出口到
中国的葡萄酒数量逐年增加。数据显示，
2016 年前 8 个月，匈牙利葡萄酒对中国的
出口额超过250万美元，同比增长37％。

据凯思·伊斯特万介绍，匈牙利拥有

22 处葡萄酒产区和近 100 个葡萄品种，
其中著名的产区有托卡伊、马特拉、埃格
尔和维拉尼。为了保护葡萄园种植和葡
萄酒，匈牙利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重视
原产地保护。托卡伊奥苏葡萄酒之所以
被称为世界顶级甜酒，关键在于使用的
是留在托卡伊产区葡萄藤上、任其干缩
腐烂且染有贵腐菌的富尔敏特葡萄和哈
斯莱威路葡萄，并用匈牙利特殊的调配
工艺酿造而成。法国和意大利生产的甜
酒曾经也使用托卡伊名称，匈牙利积极
维权，在 2007 年赢得了单独享有托卡伊
名称的使用权。二是加强对葡萄种植和
加工的引导。匈牙利葡萄种植以山地环
境为主，有很多农户经营的小面积种植
园，酿造设备简单陈旧。从 2016 年开
始，匈牙利政府不仅为农户传授专业知
识和技术，以减少葡萄病虫害和提高葡
萄园防冻害能力，而且大力推广使用现
代化的葡萄酒酿造设备，提供了 4000 万

福林（约 15 万美元）资金支持。匈牙利政
府还制定统一品牌营销计划，即在质量管
控和标准统一的前提下，使用统一品牌销
售。三是推动葡萄酒文化宣传。虽然匈
牙利国内葡萄酒消费在增加，目前人均年
消费量约为 30 升，但距欧洲发达国家还
有差距。现在匈牙利的知名酒窖都与旅
游业紧密结合，在游客休闲放松的同时了
解更多葡萄酒文化。

凯思·伊斯特万说，匈牙利葡萄酒下
一步还需要加强市场推广，独特而古老的
葡萄品种和酿造技术是匈牙利葡萄酒最
大的特色和卖点，适中的价格也很有竞
争力。中国市场很大，匈牙利希望能与贸
易商一起，做好匈牙利葡萄酒的推介和宣
传。2017 年匈牙利将主办第六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届时将有机会让
中国贵宾品尝到匈牙利的国酒，更希望借
助“16+1”合作机制把匈牙利葡萄酒摆上
更多中国消费者的餐桌。

让更多匈牙利葡萄酒进入中国市场
——访匈牙利葡萄与葡萄酒生产商联合会主席凯思·伊斯特万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翟朝辉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世界
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烟草与烟草控制
经济学》研究报告指出，全球每年约有
600 多万人因吸烟死亡。预计到 2030
年，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将增长超过三
分之一，在目前全球 11 亿吸烟者中，近
80%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据了解，烟草管制是世界卫生组织
应对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手段
之一。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和糖尿病等在内的这些疾病每
年导致约1600万人在70岁前去世。

全球每年约600多万人吸烟致死

本版编辑 徐 胥

据新华社巴黎电 法国最新研究报
告显示，纸质图书在英国和美国依旧保
持不错的市场行情。

法国《回声报》日前援引法国《图书
周刊》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去年英国纸质
图书市场连续第二年获得增长，销售额
增长4.9％，销售量增长2.3％。其中，圣
诞季销售额创2007年以来最高。

美国市场上，纸质图书销售额去年
增长3.3％，连续第三年上涨。“与英国市
场一样，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
以450万册的出色表现带动了纸质图书
的持续反弹。”报道说。

英 美 纸 质 书 市 场 依 然 坚 挺

2 月 4 日，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中国安徽省
杂技团的演员在“2017 安徽杂技新春演出”活动中表
演魔术。 新华社记者 李芒茫摄

安徽杂技亮相泰国曼谷

据新华社阿比让电 （记者陈晨）
科纳克里消息：几内亚国家广播电视台
4 日晚报道说，几总统孔戴宣布启动西
非输配电线路互通项目。

孔戴表示，“作为非洲一体化的象
征，该项目的实施将为西非地区提供一
个优质的电力资源市场，为次区域内不
同国家的居民提供生活用电并降低用电
费用”。据报道，该电网旨在为塞内加尔
河开发组织成员国提供电力能源保障，
项目造价预计超过10亿美元，线路长度
约1677公里。

西非输配电线路互通项目启动
新华社旧金山电 美国多家科技公司计划于6日

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公开信，呼吁修改针对个别国家
的入境限制令。

据路透社报道，可能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字的企业
包括苹果、脸谱、谷歌、微软、雅虎和推特等。

特朗普 1 月 27 日颁布行政令，90 天内暂停伊朗、
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和伊拉克7国公民
入境美国；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120天内
暂停所有难民入境。

美国科技公司担心，这一入境限制令可能会影响
许多在美国努力工作、并为美国成功做出巨大贡献的
签证持有者。

美国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罗
巴特 3 日在西雅图作出裁决，在全美范围内暂停实施
特朗普入境限制令，即刻生效。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
诉法院5日凌晨发布通告，维持罗巴特的判决。

美多家企业呼吁修改入境限制令

新华社柏林电 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 5 日表
示，相对于德国的竞争力而言，目前欧元汇率的确太
低，欧洲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推高了德国贸易顺差。

朔伊布勒在接受《每日镜报》采访时说，欧洲央行
必须制定适用于整个欧洲的政策，目前政策对德国来
说过于宽松。他说：“在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开始制定
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我就告诉过他，这将推高德国贸易
顺差。”

朔伊布勒表示，德国无法制定汇率政策，欧元对美
元走软主要是因为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
彼得·纳瓦罗近日指责德国操纵欧元汇率，导致欧元被

“严重低估”，损害了美国和欧盟其他成员国利益。
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并未操纵欧元汇

率，欧元汇率属于欧洲央行的职权范畴，德国一直支持
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且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德国财长表示

欧元汇率低估不怪德国

据新华社布拉格电 （记者王义） 捷克研究人员
利用纳米技术研制出一种新型电池，具有体积更小、效
能更高、安全性更高等特点，将主要用于汽车行业及太
阳能发电储存。

纳米技术将增大电池电极的表面积，使它们像海
绵一样，在充电过程中吸收更多的能量，最终增强电池
的能量存储能力。

负责研制新型纳米电池的捷克 HE3DA 公司科学
家普罗哈斯卡在位于布拉格的实验室介绍说，与普通
电池相比，这种电池体积更小、效能更高、供电时间
更长、价格更低廉、重量更轻而且安全性能更高。新
型纳米电池目前已经在布拉格实验室试生产，并将很
快在卡尔维纳落成的新工厂投产，新工厂有 5 条生
产线。

捷 克 研 制 出 新 型 纳 米 电 池

2 月 5 日，人们
在葡萄牙里斯本举
办 的 宠 物 展 上 参
观。

当日，为期三
天的葡萄牙宠物展
在葡首都里斯本会
展中心落下帷幕。
本届宠物展吸引了
160 余家专业机构
和品牌参加，参展
的 各 类 宠 物 达
3000余只。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