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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城里，感受瑞士的雪上运动文化

全球共度“欢乐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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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

节日，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随

着我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友

人希望通过春节学习中华文化、了

解中国社会。

自 2010 年春节开始，文化部会

同国家相关部委、各地文化团体和

驻外机构在海外共同推出这项大型

文化交流活动，目的是与各国人民

共度农历春节、共享中华文化、共建

和谐世界。

“欢乐春节”活动由此而来。在

海外广泛开展“欢乐春节”活动，正

是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一个大

舞台，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一个好

窗口。“欢乐春节”活动自从开办以

来，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广泛欢迎

和积极参与，规模越来越大，反响越

来越热烈。今年，“欢乐春节”又将走

进哪些国家呢？

中国出品收获国际好评

1 月 16 日，“欢乐春节”文化庙

会在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国

家青少年宫举行，吸引约 600 名当

地中小学生和教师等参加。

此次活动分为中国文化体验和

剧院演出两部分。文化体验内容包

括木版年画、书法、绘画、剪纸、打中

国结、象棋和围棋大师课、舞龙舞

狮、武术展示、戏曲服装展示等。在

剧院演出部分，来自江西省歌舞剧

院的演员为观众带来了戏曲、民乐

和歌舞表演。

当天下午，国家青少年宫内热

闹非凡。参加活动的当地中小学生

对文化体验活动特别感兴趣，他们

轮流体验舞龙舞狮、拓印木版年画

等，还学习写毛笔字、打中国结、解

九连环。成功完成体验任务的学生

还有机会通过参加套圈游戏赢取纪

念品。

1月18日，2020年葡萄牙“欢乐

春节”活动拉开帷幕。由当地华侨华

人、中资机构、孔子学院以及来自陕

西和澳门的艺术团等组成的多个巡

游方阵，在长达两公里的街道上载

歌载舞，向葡萄牙民众展示了丰富

多元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引来观

众的热烈掌声。

主会场阿拉梅达广场上人头攒

动，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洋溢着浓浓

的中国春节气氛。春节文化展会上，

春卷、糖葫芦、麻辣烫……中国风味

小吃应有尽有；年画、中国结……中

国特色商品琳琅满目。正在排队购

买青岛啤酒的当地小伙说，他喜欢

中国清爽型啤酒的口味，再配上麻

辣烫，“很完美”“很过瘾”！

在里斯本大学孔子学院展台前，

来自巴西的一名背包客正在品味中

国茶。他说，虽然还没去过中国，但今

天的活动现场让他身临其境体验了

一次“中国年”的喜庆和欢乐。

中华美食惊艳众人味蕾

1 月 15 日，“行走的年夜饭”活

动在伦敦举行。英国外交部官员、议

会上院议员、英中贸易协会主席等

当地政商界人士出席并品尝了这顿

中西合璧的年夜饭。

这是“行走的年夜饭”活动连续

第二年走进伦敦。来自四川成都市

的名厨们今年带来了丰富的四川食

材，并与英国酒店的西厨合作，烹制

出麻婆豆腐、钟水饺、熊猫汤圆、松

露鸡豆花等美食。中西食材和而不

同，交相辉映，让来宾大快朵颐。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活动

上致辞时表示，年夜饭代表着几千

年来中国人民对新年的美好期许和

对世界的真诚祝福，“行走的年夜

饭”蕴含着希望、家庭和谐的味道。

他说：“春节最大的年味儿，就是举

家团圆、相聚言欢。随着经济全球化

深入发展，世界已变成一个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中英双

方应抓住机遇，深化合作，携手打造

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世界大家庭作

出更大贡献。”

