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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来到，不管是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还是闯进来凑热闹的异国风情文化，还是

一份份暖心博爱的新春送福，但过年一旦遇上文化，这个春节就变得多姿多彩。

□本报记者 孙艳

国际文化活动

萌！当异国风情文化闯进中国年

春节逛庙会，一直是老北京人的一
种传统文化习俗，近年来，随着对外文
化交流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异国文
化走进中国年，与百姓一起过年“七天
乐”。 朝阳公园在春节期间连续举办十
六届的国际风情节，就已经成为春节期
间北京市民重要国际性文化活动。

说到朝阳公园这种春节撞上异国
风情文化的缘由， 不得不提2002年中
国正式申奥成功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 北京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
口， 具有了让世界了解北京， 通过北
京更了解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需求 。
在这样的背景下， 首届北京朝阳国际
风情节打开了文化引进来、 走出去的
通道 ， 荟萃了世界各国的风情演艺 、
企业展示、 礼品、 美食等， 通过文化
与世界连接。

朝阳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 风情节自成立以来，
与驻华使馆及海外各界热心文化交流
事业的企业和民间机构开展了大量友
好合作。 每年在风情节策划初期， 都
会派相关专业人士远赴不同国家进行
考察交流、 甄选演出团队， 学习当地
文化发展、 节庆活动并与当地著名的
文化组织进行民间文化交流。 风情节

成立至今， 从海外各国共召集了近千
名国外演出人员为游客朋友们演出了
超过百种艺术形式的风情演出， 如希
腊、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的民族风情
舞蹈， 英国、 法国、 比利时等国家的
舞台杂耍， 奥地利、 波兰的街头艺术
表演， 西班牙、 荷兰的流行乐队演出，
越来越多的友好文化使者通过他们极
具特色的异国风情演出， 让中国游客
身临其境般的感受、 品味到了原汁原
味的异域艺术风情。

这不， 今年春节， 大年初一至初
六， 一年一度的北京朝阳国际风情节
又将准时与市民赴约 。 记者了解到 ，
本届风情节将首现十国艺术家、 十一
个演出团队同台献艺的盛况。 不用走
出国门， 即可享受来自希腊、 罗马尼
亚的传统民族舞蹈， 英国、 西班牙的
杂耍、 爵士音乐以及波兰、 荷兰、 奥
地利等国家的街头艺术。

朝阳公园南门内的礼花广场， 届
时来自希腊和罗马尼亚的民族舞蹈团，
将用他们热情洋溢的舞蹈助燃整个节
日氛围； 英国的传奇歌手纳蒂·康杰鲁
组建的 “燃烧吧！ 音符” 乐队， 将带
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典热爵士 、
摇摆乐和节奏布鲁斯； 英国、 西班牙

的呛红四人组， 以街舞风格融合手风
琴及其他音效节奏， 巧妙地将传统杂
耍技巧和音乐、 舞蹈结合起来， 为市
民带来独特的视听享受。

除舞台表演外， 来自波兰、 英国、
西班牙、 哥伦比亚等国的街头艺术家
将在园区内进行巡回演出。 市民在园
内游玩时 ， 可能会偶遇缓慢行走的
“复活的雕像”， 也可能碰到淘气搞怪
的 “不速之客”， 或是可以搭讪来到北
京的 “环球旅行家”， 还有可能不小心
撞到 “呆萌” 的 “树精灵”。

据悉， 虽然主打 “国际风情”， 但
今年的风情节也引入了民族风情演出
以及 “非遗” 传统手艺展示板块。 初
一当天， 来自朝阳区崔各庄乡民间舞
龙舞狮团队将来到国际风情节， 为市
民、 游客们带来精彩的演出。 这支舞
龙舞狮队伍， 还将在三月初赴希腊参

