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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起，又是一年。世界，再次进
入“春节时间”。

莫斯科、纽约、伦敦、巴黎、罗马、悉
尼、开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国红”

“新春庙会”以及各种具有浓郁中国年味
的迎春活动为世界披上节日盛装。

“您眼中的春节是什么样？”——面对
记者的问题，受访外国人士侃侃而谈。

春节，是家庭团圆

坦桑尼亚坦中友好协会秘书长约瑟
夫·卡哈马说，春节文化令他着迷，春节是
他每年最期盼的节日之一。

“春节是合家团聚的亲情盛宴，”柬埔
寨文化艺术部国务秘书、新闻发言人泰诺
拉萨贴说，中国和柬埔寨地理相近、文化
相通，“柬埔寨文化中对祖先和家庭非常
重视，中国春节祭祖和团圆的习俗也引起
了当地人的共鸣，春节促进了中国和柬埔
寨的文化交流，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心。”

以色列导游埃兰·科恩曾在中国生

活两年，这段经历让他对春节有着特别
的感受。“中国文化对我来说特别有吸引
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文化
对于和谐、和平、合作、融合的内涵有着
独到的理解。”

春节，是交流之窗

英国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校长
帕特里克·洛雷认为，春节已经成为沟通
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越来越多中国
人走出国门，足迹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他
们用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来交朋友，搭建
起联通世界的桥梁，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交流方式。”

曾在中国居住11年的意大利葡萄酒时
代网站总编辑詹卡洛·帕纳雷拉表示，“在意
大利，春节的影响越来越大。春节是中国人
的传统新年，也是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的平
台，人们通过春节了解中国文化。”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休斯敦分校教授乔
恩·泰勒说，春节就是一扇窗，让参与其中的

美国人触摸到真正的中国文化，从而增进对
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增进了友谊。

春节，是蓬勃商机

“春节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社会普遍参
与庆祝的重要节日。”澳大利亚悉尼科技
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詹姆斯·劳伦
斯森说，“由于春节期间来澳中国游客为
当地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澳大利亚经济
也跟着‘过年’。”

“春节的意义已经超过中国范畴，而
具有世界影响。”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
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说，春节期间的
节日消费不仅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也刺激
世界经济增长。

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教授扬·沃尔斯
说，对加拿大人而言，春节庆祝活动早已
被视为国际化的文化活动，尤其在温哥
华、多伦多等华人聚居的大城市。温哥华
市的“唐人街大游行”已成为当地最具影
响力的庆祝活动，温哥华市市长、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省长甚至加拿大总理等政要
都会到场与华侨华人共迎新春。

春节，是文化自信

在英国白金汉大学教育发展事务主
任阿利斯泰尔·洛马克斯看来，“春节所代
表的中国礼仪文化、庆祝方式正在被全世
界认可和喜爱，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英国
人一同庆祝中国春节。”

扬·沃尔斯认为，春节的文化内涵极
其丰富，“既有着重大文化意义，并且还意
味着年度生活循环。大家都希望新的一
年会是吉利丰收之年，所以会用吉利的语
言、吉利的图画、吉利的行动来体现对新
的一年的期待。”

智利圣地亚哥市市长费利佩·亚历山
德里说，“中国文化已延展至世界各地，中
国人应该有文化自信。我希望中国文化
更多地影响智利人，因为这将是有积极作
用的，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人学
习。”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极具感染力的文化自信
——外国人士眼中的中国春节

自2月15日起，落成于1971年的华盛
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再次开启了“中国
新年模式”，该中心大厅、走廊等到处是高
挂的中国结、红灯笼，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勾勒出浓厚的狗年春节氛围。

2 月 17 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新年
家庭日”活动更是将该中心的“中国新
年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当日，在这
个世界级的音乐殿堂，来自四川成都艺
术团的艺术家及演员们带来了精彩表
演，无论是在露台剧场的木偶皮影专场
演出，还是在千禧舞台的民乐、舞蹈及
杂技表演，都受到了美国观众的热捧。
在该中心“中国家庭日活动”主要场
地，美国民众更是络绎不绝。在高峰时
段，工作人员不得不限制主要活动场地
的“入场人数”，人们只好在大厅走廊排
着长队等候入场。中国传统民乐、舞
蹈、杂技、剪纸艺术、灯笼制作、年画
印制、传统儿童服饰和少数民族服装试
穿等，受到了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

这是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连续第三
年举办“中国新年家庭日”活动，除了

“中国新年家庭日”活动外，还有 2 月 15
日除夕当晚举办的“中国新年音乐会”
及 3 场千禧舞台演出。据统计，前两年
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所举办的“中国新
年庆祝活动”均吸引了近万名美国民众
参与。

近年来，中国春节活动越来越受到美
国民众的喜爱，特别是“中国新年家庭日”
这种活动模式越来越受到美国小朋友的欢
迎，在“春节”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中国传统
文化给美国民众带来了别样的乐趣和
享受。

