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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盼“娘家人”到来

舞台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中菲两国
国旗遥相辉映，红色的背景板上，“春”、

“福”两个汉字格外醒目。伴随着欢快喜庆的
音乐，一群年轻的舞蹈演员手提灯笼，涌向
前台，拉开“四海同春”亚洲艺术团慰侨演
出的序幕。台下掌声雷动，观众的脸上因为
团圆而洋溢着幸福笑容。这一幕出现在不久
之前的菲律宾马尼拉。

自2009年启动以来，“文化中国·四海同
春”海外慰侨演出今年已是第10个年头。戊
戌狗年刚至，“四海同春”亚洲艺术团再次早
早启程，以汇聚众多国内顶尖艺术家的强大
阵容，为海外侨胞带来一场高水准的“新春
大餐”。

“这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四海同春’的演出质量越来越高。每年临
近春节，许多侨胞就会前来向我们打听，今
年‘四海同春’艺术团来不来，都会表演什
么节目。”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会秘书长许
东晓告诉记者，作为当地联络对接的负责人
之一，他已和艺术团打过七八次交道。“对
于我们来说，艺术团来了，就是‘娘家人’
来了。”

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四海同春”同样受
到侨胞最为热情的欢迎。

“加倍的期待。”中国驻古晋总领馆代总
领事张阳这样形容当地侨胞对于“四海同
春”艺术团的热盼。原来，去年春节，艺术
团就曾到过古晋，虽未举行大型文艺演出，
但与当地华侨华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文化交
流，给他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们
对于这台在海外久负盛名的“文化大餐”更
为憧憬。

古晋站演出当晚，能够容纳2000余人的

剧场坐得满满当当，舞台两侧还临时增加了
不少座位。即便这样，依然有不少侨胞找不
到座位，坚持在过道上站着看完了整场演出。

除了带来精彩的演出，艺术团成员还走
访了清迈崇华新生华立学校等华文学校，为
那里的师生送去来自中国的问候。“对于正在
学习中文的孩子们来说，‘四海同春’的演出
提供了一个最为直接的学习渠道。在这里，
他们可以看到最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崇华
新生华立学校校长张静说，为此她专门带了
不少学生前去观看清迈站演出，学生们都直
呼：“太精彩了，看不够！”

弘扬文化是团“魂”

抑扬顿挫的京剧、深沉悠远的胡琴、高
亢嘹亮的唢呐、婉转空灵的排箫、婀娜多姿
的民族舞蹈、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四
海同春”亚洲艺术团的各场演出都透着一股
浓浓的“中国味儿”。

作为艺术团中最年长的成员，著名胡琴
演奏家杨积强已经多年参与春节期间的海外
慰侨演出。每一站，他都会以中胡、高胡、
二胡、板胡等四种胡琴联奏的形式，为观众
带来 《赞歌》、《掀起你的盖头来》、《茉莉
花》、《绣金匾》 等经典旋律。不仅如此，他
还将新的演奏技术融入传统名曲《赛马》，用
更富激情、更为炫目的表演，让台下的年轻
观众大开眼界。

“在我看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四海
同春’艺术团的魂。我希望通过演出，将中
华传统文化当中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带给
海外华侨华人。他们有着炎黄子孙的血脉，
如果能为他们注入中华文化的基因，那么他
们就能在远离祖籍国的海外，将中华文化与
当地文化相融相通。”杨积强说。

海外华侨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坚守与传
扬，则是对艺术家们这份良苦用心的最好回
应。

在吉隆坡站的演出前，20 多名来自华

裔、马来裔、印度裔等不同族裔的少年敲响
写有中国二十四节气名称的大鼓，鼓声振聋
发聩，振奋人心。

“之前听说能为来自中国的艺术团和
3000 多名观众表演这支 《二十四节令鼓》，
我和学生们都特别兴奋。我想让故乡的亲人
和海外各族裔的朋友们看到，在马来西亚，
我们在努力保留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
髓。”该节目负责人李政威说。