1 月 17 日，为庆祝新春佳节和

中古两国建交 60周年，由中国驻古

巴大使馆和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共同

主办的“2020 欢乐春节——行走的

年夜饭走进古巴”活动在古巴国家

饭店举行，来自中国和古巴的 60多

位嘉宾出席活动。

年夜饭开始前，中国驻古巴大

使陈曦致辞，强调了中古两国之间

的兄弟情谊。他说：“古巴这个美丽

的加勒比岛国一直与中国相伴相

随。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美食，已

经成为古巴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邀出席活动的古巴文化部副

部长费尔南多·罗哈斯表示，活动展

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体现了古中

两国之间的友谊。

本次年夜饭菜单中包括烤羊排

拼狼牙土豆条、过桥石斑鱼配油条

等菜品。古巴武术学校校长、中餐馆

经营者李荣富在品尝美食时深有感

触地说，中国菜讲究的是平衡所有

食材，色香味俱全，他将在古巴继续

传播中华美食和中华文化。

席间，面点师冯艳君的吹面表

演和拉面表演引起了嘉宾们的浓厚

兴趣，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王忠友

给嘉宾们写的“福”也受到热烈欢

迎。“福”字把浓厚的中国年气息带

到古巴，带给了远离祖国的驻外工

作人员。

特色演出展现民族风采

日前，“欢乐春节”专场文化活

动登陆孟加拉国国家剧院，拉开

2020 年孟加拉国“欢乐春节”系列

活动序幕。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李

极明、孟文化国务部长哈立德、孟政

府和议会代表、各国驻孟使节和国

际组织驻孟代表以及来自孟社会各

界的近千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专场文化活动中，来自新疆艺

术剧院的演员们表演了具有中国少

数民族特色的舞蹈。《多彩新疆》展

示了新疆各族人民和谐生活其乐融

融的场景；集体舞《朱拉》雍容华贵，

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新疆维

吾尔族十二木卡姆艺术选段；维吾

尔族传统舞蹈《顶碗舞》舞姿曼妙；

集体舞《刀郎麦西来甫》豪迈奔放，

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新疆歌

唱家特别准备了孟加拉语传统情歌

《手镯》，现场观众起立鼓掌，气氛达

到高潮。

活动现场还设有“欢乐春节”嘉

宾签名墙、“新疆是个好地方”图片

展、新疆少数民族人物卡通板、中华

书法、桑皮纸艺术展示台，现场的电

子屏循环播放《2020 欢乐春节》《新

疆是个好地方》等文化旅游宣传片，

现场观众争相拍照留念。

1 月 18 日，2020 年“欢乐春节”

民族交响乐《魅力丝路·陇上行》活

动在波兰奥波莱国立音乐学校成功

举办。来自甘肃省歌舞剧院民族交

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为当地观众献上

了两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新

春音乐会。

演出节目包括民族管弦乐《庆

典序曲》、唢呐独奏《黄土情》、二胡

独奏《葡萄熟了》、二胡齐奏《赛马》

等一系列充满丝路文化、敦煌文化

和中国中西部民族文艺风格的作

品。来自中国的音乐家们精心演奏，

用音符再现古代丝路的繁荣景象和

情韵，抒发中华文化的豪迈情怀，动

听的旋律深深打动了波兰观众。

本次“欢乐春节”民族交响乐

《魅力丝路·陇上行》活动是由中国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

主办，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奥波

莱工业大学和奥波莱孔子学院承

办。中国驻波兰大使刘光源、奥波莱

市长维希涅夫斯基、奥波莱工业大

学校长洛伦茨等中波两国嘉宾以及

当地各界代表观看了演出。

（本报编辑综合）

背着牛铃去“追星”

“当当当当……”响彻维拉尔

冬季运动公园的牛铃声是滑雪登

山比赛中令人难忘的记忆。

形状扁平，最大者近乎牛头尺

寸的瑞士牛铃源自畜牧业传统，也

是本地人家必备的装饰品之一。在

冬青奥会上，极具地域特色的牛铃

化身“加油神器”。人们拿出自家的

大小牛铃，背背、肩扛、手提，浩浩

荡 荡 地 上 山 ，布 满 陡 峭 赛 道 的

两旁。

“比赛马上开始，请安静！”整

个山谷的嘈杂仿佛突然被冰冻，下

一瞬间，发令枪响划破天空，运动

员们拼抢出发，人们用最大频率摇

晃着铃铛，以最大的嗓门呼喊着

“Allez”（法语，意为“加油”）。

更有疯狂者，背负牛铃，脚踏

滑雪登山板，在赛道线外紧随运动

员们滑行并高声疾呼，堪称助威界

“最强选手”。

比赛结束，狂热仍未止息。在1

月 14 日的滑雪登山混合接力赛

后，伴随着摇滚乐队的现场演唱，

人们加入吉祥物游行，此时，数百

名观众向冠军得主，东道主瑞士队

的运动员们索要签名，以至于队员

罗宾·比萨尔说：“我就像明星一

样，这太梦幻了！”

