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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声点越敲越密，两条头鱼“红
珠”在前领队，两条“红鲤”紧随其后，后
面的“鲪鱼”“鲢鱼”“草鱼”“鲫鱼”“田鱼”
等鱼灯按阵列依次排开，时而起伏游曳、
时而碰头摆尾、时而上跳下窜、时而侧身

“泛白”，很是热闹。在浙江省青田县高
市乡洞背村的三立堂广场上，当地村民
身穿红衣，手执鱼灯，上演了一场别出生
面的鱼灯舞。一旁观看的国际友人们连
声叫好，迫不及待地接过鱼灯，跟着师傅
们学起了舞鱼灯。

青田鱼灯舞是青田县的传统舞蹈，
每逢喜庆节会，当地群众都以舞鱼灯为
乐。鱼灯舞讲究走阵，有鲤鱼跳龙门、
单连环、双连环、鲤鱼望月、单面鲤、
双面鲤、梅花阵等多种阵列。舞一圈鱼
灯下来，坦桑尼亚小伙柯少达已经有些
微微出汗，他兴奋地说：“鱼灯很轻，
跟着鼓点舞起来，鱼儿像在水中游，非
常有意思。”

这些身穿中国传统服装的外国朋友
们，除了舞鱼灯，还亲手写对联、贴对
联、包山粉饺、练太极、学戏剧、吟诵
古诗……在体验中国传统民俗的过程
中，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国年味儿！

以侨作“桥”促交流

有着 300 多年华侨史的青田，目前
有 33万华侨分布于世界 120多个国家和
地区，数量虽不是最多，分布范围可称
得上是最广，是中国第一侨乡。华侨华
人身份特殊，他们不仅以“摆渡者”的
身份帮助中国人了解外国，也帮助外国

人了解中国，青田因此成为了中外文化
交流的先锋站。

正是基于这种华侨资源优势，浙江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丽水市委宣传
部、青田县委、青田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
了这次“侨乡中国年”系列活动，通过自
主报名和华侨归国同行等方式，邀请到
了近80名来自希腊、美国、西班牙、加纳、
荷兰等 20 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2 月 9
日至11日，外国友人跟随当地人民，好好
体验了一把中国传统民风民俗。

青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吴飞飞表
示：“把外国友人请进来，让他们感受
真实的中国人、中国文化与传统节日，
可以带给他们最真实的感受。哪怕是极
小的一个细节，都会让他们印象深刻。”

“百分百改变印象”

詹淼是旅居希腊 20 多年的青田华
侨。这次回来过年，他还带来了自己在
希腊从事金融行业的好朋友查理。詹淼
提及，查理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恰巧这
次“侨乡中国年”活动期间查理休假，
于是便带着他回到中国，回到故乡青
田，希望他能切身感受一下中国文化。

尽管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喜欢结
交中国朋友，真正来到中国之后，查理还
是感到了深深的震撼，直言“对中国的印
象百分百改变了”。此次中国行，詹淼还
带着查理去了北京、杭州、义乌。中国城
市的现代化、网络技术等的发达给查理
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青田的体验活动
现场，查理又看到了中国的另一张面孔，

感受到了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氛围。
在写春联的地方，老师细心地从一

撇一捺教起。查理虽然不认识中国字，
也没拿过中国的毛笔，但还是认真地在
红纸上写下一个“福”字；广场另一
边，查理和其他外国朋友们站在太极拳
师父身后，一招一式认真地学；在打年
糕的器具前，查理忍不住地打量。太多
没有见过的东西，太多与希腊不一样的
民俗与风景，这一切都让查理不断地用
希腊语感叹“真神奇”。

中国年热闹开心

在“侨乡中国年”的活动现场，有一
个男孩特别吸引镜头。他叫夏波波，来
自阿根廷，是活跃在微博、美拍、B站等中
国视频社交平台的美食博主。在一位青
田粉丝的邀请下，夏波波也来到这里参
与活动。

在这次体验活动的现场，不仅有查
理这种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国际友人，也
有像夏波波这样在中国已经待上一段时
间的老朋友。来到中国一年半，夏波波
坦言，“我住在广州市中心区域，平时见
不到这么多有意思的传统事物。来到青
田，才第一次见识了中国传统的新年。”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门楣上贴着的红对
联，还有各式口味的地方小吃，都让他感
到无比新奇。“第一次写对联有点难，但
是我写得很开心。中国的新年很热闹，
你看，这里的所有人都玩得很开心，我喜
欢这样的氛围。”

“中国年热闹、开心”已经成为一个
共识。约旦的牧沙说，“中国年的年味儿
很足！”印度的苏亚说，“我喜欢中国的过
年气氛，也常常跟我妈妈讲中国的故
事。”美国的何思华说，“大家都觉得中国
文化很难，但其实只要亲自来到了中
国，中国文化就不难亲近。”

