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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窗花，张灯结彩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召唤着在
外拼搏的游子，回到家乡的怀抱。家人围坐
在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祈愿未来会更好。

马来西亚华人林克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年廿九下午一直到年三十早上是整晚菜市，
他的一家人会去菜市场跑，感受春节的气氛。

“一家团聚是最幸福的时刻。”越南胡志
明市启秀华文中心萧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说，越南华人过春节的习俗和中国差不多。
年三十，晚上吃团年饭、守岁、打牌、逛
街、看烟花。还会到庙里拜拜，求一家平安。

韩国华文教育促进会会长张澜政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表示，春节的早晨，大家穿最好
的衣服举行祭祖仪式。祭祀后，晚辈向长辈
拜年，并接收长辈的压岁钱。家人坐在一起
吃年糕汤，“韩国人认为吃了它，就算长了一
岁”。下午，人们互相走亲戚串门，给亲朋好
友拜年。春节期间，还有掷骰游戏，放风
筝，抽陀螺，翘翘板等很多民俗活动。

而春节前的必要准备，便是打扫房屋。
尽管日期不尽相同，但都洋溢着欢欢喜喜搞
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很多海外华
人的家里也已换上了红红火火的“春装”。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光华中文学校校长游恒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展示了她家里喜气洋洋的装
饰。她表示，这些中国节装饰，今年在沃尔
玛超市也可以买到了。当地一些华人说，也

要买一些来增添喜气。
“过年一定要有气氛，周围张灯结彩的大

环境，会让人沉浸在其中。”丘金莲已经在毛
里求斯过了十几年的春节。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她说毛里求斯是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主体
的国家，所以，春节的气氛，只有靠当地华
人尽心尽力地营造，用形式感染当地华侨华
人和其他种族的人。

“我们过春节，就像小的时候在中国过春
节一样。”美国纽约河北同乡会会长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他家里会贴上春联和窗花，还
挂着小灯笼。他还会给孩子们穿上有中国文
化特色的服装，“女孩穿旗袍，男孩则是戴着
小帽的唐装。”

不像在中国，海外国家并没有春节假
期。西班牙塞维利亚中文学校教师刘阿赫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西班牙没有春节假
期，大家都照常上班、上学，因此春节过得
比较简约，但简单也有简单的过法，挂上红
灯笼，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顿饭。

“春节对于我们来说，是大节日。虽说在
英国没有对应春节的公众假期，但我家一般
都会给自己放个假，大人孩子一起热闹热
闹。”英国华人林颖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选择休假的还有巴拿马的侨胞。“大部分
侨胞会休假一天不营业，但在主流社会工作
的华人还是正常上班。”巴拿马华文教师温卫
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以往她们姐弟几个
家庭也是凑在爸妈家过年。“大年三十晚上，
零点就听到炮竹声，美丽的烟花出现在巴拿

马的天空。”

自办“春晚”，热闹过年

在中国，年三十晚上，很多家庭都会观
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即“春晚”。
其实，有些海外华人也会观看，与国内同胞
共同感受春节的气氛。此外，他们也会举办
自己的“春晚”，热闹过大年。

“我家的春节，每年都是在紧张忙碌的春
晚准备、排练和演出中度过的。”塞浦路斯中
塞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主席韩梅梅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回顾当地华人春晚十几年来一步步
成长的过程。“当时还是留学生的我，跟我们
大学的校长反映，多数留学生家里没有网络
或卫星电视，看不到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后
来学校安装了卫星天线，大家就可以观看
了。”如今不但可以看春晚，还有丰富多彩的
节目表演，抽奖和年夜饭。节目是由华侨华
人和当地民众准备的；年夜饭，则是华侨华
人友好协会的成员们“一起采购和烹饪出来
的。”韩梅梅动情地说，“你可以想象，十几
个人围坐，包出几千个饺子的场面。”

毛里求斯春晚也已举办多年。除了能让
散居小岛上的华人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欢聚
一堂之外，还能够让有表演天赋和演出爱好
的华人孩子在一展才华。丘金莲表示，虽然
远离祖国，文化的距离也拉远了，但丰富精
彩的联欢晚会节目，总会让异国的游子备感
亲切。“春节文艺汇演于我们，宛若祝年酒，
只有在新春佳节时才愈发醇香。”

一系列欢庆活动的背后，都离不开侨
团、侨社的支持。

巴西华人协会秘书长张立群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侨社每年都会组织一些比较有
特色的活动。场地不仅限于剧场，还会深入
到巴西当地人中去。日前，华星艺术团就在

圣保罗最热闹的大街上进行了一场快闪活
动，让巴西人了解中国文化。

对于巴拿马侨社来说，今年是特别的一
年，因为这是中巴建交后第一个春节。温卫
红表示，各同乡会都在筹备不同的春节联欢
会和庙会等。“当地巴拿马人也很期待我们的
春节。”

