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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华人 同贺新春

又逢新岁，吃饺子、抢红包、与国内亲友视频通话、举
行各种华社活动……海外华侨华人共襄大美中国年。

“因为时差，家族群里每年除夕的红包我都抢不上，我第
二天就挨个让他们给我发红包，然后给他们拜个年！”以要红
包为名，行拜年之实，这是旅美中文教师颜宁枫每年春节的
必备“节目”。“佳节倍思亲，来自大洋彼岸的一切，甚至亲
人朋友随手拍的故乡雪景，我都觉得好亲切！”

“工作家庭两不误”，美国孟菲斯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叶丹
的年过得很充实。大年三十当天，孔子学院同当地大学的华
人学生组织合办了春节联欢会。大年初一，叶丹回到家与大
洋彼岸的亲人视频，互致春节问候。

而对于旅居委内瑞拉拉省的侨胞吴兰芳来说，今年的春
节象征着责任与担当。“委内瑞拉政局动荡，许多侨社的春节
庆祝活动都取消了。拉省有很多华人，我们要坚持下来，把
一个熟悉的春节带给异乡的他们。”

“1000多侨胞参加了我们的晚会，一共坐了66桌”，吴兰芳
感叹，功不唐捐。“当地中文学校的小朋友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明天会更好》等歌曲；女侨胞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练
习，把最完美的舞姿呈献给了观众，她们呈现出的凝聚力、家国
情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晚会给身处动荡局势中的当地华
侨华人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也增强了他们共克时艰的信心。

对于华侨华人来说，春节象征着一种深深的文化认同。
“不管在哪里，我们的身上流着的都是中国人的血液，华侨华
人一定不能忘记中华文化。”吴兰芳如是说。

中国春节 世界接纳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悠久和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在拜
年视频中，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毫不掩饰对中国春节及
中国文化的赞美。他用中文送上祝愿：“新春快乐，猪年大吉！”
透过略显生涩的汉语，我们看到的是被世界接纳的中国年。

除了韩国除了韩国、、马来西亚等众多东亚文化圈国家马来西亚等众多东亚文化圈国家，，美国加美国加

州、巴西圣保罗等地也纷纷肯定了春节的法定节假日地位，
春节正在受到全世界的认同。

春节前夕，国际组织领导人及多国政要纷纷通过媒体向
海内外华人致以春节问候，并对中国充分赞赏。俄罗斯总理
梅德韦杰夫表示，全世界对春节的到来都表示热烈欢迎，这
充分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海外众多官方及民间组织也举行了多种春节庆祝活动。
联合国总部大会堂首次举行中国新年音乐会、中国艺术通过

“欢乐春节”系列活动走进各大洲、泰国公主诗琳通亲自主持
曼谷唐人街春节庆典……海外民众得以通过各种方式领略中
国春节的魅力。

春节元素遍布世界。美国纽约世贸大楼、法国埃菲尔铁
塔、日本东京塔等标志性建筑纷纷披上中国红，进入“春节
时间”。美国众多商家在各大商场挂上了红灯笼，并推出用中
文装饰的特色春节食品吸引华人顾客。悉尼到处都是以各种
形式呈现的猪图腾，整个城市都被染上了中国红。

海外中国机构和华人社团组织的春节文化活动同样受到
青睐。据统计，孟菲斯孔子学院举办的春节文化活动十分受欢
迎，平均参与人数超过500，当地民众占据很大比重。

叶丹还表示，华人组织甚至已经变成了春节文化活动的
“被邀请者”。“今年孟菲斯当地的博物馆、企业、学校等机构
很早就开始主动邀请孔子学院合作开展春节系列活动，2月份
我们总共接了十几场，忙得很。”

以侨为桥 使命不止

“中国文化这么火，说到底还是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叶
丹道出了中国文化风行海外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越来越多的
外国民众开始主动了解这个活跃在世界舞台的东方国度。”河
北省侨联副主席季加宇指出，中国的发展同时也提升了华侨
华人的地位，增强了外国民众和华侨华人沟通的意愿。

数十年来，华侨华人借力祖 （籍） 国，奋斗在海外，为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华侨华人为桥梁，外外
国民众透过春节等文化活动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国民众透过春节等文化活动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叶丹体叶丹体
会深刻会深刻。。

同时季加宇提醒道，弘扬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广
大华侨华人仍需承担使命，弥补短板，继续前行。

“中国文化的和谐、共赢、仁爱等精神内核，多数国外民
众依然了解甚少。”季加宇表示，如何借助春节等契机把中国
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无形的文化要素讲给全世界听，
是广大华侨华人需要思考的命题。