在外工作多年，已有两年未和父母团圆，今年春节决
定回家。得知我要回去，一起玩大的“发小”纷纷发来短
信，阿梅预订了家乡最知名的餐厅，约我初三不见不散；
小兰要我初四一定去她家，尝尝她东北老公亲手包的饺子
和小鸡炖蘑菇；丽丽直接打来电话：“到时我来接机，到市
区新开的一家牛排店为你接风洗尘，水果点心随意吃，荤
素自助包增肥……”我微笑，是春节又把我们都带回亲密
无间的往日时光。

春节，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节日，它的起源，是一只
叫做“年”的怪兽。每到大年三十晚上，人们熬夜“守
岁”闯“年关”，全家老小围在一起吃团圆饭，祭祀祖先，
祈求神灵保佑，为的就是驱走一切邪瘟病疫，期待新的一
年吉祥如意。

时代变化，人们过春节已突破以往的传统方式。“初一拜
殿门，初二拜丈人，初三拜屋底，初四拜邻合。”如今，人们有
了视频、短信等新的拜年方式，让春节变得与时俱进；同时还
延续着挂灯笼、烧香祭祖等传统风俗习惯，感受春节习俗带
给我们的温暖。我们既可以团聚在家中过年，也可以在世界
各个角落欢度春节。不变的是春节带给我们心灵的慰藉。

春节，是一趟回家的列车，在乐此不疲的奔波里，创
造着“春运”奇观；

春节，是一种传承的精神，因为坚守、信任、善良、
质朴，人们不远千里，从他乡奔赴故乡，又告别故乡回到
那座提供生计的城市；

春节，是一道丰富的盛宴，那里面盛着问候、牵挂、
思念与挚爱，它们裹在母亲腌制的腊肠咸肉里，隐在独具
特色的民间小吃里，藏在对亲人365个日夜的祝福里；

春节，是一段生命的符号，饱含韵味及传承精神，让
人生意犹未尽。

“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日来。”哪一个昨天不是被明天所
替代，惟有抓住当下，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报。几案上的水
仙幽兰含苞吐蕊，暗香满室，洗得透亮的窗帘与光共舞，明媚
的春阳照进小屋，看着老人开心、孩子欢笑，我们一年的辛苦
得失都有了意义。当华灯初上，团圆饭摆上桌，春晚这道老
百姓的文化大餐也如约而至，我们的心房一寸一寸打开，浸
润在团聚的欣喜、安宁当中，共同
期盼来年更加灿烂红火的日子。

新的一年若是一部精彩纷呈
的著作，春节就是典雅的扉页，引
领我们实现新梦想，启程新生活。

日前，湖北省宜昌市首届“我到乡村过大年”活动在夷陵
区鸦鹊岭镇金和村热闹开场，现场梅花桩上的舞狮特技、“宜昌
丝竹”、“划旱船”等民俗表演依次登台亮相。原汁原味的表
演，让市民大饱眼福。

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到春节期间，活动围绕乡村振兴
主题，着力打造有产业、有颜值、有乡愁、有活力的新农村，
让城里市民走进乡村，体验民俗文化，感受乡村变化，欣赏原
生态的乡村美景，推动乡村文化、生态、农业与旅游深度融
合，为振兴乡村注入强劲动力。

图为民间艺人表演民俗舞蹈“划旱船”。张国荣摄

650万人次，在即将到来的春节长假里，中国游客将再一次用脚步刷新出境游的记
录。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旅游联合发布的《2018春节出境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
示，春节期间，数十万来自近200个国内城市的旅游者通过携程预订了跟团游、自由
行、定制旅游等项目，旅程将延伸至68个国家、700多个目的地城市，一些游客还将
跨越大半个地球去往南极，最长行程达29天。

旅游过年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过年新选择，随着春节出境游人次的连年增
长，中国游客出境游的观念和方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中国游客出境游的兴趣逐渐从
观光、购物转向了解和体验目的地历史、文化。因而，能够“随心”规划行程的境外
自驾游，逐渐成为中国游客出境游的新风尚。

租车进入3.0时代

北京市民高先生已有过 4 次海外自驾游
的经历，分别前往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
和美国。今年春节，受大学同学之邀，夫妇
二人将再次前往美国纽约，与同学一家共度
新年。“纽约的华人多，同学邀请我们去感受
一下当地华人过春节的氛围。”高先生告诉记
者，他们还计划趁此假期，去 66 号公路自

驾。“66 号公路沿线风景迷人，只有自驾游
才能深刻体会。可以说，自驾走这条线路是
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最近这些年也深受赴美
自驾游的中国游客青睐。”

