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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透着国际范儿透着国际范儿

◆ 4000年文化传承

春节，也就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年”，拥有着
4000 余年的历史传统。其时间延续之长、地域覆盖之
广、文化影响之大，在世界传统节日中无与伦比。而其
走向海外，也经历了随世界历史格局的演变而不断变迁
的过程。

自古以来，身处“中华文化圈”里的东方国家，大
多有庆祝春节的习俗。如在日本、韩国、朝鲜、越南、
新加坡、泰国等地，春节都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而随着近代国际局势的变化，春节一度在西方文化
的影响下，走向式微。比如，在明治维新以前，春节是
日本最盛大的传统节日。而明治时期，日本希望尽快

“脱亚人欧”，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推行西方太阳历，并
废止春节。韩国从新罗时代 （公元 668 年—公元 901
年） 已经开始欢度春节。而随着日本开始统治朝鲜半
岛，春节也被严格禁止。

时间进入 20 世纪，随着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状
态，政治经济开始全面复苏以及华人在全球范围内的流
动，“春节”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节日“名片”，也在全
球遍地开花。

这就不得不提到春节走向海外的重要载体——唐人
街。作为华侨华人生活、社交的聚集中心，每逢春节，
唐人街里的舞龙、舞狮、小吃、灯笼都能吸引当地民众
驻足观看，而随着华人群体规模的扩大，地位的上升，
以及与当地文化的不断融合，外国民众对春节，也开始
经历从好奇到参与，从参与到喜爱的过程。

在英国，长期以来，春节庆典活动只会在唐人街举
办，而近几年来，无论是大小街道，还是著名的特拉法
加广场，每年春节都会出现大型的春节活动，甚至还出
现 30 万当地民众及华侨华人齐声高呼“恭喜发财”的
盛况。在加拿大，从 1858 年第一批中国人踏上加国国
土开始，春节便被悄然带入这一枫叶之国。如今加拿大
全国华裔已达百万之众，春节也作为当地重要节日落地

生根。
如今，中国春节已经不仅流行于传统的“中华文化

圈”里的国家，也不再是华侨华人在唐人街里的“自
娱自乐”，而是走进全球近200个国家，成为带有浓
重中重中国风味的国际性节日。

◆ 世界性节日品牌

“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基本都是华人圈自己过春
节、包饺子，当地人对中国春节并不熟悉。现在，只要
一提到‘Chinese new year’（中国新年），外国人都会
点头微笑地表示，‘哇对哦！好像是最近？’”谈到这些
年，中国春节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变化，在美国西雅图工
作的陈女士对本报记者这样说道。

在她看来，随着华人在美国职场和学府身影越来越
多，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海外社会对于承载当地华人
精神寄托的中国春节也越来越重视，参与度越来越高。

陈女士的感受是“中国年”作为一个节日品牌，在
世界越打越响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
升，文化辐射力的不断加强，春节在海外的传播速度也
不断加快，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民，通过中国的春节，感
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月21日，“欢乐春节·魅力北京”综艺晚会在美国
洛杉矶贝弗利山市赛班剧院上演，许多当地民众前来体
验了一回中国京味文化。其中，玛丽·德霍耶已经是第
三次参加今年的欢乐春节活动了。这位喜爱中国文化的
忠实观众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每次来现场她都有新
的惊喜和收获。而贝弗利山市市长约翰·米里施则表
示，“欢乐春节·魅力北京”活动在南加州地区引起巨大
反响，已经成为贝弗利山市民熟知的品牌节目。

与民间活动想呼应的是，中国春节已经越来越多地
进入海外各国的主流社会，被官方所认可。每年包括美
国总统、英国首相等一些国家的政要，在春节来临之际
都要发表声明，向所有华人和亚裔人士祝贺农历新年。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联合国首脑及各国政要均开始热衷
于用中文拜年，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甚至专门为
2016年中国春节创作歌曲 《中国旋律》，以此作为献给
中国朋友的新年礼物。

如今，已经有包括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近
20个国家和地区，把中国春节定为整体或者所辖部分城
市的法定节假日。而随着海外社会对中国春节的文化认
同感的日渐深入，从官方到民间，从华人到本土居民，
中国春节的文化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 展示中国的文化窗口

