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谭惠凌
视觉编辑 郭显婷
邮箱 qnrb999@163.com 2021年2月18日 星期四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 地 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剑江南路9号 ● 邮 编：558000 ● 总值班：田高 ● 总编辑：周德扬 ◆ 新闻热线 ：0854-8361166 ◆ 广告热线 ：0854-8367008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
道） 在农历牛年春节到来之际，线上“欢乐春节”活动在
多个国家举行，通过电视台和网络播出的精彩文艺演出、
音乐会和图文展示等，让当地民众“云端”体验中国传统
文化盛宴，共贺佳节。

由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携手当地政府联合主办的
“欢乐春节”活动丰富多彩，往年深受当地民众喜爱的“中
华美食节”等活动于线上展开，大厨在线教授春节特色菜
肴制作和线上厨艺大赛广受欢迎；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
举办“牛转乾坤——中国十二生肖文创展”等精彩的线上
主题活动，以文化盛宴“云”贺新春。

农历牛年春节庆祝活动日前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
行，爱沙尼亚艺术家表演了泥塑牛、舞龙、鼓乐与真火舞
等，北京图片展和线上“欢乐春节”文艺展播也同期举
行。塔林市副市长瓦季姆·别洛布罗夫采夫致辞时说，塔
林市自 2009年开始举办“欢乐春节”活动，这是塔林人很
期待的一项活动。他用中文祝现场观众“新年快乐”。

中国驻巴西使领馆近日举行“欢乐春节”线上活动，

向中巴两国观众介绍春节的由来和习俗、十二生肖故事
和牛年的寓意，展示皮影戏、剪纸、木偶戏、京剧等中国传
统文化项目，播出由中国乐团演奏的巴西名曲《伊帕内玛
女孩》、巴西往年狂欢节上的中国主题桑巴巡游、伊瓜苏
瀑布前的功夫表演、巴西波萨诺瓦版《月亮代表我的心》
等节目。

农历牛年“欢乐春节”系列活动近日以云端直播的形
式在巴拿马展开，内容丰富多彩。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
携手巴拿马文化部共同举办了舞·乐《中国故事·十二生
肖》演出，巴拿马国家电视台 SERTV 对演出进行直播。
2021第十六届巴拿马世界晚会、2021年巴拿马电视贺岁
春晚、2021 中国-巴拿马艺术交流 VR 展等活动次第展
开，充分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融合的创造力和
表现力，展示了当地华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面
貌。

老挝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2021年线上“欢乐春节”活
动丰富多彩，包括图片、视频、直播多种形式，既有寰宇同
春主题虚拟展，也有新春祝福交响音乐会，更有作为重头

戏的线上庙会直播，文艺表演与欢乐抽奖活动为两国民
众带来一场欢乐的盛宴，让老挝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感受
中国春节的浓郁年味。

今年中国春节首次被泰国政府设为法定假日。曼谷
中国文化中心与泰国文化部合作，在泰国国家电视台及
各媒体平台推出首届泰国春节联欢晚会。曼谷中国文化
中心还举办“喜迎新春·开门送春联”活动，并与南京市文
化和旅游局合作举办南京小红花艺术团泰国“欢乐春节”
线上专场演出、线上“秦淮灯会”和“南京国际梅花节”等
多场活动。

“照亮生活”2021中保创意灯彩公共艺术展近日在索
非亚市中心斯拉韦科夫广场亮灯。本次展览是中国文化
和旅游部 2021全球“欢乐春节”活动的线下项目，活动共
展出 18件展品，分别来自中国美术学院和保加利亚国家
美术学院，融合了传统艺术照明与当代公共空间艺术形
式，令观众沉浸于光影交织的奇妙体验中。

（参与记者：周星竹 冯俊伟 谢宇智 郭春菊 苏津
章建华 王亚光 明大军 孙毅飞）

多国多国““欢乐春节欢乐春节””线上举行线上举行 文化盛宴文化盛宴““云云””贺佳节贺佳节

新华社兰州2月12日电（记者 崔翰超 何问 张睿） 大年
初一，年夜饭依旧唇齿留香，而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内，一枚枚来
自汉代的简牍无声有言，讲述着两千年前春节的人间事，烟火
情。

“不侵隧长石野，臈（通腊）钱八十，十二月壬戌妻君宁取，
吞北隧长吕成……”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的 16枚木简上，
详细记载了东汉初年，甲渠候官在腊月给戍边将士们发放臈钱
的情况。

