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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彰显
和谐共享的人文精神，织就交流互动
的纽带。

在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日前举
行的新春招待会上，美国圣托马斯大
学休斯敦分校政治学教授乔恩·泰勒
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每年和家人一起
参与休斯敦当地的春节庆祝活动，是

一种独特而有趣的文化体验。
旧金山市市长布里德在该市的

唐人街用广东话向华人拜年，表示非
常高兴与市议员代表一起参加中国
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与华裔居民共同

庆祝春节。加州众议员邱信福说，很
高兴参加大年初一的庆祝活动，祝大
家在新的一年平安吉祥。

4日晚，美国密苏里州州长迈克·
帕尔森在州议会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门

前举行了一场迎新春活动。在当地华
文学校的孩子们、州政府官员、华人代
表的见证下，帕尔森在办公室门上按
照中国新年习俗贴上了“福”字，门两
边贴好了春联。帕尔森说：“去理解
另一种文化中新年的意义并参与其
中，这很让人开心，也是一次学习的
体验。” （新华社纽约2月6日电）

和谐和美 世界共享

北美“春节热”欢喜“中国红”
金猪报福，大地回春。从纽约帝国大厦到麦迪逊广场花园，从多伦多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到旧金山唐人街，冬日里的

北美各地洋溢着浓浓喜气，欢欢喜喜的“中国红”将来自东方的祝福带给世界。

中国祝福
世界聆听

春节，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节日，
“中国年”正成为“世界年”。

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
贸中心一号楼 3日晚披上彩色“新
装”，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当夜幕降
临时，大厦尖顶300余个LED灯交替
闪耀红色和黄色灯光，541米的高度
使得灯光在数十公里外依然清晰可
见。此外，大厦底部的玻璃墙面不断
闪现巨大的红色和黄色色块，给纽约
金融区增添一抹中国农历新年的喜
庆色彩。

4日，纽约帝国大厦连续第19年
为中国春节亮灯。今年的灯光设计
方案由“欢乐春节·艺术中国汇”和中
国中央美术学院共同提供，灯光以
红、蓝、黄为主色，分层次、不间断地
变换色彩，成为曼哈顿天际线中一个
耀眼的存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
屏说，帝国大厦为中国春节亮灯彰显
了中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希望更多
人来体验春节这一美好的中国传统
节日。

5日晚，NBA纽约尼克斯队主场
迎战底特律活塞队，比赛期间举办了

“中国之夜”活动庆祝农历新年的到
来。麦迪逊广场花园球场内，滚动屏
上不断闪现着中文贺岁，比赛期间“财
神爷”向现场球迷赠送春节红包，工作
人员分发小猪玩偶，现场洋溢着浓浓
的中国年味。

在美国西岸城市旧金山，NBA金
州勇士队主场对阵费城76人队的比
赛期间，勇士队球员身穿新春贺岁城
市版球衣参赛，大屏幕上展示新春祝
福内容，中场休息时还为观众表演了
体现中国春节元素的舞龙舞狮。

在中国农历小年夜，加拿大多伦
多著名旅游景点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在
风雪交加的寒夜里亮起“中国红”。这
是这座地标建筑连续第五年在小年夜
为中国春节亮灯。

春节，日益成为一场东西合璧的
文化盛宴，让华侨华人和海外民众尽
享“中国味道”。

5日，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连
续第六年由市政府出面组织“欢乐
春节”活动。在芝加哥文化中心的
开幕演出中，京剧折子戏《三岔口》
和《大闹天宫》热闹的武打场面吸引
了全场观众，尤其是围坐在前排的

孩子们。芝加哥旅游局长戴维·惠
特克说，要想了解一个国家比如中
国的历史与传统，最好的方式是实
地参与这种文化交流活动，增进相
互了解和尊重。

“欢乐春节·魅力京津冀”展演活

动日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佛利
山市赛班剧院举行。近500名美国
观众到场观看杂技、京剧、武术等精
彩表演，以及介绍京津冀春节文化、
经济社会发展等的图片展。贝佛利
山市副市长米里施说，极具中国地方

特色的演出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为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提供了一
个窗口。