华盛顿：

中国新年受青睐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高伟东

中国传统文化春节在保加利亚展现
出越来越大的魅力，尤其在首都索非亚，
迎新春过中国年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由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和索非亚市
政府共同举办的2018年“欢乐春节”活动
在首都赛尔迪卡考古遗址群开幕。中国
春节文化让考古遗址群春意盎然。由宁
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组派的艺术团
和非物质文化展演团为索非亚公众带来
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体验。索非亚市
政府文化局局长根诺娃表示，将进一步加
强合作，把中国文化之美呈现给更多的索
非亚民众。

春节期间，索非亚的各类迎新春过
中国年活动精彩纷呈。索非亚市第 138
中学为此举行了系列春节文化节活动。
学生们的中文现场表演、中国书法展览、
剪纸技艺展示等，吸引了 200 多名师生
参加。索非亚市 101 中学也举办了庆祝
中国春节文化活动。这些以中国春节为
主题的活动不仅让在校学生更加深入了
解了中国文化，也让更多的索非亚民众
对汉语及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展
现了春节文化精品的魅力，让中国春节
文化成为中国在保加利亚一张亮丽的
名片。

保加利亚：春节文化再展魅力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田晓军

近日，由中国文化部、驻乌兹别克斯坦
大使馆和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部、纳沃伊大
剧院共同举办的2018年“欢乐春节”文艺
演出在塔什干纳沃伊大剧院内精彩呈现。
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
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持续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令观众如痴如醉，
人们在领略了中国传统艺术独特魅力的同
时，也感受到了中国春节的欢愉氛围。

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姜岩表
示，春节象征着春天的开始，“欢乐春节”
在这个喜庆时刻走进乌兹别克斯坦，不

仅展示了中国丰富绚丽的民族文化，更
传递了来自中国人民对乌兹别克斯坦人
民的深情厚谊和美好祝福。乌兹别克斯
坦文化部部长萨伊弗拉耶夫认为，演出
将进一步深化乌中传统友谊，拉近两国
民众的心理距离。

记者发现，除中企、旅乌华人华侨外，
多数的现场观众是当地民众，他们对于演
出的评价同样非常高，其中一位当地观众
激动地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
民乐，真是太有魅力了！优秀的中国音乐
家们让我们感受到了盎然的春意”。

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民乐增进友谊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遥远

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传统节
日早已受到西方民众的关注和喜爱。春
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更
是大受欢迎。春节期间，不仅奥地利各地
华人华侨、社团组织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春
节文化活动，萨尔茨堡市政府、维也纳商
会、维也纳市政府等奥地利当地政府和组
织也相继举办了一系列欢庆中国春节的
专场活动。

维也纳市政府和奥中文化交流协会
在维也纳姆特剧院隆重举行了 2018 维
也纳中国舞蹈芭蕾新年音乐会，中外艺
术家在音乐会上联袂表演，节目丰富多

彩。此外，萨尔茨堡市市长普罗伊纳在
市政府大理石厅举行春节招待会，邀请
旅居萨尔茨堡的华人华侨、中国留学生、
奥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国春节。
普罗伊纳称颂中奥友好，强调萨尔茨堡
市政府将继承对华友好传统，深入推进
各领域的合作。维也纳联邦商会也举办
了盛大的旅奥华商华侨春节招待会。活
动中，维也纳商会主席鲁克用汉语向大
家拜年，欢迎中国农历狗年的到来。鲁
克表示，维也纳商会将继续为中奥关系
特别是经贸往来作出重要贡献，并期待
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奥地利：春节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黄海顺

今年日本的春节除横滨、神户、长崎
中华街舞狮子、挂灯笼等传统项目外，更
多的中国文化味令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
乐见乐享。

位于东京的中国文化中心从 2 月 13
日开始连续举办多场中国戏曲表演、讲
座。明治大学教授、日本京剧研究第一
人加藤彻就京剧的起源、流派、不同角色
的装扮等娓娓道来，让日本听众从艺术
侧面接触到中国文化的精髓。第二讲由
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桂琴就京剧舞台上的
一招一式现场讲解和表演，与观众零距

离接触。
日本的春节气氛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2 月 24 日、25 日福冈的博多运河城将由
当地华侨组织与中国驻福冈总领馆共同
举办第五届“欢乐春节祭”。据主办方负
责人朱玺介绍，预计将吸引 20 万当地民
众参与，华人艺术家将表演，内蒙古乌海
歌舞团将专程送来精彩节目助兴，当地中
餐馆也将推出多种中国特色小吃。此外，
还将组织旅日外国人卡拉OK大赛。

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石永菁表示，今年
的春节文化味特别浓。

日本：民众乐见乐享中国文化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中国新年家庭日”活动上，美国小朋友在给“小油纸伞”涂上颜色。 高伟东摄