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重要节日，春节在中国
人心目中的地位难以超越。同时，它作为中国典型的文
化符号，以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式，反映中国人的伦理道
德、生活习俗和文化爱好，从而成为中国民族精神与性
格的缩影。

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中国人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化
品牌载体，春节走向海外，无疑代表着国际社会对中华
文化接受度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与世界各
国文化的接轨和交融。

一个现实的案例是，近几年火遍各国的“欢乐春
节”活动，将“大自然的节日”、“家庭的节日”、“心灵
的节日”作为自己的品牌核心价值，这就使中华传统的
春节文化，能够很好地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从而
赋予“春节”新的生命力。也正是这样的品牌定位，让
这个每年在100多个国家，举行数百个项目的大型春节
活动，将春节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与世界各民族的不
同思想文化进行交流与交融。

同时，通过“春运”“春晚”等热点话题，春节还
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形象、世界了解真实中国的重要窗
口。在这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通过春节把目光

聚焦到中国，并开始主动思考和认真回答中国的春
节，乃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

怎样的影响。
当然，在春节走向海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还有

很多。比如，目前海外春节活动仍以民俗展演、文化庙
会、广场巡游等为主要形式，对于社交网络、影视传媒
等现代化传播手段的运用还很有限。同时，春节文化的
传播还缺乏产业支撑，这与已经充分实现国际化的圣诞
节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专家认为，克服这些困难虽然有待时日，但将春节
打造成向圣诞节一样的国际性节日，并通过“中国年”
这一文化品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可以预期的，而
这一天，也因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软实力的
提升，正在加速到来。

法国当地时间1 月21 日，塞纳河畔的巴
黎中国文化中心张灯结彩，一场名为“欢乐
春节—走进中心过大年”的活动在这里开
场。400多位当地来宾在这里欣赏中国传统戏
剧、体验茶艺，并参加了对春联，包饺子，
写书法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游艺活
动，以此来感受中国春节的喜庆气氛。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美国、埃及、新加

坡、印度等国也都举办了不同规模的春节活
动，201 7春节在海外未到先热，展现的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如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节庆盛典”，
“中国年”已经成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
品牌。同时，这个品牌正随着海外认同的不
断加深，逐渐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变得越来
越有“国际范儿”。

本报记者 卢泽华

不久前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段子，说是再
过一段时间，中国就会进入崩溃时期，八成
以上的中国人不能上班，大量人口逃离沿海
发达地区。大量居民酗酒赌博，剩下的部分
人只能观看电视度日。夜间大量无业游民上
街燃烧投掷爆炸物，学校全部停课，工业全
部停滞，80%的店铺关门，股市全部收盘，无
数年轻人为了几毛钱而丧失理性。当然，这
是个关于春节的笑话。春节两个字对于广大
的中华儿女，意味着每一个个体与家庭，小
家与大家之间一年一度的团聚与欢庆，回首
与展望。

然而，对于大多数身处异地他乡的留学
生和华人群体而言，每逢春节，往往又是最
寂寞，最思乡之时。通讯的便利使我们可以
千里之外依旧保持与国内家人的联系，然而

“距离”虽被缩短了，但仍旧存在。
不过，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

外华人与留学生群体不断壮大，中华文化通
过这一个个鲜活的个体逐渐地传播到世界
的各个角落，为世人所认识、接受与欣赏。如
今，在欧美多数国家，以春节为主题的庆祝
活动迅速流行，这之中既有华人群体自发组
织，也有各地政府，国际团体的友好协助，当
然更离不开中国政府驻外使领馆的大力倡
导和鼎力支持。以笔者所在的荷兰为例，今

