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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来贺新春袁家家户户庆团圆遥 正
月里袁新春的氛围笼罩着中华大地袁也传递
到四海八方遥 有华侨华人的地方袁就有年味
儿要要要吃上团圆饭袁准备新春礼物袁献上中
国歌舞袁浓郁的春节气息香飘海外遥 即便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袁 丰富多彩的中国
文化野年货冶也插上了野云冶翅膀袁传递到海
外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的手中袁 更暖进他
们的心里遥

野分享中国年味儿冶
正月里袁 澳大利亚悉尼华星艺术团的

团员们在各地的安老之家渊养老院冤忙碌遥
给安老之家的老人们送去中国歌舞袁 是他
们每年春节都如期进行的新春问候遥 梁祝尧
新疆之春尧胶州秧歌尧云南歌舞噎噎充满中
国各民族风情的歌舞为老人们带去中国新
春的喜气祥和遥

北京天安门尧中国福字尧金牛画作噎噎
塞尔维亚丽水商会会长邹军勇定制的牛年
日历上满是野中国味儿冶的照片尧画作袁这是

他为当地民众送上的新春礼物遥
往年袁 塞尔维亚的侨团总要举办新春

酒会和庆祝春节的大型活动遥 今年袁受疫情
影响袁所有类似活动全部取消遥 但邹军勇仍
想方设法向当地民众传递中国春节的气
氛遥

野我们选择了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
的图片袁做成实用的日历袁送给来公司消费
的顾客袁 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分享中国的年
味儿遥 冶他说遥

今年春节袁野湘乡香冶 中餐馆登上美国
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遥 正宗湖南菜通过美国
主流电视台走向更多美国民众遥 作为这次
节目的推荐人袁 美中餐饮业联合会主席胡
晓军告诉本报记者袁今年袁受疫情影响袁中
餐馆经营艰难袁 但经营中餐馆的华侨华人
仍然在困境中顽强发展遥 今年春节袁他的连
锁中餐馆野老四川冶像往年一样推出了新年
套餐袁还推出了舞狮表演袁让前来就餐的顾
客在品味中餐的同时袁 也尝尝中国年的文

化味道遥
在美国旧金山袁 美国华商总会顾问蔡

文耀从唐人街中餐馆买回丰盛的盆菜袁通
过视频连线袁和亲朋好友一起野云团圆冶遥 春
节期间袁旧金山的疫情形势仍然比较严峻袁
往年唐人街举办的各类春节活动全部叫
停袁中餐厅推出的盆菜大受欢迎遥 盆菜是广
东南部地区流行的一种杂烩菜式袁鱼虾尧鸡
鸭尧 海鲜等美味荟萃一锅袁 满是团圆的味
道遥

野我们一边在视频会议软件上互相拜
年问候袁一边共享各自买回的盆菜袁也算一
次别致的春节团圆饭遥 冶蔡文耀说遥

野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冶
当地时间 2 月 11 日渊除夕冤傍晚 6 时袁

绚烂的烟花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
中心的夜色中绽放遥 在异国他乡庆祝春节
的氛围袁让邹军勇分外感动遥 野上一次看到
这样的烟花秀袁还是塞尔维亚当地的新年遥
这次的烟花秀特别热闹袁 能在农历新年在
塞尔维亚看到这么漂亮的烟花袁 我眼泪都
要掉下来了遥 冶他说遥

作为在塞尔维亚经营连锁商超的侨
胞袁 他见证了中塞两国民众的密切往来和
真诚友谊遥 野在塞尔维亚的每个城市尧乡镇
的超市里袁都能找到来自中国的商品遥 可以
说袁 中国的商品是塞尔维亚民众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遥 冶邹军勇说袁塞尔维亚民
众对华侨华人的友好和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让他非常感动遥

野安老之家的老人们都知道中国春节袁
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年袁 他们不仅赞叹中国
舞蹈的优美袁 更感受到中国春节文化的魅
力和敬老爱幼的中国传统文化遥 冶悉尼华星
艺术团团长余俊武告诉本报记者遥 每年定
期为当地几十所安老之家提供艺术表演服
务是悉尼华星艺术团的常规服务项目之
一遥 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拜访安老之家袁更
突出了华星艺术团的品牌特色袁 用中华文
化的魅力回馈当地政府和各族裔居民遥