“如这枚汉简记载，腊祭发放臈钱标志着汉代春节的庆祝
活动拉开序幕。”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介绍，
腊祭也称作臘（腊）祭，源于先秦时期以猎取的禽兽祭祀先祖和
众神。秦汉时期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举行臈祭。

这天也是男女老少发放“过年津贴”的时候，根据汉简记
载，祭祀活动结束后，无论尊卑长幼，都可从官府领取臈钱和臈
肉，以此辞旧迎新。

“汉代的春节称为‘正月旦’，是汉历正月的第一天。今天
的春节是农历每年第一天，都是各自历法年的第一天，都注重

‘开始’‘更新’的意义。”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薛小林
告诉记者，正月旦是岁首，朝廷会举办朝会和宴乐，百姓祭祀先
祖，家人宴饮，其乐融融。

薛小林表示，正月旦这天家长率领所有家庭成员祭祀祖
先，祭祀完毕后，所有家庭成员举行宴会，晚辈分别向家长敬酒
祝寿，氛围非常和睦融洽。

同样，纳福辟邪也是汉代春节的主要内容。在甘肃简牍博
物馆内，一片片画有凶恶人面的长条形“人面木辟邪”便是那时
人们的辟邪道具。肖从礼介绍，这些木片出土自悬泉置遗址，
当时的人们会把这种木片插进门户上，起到“吓退邪祟”的作
用。

从“称觞举寿”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再到
今天的线上拜年，庆新春的形式愈发多样，但不变的是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的传承和企盼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

千秋万世春常在——汉简里的春节传承

2月16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万达小镇景区，苗族同胞为游客表演苗族踩鼓舞。
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五，我国民间有“迎财神”等习俗，多地举行特色民俗活动，祈福贺新春。

新华社发（黄晓海 摄）

新华社贵阳2月16日电（记者 齐健） 牛年春节，春满贵
州。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群众耳熟能详的布依山
歌杨柳调，经过填词改编成了一首首政策宣讲歌。在奋进社区
感恩广场上，不断有群众自发加入“金嗓子”志愿服务队的授歌
会。

奋进社区是龙里县县级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居住
了上千户各族搬迁群众。今年春节，这里比许多城市社区都热
闹。

“除夕前，社区908户稳定居住的搬迁户每户分到了10斤猪
肉，1058户群众合计领到扶贫车间87万多元分红，还有136户进
厂务工职工领到了500元过年补助。”龙里县冠山街道奋进社区
党支部书记彭瑜说。

授歌会上，传唱着群众满满的幸福感，传递着浓浓的党群
情。

“山歌最能唱出大家的心声。”龙里县“金嗓子”志愿服务队
志愿者杨如芬说，有些群众不识字，但听得懂山歌，因为唱的都
是农村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龙里县在正月初一到初七还推出网络春晚，围绕新时代文
明实践，分别以“我家的年夜饭”“心中最美全家福”等为主题，让
群众自己录制文艺节目参与到春节文化活动中来。在当地手机
客户端上，每天的节目播放量超过2万次。

春节期间，冠山街道五新村的志愿者们慰问孤寡老人、清理
烟花爆竹碎屑，一刻没闲着。五新村的“四和院”由余家院、杜家
院、王家院、李家院组成。在文明实践活动中，党员带领群众投
工投劳，建成了休闲广场、亭子和花池，由四院共担环境卫生包
保责任，增强了群众的集体荣誉感。

“文明实践把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了。新的一年大家信心
百倍，向着美好生活的方向努力。”龙里县冠山街道五新村党委
书记冯明松说。图为贵州省龙里县“金嗓子”志愿服务队队员杨
如芬（右二）和岑士英（右三）在冠山街道奋进社区教群众唱新时
代文明山歌。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贵州龙里：山歌伴飞新气象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题（新华社记者 牛少杰 庞
明广 任玮） 如果博物馆的唐俑活了，将会是怎样的魔幻
景象？日前，河南牛年春晚舞蹈《唐宫夜宴》将这一奇妙
场景搬上舞台。节目一经播出，便受到广大观众热捧，迅
速登上多个网站热搜榜。

河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宁夏、云南、上海等众多
省份也结合本地特点精心策划，元旦以来陆续推出地方
春晚，营造出了浓郁的过年气氛，为各地百姓欢度佳节奉
上一道道“特色菜”。