“放眼世界，中国文化的传播深度在地理上依然不均
衡。”季加宇说，由于文化差异大，中国文化在欧美文化圈的
传播阻力相较于东亚文化圈明显更大。所以文化传播也需要

“中体西用”，将中国内容融入西方叙事框架，使以春节为代
表的中国文化更容易为当地民众接受。

重视传播，也要重视传承。季加宇认为，海外华侨华人群体
应当重视家庭、社区氛围的营造，使海外土生土长的华二代、华
三代充分接触、理解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从而自觉转变
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

在中国昂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推进中外文化交流，
华侨华人摩拳擦掌。“我为能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而自豪。随
着祖国越来越强大，喜爱中国文化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中
国春节也一定能够风行世界的每个角落！”颜宁枫信心十足。

题图：孟菲斯孔子学院在圣裘德儿童研究院开展中国新
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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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猪贺岁万象更新，华侨华人四海同
庆。农历春节，海外华侨华人以各种方式庆
祝农历新年，外国民众也纷纷以多种方式庆
祝中国春节，多种活动交相辉映，共同构成
了一幅中国新年风行海外的喜庆图景。

以祖国发展为动力，以华侨华人为助
力，春节已然走向世界。

2月 12日，乌克兰首都基辅第 294中
学里热闹不已，一场别开生面的中乌师生
春节联欢会在这里举行。60 多名师生和
家长参加联欢会，诗歌朗诵、歌舞、绕口
令、绳子游戏等节目轮番上演，大家在欢
乐、祥和的气氛中互相祝福，欢庆佳节。

联欢会的背后有一个学中文的故事。
多年来，陆续有来自华人家庭的孩子

进入第294中学学习，孩子家长基本上是
在学校所在区域内经商的华人，很多人在
这里工作、生活多年，孩子在基辅出生成
长，进入当地学校，但都不太懂中文。

为解决这个问题，基辅浙江同乡会牵
头成立了乌克兰华夏教育中心。中心在去
年开学时同第294中学商定，在学校开设
中文课。基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派出一名
资深教师，每周给孩子们授课两次。

3个多月过去了，不仅华人家庭的孩
子学到了纯正的中文，来自非华人家庭的
乌克兰学生也开始一起上课，一些当地孩
子还爱上了说中文。

这项举动受到学校、家长、学生的一致
好评，也给学校带来了良好声誉。于是，在
中国农历春节到来之际，师生们决定共同
举办春节联欢会，庆祝佳节，同时也向付出
努力的各方代表汇报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联欢会从中国歌曲 《新年好》 开始，
到乌克兰歌曲《祝大家幸福》结束，全场
洋溢着温暖、欢乐的气氛。其间孩子们用
中文和乌克兰语朗读唐诗，还表演了绕口
令，赢得在场嘉宾的热烈掌声。

第 294 中学校长季娜·谢尔巴克说：
“开设中文课，让我们这里的华人孩子学习
母语，我非常支持。出乎意料的是，（来自非
华人家庭的）乌克兰学生也踊跃选修中文
课。大家一起学中文，又一起表演节目，了
解文化，加深友谊。”

8 年级学生索菲亚说：“我们书写汉
字，阅读中文，学习唱中国歌，老师还讲
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我
会继续学下去。”

（据新华社电）

别开生面
的

春节联欢会
陈俊锋 钟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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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永康内销企业订单缩减，生产行情观望
震荡