除了线下的新春问候袁野云端冶 文化年
货也是今年悉尼华星艺术团送出的重头
戏遥 春节期间袁悉尼华星艺术团的团员们筹
备的歌舞视频在央视频野我在海外过大年冶
栏目播出袁 为海外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送
上一台野云端春晚冶遥 野今年的节目袁主要通
过演绎经典校园歌曲袁 与广大华侨华人共
享校园回忆袁共贺新春遥 冶余俊武说袁艺术团
50 多名成员花费了两个多月时间精心筹
备袁每一首歌曲都是艺术团的心血遥

野对未来充满信心浴 冶
今年春节袁 邹军勇不仅看到了塞尔维

亚为庆祝中国春节燃放的烟花秀袁 还收到
了来自祖国的另一份 野大礼冶要要要新冠疫
苗遥 2 月 10 日袁农历腊月二十九袁塞尔维亚
采购的第二批 50 万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新冠灭活疫苗抵达遥 来自中国的 150 万剂
新冠疫苗袁 让塞尔维亚率先实现大规模接
种计划袁成为欧洲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遥
野我们塞尔维亚的华侨华人袁绝大多数都能
免费接种疫苗袁 在欧洲能接种到中国研发
的新冠疫苗袁作为中国人袁我们非常骄傲袁
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遥

野今年我们还会继续扩大经营遥 冶胡晓
军说袁尽管经受着疫情压力袁美中餐饮业联
合会发起了全美爱心餐捐赠活动袁 举办了
美国第三届中餐国际论坛袁 负责了第六届
世界烹饪锦标赛美国赛区的工作遥 对他而
言袁2020 年是紧张而充实的一年袁2021 年
将是希望满满的一年院野老四川冶 在其他州
市开设的连锁店陆续开张营业袁 更多新的
连锁店也在规划中遥 野我对中餐业的未来还
是充满信心的浴 冶胡晓军说遥

野2020 年袁我们亲眼见证了美国民众防
疫态度的转变遥 随着疫苗的推广袁防疫形势
好转的希望更大袁 我们的心里也更有底
了遥 冶蔡文耀说袁野我有信心袁随着防疫形势
日渐明朗袁经济活动也会逐渐恢复遥 等疫情
过去袁我一定要回中国旅游浴 冶

渊来源人民网冤

新春礼物巧 民族歌舞暖 广式盆菜香

海外侨胞变着花样过大年

2 月 21 日袁21 世纪以来第 18 个指导
野三农冶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由新华社受权
发布遥

这份文件题为 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意见曳袁全文共 5 个部分袁包括院总体要
求尧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尧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尧大力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尧加强党对野三农冶工作的
全面领导遥

文件指出袁野十四五冶时期袁是乘势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尧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
五年遥 民族要复兴袁乡村必振兴遥 党中央认
为袁新发展阶段野三农冶工作依然极端重要袁
须臾不可放松袁务必抓紧抓实遥 要坚持把解决好野三农冶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袁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遥

文件确定袁 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位置袁全面推进乡村产业尧人才尧文化尧生态尧组织振兴袁充
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尧生态屏障尧文化传承等功能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袁加快形成
工农互促尧城乡互补尧协调发展尧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袁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尧乡村宜居宜业尧农民富裕富足遥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袁 将以
更有力的举措尧汇聚更强大的力量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袁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尧 起好步提供有力支
撑遥 渊来源新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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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化和旅游部消息袁近日袁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渊英
文简称 UNWTO冤和西班牙政府正式通报袁自 2021 年 1 月
25 日起袁中文正式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官方语言遥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政府间国
际旅游组织袁现有 159 个成员国袁总部设在西班牙马德里袁
西班牙为其存约国遥中国于 1983 年加入该组织遥2007 年 11
月袁在 UNWTO 全体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上袁中方提议将中
文列为该组织官方语言遥 全体大会采纳了中方提议袁并通
过了对叶世界旅游组织章程曳第三十八条的修正案袁即野本
组织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文尧中文尧英文尧法文尧俄文和西
班牙文冶遥 UNWTO 章程规定袁 该修正案经全体大会通过
后袁 尚须 2/3 以上成员国履行批准手续后方可生效遥 2021
年 1 月袁修正案批准国达到 106 个袁符合法定数量袁修正案
正式生效遥 渊来源人民网冤