“像纽约法拉盛每年都有春节大游行，华
人社团会一起组织上千人的大游行”。董晔表
示，社团都是自愿报名参加的，根据社团的
不同情况，有的还会做花车。

每年春节前后，也是塞浦路斯一年一度
盛大的狂欢节花车游行活动。韩梅梅表示，
他们会组织华侨华人和中文学校的学生参
加，展示中国服饰及春节元素。近年来，通
过驻塞使馆，他们邀请国内的表演团体，赞
助海外欢乐春节行活动，组织在塞岛各大城
市演出，丰富了华侨华人的春节活动。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春节是全球华人的大联欢。科技的发
展，不仅改变了生活，春节的一些习俗也变
得科技感满满。“像我们家里，如果有一方的
老人不在这边的时候，小孩子都会用微信视
频和老人联系，跟家里人微信拜年，然后老
人也会用微信转账给小孩发红包。”董晔说。

科技缩短了距离，而回国过年则把距离变
为零。林颖泉因为回家乡广东过年，心情非常
兴奋。她在朋友圈里发了张图片，上面写着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让她更为满意的是，
在办理回国手续时，中国使馆的服务，无论是
硬件上还是软件上，无论是前期咨询、现场办
理还是个别情况处理，质量都比四年前提高
了。她说，“使馆服务的提高，应该是得益两年
前习近平主席出访英国，双边达成协议后出台
的一系列措施。我们是受益者。”

其实，近年来，中国有关部门推出了一
系列便利华人的政策措施。1 月 22 日，公安
部集中推出八项出入境便利措施，为外籍华
人提供签证、居留便利。

对此，韩梅梅表示，这个问题是海外华
侨华人呼吁已久、呼声最高的问题之一。尽
管适应范围有限，但看到了相关政策开放与
发展的势头。“步伐虽然迈的小了些，但终归
是有了新的尝试。”

董晔则期待，未来中国学习发达国家侨
务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研究出台更多务
实举措，方便海外侨胞往返中国，为拟定居
国内的优秀华人人才提供更多支持。中国发
展进入了“新时代”，海外侨界力量增长也进
入了“新时代”。华人既能共享中国机遇，也
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而中国越来越强大，带给海外华人的，
还有自尊和自信。林颖泉表示，她孩子所在
的学校，会给学生介绍中国新年。她也会给
孩子班上的同学准备红包。“钱多少不重要，
而是让孩子们知道春节拿红包的意义。”

“祖国的日益强大，是我们身在海外的华
侨华人的坚强后盾。”张立群坦言，跟二三十
年前相比，现在华侨华人在国外过年，不再

“藏着掖着”或是“放不开”，而会大方地介
绍中国这个有传统特色的节日，它是十二生
肖里面的哪一个，并讲解一些中国文化的内
容。当地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听得
很认真，觉得中国年很有意思，并想深入了
解。张立群说，“华侨华人离祖国是越来越近
了。”

“同是过年，我觉得在毛里求斯过年与国
内同胞过的年，在心灵深处，还真不一样。”
丘金莲总结，华人过春节时，大部分人是通
过自我的奉献，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让散
居的人，联合起来，同享节日。“让华人多一
份认同感，多一份乡情。”

海外华人这样过春节春节
陈秋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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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新社报道，随着中国春节来临，一

年一度的“春运”开启，全球规模的奔波忙

乱也开始了。数亿中国人从东西南北赶回家

过年，还有一些人到国外度假。那么，数千

万海外华人又是如何过春节的呢？

2月8日，新加坡，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内，人们正在进行舞龙表演，迎接春节的到来。2月16日将迎来传统的中国农历新年，
这是华人文化中最重要也是最盛大的节日。 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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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又到了。过年，是我小时候最执著
的憧憬。正式过年，是从除夕夜开始。这一天，
大人们忙着烧菜，孩子们忙着玩——很开心地
玩，无顾忌地玩，玩到吃年夜饭，还不想回家。
没办法，年夜饭是不能够缺席的。回到家，等妈
妈一样一样将年菜摆上桌子：细数一下，每年无
外乎冬笋炖乌鸡、红烧狮子头、红烧肉、绍兴霉
干菜扣肉、胡萝卜丝、千长皮豆腐丝、冬笋丝、
芹菜丝、瘦肉丝小炒、整条大蒜姜丝烩鲤鱼、墨
鱼炖猪脚汤、炒大盘青菜、大蒜干辣椒炒腊肉之
类，摆了一大桌。团年火锅是不能少的——摆在
大桌子中间，那圆圆像个圆塔般的火锅中间烧木
炭，呼呼的红炭火苗直往上窜。吃完年夜饭，天
渐渐擦黑。大人收拾停当，锁上门去看京戏——
这是我家惯例，只要三十晚上京戏院照样开台，
这就是我们的常规节目了。