事实上，“四海同春”艺术团搭建的交往平
台不只是在一方舞台之上。演出之外，艺术团
成员也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与当地热爱并致
力于中华文化传扬的华侨华人交流交心。

马尼拉站的演出前一天，中国歌剧舞剧
院的青年舞蹈演员王聪、侯猛放弃休息时
间，来到位于当地唐人街的菲律宾华星艺术
团和佩兰舞蹈艺术中心，与正在这里学习中
国民族舞的几十名华裔女孩分享习舞心得。

“孩子们，中国的民族舞蹈中蕴藏着非常
丰富的中国故事和中华文化，你们要享受舞
蹈带来的快乐。”看完女孩们表演的扇舞、绸
舞，王聪的一番话让大家若有所思。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种和中国一流舞蹈
演员交流学习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会带着她
们去观看‘四海同春’的演出，让她们最近
距离地感受中国舞蹈乃至中华文化的魅力。”
临别之际，艺术中心负责人何佩兰拉着这两
名中国舞蹈演员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为“一带一路”助力

“四海同春”亚洲艺术团抵达的每一站，
翘首盼望的不仅仅是当地华侨华人。演出现
场，总能见到当地政府官员和民众充满期待
的面庞。

在清迈，前来观看演出的清迈府副府尹
巴蜀将“四海同春”这台文化盛宴视作中国
人民带给泰国人民的新春礼物。

在合艾，宋卡、也拉、沙敦、博他伦等
四个府的府尹纷纷携家人到场，泰国国家旅

游警察总署总指挥、空军56飞行大队大队长
等警界、军界要员也悉数出席。

在吉隆坡，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马华公
会总会长廖中莱回顾“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艺术团遍访世界各国的这十年，盛赞这已成
为中国一个亮丽的文化品牌。

在古晋，华裔市长曾长清用一口流利的
中文向艺术团演员笑道：“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也会跳舞，也爱艺术，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的到来将对促进中马两国的文化交流起
到重要作用。”

在马尼拉，菲律宾总统府新闻发言人哈
里·洛克感叹，演出当晚是一个见证中菲友谊
的中华文化之夜。“当中菲之间可以分享彼此
的传统和文化时，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入地相
互了解，中菲就能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在宿务，伴随着当地特色的鼓点，来自
菲律宾顶尖艺术团的舞者和中国歌剧舞剧院
的舞蹈演员们携手挑起欢快的竹竿舞，韵律
一致的舞步，热情畅快的笑脸，让语言不再
成为沟通的阻碍。

亚洲艺术团团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宣
传司副司长刘为杰说，“文化中国·四海同
春”的意义不仅仅是慰侨，在对外文化交流
甚至在公共外交方面都有其特殊的作用。而
这一幕幕正是“四海同春”沟通各国民心的
最好例证。

如今，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如火如
荼开展中的“一带一路”建设再添一把旺
火。“四海同春”亚洲艺术团此次到访三国都
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
如今“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往昔千帆过
尽、商贸往来的盛景仿佛仍在眼前，当下中
国倡议或参与的不少项目已在这些国家破土
动工。

“两国文化交流深入了，双方加强经贸往
来就是自然而然的。我相信因为‘文化中国·
四海同春’的到来，当地民众会更愿意了解
中国文化，这将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积
极而务实的推动作用。”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
会主席蔡志河说。

“四海同春”亚洲慰侨巡演圆满收官

中华文化名片熠熠生辉
本报记者 严 瑜文/图

“四海同春”亚洲慰侨巡演圆满收官官

中华文化名片熠熠生辉辉
本报记者 严 瑜文/图

“精彩的演出让我感到温暖而自豪，中
国强盛了，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就能更加自信
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扬中华文化，这也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日前，刚刚看完 2018
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泰国清迈站的演
出，泰北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马剑
波就启程前往北京，作为海外列席代表，受
邀参加今年的两会。故乡亲人的问候，中国
发展的步伐，让他的激动之情久久难以平
抑。