玩滑雪，地点不是问题！

洛桑最繁华的“Flon”街区，竟

建起了好几条“雪道”！

借助这座山城的地势，冬青奥

会主办方铺设了塑料制的“金针

菇”状模拟雪，并与滑雪学校合作，

在此设立了免费教学点。不论是小

朋友还是成年人，都能上“雪”

一试。

除了优哉游哉的“逛街滑”，

主办方还找来当地的自由式滑雪

爱好者，在模拟雪道上办起刺激

的草根版“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大赛”。

没有跳台，拿木头搭一个就是

了；着陆缓冲区，就用大气垫替代

吧；出发速度不够，那就用绞盘拽

着加速。当然，动感的音乐不能少，

言辞激动的解说员不能少，狂热的

观众不能少！

很难想象会有这种奇景，人们

穿着雪板，在小城狭窄而繁华的商

业街上空上演着跳跃、翻滚。

赛场边的“雪上课堂”

滑 雪 是 一 项 亲 近 自 然 的 运

动。丰富的雪山、适宜的气候，是

大自然对瑞士人的馈赠。生活在

这样的环境里，这里的人们形成

了爱自然、爱滑雪的文化传统，

同时也对山地环境和雪上运动的

风险更为了解。其中，教育是原

因之一。

在冬青奥会的比赛期间，不少

洛桑的小学组织学生们前往赛场

观赛。从海拔几百米的日内瓦湖

边，花将近两小时来到海拔一千五

百米左右的雪山上，一位带队老师

表示她并不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

因为对于她和这些10岁左右的小

学生而言，上雪场是生活中十分平

常的事情。

在举办高山滑雪比赛的莱迪

亚布勒雷山滑雪场上，笔者则与来

自山下村庄的幼儿园师生们相遇。

幼儿园老师请来一位出生在

本地的前职业滑雪运动员为小朋

友们讲解比赛，但“熊孩子”们不一

会儿就开始顽皮地在雪坡上打起

滚来。对此，老师并未制止，而是将

学生们排成一排，请运动员当裁

判，为孩子们举行“雪地打滚”

竞速。

在举办自由式滑雪比赛的莱

森雪场标志性的大断崖下，笔者则

目睹了一群青少年滑雪者在教练

带领下学习野雪滑行技巧。野雪滑

行不仅要求参与者熟练掌握雪况

和应急设备，还需要建立起足够的

安全意识。

显然，这里的人们对野雪并

不陌生。比赛时，就有不少观众

滑行到野雪区，然后就地找块巨

石，进行野餐，从赛道之上的角

度俯瞰。

（新华社 卢星吉）

儿基会报告：
近三分之一最贫困家庭
少女未上过学

新华社联合国 1 月 20 日电（记

者 林远）1 月 20日，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儿基会）发布报告说，来自全球最

贫困家庭的 10岁至 19 岁少女中，有

近三分之一从未进入校门学习。

根据这份题为《应对学习危机：

迫切需要增加投资以改善最贫困儿

童教育》的报告，贫困、性别歧视、残

疾、语言障碍和基础设施薄弱等是阻

碍最贫困家庭儿童获得教育的因

素，使他们无法获得摆脱贫困所需的

技能和机会，同时也加剧了全球教育

和学习危机。

报告分析 42 个国家的数据后发

现，只有少数国家做到了公共教育支

出平均分配，大多数国家的富裕家庭

子女获得的教育经费多于贫穷家庭

子女，一些国家富裕家庭儿童所获得

的平均教育资源是贫困家庭儿童的4

倍之多。

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和教育政策

制定者优先为容纳贫困家庭儿童人

数最多的中小学教育提供资金，在

这一阶段实现资源平均分配后，再

逐渐使高等教育实现资源平均分

配。此外，各国还应为每名儿童提供

至少一年的学前教育，因为完成学

前教育的儿童学习质量更高、辍学

率更低，在成年后更可能为社会作

出贡献。

德国推出
强调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经济战略

新华社柏林 1 月 16 日电（记者

张毅荣）德国政府日前在内阁会议上

通过国家生态经济战略，将在整合以

往生态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数字

化和其他跨学科尖端科技，致力于建

设 可 持 续 、可 循 环 和 创 新 的 德 国

经济。

据介绍，这一战略由德国联邦教

研部与联邦食品和农业部牵头负

责。政府未来的研究资金将主要用

于拓展生态知识和利用生态系统，

发掘可持续发展的新潜力。生态经

济也被联邦政府确定为 2020 年科学

年主题。

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安雅·卡利

切克说：“气候变化促使我们重新思

考。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在保存生存

基础的同时保持经济强劲，生态经济

正是实现目标的关键。我们希望借助

这一战略，在所有经济领域加强利用

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扶持所有关注

环境、气候和生态系统承受能力的创

新项目。”

