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消息：1月25日,猪年新春佳节即
将来临之际，由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办，美
国中国书法家协会协办“迎新春、赠春

联”活动。春联是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庆
祝春节的一种形式，贴春联是过年的必须
项目，也是过年的一种习俗。感受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传承民族文化，从而热爱
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免费索取
春联，共庆新年。

挥毫活动在美国福建同乡会会所举
行，虽然外面严冬酷寒，但屋内却春意盎
然，春节快要到了,我们把“福”字和春联送
到社区,特邀请10多位书法家向群众写春
联送春联，为大家送来了幸福，平安，吉祥。
美国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黄春云，主席李兆
银、理事董家璧，王孔源，刘剑尘，林金泉、叶
济民、郑子团、林榆等十多名福建籍书法家
兴致勃勃泼墨挥毫，为民众送上猪年的祝
福。书写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春联
300幅，受到纽约市民的热烈欢迎。

美国福建同乡会负责人郑思祺表示：
“迎新春、赠春联”活动。手写“春联”、
贴“春联”，是中华传统文化习俗。在海外
传扬不但能让中国年年味更加浓厚，家门
显得格外祥瑞喜庆，而且也能促进我们在
美国成长的下一代子孙对中华传统文化和
家乡习俗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是一种很
有意义的活动。美国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李兆银表示：这项活动也是为了积极响应
中国书协把每年的腊月二十四定为“中国
书法日”，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社区民
众送春联活动，打造纽约文化品牌为宗旨。

（美国中国书法家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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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书协书法家走进福建同乡会
“迎新春、赠春联”活动

墨西哥第五届“我想象中的中国”
儿童绘画比赛颁奖仪式暨作品展开幕

写春联、看年画，世界各国人民共庆中国春节
本报综合消息：写春联、看年画、买年货、

逛庙会……中国春节正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
的人们共同欢庆的节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
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递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共同憧憬，成为年味浓浓的春节橱窗。

莫斯科 联欢贺新年
2月2日，莫斯科郊外瑞雪纷飞，位于五一

乡的中共六大会址展览馆格外热闹。孩子们
的欢声笑语让宁静的乡村充满喜气洋洋的节
日气氛。

展览馆二楼门厅里，许愿树上挂满了孩子
们写下的心愿卡片。“祝愿健康幸福”“愿没有
战争”“永远的友谊”“我爱中国年”……孩子们
用略显稚嫩的笔画，表达着自己对家人、对俄
中友谊、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

上午，展览馆里的互动活动让中俄小朋友
玩得不亦乐乎。书法展示区，在中国老师辅导
下，孩子们拿起毛笔学习写“福”字、写春联。
一个男孩非常耐心地书写着“好学不倦”几个
字。

中国扇子制作区也聚集了不少人。一张
红纸反复折叠，如同手风琴风箱模样，用订书
机在中间订一下，就变成了一把小折扇。这款
手工制作的小扇子是女孩子的最爱，参加联欢
的小姑娘们几乎人手一把。

中午，联欢表演开始了。五一乡苹果园儿
童中心的俄罗斯小朋友表演了话剧《中国
年》。现场的小朋友们需要共同出力，找到十
二生肖才能打败怪物“年”、赢得胜利。节目一
下子吸引住了小观众们，通过一起寻找12种
动物，孩子们对春节习俗有了更多了解。

结合了俄罗斯传统舞蹈的话剧让人感受
到浓浓的俄罗斯风情，古筝表演则演绎出中国
文化的魅力。中俄两国小朋友合奏的《青花
瓷》令在场观看的五一乡乡长米哈伊尔赞叹不
已：“乐曲非常动听。文化在交流中变得更美
妙。通过这样的活动，俄中两国民众都爱上了
彼此的文化。”

“春节是一个春天的节日、家庭的节日、欢
乐的节日，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希望越来
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喜欢中国传统节日。”此次
联欢活动的主办方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主任
龚佳佳表示。