在加拿大米西索加市演艺中心，小朋友们与舞狮玩耍。

（新华社发）
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纳沃伊大剧院举行的2018年“欢乐

春节”文艺演出上，艺术家们在表演。 李遥远摄

“人民的决心和行动，
已经让变革的曙光在南非
出现。”南非新任总统西里
尔·拉马福萨日前在其就
任后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
中向民众描述了未来愿
景，“可以预见，终有一天
我们将能战胜贫困，让艾
滋病不再蔓延。现在到了
每一个南非人自告奋勇，
为国家不懈奋斗的时刻”。

拉马福萨对南非经济
增长前景表示乐观。他指
出，南非经济已经出现了
温和复苏势头，全球经济
持续回暖也为南非经济营
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大
宗商品价格开始反弹，南
非货币兰特币值走强，投
资者信心也持续强化。对
于市场普遍担忧的政治不
确定性，南非执政党和政
府已经作出妥善处理，以
确保政府政策的连续性。
拉马福萨认为，南非应抓
住这一发展机遇，巩固经
济增长成果，并确保民众
从中普遍受益。

就业问题是拉马福萨
此次国情咨文演讲中着墨
最多的部分。拉马福萨直
言，2018年南非全国工作
的重点，就是要努力创造
更多就业岗位，尤其是为
青年群体。为此，在未来
几个月内，南非将举办一
次高规格的就业峰会，召
集各行业、各领域从业者，共同探讨如何克服困扰南非
社会多年的失业率高企问题。南非还将在3个月内举
办一次投资峰会，鼓励国内外投资者为南非经济注入
新的投资，期待借此扩大就业规模。此外，考虑到制造
业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的巨大潜力，南非政府将致力
于解决制造业下滑问题。拉马福萨说，南非将进一步
推动制造业本地化，诸如纺织服装、家具等将被指定为
本地采购产品。

推动经济社会转型也是拉马福萨关注的重点。一
方面，南非将通过优惠采购项目等倾向性政策，扶持黑
人企业家阶层发展。另一方面，南非政府将加大对黑
人专业人士群体支持力度，对不执行“转型”规定的企
业实施严厉处罚。对于饱受关注的土地问题，拉马福
萨承诺，将执行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去年第54届全
国代表大会决议，实施无偿征收土地政策，但同时强调
这必须建立在增加农业产量、保障粮食安全等基础
之上。

拉马福萨的国情咨文演讲受到各界积极评价。对
于拉马福萨对南非失业问题给予的关注，南非Stanlib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凯文印象深刻，他认为创造就业已
经成为新总统施政的首要目标。南非知名电台节目主
持人伊曼注意到，拉马福萨的演讲甚至得到了反对党
议员长时间的站立鼓掌，令人十分鼓舞。独立政治评
论员丹尼尔则认为，拉马福萨的演讲重点突出，“很有
分量”。拉马福萨所传递出的积极信号，将极大刺激投
资者的投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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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柏林电 记者谢飞报道：根据德国联邦统计
局的最新数据，今年 1 月份德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
增长1.6%，环比下降0.7%。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涨幅继续放缓成为抑制德国
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因素。1月份德国能源价
格仅上涨 0.9%，相较 2017 年 11 月份和 12 月份的
3.7%和 1.3%，增幅明显减少。但与此同时，德国食品
价格增长明显。今年 1 月份德国食品价格增长较快，
达到3.1%，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水平。食品价格增长成
为推动德国总体物价增长的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德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1.8%，是 2012 年以来的最高值，但仍低于欧洲央行
2%的理想标准。此外，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最新数据
显示，去年四季度德国经济环比增长 0.6%，增幅低于
三季度。但去年德国经济全年增速达到了 2.2%，是
2011 年以来的最高增速。专家分析认为，今年德国
经济的增长势头仍将持续，增速将超过 2%的预期。

德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1.6%
食品价格增长明显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刘威报道：新加坡政府日前
在公布2018年财政预算案时宣布，将在未来一段时期
内采取多项扩增税收举措。

具体措施包括：拟将消费税税率从当前的7%调高
至9%，具体落实时间将于2021年至2025年视情况而
定；房地产买方印花税从2018年2月20日起，成交价
超过100万新元的住宅，对于超出100万新元的部分，
买方印花税从 3%调高至 4%；进口服务消费税则将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征；2019 年开征碳排放税。自
2019 年至 2023 年，在新加坡的企业每排放一吨温室
气体，将必须支付 5 新元碳排放税。新加坡政府还计
划在 2030年前将碳排放税提高至每吨温室气体征收
10 新元至 15 新元的水平。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宣布
自2018年2月19日起，将烟草税上调10%。

新加坡将采取多项扩增税收举措
2019年开征碳排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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