3 月 6 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组派的
2018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亚洲艺术团结
束在菲律宾宿务的演出，圆满收官。短短20
天，艺术团一路奔波，从泰国北部的清迈到南
部的合艾，从马来西亚西部的吉隆坡到东部
的古晋，从菲律宾北部的马尼拉到中部的宿
务，辗转三国六城，为广大华侨华人送去祖
（籍）国亲人的新春祝福，为当地民众送去中
国人民的友好问候，这块已为海外华侨华人
广为周知的“文化名片”熠熠生辉，更加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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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员表演舞蹈《张灯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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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新华人踊跃为震灾筹款

本报电 巴布亚新几内亚近日发生了 7.5 级地震，导
致当地至少 60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上万人无家可归，
食物及饮水短缺。巴新“华助中心”和中巴友联会第一
时间起动了紧急救援预案并同时呼吁华侨华人携手同心
为受灾地区捐款捐物。这次活动得到了各大商会的强力
支持，大家一致行动为灾区人民捐款献爱心，这也是巴
新的华侨华人第一次大团结的历史性盛会。

截至3月5日，在中巴友联会的自行带领下，共计筹
款260万元人民币。该行动得到巴新总理奥尼尔的高度赞
赏与热情感激，捐赠仪式于3月6日举行。

肯尼亚华人艺术团成立

近日，经过数月努力，肯尼亚华人艺术团在肯首都
内罗毕成立，并举办了首届肯尼亚华人春晚。中国驻肯
大使、在肯中资企业及华侨华人代表等约800人出席了活
动。

肯尼亚华人艺术团是由肯尼亚中国妇女联合总会携
手中资企业、华文学校、驻肯中国媒体、内罗毕大学等
大学的孔子学院以及在肯各个侨团等组建。目前，艺术
团有成员约100人。

在首届肯尼亚华人春晚上，100余名中肯两国演员演
绎了大型民族舞蹈串烧《中国美》、女声独唱《我和我的
祖国》 和合唱 《爱我中华》 等22个节目，现场不断爆发
出热烈掌声。 （据新华社电）

第18届中菲文化节开幕

近日，由菲律宾中国商会举办的第十八届中菲文化
节在中国公园举行。开幕式吸引了上千名华侨华人及菲
律宾民众到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来贺信。

为纪念中菲建交，促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相互尊
重，2001年菲律宾政府决定将中国元宵节确定为中菲传
统文化节，体现了菲律宾政府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对两
国友谊的重视。

菲律宾亚典耀大学孔子学院自 2016年开始作为承办
单位之一，在本届文化节中组织了书法、剪纸、乐器等
工作坊和古筝表演等，吸引菲律宾民众热情参与。

（据中新社电）

华 人 社 区华 人 社 区

元宵节刚过，安徽迎来了一批“拜
晚年”的客人，在这个高端人才聚集的
新侨乡，中国侨联的“亲情中华”送上
了温暖的问候。无论是在合肥还是池
州，精彩的演出传递着浓浓的亲情。

演出：震撼且温暖

“这是我第一次看‘亲情中华’，水
平真的很高。”在合肥市包河区，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安徽校友会秘书长姚敏淑
带着女儿来看演出。“我们最喜欢抖空竹
的节目，我女儿学过。”

两场在安徽的演出既有国家级院团
带来的主旋律，又有池州当地艺术院团
带来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节目。歌
曲、黄梅戏、傩舞、舞蹈、杂技、小品
……精彩纷呈的节目让观众大呼过瘾。

“郑咏老师的歌声令我震撼。”包河
的演出结束后，加拿大华人张淑萍还有
些激动。在安徽有3个企业的她如今算得
上是常驻安徽了，“这是我第三次看‘亲
情中华’的演出，每次看，都能感受到
浓浓的亲情。”

