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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2月6日，美国纽
约、法国巴黎和新西兰北帕默斯顿
市分别举办中国新年音乐会、“欢乐
春节”文艺晚会以及杂技表演，庆祝
中国农历猪年的到来，受到当地观
众热烈欢迎。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
——纽约爱乐乐团当晚在纽约林肯
中心举办中国新年音乐会，这是该
乐团连续第八年举办此活动。

著名作曲家谭盾创作的小提
琴协奏曲《火祭》成为本次音乐会
的亮点。该作品旨在纪念战争中
失去的无辜生命，呼唤世界和平。
演出过程中，十余名乐手分坐观众
席两侧，与台上的乐队呼应演奏，
力图表现人与自然的对话。整部
作品的风格受到中国古代宫廷音
乐和祭祀音乐的影响，同时融合了
西方音乐元素，风格新颖独特，为
观众带来别样体验。

音乐会上还演出了其他经典曲
目，包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春节序

曲》和莫扎特的歌剧《魔笛》选段
等。整场演出的指挥是32岁的新加
坡指挥家黄家俊，这是他首次与纽
约爱乐乐团合作。

当天，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2019年“欢乐春节”巴黎第七区专场

文艺晚会，精彩的中国舞蹈、武术及
民乐演奏引来现场观众掌声连连。

晚会以舞蹈《跳春》开场，表现
了各族百姓欢聚一堂、共同迎春的
喜悦之情。器乐演奏《茉莉花》、武
术表演《功夫》、舞蹈《梁祝》等节目，

用艺术形式展现了多姿多彩的中华
传统文化，主持人还不时穿插一些
小故事，帮助法国观众了解演出的
文化内涵。

居住在七区的观众金女士说：
“这不仅是一场春节文艺演出，更体

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
当天，济南市杂技团为新西兰

北帕默斯顿市的市民奉献了一场精
彩的杂技演出。

新西兰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郭宗
光说，这是“欢乐春节”文化品牌活
动第三次走进北帕默斯顿市。希望
以杂技表演的形式，让新西兰观众
感受到春节的喜庆气氛。

北帕默斯顿市议员布伦特说，他
非常喜欢兼具诙谐与技巧的节目《传
棒换衣》，两名演员在抛接传递棒子
的过程中完成了互换衣服的表演，彼
此间配合得天衣无缝，彰显出中国杂
技的高超技艺与丰富表现力。

梅西大学教授朱昌平说，杂技
是新西兰各族裔观众都看得懂的舞
台表演艺术，整台演出节目编排很
有创意，传统与现代交替，节奏快慢
相间，引人入胜。

2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
举办的“新春花市同乐日”活动中，
新西兰女总理阿德恩与现场千余华
人一起观看了济南杂技团的演出。

2月6日，美国纽约爱乐乐团举行中国新年音乐会。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春节期间，消费能力不断升级的
中国游客为全球输送着源源不断的

“红利”。从商品到服务，各国政府和
商家越来越厚待中国游客，提供更贴
心细致的服务，更注重中国人旅游休
闲和消费购物的体验。

以泰国为例，为方便中国游客春
节出游，泰国政府延长了免落地签证
费政策的时间，进一步完善了电子落
地签申请服务。目前，泰国主要旅游

目的地与中国各大城市均开通了直
航，游客出行更加方便。

从机场到酒店，从街边小店到奥
特莱斯，不少商家抓住中国游客海外
过年的商机，推出专门针对中国游客
的优惠活动。春联、灯笼、鲜花，中国
年的节庆装饰一应俱全，用以招揽中
国游客。此外，全球许多著名景点都
增设了中文指示和中文讲解服务；中
国消费者习惯使用的微信、支付宝更

是接入全球热门旅游地的各大商家。
古巴旅游部发展总监米歇尔·贝

尔纳尔说，古巴非常重视中国市场，
吸引中国游客已成为古巴2019年旅
游业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他说，古
巴已培养了一批会讲中文的导游和
行政人员。去年，哈瓦那大学孔子学
院开设汉语课堂，未来将培养更多针
对中国市场的旅游人才。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覆盖96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个旅游目的地