中文成为世界
旅游组织官方语言

2 月 21 日袁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袁全球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110749023 例遥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袁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21
日 16 时 21 分渊北京时间 23 时 21 分冤袁全球确诊病例较前
一日增加 359488 例袁 达到 110749023 例曰 死亡病例增加
9075 例袁达到 2455131 例遥 渊来源新华网冤

世卫组织：全球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达 110749023 例

欧洲联盟提议举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
非正式会谈袁以推动美国和伊朗重回协议轨道遥 伊朗
外交部副部长阿巴斯窑阿拉格希 2 月 20 日说袁 伊朗正
在研究这一提议袁会适时作出回应遥

阿拉格希当天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袁伊
朗正在考虑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窑博
雷利的提议袁正与伙伴进行磋商袁野不过我们认为美国
重返伊核协议不需要用会谈来达成袁唯一的途径是解
除制裁冶遥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着眼于与伊朗恢复接触遥
美国与伊朗就重返伊核协议互开条件袁双方都要求对
方先迈第一步院美国要求伊朗重新履行协议袁伊朗则
要求美国取消制裁遥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窑贾瓦德窑扎里夫本月早
些时候提议袁由博雷利斡旋袁让伊朗和美国野同步冶采
取重返伊核协议需要的行动袁以打破现阶段僵局遥

博雷利后来提议袁举行由伊核协议签字方出席的
非正式会谈袁商量此事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窑普赖斯 2 月 18 日发表声

明说袁美国将接受欧盟的邀请袁与伊核协议参与方讨论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窑布
林肯 18 日与英国尧法国和德国外长举行线上会议后发
表联合声明说袁如果伊朗重新严格履行伊核协议袁美国
将做好与伊朗磋商的准备遥

美国随后还放松了两项特朗普政府时期实施的对
伊强硬措施袁 包括取消对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
的旅行限制遥

扎里夫于 2 月 18 日和 19 日连续两天回应美方袁
强调伊方举动是回应美方违反伊核协议袁重申伊方要
求美国解除制裁的立场遥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窑拉比埃 2 月 20 日早些时候
说袁虽然围绕伊核协议的野外交争论冶仍在继续袁但伊方
相信美国政府会野很快冶解除对伊制裁遥

美国新任总统约瑟夫窑拜登先前表示袁美国不会为
了与伊朗谈判而先解除对伊制裁遥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
珍窑普萨基本月 19 日说袁 美国与伊朗等伊核协议参与
方会谈前袁不会采取放松制裁之类的野额外行动冶换取
伊朗配合遥 渊来源新华网冤

欧盟提议伊核问题非正式会谈
伊朗说要研究研究

2 月 21 日袁2021 澳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公园落下帷幕遥 在
男单决赛中袁头号种子尧塞尔维亚球员德约科维奇以 7颐5尧6颐2尧
6颐2 战胜 4 号种子尧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袁第九次夺得澳网
男单冠军袁这也是他的第十八个大满贯赛事桂冠袁继续缩短与
拥有 20 个大满贯桂冠的费德勒尧纳达尔的差距遥

梅德韦杰夫在本届澳网比赛中状态上佳袁 德约科维奇曾
在第三轮比赛中腹肌拉伤袁但他展现出顽强的意志袁一路闯入
决赛遥

在决赛中德约科维奇状态良好袁 在三盘比赛中都率先实
现破发袁几乎没有给梅德韦杰夫任何机会袁尤其是关键分的把
握上袁展现了强大的实力袁最终他也如愿地第九次捧起了澳网
男单冠军奖杯遥

在前一日进行的女单决赛中袁3 号种子尧 日本选手大坂直
美以 6颐4尧6颐3 轻松击败了 22 号种子尧美国球员布拉迪袁第二次
赢得澳网女单冠军遥 这场胜利让大坂直美实现了跨年单打 21
连胜尧大满贯赛事 14 连胜遥 目前袁大坂直美 4 次闯入大满贯赛
事决赛并全部获胜袁 这次澳网夺冠也会让她的世界排名在下
周升至第二遥 渊来源人民网冤

澳网男单
德约科维奇夺得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