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部长尤

利娅·克勒克纳说：“生态经济中蕴藏

未来，尤其是在农业和林业领域。农

民作为生态原材料的重要生产者，在

这一战略中起到关键作用。当我们不

得不大量进口化石燃料时，草地、耕

地和林地蕴藏的可再生能源其实就

在我们身边。”

马来西亚
向发达国家
退回大量“洋垃圾”

新华社吉隆坡 1 月 20 日电（记

者 林昊 郁玮）1月 20日，马来西亚能

源、科技、气候变化与环境部表示，马

来西亚已经退回 150 个装有塑料垃

圾的集装箱，主要退回给美国、英国

等发达国家，正着手退回另外 110个

集装箱的“洋垃圾”。

马来西亚能源、科技、气候变化

与环境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

运离马来西亚的 150 个集装箱估计

装有 3737吨垃圾，主要来自美国、英

国、日本、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

声明说，马来西亚没有为送回这些外

国垃圾支付费用，相关费用由进口商

或船运公司承担。

该部门说，除了 150 个已经退回

的集装箱外，另外 110 个装有“洋垃

圾”的集装箱正在退回的处理程序之

中。这 110 个集装箱中，60 个来自美

国，其他来源地包括加拿大、日本和

英国等。

马来西亚能源、科技、气候变化

与环境部长杨美盈当天在马来西亚

北部槟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马来西亚政府严肃看待外国垃圾非

法入境问题，将继续打击包括塑料垃

圾在内的跨境污染，以保护环境。

近日，法国正式颁

布实行《交通未来导向

法》。该法律包含 189

条规定，针对近年来法

国交通与环保领域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

列解决措施，并鼓励法

国民众绿色出行，应对

环保领域的挑战。

新法律的一大亮

点是明确提出了法国

减少碳排放的路线图。

根据这一路线图，法国

地面交通将在 2050 年

前实现“碳中和”的目

标。为实现这一目标，

新法律明确了两个阶

段：一是在 2030 年前

把法国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减少 37.5%；二是

在 2040 年前停止出售

使用汽油、柴油和天然

气等化石燃料的车辆。

为促进民众更多选

择公共交通、自行车等

绿色出行方式，《交通未

来导向法》指出，2019

年至2023年间，法国政

府将拨款 137 亿欧元（1 欧元约合

7.79元人民币）用于发展基础设施，

对现有交通网络进行维护。今年开

始，法国政府将推出电动公交车，到

2022年前把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增

加5倍；法国政府还将设立总额为

3.5亿欧元的自行车基金，加强对共

享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的管理，为市

民提供更加安全的出行环境。

法国生态转型与团结部发布公

告指出，新法律规定的一系列新举

措将使民众出行更加便捷、便宜和

清洁，不仅是本国实现能源转型的

必然要求，也是对全球环境保护的

有力呼应。法国生态转型与团结部

部长伊丽莎白·伯尔内表示：“《交

通未来导向法》的实行，是法国公

共交通政策的一次深刻变革。”