神州租车日前公布的 《2018春节租车大
数据》 显示，春节期间境外租车需求量大幅
增长，其中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用户占比超
70%，二三线城市订单环比增长高达 240%。
春节期间最受中国游客喜欢的五大热门旅游
城市纽约、墨尔本、曼谷、法兰克福、新加
坡，也成为境外租车预订量最大的 5 座城
市。另有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境自驾
游已达 407 万人次。未来，伴随着我国出境

游的增长，这一数字还将
不断走高。

出境自驾游市场需求
的迅速增长，推动了境外
租车行业的成长升级。马
蜂窝此前发布的中国出境
自驾游报告显示，境外租

车从传统的门店租车到跨境在线预订，再到
一站式出境自驾游/自由行服务平台的出现，
标志着自由行出境自驾游租车进入 3.0时代。
如今，出国游租车预定、行程安排、甚至是
回国后保障都可以在租车服务平台一站式解
决。“这次租车自驾游，我选择了异地取还
车，虽然费用贵了一些，但是避免了‘走回
头路’，更方便我合理安排行程。”高先生
说，自2013年第一次出境自驾游以来，明显
感受到了境外租车服务正变得更加便利。

中外企业积极布局

中国旅游车船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旅
游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编制的 《中国自驾
车 、 旅 居 车 与 露 营 旅 游 发 展 报 告

（2016-2017）》 显示，2016年，中国自驾游
总 人 数 达 26.4 亿 人 次 ，“ 十 三 五 ” 时 期

（2016年—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58亿人
次，约占国内旅游人数的 70%以上。租租车
联合创始人李斌表示，国内自驾游的兴起，
推动了用户自驾的行为习惯养成，对中国游
客海外自驾游的发展是一个利好。另一方
面，出境游的信息不对称让游客更加依赖平
台的服务和信息推荐。这些都意味着海外租
车市场蕴藏着很多机会。

2017年底，网友“小飞鱼”一家三口决

定去欧洲旅游，尽管是第一次出国旅游，但
是为了能有更深度的体验，他们还是选择了
自驾游。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之后，“小飞
鱼”通过租租车网站预订了国际租车公司
Hertz （赫兹） 的车，随后在法意瑞德荷五国
自驾游。

租租车 2011 年创立于广州，赫兹则是老
牌的国际租车“巨头”。近年来，随着中国游客
海外自驾游的发展，中国的网络租车平台与境
外的汽车租赁服务商合作，成为扩大市场布局
的重要途径。1 月 4 日，滴滴出行宣布旗下境
外租车业务正式上线，美国安飞士租车公司接
入其平台，覆盖全球超过100个国家的1500多
个城市；此前，神州租车、一嗨租车、惠租车等
都已在境外租车业务上频频发力。

目前，有意愿尝试出境自驾游的中国游
客，更加注重旅游信息的搜集，更看重服务
的品质和产品体验，因而，能够为游客提供
更加便捷、全面的境外服务，将成为租车企
业间一分“伯仲”的关键。

中文服务带来便利

目前，为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自驾游，
各国政府对于中国驾照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据统计，全球有超过 180 个国家 （地区） 可
以使用中国驾照+翻译件租车，各在线旅游

网站和租车平台都可以提供驾照翻译认证件
服务。

“小飞鱼”介绍，之所以第一次出国旅游
就有勇气选择自驾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租
车公司能够提供专门针对中国游客的相关服
务，例如华人取车向导、免费中文 GPS导航
等。租车平台上的国际租车业务以中文为
主，为外语不好的游客提供了便利，车辆的
日租费用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各种收费项目
也全部用中文标出。

在法国自驾期间，“小飞鱼”租来的车曾
发生过一次抛锚，“所幸拨打租车公司电话之
后，很快获得了华人职员的帮助，否则，以
我们有限的外语水平，和外国人沟通将会耽
误很多时间。”“小飞鱼”感慨，“必要的中文
服务可以带给更多中国游客出国自驾游的信
心。”

日前，旅图推出了一款全球中文导航地
图，覆盖全球 200 个国家和地区，1 亿个地
点，1000万条街道，并提供汽车、地铁、公
交、骑行、步行等多种导航模式。旅图创始
人及董事长张江霖介绍，这款地图既可以在
线搜索，也可以离线导航，支持中英法等多
国语音，街道名称、地点名称全部实现了真
正的汉化，且保留了本地语言地图，可以满
足更多出境中国游客的需求。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出境自驾游成新风尚
本报记者 尹 婕

新春的扉页
潘姝苗

旅游漫笔

老外在青田过中国年
范 佩

“到乡村过大年”“到乡村过大年”

国际友人在学写“福”字。 章一聪摄国际友人在学写“福”字。 章一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