做医生的父亲是个京剧迷。每个星期六，京
剧院前三排中间座位，少不了他的一个位置。洪
江京剧院，几十年来从未少过名角——杜月樵、
刘凤箫、蔡小培、毛祺祥、毛剑秋父女……都是
唱红上海京剧院的老生、青衣和小生。当年的京
剧是一本一本地唱，如《孟丽君》这本戏就可以
唱半个来月……不过我还是最喜欢陈俊崙的《大
闹天宫》，蒋麒麟的 《蒋干盗书》 和其他小丑节
目。尽管杜月樵的《徐策跑城》常常浮现脑海便
令我肃然起敬；刘凤箫的《孔雀胆》那凄厉的长
吟至今还令我牵肠挂肚；蔡小培《风波亭》中灵
隐寺疯和尚潇洒倜傥的淋漓尽致表演仍在我脑海
萦回，但我还是喜欢陈俊崙的武打、空心筋斗和
蒋麒麟的滑稽调笑。

散戏回来，平常街角会有一盏跳动着橘黄火
焰的油灯和蒸腾的热气在招呼你去吃上一碗香喷
喷的担子“鸡蛋糕”（米豆腐），那酱萝卜丁、葱
花香气、姜末辣味……刚才还在勾出我舌蕾上沁
出的馋涎。但除夕夜是没有的——人家也要过年
嘛。没关系，妈妈早就做好了八宝饭在蒸笼里热
着。大家回到家里，稀里哗啦一人一碗八宝饭

后，开始守岁——一般是围着圆盆火听大哥讲鬼
怪故事。大人们玩麻将。我呢，听几个故事，就
要去睡觉了。全家老少只我一个人从来是守不到
岁的……

我每年最期盼的就是打糍粑。打糍粑是专业
队伍，大概六人一伙，三人一组分两个小分队。
腊月十五开进我们里仁巷，从巷子口到我家住的
莲峰祠，在每家轮流打，一天可以开进两幢窨子
屋——巷子里大约十三幢窨子屋 （独立的高墙大
屋，两层，第三层是晒楼，后来房屋改造一般一
幢可住 4-8 户人家，过去大户，都是一幢一家）
一个小队一天能够完成一座窨子屋的住家打糍
粑，就不错了。轮到我们家，已经是尾声。大概
腊月廿左右了。前一天，就有一位师傅到家里
来，扛来高 1米 4左右、下面直径约 80厘米的下
小上大倒圆柱形蒸糯米饭的木桶甑子。据说这甑
子一次足足可以蒸50斤泡发的糯米。我家厨房灶
台呈弧形排开三口灶眼，最大的直径近80厘米左
右，就是专门用来摆放这个大蒸笼甑子的。中间
一口锅煮饭，最右边一口锅炒菜。这口大锅，一
年就用两次，一次是端午节煮粽子，一次就是过
年蒸糯米饭打糍粑了。

过完除夕，年也就正式开始。大年初一上午
10点过后，大街小巷已经挤满了表演队伍和看热
闹的人群。最吸引我的当然是“扎故事”了：高
大宏敞的高台上坐着七仙女，刘、关、张，梁山
伯与祝英台，孙悟空、猪八戒……比起舞龙队，
我更喜欢舞狮子表演。因为那锣鼓节奏很有味
道，特别是狮子前面戴着大头面具的大头罗汉，
穿着长衫，摇着大蒲扇，裂开永远也合不拢的大
嘴巴，一个劲儿地傻笑着，醉了酒似地左摇右
晃，真是太好玩了！这么每天闹腾，一直要闹到
正月十五。

近来，家里人开始筹划年夜菜，准备迎接狗
年的到来。有几个中国定居加拿大的朋友会来与
我们团圆。哈哈哈，温哥华的除夕夜，一样会是
很热闹呢。

澳门文化中心综合

剧场内春意融融、掌声

阵阵。由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澳门归侨总会主

办的“文化中国·四海同

春”晚会近日上演。

图为舞蹈 《祥瑞中

国》。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人在异乡忆过年
沈家庄（寄自加拿大）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为庆祝新春来临，于2
月 10日在纽约 《侨报》 社举行 2018年新春联
欢会。

为了此次活动，协会从 12月 17日起发起
了创作诗歌征集活动，1月18日圆满结束。在
短短的一个月里，得到北美诗人的大力协助
和鼓励，共征集到诗歌 69 首。经过一周多的
初选，28 首诗歌脱颖而出，进入复选，最后
18 首诗歌入选。为保证评选程序公平，所有
复选评委不参加征诗投稿。应征者们纷纷表
示，感谢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为北美诗人搭起
诗意的平台。

这些入选诗歌和3位特邀北美名家诗人王
渝、非马、严力的作品将在活动现场朗诵，
这是第一次在新春联欢会上举办整个北美范
围内的诗歌朗诵会。

协会还邀请到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
员周灵燕等演员为大家奉献精彩的文艺表
演。此外，为活跃联欢会气氛，许多会员和
热心人士都为联欢会捐赠珍贵书法、书籍、
文物等。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于2016年10月15日在
纽约正式成立，现有会员超过100人。它是美
国《侨报》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文学社团。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迎新春北美中文作家协会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