墨西哥城 年画送祝福
2月1日，“木色华光——中国木版年画

展”在墨西哥众议院展厅开幕。一幅幅色彩艳
丽的年画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栩栩如生，营
造了喜庆吉祥的氛围。在场的墨西哥嘉宾有
的在画作前细细品味每一幅画的内涵，有的围
在年画传承人的身边仔细观摩年画制作过程，
有的排起长队等着在准备好的梨木雕版上亲

手体验印制，希望将蕴含着吉祥祝福的年画带
回家。

墨西哥学院的老师拉迪娜带着4名中文
翻译专业的大学生为大家进行现场讲解。拉
迪娜表示，年画展现的《牛郎织女》《霸王别姬》
《红楼梦》等故事题材都非常美好。这些传说、
神话和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华文化几千年的积
累，呈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与墨西哥文
化相得益彰。这些年画充满年味儿，值得观众
细细品味。

本次年画展是中方首次与墨西哥众议院
合作举办的“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墨
西哥新一届议会首次与外国合作举办的文化
活动。参加开幕式的墨西哥众议员阿妮露·英
格拉姆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如此高规格的
画展能在墨西哥众议院举办，我们深感荣幸。
希望两国将来有更多的文化交流，促进两国人
民的心灵相通。”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邱小琪表示，墨西哥是
拉丁美洲举办文化活动较多的国家，文化交流
将促进中墨两国人民的互信和理解。

瓦莱塔 花灯显魅力
大红灯笼和威武雄壮的门神长帘高高挂

起，为来宾们带来春节的祝福。在马耳他中国
文化中心的大楼里，五彩缤纷的花灯彩绘和憨
态可掬的纸雕烘托着浓浓的年味。

今年是该文化中心连续第十三年举办“欢
乐春节”系列活动。在马耳他国家议会大厦，
来自海峡两岸的文创团队共同策划的中国十
二生肖文创展拉开了系列活动的帷幕。

在闹花灯装饰作品展上，造型可爱、富贵
喜庆的花灯作品汇聚了两岸青年艺术家的新
颖创意，充满艺术气息；自由彩绘的动物造型
立体创意花灯精美别致。“创意春联”和各式提
灯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马耳他民众用毛笔
在一幅幅斗方上“自由创作”，描绘新春的美好
愿望，为家人和朋友送上新年祝福。

1月31日，十二生肖文创团队将新春的趣
味带给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一家国际学校的
孩子们。“过春节人们要做什么？吃什
么？……”“放鞭炮，挂灯笼，舞龙，家人一起吃
饺子……”小朋友们不仅了解了中国的春节，
还动手参与折叠纸雕提灯，憨态可掬的动物提
灯让他们爱不释手。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马
耳他大学生利娅娜说，“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40周年。40年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
人民生活的变迁全世界有目共睹，这在中国人
的春节庆祝活动中也得到了体现。”

“从2月5日开始，将有3部讲述中国故事
的美食纪录片、艺术卡通片及文艺片陆续在马
耳他上映，让马耳他观众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

化的独特魅力。”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王
彦军表示，“马耳他人民喜欢过中国春节。‘欢
乐春节’系列活动与首都瓦莱塔市政府常年合
作，成了瓦莱塔推广多元文化的重要内容。”

开罗 点亮金字塔
2月2日晚8点整，埃及首都开罗的吉萨

金字塔群被“中国红”点亮，并迎来了全新的中
文配音版声光表演首秀。古老的狮身人面像、
雄伟的金字塔披上红妆，成为夜空中绚丽的焦
点。现场来自中国、埃及的各界民众以及各国
游客近3000人以这一特殊方式，共庆中国新
春。

这是金字塔声光电表演中首次推出中文
配音。埃及声光演出及旅游发展公司董事长
萨米赫说，随着埃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层
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国游客赴埃旅游人数
也逐年递增。为了让中国游客更好地欣赏与
理解灿烂的古埃及文明，促进两国人文相通，
他们决定在之前中文解说的基础上，推出中文
配音版。