多年来，法国政府不断推动相

关改革，在气候、能源、农业、交通

等多个领域“多管齐下”，带动全

社会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然

而，由于治理措施落实不力、缺乏

实质性资金支持等原因，此前的举

措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此次颁布

《交通未来导向法》也在法国各界

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新法律的颁

布只是在做“表面文章”，缺乏具

体措施和必要资金，能否产生效果

还有待观察。

为确保实现《交通未来导向

法》设立的目标，法国生态转型与

团结部日前发布公告，宣布政府将

在环境保护领域实施13项重要变

革。在绿色出行方面，将投入更多

资金支持民众购买新型电动汽车

或氢动力汽车。根据公告，自今年

起，购买清洁能源汽车的消费者将

根据购买价格区间的不同，获得

3000 欧元至 6000 欧元不等的“生

态奖金”。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少

于20克/公里的汽车，法国政府则

把奖励额度提高50%。

（《人民日报》刘玲玲）

2019 年 7月以来，高温天气和

干旱导致澳大利亚多地林火肆虐。

截至目前，林火灾害已致 28 人死

亡，2600 多栋民居被毁，过火面积

超过 1000 万公顷。持续数月的森

林大火对当地生态系统和野生动

物更是造成了巨大影响。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悉尼

蓝山地区，占地 103 万公顷，这里

有包括“活化石”植物瓦勒迈松在

内的大量珍稀濒危物种。悉尼大

学环境科学讲师阿伦·格林维尔

日前表示，蓝山八成区域已经被

林火烧毁。

据格林维尔计算，自去年 10

月以来，蓝山地区植被已被累计

烧毁 83.7 万公顷。他表示，林火沿

着新南威尔士州大部分海岸线肆

虐，许多地方的野生动物被夹在

火焰与海水之间，难以找到庇护

之处。

悉尼大学生态学家克里斯·迪

克曼教授估算，2019 年 9 月以来，

林火已造成超过 10亿只野生动物

丧生，其中包括哺乳动物、爬行动

物、鸟类等。迪克曼在计算时使用

了高度保守的估计，且他的计算不

包括蝙蝠、青蛙、昆虫和其他无脊

椎动物。

野生动物的真实死亡数字，只

有等林火完全扑灭后才能展开实地

评估。但不少专家认为，在林火中丧

生的野生动物数量远超10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森林生态

学教授戴维·林登迈尔表示，野

生动物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是火

海，“它们必须应对火灾前的高

温期、火灾本身、火灾后栖息地

和食物的减少，以及其他动物的

入侵。”

迪克曼介绍说，林火可能对当

地的生物多样性产生十分显著的

影响。“我们估计有 20到 100 个物

种已经受到威胁，其中包括脊椎动

物和植物，它们的全部或大部分栖

息地都受到火灾影响。”

澳大利亚国宝考拉是受灾最

严重的动物之一。考拉行动迟缓，

只吃桉树叶，而含油量高的桉树

极其易燃。新南威尔士州中北部

海岸是该州考拉的主要栖息地，

分布着 1.5 万至 2.8 万只考拉。澳

大利亚环境部长苏珊·利表示，当

地 30%的考拉在持续的林火中丧

生。而在南澳大利亚州的袋鼠岛

上，林火烧焦了超过 20 万公顷、

近半个岛屿的面积，大约 3 万只

考拉死亡。

迪克曼表示，媒体中经常出现

令人痛心的关于考拉的报道，但还

有很多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小型动

物在林火中死伤惨重，“从百分比

来看，在林火中丧生的野生动物中

有 77%是爬行动物，像小蜥蜴、壁

虎等。”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经宣布，

将投入 5000 万澳元（1 澳元约合

4.7 元人民币）帮助澳大利亚的动

植物恢复，减轻大火造成的损失。

其中一半资金用作紧急干预基金；

另一半用于支持野生动物救援，以

及动物园和自然资源管理组织等

开展实地活动。

苏珊·利表示，帮助受伤的野

生动物康复、控制野生捕食者、对

受影响的区域进行测绘以及利用

未烧毁的区域来保护动物将是联

邦政府的首要任务。新南威尔士

州、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和

昆士兰州政府也纷纷宣布将为野

生动物收容所和看护者紧急拨款，

以支持受林火影响的野生动物救

援等工作。

如何确保濒危动物可以继续

存活下来？迪克曼说：“我们目前

正在努力寻找答案，但最明显的

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快速、有效

的检测工具，以寻找未被烧毁的

栖息地。”他表示，从长远来看，科

学界必须认真对待生物多样性问

题。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在过

去几十年中一直在下降，特别是

哺乳动物灭绝率在世界上居于前

列。这类林火事件很可能加速某

些物种的灭绝进程。

（新华社 郭阳）

澳大利亚林火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影响

雪场上，冬青奥会

运动员们正激烈角逐，

雪场边，漫山遍野的观

众点燃“狂欢节”般的

氛围；洛桑城里，人们

也搭起模拟雪道，办起

草根版的“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大赛”。

瑞士人对雪上运动

的狂热令人震撼，这里

的 滑 雪 文 化 氛 围 令 人

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