各地春晚亮点纷呈
《唐宫夜宴》“复活”唐俑，以舞蹈再现大唐风华。这

支5分钟的舞蹈展示了唐朝少女从准备、整理妆容到夜宴
演奏的全过程，14名参加夜宴的少女边嬉笑打闹，边梳妆
打扮，舞台上光影流转，如同在古画中翩翩起舞；当场景
切换到正式的宫廷表演时，她们的舞姿又不失大气恢宏，
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尽显盛唐时期的文化风情。

太极表演《天地之中》，两位演员身着航天服，与一群
红衣舞者在星河陨石中舞起太极。镜头再转，在宇宙星
系的八卦阵中系的八卦阵中，，太极拳正打得太极拳正打得““风生水起风生水起””。。

与河南春晚的与河南春晚的““文化菜文化菜””不同不同，，云南春晚端出了色彩云南春晚端出了色彩
斑斓的斑斓的““孔雀宴孔雀宴””。。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云南春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云南春
晚今年的一大特色晚今年的一大特色。。民族风情歌舞民族风情歌舞《《欢天喜地过大年欢天喜地过大年》，》，
直接把一大桌色彩斑斓的傣族孔雀宴搬上舞台直接把一大桌色彩斑斓的傣族孔雀宴搬上舞台，，鲜活演鲜活演
绎了少数民族独有的过年习俗绎了少数民族独有的过年习俗。。

《新时代的春天——2021宁夏春节联欢晚会》以“唱
响伟大的时代，礼赞英雄的人民”为主题，全方位展现宁
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丽画卷。

上海东方卫视牛年春晚围绕“春满东方 幸福牛年”这
一主题，让身边小人物“变身”春晚主角。“就地过年”是牛
年各大卫视春晚的最热门话题。东方卫视推出小品《今
年过节不孤单》倡导就地过年。

贴近生活才是观众最爱
《唐宫夜宴》播出后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众多网友追

捧，新浪网友“柳池66”评论：果然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一眼就能看出。

云南春晚的“孔雀宴”把各种菜品按照孔雀开屏的形
状层层堆放在一起，再点缀上蔬菜、水果、鲜花，远远看去
就像孔雀开屏。节目播出后，不少网友直呼“馋得流口
水”。

“云南春晚十分贴近我们的生活，也非常具有云南特
色。”云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张娴说，作为一名土
生土长的云南佤族人，云南春晚的节目让自己看到了家
乡日新月异的新面貌，也看到了云岭大地春意盎然的新
气象。

宁夏春晚包括三台主题春晚和一台线上文旅推介活
动，不仅内容精彩纷呈，在形式上也力求创新，线上线下、
互融互通，在网络平台直播的同时，还为广大网友准备了
精美的互动礼品精美的互动礼品。。

留在银川过年的外地大学生王海鹏说，这是第一次
看到有专门推荐美景美食的“文旅”春晚，有创意、很精
彩，晚会主持人推着“美食车”上场，跟网友互动，还有各
地的文旅局长现场说快板、唱花儿，非常热闹喜庆，“我还
专门让爸妈也在家一起看看我生活学习的地方是什么
样。”

扎根文化唱响时代
河南省春节晚会总导演陈雷表示，本届春晚取得成

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植厚重的黄河文化，无论是舞蹈
《唐宫夜宴》，还是太极表演《天地之中》，技术应用确实增
强了视听体验，但核心还是唤起了观众强烈的文化自信
心和自豪感。

除了文化共鸣，今年地方春晚“爆款”节目的时代特
色十分“醒目”。河南春晚《白衣执甲》，豫剧表演艺术家
与抗疫新闻人物代表联唱《穆桂英挂帅》《天仙配》《花木
兰》选段，展现各地干群同舟共济、合力抗疫的动人事迹，
网友纷纷称“看哭了”。

采访中，陈雷表示，筹划本届晚会的初心是想让观众
开心一下，“毕竟，2020年真是太难了，过年了给大家添一
些欢笑、感动，尝试厚重文化轻松表达，古代文化时尚表
达，讲好时代故事，用文艺作品铭记历史、砥砺精神。”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节目
编排到立意，再到演出阵容，东方卫视牛年春晚积极创新
求变，多元呈现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弘扬时代精神。

地方春晚的集体成功，也给弘扬中国文化带来了启
发。陈雷表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各地文化又各具特
色，春晚是全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之一，未来可
以加强挖掘和创新，虽然“众口难调”，但可以做到“丰富
多彩”。