亲情正是“亲情中华”的主题。母
亲是泰国归侨的陈乐东印象最深的是演
出过程中播放的海外安徽籍侨胞向家乡
人问好的视频。“我弟弟在加拿大，去年
他们也拍了视频，可惜没能出现在大屏
幕上，有点遗憾。不过这种形式让人觉
得把海内外的人心连在了一起，很温
暖。”她说。

“我用手机录了一部分节目，现场就
发给在悉尼的哥哥了，希望他们能分享
演出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演出结束后，
池州市人民医院医生杨善青依然很激动。

无独有偶，安徽省一家侨资企业的
负责人丁智峰也选择把照片和视频与远

在加拿大的哥哥分享，“很荣幸在池州看
到这么精彩的演出，现场很震撼。”

“老百姓都喜欢看到高品位高品质的
演出。像‘亲情中华’这样的大型文艺
演出对大家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安徽
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吴向明说。

名片：靓丽又亲切

正如中国侨联顾问、原副主席唐闻
生指出的，“亲情中华”主题活动启动于
2008 年，已经成为弘扬中华文化、传播
中国声音的靓丽名片。

“亲情中华”每次都是在大家的期待
中登场。“这是我第一次看‘亲情中华’
的演出，有点激动，更多的是期待。”智
利华商联合会副会长张恒 2006 年前往智
利创业，2015 年在安庆投资了一家进口
公司。“这个公司已经运营了 3 年多，整

体不错。”他现在每年回国两三次，这一
次赶在了春节期间，与“亲情中华”有
了第一次“美丽邂逅”。

“演出一票难求。”合肥工业大学侨
联主席何晓雄说，“我们今年拿到了50张
票，供不应求，只能选代表来看。这是

‘亲情中华’第四次走进安徽了。大家每
年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期待了。”

“亲情中华”活动实施10年来，中国
侨联先后组织200多个艺术团，赴7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城市举办了近千场
演出，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
力，得到海外侨胞和当地民众的广泛赞
誉。

自 2014 年起，中国侨联启动了春节
走侨乡演出活动。

今年，中国侨联组派三大团组赴广
东、云南、安徽、江西、吉林、山西开
展 12 场慰侨演出活动，表达对侨界群众
的关爱和祝福。

参与：积极而热情

一次成功的演出离不开大家的共同
努力。

“参加‘亲情中华’演出的艺术家都
是我国文艺界的佼佼者，是活动的积极
支持者和热情的参与者，很多人都曾作
为中国的文化使者走遍世界五大洲。”唐
闻生说。

“我跟着中国侨联的慰问演出团已经
走过了56个国家。”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口
技和手影戏表演艺术家许国立说，“无论
走到哪个国家，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
会有家的感受。很多老华人会眼含热泪
与我们握手，很真诚。而且，我们的演
出也是一种中外交流。今后，只要有需
要，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侨联的活动。”

“今天，中国侨联‘亲情中华’艺术团
走进包河开展文化慰问演出，坚定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凝聚了侨心侨
力。”吴向明说，“这是‘亲情中华’第四次
在春节期间走进安徽，去年我们还在党的
十九大召开之前专门做了一场安徽侨界
群众喜迎十九大的‘亲情中华·美好安徽’
专场，效果非常好。一方面，作为高端人
才聚集的新侨乡，我们有意愿把我们的文
化推出去。另一方面，有了省委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地方高水平文艺团体的积极配
合，我们有条件把这个工作做好。”

“‘亲情中华’到我们安徽演出，丰富
和活跃了安徽侨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
重要的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定了文化自信，凝
聚了侨界力量，为文艺的繁荣发展起着重
大作用。”上世纪 90 年代前往巴西创业的
汪险峰说，“无论国内国外，我们都愿意做
这样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

“亲情中华”安徽行

此情悠悠暖侨心
本报记者 张 红

图为合肥市歌舞团舞蹈队表演的《清风荷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