1 月份，永康五金产品生产景气指数收于 95.53

点，较上月小幅下降 1.21 点，较去年同期下降 0.11

点。从行业结构看，内销企业行业景气指数表现为五

个行业景气指数上升，六个行业景气指数下降，一个

行业持平。

2018年2月-2019年1月五金产品生产景气指数趋势图

一、生产订单继续下降，需求景气疲弱下行

1月份，生产企业需求景气指数为 94.59 点，环比

下降2.25点。其中，生产企业新订单指数为92.59点，

环比下降2.06点，生产企业生产量指数为94.74点，环

比下降5.71点。在十二大类行业中，表现为四个行业

需求景气指数上升，七个行业需求景气指数下降，一

个行业持平。其中，“通用零部件”行业需求景气指数

涨幅居前，环比上升 5.88 点。“电子电工”需求景气指

数降幅居前，环比下降18.75点。

二、五金生产仍显平淡，总体判断大体平稳

1月份，企业总体经营判断景气指数收于95.9点，

较上月下降 1.21 点，五金产品生产经营情况仍显平

淡。在十二大行业中，有五个行业下降，六个行业上

升，一个行业持平。总体生产经营大体平稳。

三、生产景气预期行情将呈现走低

1月份，生产经营状况的预期指数为93.5点，环比

下降 2.88 点，因农历年终临近，多数生产经营户以收

账为主，赊账发货有所下降。

2019年1月永康五金市场需求不减，景气指数活跃
上升

1月份，永康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为103.64点，

较上月上升9.44点。在十二大类行业中，呈现全线回

升，并均处活跃区间，体现出传统实体市场下游客户

为春节后备货热情不减，说明对春节后行情看好。

2018年3月-2019年1月份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总指数趋势图

一、销售量强劲上升，场内需求景气回升力度不减

1月份，五金交易市场需求景气指数为105.34点，

环比上升 12.81 点。其中，商品销售量景气指数为

106.79点，环比上升为 15.13点；销售价格景气指数为

104.78点，环比上升13.1点。在十二大类行业中，需求

景气指数表现为全面上升，涨幅值居前的有“安防产

品”和“厨用五金”，环比上升分别为 31.73 点和 19.61

点；其次，“电子电工”和“机械设备”需求景气指数环

比上升分别为19.21点与16.27点。

二、销售收入强劲反弹，效益景气继续回升

1 月份，五金市场交易效益景气指数收于 104.83

点，环比上升9.03点，其中，商品销售收入景气指数为

105.44点，环比上升15.32点。商品毛利总额景气指数

为106.04点，环比上升16.07点。在十二大类行业中，

运营效益景气指数全线回升，其中安防产品、电子电

工、车及配件等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涨幅居前，环比上

升分别为17.72点、13.35点与13.01点。

三、五金市场交易景气指数的后市预测

1月份五金交易市场预期景气指数收于102.2点，

环比上升 3.43 点，1 月份下游客户备货热情升温达到

小高峰，预计后期永康五金景气指数将稳中看好。

2019年1月永康出口需求基本持平，外贸行情降幅
收窄

1月份，永康五金产品外贸景气总指数收于94.17

点，较上月小幅下降 0.46 点。从行业构成看，在十二

大类行业中，表现为六个行业景气指数微幅上升，四

个行业景气指数小幅下降，两个行业持平。

2018年2月-2019年1月份五金外贸景气总指数趋势图

一、出口订单减少，需求景气基本持平

1月份，出口需求景气指数为92.4点，与上月基本持

平，其中，机电五金、五金工具及配件等行业出口市场需

求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分别为25.76点和10.85点，升幅

居前。新出口订单指数为88.39点，较上月下降1.78点，

已连续7个月位于收缩区间，低于总体外贸总指数4.01

点。从被调查的十二大类行业来看，有七个行业出口订

单景气指数位于收缩区间，有五个行业回升到扩张区间。

二、出口销售环比下降，运营效益继续走低

1月份外贸运营效益景气指数收于94.14点，较上

月下降1.73点，较去年同期下降0.31点。其运营效益

景气下降，主要受出口销售额环比下降的影响，1月份，

出口销售额景气指数收于91.08点，环比下降3.86点；

出口毛利率景气指数为94.77点，环比上升0.18点。在

十二个大类中，有六个行业效益景气指数环比下降，降

幅值居前的有“日用五金电器”和“机械设备”，环比下

降分别为10.24点和8.43点；“电子电工”和“安防产品”

两个行业效益景气指数与上月持平。

三、外贸景气指数后市预测

1 月份，预期景气指数收于 94.22 点，较上月下降

2.6点，预计2月外贸景气指数将呈现稳中略降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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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五金生产月价格指数涨跌幅表（分大类）1月五金生产月价格指数涨跌幅表（分大类）

指数类型

总价格指数

门及配件

车及配件

五金工具及配件

运动休闲五金

日用五金电器

厨用五金

建筑装潢五金

机械设备

机电五金

电子电工

通用零部件

安防产品

本月指数

104.21

101.89

101.67

109.09

103.50

108.69

101.22

105.06

103.03

102.46

105.69

107.08

99.32

上月指数

104.42

102.00

103.15

106.31

103.37

107.83

105.80

105.78

103.20

102.49

106.51

106.61

98.79

涨跌幅（%）

-0.21

-0.11

-1.44

2.61

0.13

0.80

-4.33

-0.68

-0.17

-0.03

-0.77

0.44

0.53

指数类型

总价格指数

门及配件

车及配件

五金工具及配件

运动休闲五金

日用五金电器

厨用五金

建筑装潢五金

机械设备

机电五金

电子电工

通用零部件

安防产品

本月指数

102.90

100.18

105.95

99.90

107.48

101.02

104.08

99.91

106.55

101.54

103.59

94.75

115.60

上月指数

102.54

100.21

106.18

98.81

100.50

99.27

111.38

98.87

105.20

103.44

103.14

94.83

118.35

涨跌幅（%）

0.35

-0.03

-0.22

1.10

6.94

1.76

-6.55

1.05

1.28

-1.84

0.44

-0.09

-2.32

1月五金外贸月价格指数涨跌幅表（分大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