中国人环球“春游”呈现新动向
春节往往与返乡归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国人选择在这段时间走出国门、奔向远方，使世界很多地方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年

味。据携程等几大在线旅游平台预测，2019年春节期间有4亿中国人出游。其中出境游约700万人次，覆盖96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个旅游目
的地。由于中国游客越来越重视海外游、海外购的品质和体验，更多新趋势也显现出来。

近年来，中国人出境旅游消费习
惯在悄然改变。以前对名牌商品盲
目的“买买买”少了，人们更注重自身
的实际需求和喜好，也更愿意购买当
地特色商品。

在英国从事旅游业多年的提提
卡卡旅行社总经理方刚说，前几年，
很多中国游客都带着自己或帮别人

购物的任务而来，尊崇顶级名牌，甚
至有人放弃游览只去购物。“现在因
为报名人数少了很多，我们比斯特购
物村一日游基本停了，而2016年我
们每周可以达5个出团日。”方刚说。

来自湖北的中国游客王威在巴
黎购物时，没有去老佛爷、巴黎春天
等大型购物中心，而是选择了一家法

国当地人常去的超市，购买了红酒、
巧克力等一些本土货。

花30多欧元淘几幅法国乡村风
景油画，买一只水晶醒酒器——王威
还去逛了位于巴黎郊区的二手市
场。“买一些价格不高，但国内难以见
到的‘特产’，带回去送家人朋友才有
更意义。”他说。

境外游已成为很多中国家庭休
闲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出游
频次越来越高，经验也更加丰富。在

“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中，
中国游客的关注点已经逐渐从“购”
向“游”转变。从景点“打卡”转向了
解当地历史文化、体验风土人情。“求
实”“求新”“求深”成为中国人出境游
的新特点。

在北京工作的创投行业咨询师
何雯第一次来到美国，首选的游览项

目是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然后是
去百老汇观看音乐剧《芝加哥》。何
雯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个剧比较能
反映美国真实的文化，让人更直观地
了解到当地的社会文化特色。”

除了传统的跟团游，定制游和自
由行的客人也在不断增多。参观博
物馆、名校、酒庄等更有深度、更具个
性化的主题旅游越来越受欢迎。“美
食之旅”“户外徒步之旅”“健康养生
之旅”“极地探险之旅”吸引到更多有

特别兴趣爱好的中国游客。
据凯撒旅游欧洲分公司负责人

王竹丽介绍，中国游客的出游内容
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每年以亲
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为特色的团组
一票难求；“观赛之旅”吸引了大量
体育爱好者；“艺术之旅”也很有市
场，其内容以博物馆和艺术名城为
线索，让客人入住艺术主题酒店，深
入探访全球著名博物馆，亲临全球
艺术盛会。

境外消费 更理性地“买”

海外观光 更有品的“游”

2月2日，一名游客在泰国首都曼谷一寺庙内和新春彩灯合影。 新华社发

海外庆新春 演出活动多

国际旅程 更体贴的“便”

2月7日，游客在贵州赤水大瀑布景区游览。
春节长假，人们走出家门走进自然，乐享山水

好风光。 新华社发

游山玩水过大年

2月7日至8日，江苏多地迎来降雪天气。图
为2月8日拍摄的苏州山塘古街雪景。新华社发

瑞雪贺新春

抗议意大利干涉法国内政

法国决定召回
驻意大利大使

新华社巴黎2月7日电（记者徐永春）法国7
日决定召回驻意大利大使，以抗议意大利方面干
涉法国内政。

法国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数月来法国成为
“反复指责、毫无根据的攻击以及不当声明的目标”，
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所未有，“鉴于当下前所未
有的局面，决定召回驻意大利大使进行磋商”。

据媒体报道，意大利副总理、民粹主义政党五
星运动领导人迪马约5日在巴黎郊外会见了“黄
马甲”运动参与者。法国外交部6日对此表示，这
种挑衅行为在欧盟和邻国伙伴之间不可接受。

自去年6月意大利新政府上台后，法意关系
日趋紧张。法国批评意大利对非法移民关闭港
口，多名意大利领导人则抨击法国的施政方针和
对待“黄马甲”运动的政策。

印度发生假酒事件
至少35人死亡

据新华社新德里2月8日电（记者姜磊）据
印度媒体8日报道，印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近
日发生假酒致死事件，导致至少35人死亡，多人
被送医治疗。