（参与记者 许晓青 柳王敏）

地方春晚为百姓过年端出“特色菜”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 白瀛 胡梦雪） 来
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消息，2021年春晚海内外受众
总规模再创新高，超越去年的12.32亿人，达12.72亿人，
且连续第三年刷新跨媒体传播纪录，其中新媒体直点
播用户规模 7.34亿人，同比增加 1.28亿人，用户直点播
累计观看次数达49.75亿次。

2021年总台春晚设置了《国宝回家》《向祖国报告》
两个特别节目，展示珍贵归国流失文物，唱响平凡英雄
赞歌，收获观众好评。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题材广泛，
深入现实，被网友评价“接地气”“有共鸣”“又好笑又感
动”。其中，表现全国人民守望相助、抗击疫情的小品

《阳台》一经播出，“感动”“泪奔”成为评论热词。
不少观众认为，今年春晚暖心、振奋，在除夕夜将

海内外中国人的心凝聚在一起。各类节目不负期待，
兼具思想深度、情感温度与艺术高度，为2021年描绘了
美好开篇。

“《唱支山歌给党听》特别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好像
时代的召唤，让人感动，催人奋进。”时代楷模张桂梅在

观看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共同献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后说。

据了解，依托“5G+8K/4K/VR”等创新应用，今年
总台春晚在技术上也实现多个“首次”：首次通过 8K超
高清试验频道实现 8K直播，首次进行“VR视频+三维
声”直播，首次采用伴随制播模式实现 4K智能直播，并
在上海国际传媒港融媒体影院实现首次 4K影院直播。
专家指出，这些新技术集中展示了科技创新成果，从而
为观众带来了突破感官的视听享受。

借助多语种、全媒体平台和覆盖全球的传播渠道，
今年总台春晚的海外影响力和关注度再创纪录。据统
计，全球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20多家媒体进行了播
出。其中，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58家主流
电视台、电台和新媒体进行了实况转播或录播，合作传
播媒体数量同比增加22%，达64家。此外，海外社交平
台用户通过优兔、脸谱等观看总台春晚直播的触达人
次超过3259万，比上年增加454万。

2021年总台春晚：海内外受众总规模再创新高

22月月1616日日，，小朋友和家长在厦门科技馆观看机器人舞剑小朋友和家长在厦门科技馆观看机器人舞剑。。
春节假期期间春节假期期间，，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福建厦门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福建厦门

科技馆科技馆，，体验科普装置体验科普装置，，学习科学知识学习科学知识。。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曾德猛曾德猛 摄摄））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 白瀛 魏婧宇） 国家电
影局13日下午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2月12日正月初一全
国电影票房超过 17亿元，刷新了 2019年创造的 14.43亿元
的正月初一单日票房纪录。其中电影《唐人街探案3》自除
夕上映以来，票房累计 10.10亿元，有望成为今年春节档最
大赢家。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正月初一全国票房全部由国产
影片贡献，票房前十名中，《唐人街探案 3》以 10亿元、《你
好，李焕英》以 2.89亿元、《刺杀小说家》以 1.36亿元分列当
日票房前三名，《侍神令》《熊出没·狂野大陆》《新神榜：哪吒
重生》《人潮汹涌》紧随其后。

喜剧电影历来是春节档的主力军，今年《唐人街探案
3》《你好，李焕英》两部喜剧片的关注度和排片率最高。

《唐人街探案 3》导演陈思诚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说，
“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的初衷是做出中国自己的现代侦探
IP，目前取得的成绩，有赖于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支持。

正月初一上午 9点，呼和浩特市凯诺星空影城维多利
国际店迎来第一批观众，直到 24点后，最后一批观众才意
犹未尽地离开影院。有的观众携老带幼一家前来，也有企
业组织就地过年的员工一起看电影。

店长贺飞宇认为，《唐人街探案 3》之所以一上映就大
受欢迎，一是作为一部合家欢喜剧片，非常适合春节的喜庆
氛围；二是作为系列片，其“唐探宇宙”积累了一定的观众群
体；三是影片因疫情延期一年上映，吊足了观众胃口。《你
好，李焕英》作为贾玲电影导演处女作，寄托了贾玲对母亲
的情感，在注重团圆的春节假期，这种笑中带泪的亲情呈现
也受到观众欢迎。

业内人士指出，进影院看电影正成为新年俗。记者探
访全国多地影院发现，测温登记、消毒通风、间隔落座等防
疫措施仍是影院“标配”。

逾17亿元：2021年正月初一单日票房创新高

2月16日是大年初五，云南省昆明市大观公园里牡丹、
郁金香盛开，不少游客到公园赏花、划船、喂红嘴鸥，欢度
新春佳节。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