旧金山中华总商会主办的中国
农历大年初一舞龙狮活动在唐人街
花园角广场举行。旧金山华埠幼儿
园小朋友为嘉宾们演唱农历新年的
欢庆歌曲，随后进行的金龙狂舞和醒
狮献瑞表演将庆祝活动推向高潮。

文化盛宴 世界品赏

2月6日，芝加哥公牛队迎战新奥尔良鹈鹕队。比赛期间，举办“中国之夜”活动，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新华社记者 汪平 摄

春节旅游时尚的流行，催生多地
旅游市场出现新的增长点。

在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江西婺
源县篁岭古村，游客们正在新设的
冰雪馆里尽情体验。在这里，可以
看到冰雪做的城堡、马车等冰雕，还
有冰雪滑道、人造飞雪、滑冰场等体
验项目。

“春节假期每天能吸引约800名
游客。”篁岭景区负责人吴向阳说，南
方游客很难在冬天见到长时间积雪，
以前要体验冰雪项目，往往要跑到东
北等地区去，但现在他们可以近距离
体验了。

50岁的黄烈光几年前回到家乡
篁岭古村，冰雪馆的落成让他在家口
就能解决就业。“冰雪馆9名员工都
是返乡务工人员，不用出去打工，也
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收入情况与在
外打工差不多。”他乐呵呵地说。

“今年我把家人都叫来巴马一起
过年。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吃得
好、住得好，很开心。”68岁的老人杨
福祥原是山西太原一家企业的退休
工人，前些年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巴
马瑶族自治县甲篆乡，被这里的自然
风光所吸引，于是便长住了下来。

在巴马，像杨福祥这样的老年人

并不少见。一年接待游客数量从10
多年前不足1万人次增到如今520
多万人次，超过10万“候鸟人”留居
于此。当地人告诉记者，像春节假期
这样的节假日，住宿点全部客满。

“旅游发展是一个国家繁荣兴旺
的象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副院长许光建说，民宿、特色小镇、
冰雪旅游等旅游新业态的兴起，体现
了我国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从美丽
风景向美好生活转变。这些新业态
正成为我国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转
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旅游新行当成“聚宝盆” 乡村人财两旺

踏上旅游之路 感受旅游之乐

春节，有一份期待在远方

春节假期，杭州的徐先生与朋
友两家人相约出游，“考虑到孩子都
还小，组成亲子团比较方便。”徐先
生说，相较于“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的跟团游，私家团不仅有专门的导
游陪同介绍风土民情，还能在时
间、景点安排上更加自由，既省力
又省心。

阿里巴巴旗下飞猪平台副总裁郭
宁说，定制游小包团在今年春节前夕
咨询火爆，咨询量同比去年增长超
200%，私家团中一半以上为带孩子
及老人出行。

大年三十，来自上海的游客李先
生带着家人住进了庐山市温泉度假
区。既可以上庐山看雪，也可以泡温
泉，这么过春节孩子们尤其开心。”

湖南韶山核心景区，游人如织。
来自江西85岁的游客张智春告诉记

者，近几年来，全家每年春节都来韶山
旅游。“这个习惯会一直继续下去，在
韶山这片红土地上迎新春，带着孩子
聆听革命英雄的故事，接受一次心灵
的洗礼。”

“这是我第三次和家人来韶山。
城区和景区随处可以见到热心的志愿
者，还设立了‘七日无理由退货和先行
赔付’咨询服务台，感觉春节旅游更顺
畅了。”湖南游客蔡振波说。

业内人士表示，长期以来大团队
旅游是旅游市场的常态，不过今年春
节假期，人们更加青睐小团化，私家
团、定制团越来越流行。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
动了旅游业品质化提升。”中国未来研
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说，居民
旅游消费正变得更加多元化、个性化、
定制化。

去他乡过年 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化成时尚

大年初一，湖南游客罗程带着家
人，和两位朋友一起踏上了前往塞尔维
亚的旅程。“我们是第一次去那里，打
算去滑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对我们很有吸引力，这次想好好感受一
下那里的景色和文化。”他说。

这个假期，既有游客前往“一带一
路”沿线体验“诗和远方”，也有沿线游
客来中国感受“年味”。

除夕夜，来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李斯菲和父母在广西的漓江边守岁。
他们打算接下来去柳州三江县看侗族
年俗。“我今年请爸妈过来和我一起过
中国春节。”为此，李斯菲特意租了一
辆车在广西自驾。“我把旅行过新年的
全过程用镜头记录下来，分享给马来
西亚的朋友。”