印度农村经常发生不法商人兜售假酒造成集
体中毒的案件，这类假酒常掺兑工业酒精，可致人
死亡。虽然印度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销售假酒，但
由于管控不严，这类事件仍时有发生。

2月7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前右）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前左）走向会场。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7日在布鲁塞尔表示，
欧盟不会与英国就“脱欧”协议重新谈判，但愿意
修改欧英“未来关系框架政治宣言”中有关双方
未来关系的内容表述。 新华社/美联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重申

欧盟不会与英国
就“脱欧”协议重新谈判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军4月底前撤出叙利亚
美国《华尔街日报》7日报道，驻叙利亚美军

打算4月底以前全部撤离。
这篇报道以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为消息

源，说驻叙美军3月中旬前将大批撤出，4月底前
全部撤离。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去年12月宣布将从
叙利亚撤出大约2000名美军。面对国内和盟友
的反对和忧虑，特朗普多次重申撤军决心，只是至
今没有发布撤军时间表。

特朗普6日说，预期下周美方将宣布，收复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据的全部
地盘。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基辅2月7日电（记者陈
俊锋 钟忠）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7
日正式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乌克兰加
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
宪法。

乌议会官网7日宣布，在当天投
票表决中共有334名议员对该宪法修
正案投了赞成票，这一法案获通过。

根据该宪法修正案，在乌现行
宪法前言中加入“确定乌克兰人民欧

洲身份和乌克兰欧洲及欧洲大西洋方
针的不可逆转性”字样；在宪法第85
条中增加“实现国家获得欧盟和北约
成员国资格的战略方针”字样；在第
102条中增加“乌克兰总统是实现乌

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战略方针的担保
人”字样；在第116条中增加“保障国
家加入欧盟和北约战略方针的实现”
字样。

去年3月，乌总统波罗申科首次

提出修改宪法，把乌加入欧盟和北约
的方针用宪法条款加以确定。9月，
波罗申科正式向议会递交了相关宪
法修正案，11月乌议会一读通过该
修正案。

乌克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

泰国各政党向选举委员会提名总理人选最后一日

泰王长姐和现任总理巴育宣布参与角逐新总理大选
新华社曼谷2月8日电（记者杨

舟）泰国泰护国党8日在选举委员会
正式提名现国王的姐姐乌汶叻为该党
总理候选人，引起泰国社会不小震
动。同日，现任总理巴育也宣布将参
与角逐新总理。

8日是泰国各政党向选举委员会
提名总理人选的最后一日。泰护国党
在一份声明中说，乌汶叻此前已应允

成为该党的总理候选人，她表示希望
带领泰国走向现代化，以新科技提振
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乌汶叻现年67岁，是泰国先王普
密蓬和诗丽吉王后的长女，现国王玛
哈·哇集拉隆功的姐姐。她1972年因
与一美国人结婚而申请放弃王室成员
地位，获准成为平民，这使她具备从政
资格。乌汶叻于1998年离婚，随后回

到泰国居住。
泰护国党为亲他信派政党，成立于

2009年，多次变更党名，被视为为泰党
的分支，党内现高层不少来自为泰党。

同日，泰国总理巴育发出公开信，
宣布接受国家人民力量党的邀请成为
其总理候选人。他在信中强调自己上
台时泰国国内社会动荡，严重分裂，现
任政府执政以来各方面都出现进步。

选举委员会将于15日公布审核
后的各党派总理候选人名单。

自2006年泰国军方推翻他信政
府后，泰国陷入政治对立，以为泰党为
代表、支持他信的草根力量与以民主
党为代表、反对他信的精英力量屡屡
诉诸街头政治，令社会动荡。2014
年，泰国军方再次政变推翻了他信妹
妹英拉领导的为泰党政府，原陆军司

令巴育领导成立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
员会，担任总理并执政至今。

泰国将于3月24日迎来近5年来
首次大选。根据现行选举制度，泰国
选民将在新一轮大选中选举500名下
议院议员，再由当选的下议院议员与
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指派产生的
250名上议院议员联合投票选出新一
任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