加欧洲最大的文化娱乐盛事———希腊
帕特雷市嘉年华， 代表中华传统文化
走出去。

“今年春节， 风情节的参与人数
将再创新高。 近年来， 随着风情节得
到越来越多的公众认可， 活动参与人
数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 ， 迄今为止
已有超过600万人次参与到风情节的活
动中来。” 该负责人表示， 通过风情节
这个交流平台， 不止把文化引了进来，
同时也让我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走
了出去， 风情节主办方与亚欧非多个
国家达成了交流、 合作， 通过风情节
的平台， 不断把我们本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 如兵马俑、 杂技、 民族歌舞
表演推送到了合作国家的舞蹈节、 嘉
年华等 ， 既深化了彼此的交流合作 ，
同时， 也把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
推向了世界舞台。

□本报记者 盛丽

把传统文化送上门去

文化志愿送福到家

毛笔、 红纸、 福字、 春联……1月
25日， 一场充满着浓浓年味的 “送福
到家” 暨 “我家春联我来写” 北京市
群众迎新春写春联活动在平谷区平谷
镇文化中心举办。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
游局、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平谷区人民政府主办， 北京文化艺术
活动中心等单位承办的这次活动是首
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之一。

活动当天， 30余位书法家为现场
群众书写春联、 福字。 不仅如此， 在
春节前的10天内， 还有数千名文化志
愿者将以书写福字、 春联， 通过送福
字和春联以及免费拍摄全家福的方式
送出浓浓的祝福。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贴春联、
福字更是这个节日中一个重要的习俗。
如何让春节这个传统节日， 充满更多
的文化氛围？ 当过年遇上文化， 又会
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书写、 赠送福
字和春联的活动， 给出了一个答案。

2009年由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
心、 北京市文化志愿者服务中心和全
市各文化志愿者分中心联合创办了文

化志愿者 “送福到家” 系列文化活动。
它不仅是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重要
内容， 也是北京文化志愿服务的一张
亮丽的名片。

多年来， 全市21个文化志愿服务
分中心每年从腊八到元宵节， 深入全
市山区农村、 社区困难家庭、 敬老院、
福利院 、 特殊教育学校 、 建筑工地 、
康复中心等地， 通过现场书写赠送春
联和 “福” 字、 创意窗花、 笔会、 拍
摄全家福、 组织民间花会和群众文艺
节目展演、 各种艺术培训等丰富多彩
的形式送去新春祝福 。 数字显示 ，
2017年的活动中2000多名文化志愿者
带着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 深入全市
100多个社区、 乡镇村及基层单位， 带
来了书写春联、 送大戏、 送演出、 送
服务等一道道精彩的文化大餐。

不仅仅是送福字和春联让春节更
具文化味儿， 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也
让更多的人感受着春节中的文化氛围。
就在今年春节前，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还组织市属文化单位， 赴回天地区
开展了文化慰问活动。 1月26日， 北京

京剧院在华北电力大学礼堂举办了名
家名段演唱会， 21位京剧表演艺术家
联袂演出了19个节目， 分为流派联唱、
现代戏联唱、 经典剧目三个板块， 节
目时长120分钟。 回天地区五个镇街的
550余名京剧爱好者及华北电力大学的
部分师生现场观看了这场京剧盛宴。

1月29日， 在华北电力大学礼堂还
举办了2019年 “回天有我” 春晚， 该
活动是在回龙观百姓春晚的基础上 ，
融入市属文化单位文艺资源， 打造的
一台春晚综艺节目。 与往年百姓春晚
相比， 今年在保留原有演出形式的基

础上， 又增添了京剧、 相声、 杂技等，
使2019年 “回天有我” 春晚节目形式
更加完整。

值得一提的是，1月28日至3月1日，
在回龙观第一图书馆还会开展“网络书
香过大年”之“听赏群书·喜迎岁除”联
展，让读者了解数字图书馆资源，熟悉
使用资源库中戏曲、评书、世界名曲、中
外童话、有声书等“听书”的使用方法。1
月25日前，还向回天地区配送了3000册
少儿图书，包括儿童启蒙读物、思想品
德教育读物、科普读物等，让市民们过
一个有书香味的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