埃及民众哈娜对记者表示，金字塔是埃及
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象征，也是埃及人引以
为傲的标志性建筑。每当有中国朋友来埃及
旅游，她都会带着朋友们来金字塔参观。她
说，新版的中文声光表演推出以后，中国游客
看懂金字塔的历史故事变得更容易了。

本报综合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消息：2
月 1日，墨西哥众议院锣鼓阵阵，巨龙起
舞，祥狮献瑞，年味正浓。“木色华光——中
国木版年画展”作为2019年墨西哥“欢乐春
节”重头戏盛大揭幕。众议院政治协商委员
会主席德尔加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费
马特、劳动党众议院党团协调员桑多瓦尔、
参议院亚太非外委会主席皮内多、墨常务副
外长温立安、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邱小琪夫
妇、文化参赞庄丽肖、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
主任罗君及在场数十名参众两院议员、墨文
教界人士、学生和友人等300余名嘉宾共同
出席了开幕式。

德尔加多对中国人民致以亲切友好的春
节问候，并表示，墨中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和
文化大国，传统友谊深厚，互补优势明显，
合作前景广阔。墨新一届政府和议会高度重
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交往，以文化为
媒介和途径，将对华友好情感转化为推动两
国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进一步促进墨中各
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邱大使表示，近年来中墨关系全面快速
发展，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成果丰硕，两国
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从文化领域来
看，墨西哥是整个拉美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
与合作最频繁最活跃的国家，上述交往为进
一步增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夯
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和
中墨建交47周年，中方愿同墨方共同努力，
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加强经贸、投资和文
化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两国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

在场嘉宾们仔细品味每一幅画作，近
距离感受中国年画传递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
力。赞叹之余，纷纷好奇于如此巧夺天工的
画作是如何实现的。活动现场的潍坊木版年
画非遗传承人——张运祥老师，通过木版年
画制作的展示和体验，亲身示范，答疑解
惑。白纸起稿，印刷配色，梨木雕版，补色
开脸，一张张色彩艳丽的年画在张老师和现
场民众的合作下跃然纸上。展览与体验的沉

浸式结合，更进一步促进了墨西哥观众对中
国传统民间风俗、理念和思想内涵的了解。

亲自印刷了一幅年画的卡洛斯兴奋地表
示，“从没想过能够在墨西哥亲身体验到来自
中国的千年艺术。体验过后，才知道木版年
画的精细做工绝非普通人所能想象。除了步
骤繁多外，不同的颜色竟然还需要不同的画
板，这样的手工艺着实令人惊叹。”在墨西哥
大学翻译系担任教师的拉狄娜把当天的课堂
设在了展览现场，向学生们生动地讲解年画
背后的历史和典故。她表示，“我们都为这个
展览反映的中华民俗文化的瑰宝所陶醉，对
中国文化日渐喜爱，不断深入研究。”

本次展览由墨西哥众议院、中国驻墨西
哥使馆主办，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中国对
外文化集团公司承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协
办，将持续展出至2月22日，预计访客近万
人。在2019年墨西哥“欢乐春节”框架下，
2月2日在墨西哥国立世界多元文化博物馆还
将举办春节文艺汇演、2月3日在文化中心举
办“走进中心过大年”等系列活动。

据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 毛里求斯中国
文化中心消息：1月26日下午，由中国驻毛里
求斯大使馆、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和毛里
求斯艺术和文化部、中国书法家协会、毛里求
斯中国美术协会联合举办的“欢乐春节·汉字
之美”书法展在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举
办。毛里求斯代总统沃亚普里、毛艺术和文
化部常秘(副部长)拉姆茹吉，中国驻毛里求斯
大使孙功谊、文化参赞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
松雁群，卡特帮市长索莱卡，路易港副市长玛
莫得，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副主席陈振
濂，以及毛里求斯华人华侨、中国书法爱好者
百余人出席开幕式。