年春节期间，仅面向留学生群体，就有四至
五场比较大规模的庆典活动。就在笔者撰写
本文的今天，在荷兰美丽的生命科学之都瓦
赫宁根，便成功举办了由全荷学生学者联合
会与瓦赫宁根大学联合主办，中国驻荷兰大
使馆特别支持的全荷学生学者联欢会。而在
接下来的一到两周内，阿姆斯特丹、格罗宁
根、代尔夫特等众多的荷兰城市还将举办多
场类似主题的庆祝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活动的意义不仅在
于给身处荷兰的华人群体提供一个欢聚一
堂共度佳节的平台，它更是一个展示中华文
化，促进华人群体与荷兰社会交流的重要舞
台。如同今天瓦赫宁根的市长在晚会发言时
所提到的那样，“这样的机会不仅可以让众
多身处异国的中国学生欢庆享受你们自己
的文化，同时也会给我们的荷兰社会带来新

鲜的积极的文化动力，你们的到来不仅是为
了学习知识，也同样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和了
解你们的文化，从而促进本地社会更好的发
展。”就在下周，阿姆斯特丹大学商学院还将
专门举办一场春节庆典，有所不同的是，这
场活动不只面向中国学生，还广泛邀请了在
阿大就读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据
悉，已经报名的 200多名参与者中有半数以
上是中国以外的国际学生和荷兰本土学生。
组织这次活动的阿大商学院负责人Clara告
诉笔者，这次活动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国际学
生之间的交流，之所以选择以春节为主题，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学生在国际留学生中占
据了相当比例（20%），另一方面，更是因为随
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外学
者，国际学生对中国当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充满好奇与兴趣，学校希望借助这样的活动

增加彼此之间的交流，理解，更重要的是施
惠于他们的未来。

就笔者的亲身经历而言，海外中国年的
文化意义，已经超越了“欢庆”本身。文化之
根，在母国，更在人心。毋庸置疑，海外社会
对华人群体与中华文化的重视与中国本土
综合实力的增强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同时，
文化的感染力不止于经济利益的吸引。恐怖
主义，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今天的西方
文明面临着众多的不确定性，这样的时刻，
东方的活力与众多的可能性让越来越多的
西方人震惊、好奇，他们所渴望的不只是中
国所提供的市场机遇，更是在21世纪人类发
展前景这个大问题上能否给出一个更好的
答案。因此，当今天瓦赫宁根的市长提到“学
习”二字时，我觉得他是真诚的，恳切的。如
同不久之前达沃斯论坛上习主席关于全球化

的发言所博得的满堂彩那样，在今天这样的
困局面前，中华崛起不应只局限于本民族之
复兴，更在于能否提供一个切实，可靠的新答案。

如今的西方人谈到中华文化，多多少少
仍旧停留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印象之上。笔者
真切地希望，在未来，作为名词的“中国文
化”可以超越古典的印象，而成为富有活力
的，独具创造性的，能够为世界所理解接受
并欣赏的当代文化。它是继承的，同时又
是包容的，升华的。可以说，如今的中国
年热潮仍主要受助于市场与商业利益的推
动，在文化展示与交流上仍然存有脸谱
化，刻板化的问题，但我想，这还只是个
开始，海外中国年的意义与未来的方向应
当也一定不止于经济，她所扮演的角色，
应当恰恰就是上面所提那个“新答案”的
诠释者和传播者。而这一答案的谱写，则
需要所有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在更为开放
的精神指引下共同求索。

（作者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
研究院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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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月 21日，在葡萄牙首
都里斯本市，民众在“欢乐春
节”活动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摄
图② 1月21日，“欢乐春节·魅

力北京”综艺演出在美国洛杉矶
贝弗利山市赛班剧院拉开帷幕。

新华社记者 张超群摄
图③ 1 月 19 日，一名女孩在

加拿大多伦多公共图书馆春节活
动现场欣赏剪纸作品。

邹 峥摄 （新华社发）

1 月 19 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中国内
蒙古艺术团的演员献上一场“欢乐春节”文艺演出。

新华社记者 刘 天摄

1月20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小朋友们参加欢乐
春节大庙会活动。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图④ 1 月 20 日，在埃及首都
开罗，人们在春节大庙会上合影
留念。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图⑤ 2016年1月30日，在意
大利罗马中国文化庙会上，一名
意大利男孩将自己用中文写的

“春”字贴在展板上。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摄

1月18日，“欢乐春节”首次登陆波黑。
哈里斯·梅米亚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