随着旅游过年的流行，中国游

客出行的“半径”不断扩大，脚步越行
越远。

大年初二，26岁的杭州居民王逸
威踏上了前往南极的邮轮。“一次长达
18天的南极之旅，是我送给自己的新
年礼物。”王逸威说。同行游客中，除
了有许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还有一
些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六七十岁的
老年夫妇，大家都想在“世界尽头”过
一个别样的春节。

“飞猪南极专线2019年春节包下
5个船期，每船可承载游客400人。
据我们了解，中国游客增长率远超国
际南极游客整体增长率。”郭宁说。

相关专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提高，以及签证便利、支付
环境不断优化等因素综合推动，出境
远程市场游客增长明显。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挑战自己，让脚步更远一些
2月5日，不少昆明市民与外地游客来到滇池大堤，与来此越冬的红嘴鸥近距离接触，欢度佳节。

新华社记者 秦晴 摄

国家药监局公布涉事批次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

艾滋病等三种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赵文君）记者7
日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上海方面对上海新兴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涉事批次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进行的艾滋病、乙肝、丙肝三种病毒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江西方面对患者的艾滋病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

国家药监局5日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通报，
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静注人
免疫球蛋白（批号：20180610Z）艾滋病病毒抗体
检测为阳性。国家药监局立即要求上海市药监局
对上海新兴开展现场检查，组织对同批原料血浆
生产的产品和相邻批次产品进行检验，并派出督
导检查组抵达上海、江西，督促指导地方药监部门
开展调查处置工作。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
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立即暂停使用该企业生产
的相关产品，并及时采取封存等控制措施。对企
业现场核查等有关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2月6日，游客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竹泉
村花灯节上赏灯游玩。

新春佳节，各地张灯结彩，营造出浓浓的节日
气氛。 新华社发

花灯璀璨过大年

俄官员表示

俄罗斯不会卷入军备竞赛
新华社莫斯科2月7日电（记者张骁）俄罗

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7日表示，俄
方不会卷入军备竞赛，尽管美方希望如此。

里亚布科夫当天在“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
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说：“我们不允许自己卷入军
备竞赛。虽然美国似乎希望如此，但是目前为止
都未能成功。我想这次也不会成功。”

里亚布科夫还严厉指责美国退出《中导条
约》，称其“将对武器控制系统造成毁灭性打击，对
战略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国务院2月1日宣布美国自2日起暂停
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启动退约程序。俄罗斯总
统普京随即宣布俄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不
再就《中导条约》提议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1987年签署《苏联和美国
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
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
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
发射装置。

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

伊朗愿意“有条件”
修复伊美关系

新华社德黑兰2月6日电 据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通讯社6日消息，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当天
表示，若美国放弃敌视伊朗的政策，伊朗愿意修复
伊美关系。

为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鲁哈尼
当天在德黑兰会见各国驻伊使节并发表讲话。

鲁哈尼说，过去40年伊朗在与敌对势力的斗
争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最终都成功战胜了困难。
他说：“若美国忏悔并改正过去的（反伊朗）政策，
对过去干涉伊朗内政的做法致歉，尊重伊朗和伊
斯兰革命的荣耀和尊严，那么我们愿意接受美国
的忏悔。”

鲁哈尼还呼吁，中东地区应当彻底销毁包括
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搜救人员在位于巴西布鲁马迪纽的帕劳佩巴
河上搜寻遇难者遗体。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消防部门6日通报说，
该州上月25日发生的溃坝事故已造成150人死
亡，仍有182人失踪。

纳斯吉拉斯州民防部门协调员弗拉维奥·戈
迪尼奥表示，150名遇难者中134人的身份已得
到确认。 新华社/路透

巴西溃坝事故
已造成150人遇难

仍有182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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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界尽头”与企鹅一起迎接新年、带孩子感受红色文化洗礼、与家人在别处的美景里守岁……
春节假期，伴随爆竹声声，许多人踏上旅游之路，感受旅游之乐。这里，有一份心中对远方的期待，更是对美好生活

的无限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