松雁群向远道而来的中国书协代表团表
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毛里求斯民众呈现一场
书法艺术盛宴。陈振濂介绍了本次展览作品
的特点，主要是以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名
言名句为内容，邀请中国当代青年书法家书
写，展现了中国古人思想与书法艺术相结合
的独特的中国书法之美。孙功谊表示，中国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本次展览为毛
里求斯民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机会，大家可以通过欣赏书法领略中国
文化独特的魅力。沃亚普里总统在致辞中表
示，毛里求斯是多元文化的社会，历史悠久，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毛里求斯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感谢中国使馆、中国文化中心以
及中国书协代表团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书法艺术带到毛里求斯，让毛民众能一睹中
国传统文化的风采。

来自中国的书法家泼墨挥毫，现场写福
字，围观的群众被艺术家们精湛的书法技艺
折服，致以热烈的掌声。毛总统沃亚普里跃
跃欲试，想要亲身体验书法艺术魅力。

据悉，汉字之美书法展将持续两周，面向
毛各界民众开放。

毛代总统沃亚普里向陈振濂主席学写福字

“汉字之美”书法展在毛里求斯举办

年画再现年味记忆，中墨喜迎欢乐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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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文化处 墨西哥
中国文化中心消息：作为2019年中国文化和
旅游部“欢乐春节”框架内在墨西哥的首场活
动，由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墨西哥中国文化中
心和墨西哥文化部艺术局合作举办的第五届

“我想象中的中国”儿童绘画比赛颁奖仪式暨
获奖和入围作品展览开幕式，1月17日在墨
西哥国家邮政宫举行。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邱
小琪，墨西哥艺术局局长希梅内斯、副局长德
比拉尔，墨西哥邮政总局局长查韦斯，驻墨西
哥使馆文化参赞庄丽肖和中国文化中心主任
罗君等，与获奖学生及参展学校师生代表、家
长及其他来宾共450多人一同出席了开幕
式。本届比赛面向墨城82所公立小学以及8
个艺术工作坊，以《春节》为主题，共征集到了
750幅作品，其中172幅入围。

开幕式在龙腾鼓乐的热烈氛围中展开。
查韦斯表示，本次绘画比赛的每一幅作品都

“闪耀着孩子们的才华，表现了儿童非凡的创
造力和想象力”，非常荣幸可以作为主场举办
此项活动。希梅内斯表达了对本次活动圆满
举办的祝贺，称这是一场“以孩子们为焦点”、

“充满亮点和惊喜”的活动。通过本届比赛可
以了解中国春节文化，让参赛的孩子甚至家
庭对遥远的中国有更真切的认识，青少年才
是两国关系的未来。希梅内斯还公布了第六
届绘画比赛的主题：《中国之旅》，在场的小朋
友们反响热烈，都渴望有机会能够去中国看
一看。

邱小琪鼓励参赛儿童奋发向上、努力拼

搏，未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进一步增进
两国友谊做出努力。邱小琪还对艺术局局长
的发言做出回应，表示明年绘画的主题是《中
国之旅》，希望参赛儿童和家长有机会去中国
旅行。他还希望墨西哥的孩子们不但在艺术
创作上取得成就，将来还有人能够像他一样
成为一名外交官，为中墨两国未来合作贡献
出更多的力量。

在大家热烈的欢呼声中，嘉宾为获奖儿
童颁发了荣誉证书及奖品。

墨西哥“我想象中的中国”儿童绘画比赛
已举办了五届，在以往的四届比赛中共征集
到3923幅参赛作品，入围作品611幅。其入
围作品展分别在在墨西哥国立多元世界文化
博物馆和地铁站展厅等展出，观众超过100多
万。此次展览将展出至2月14日，向民众免
费开放。

展览开幕之际，作品画册也同步发行。小
朋友们打开画册翻到自己的作品，兴奋地与嘉
宾们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