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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届“春城洋溢华夏情暨欢乐春节”
文化、艺术、旅游展开幕

疫情无情人有情，春

城不悔向前行。1 月 16 日

晚 7 点，第二十八届“春城

洋溢华夏情暨欢乐春节”

文化、艺术、旅游展（以下

简称“春城”）在新加坡大

会堂正式开幕。作为第二

十八届“春城”的开幕演

出，此次音乐会由新加坡

华夏文化促进会主办，为

观众呈献一场有深度，有

意义，有思考，适合阖家

观赏，诙谐幽默的艺术作

品。主宾是新加坡文化、

社区及青年部部长兼律

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先

生。

出席开幕礼的嘉宾包

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

加坡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

洪小勇阁下、前新加坡政

务部长曾士生先生、新加

坡东南区市长阀贺米先

生、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阙小华文化参赞、中国文

化中心肖江华主任、新加

坡中国商会胡进胜会长、

新加坡中国白酒私人有

限公司云伟龙董事长、各

友好支持会馆会长及代

表、“春城”顾问团、以及

来自各行各业为新加坡

环境保护辛苦付出的机

构代表。

2020 年是极其不平凡

的一年，世纪疫情席卷全

球，大家的生活和工作都

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作为

新加坡最具标志性的民间

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春城

洋溢华夏情暨欢乐春节”

文化、艺术、旅游展排除万

难，继续举办。“春城”的原

始初衷是每年从中国选择

优秀的演艺团队来新加坡

呈献艺术演出，希望让本

地文化团队从中观摩学

习，增进水准，同时也受益

于本地的观众。由于目前

疫情仍然影响全球，活动

主办方无法像往年一样在

春节期间邀请海外团队来

新演出。

秉持着推广文化艺术

的使命，在政府宣布新加

坡步入解封第三阶段后，

“春城“筹委会决定委约新

加坡优秀的表演团体《回

响吹打团》及本地青年男

高音歌唱家李颂恩，举办

以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和弘

扬华族节庆文化为主题的

《爱与幸福之大地回春》新

年音乐会。

《爱与希望之大地回

春》新年音乐会，于 1 月 17

日下午三点及晚上 7 点，

分别加演两场。1 月 17 日

下午三点加场的演出现场

直播共计超过 4.6 万位观

众在线观看。1 月 18 日晚

上 8 点，音乐会在网易新

加坡平台正式上线播放，

共计 1456914 人次观看。三

场音乐会取得圆满成功。

作为春城活动的另一

主要项目，主办方将于 1

月 22 日至 2月 28 日期间，

在 来 福 士 城 购 物 中 心

#03-21，举办春城展卖会。

届时，民众可以购买传统

工艺品、书画作品和旅游

产品，为农历新年增添节

日的欢乐气氛。愿疫情早

日离去，春暖花开，山河无

恙，人间皆安。

（据新加坡金航国际集团

微信公众号报道）

澳大利亚

将推出新中文媒体服务
SBS(澳大利亚特别节目广播事业局)近日宣

布将于 2月春节期间正式推出新的中文数字媒体

服务，为澳大利亚华人提供普通话和粤语版本的

文章、短视频和广播内容。

SBS 于 20 日报道称，SBS 的这项新服务名为

“SBS中文”，将成为该媒体首个移动式服务平台。该

平台依托 SBSRadio频道目前提供的中文广播和博

客内容成立，将于2月中国春节期间正式推出。

SBS 音频和语言内容主管表示，他对提供这

项新服务感到“兴奋”。

他说：“SBS 中文将认证 SBS 成为在澳华人可

信的消息来源。它提供更多最新的独立新闻和信

息，这些内容对澳大利亚华人的生活具有重要意

义，也在讲述他们的故事。SBS 不仅为这些社区提

供了可信的声音，作为一个网络，我们也拥有独一

无二的定位，即帮助所有澳大利亚人能够了解和

中国有关的新闻标题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影响我

们所有人，让 SBS 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加深更广

泛社区的理解。” （据中国侨网报道）

疫情难阻交流

马中青年在线对话叙友谊
马中青年交流计划今年首场活动“马中青年

友好对话———美丽的邂逅”1 月 18 日在线上举

行。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的青年以马来语进行交

流，共叙友谊。

交流活动中，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马来语

记者梁靓分享个人对马中友谊过去的回顾、当下

的感受和未来的展望。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青

年代表针对此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两国青

年同时也畅叙各自在马来西亚和中国留学的经

历，分享各自眼中对马来西亚和中国的认知。

马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朱基辉表示，近年来，马

中友协在中国驻马大使馆支持下，积极推动马中

青年交流计划，已多次组织马来西亚青年代表团

到访中国各地，加深马来西亚青年对中国认识和

两国青年交流。去年以来，尽管受疫情影响，马中

友协推动两国青年交流仍未停步，积极通过线上

方式举办活动。他亦希望今次举办的活动能进一

步加强马中之间的友谊纽带。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刘玉虹亦表

示，疫情带来的困难是暂时的，中马青年之间友好

交流长远。北京友协愿继续推动两地青年交流，巩

固中马世代友好。

此次对话会由马中友协主办，北京市友协

联办，中国传媒大学协办并得到中国驻马大使

馆支持。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华裔宣布参选

纽约第 20 选区市议员
当地时间 1月 17 日，曾作为纽约皇后区区长

特殊选举唯一华裔候选人的尹导于法拉盛图书馆

前正式宣布参选法拉盛所属的纽约第 20 选区市

议员。他强调自己深入社区了解当地居民和选民

真实所需，致力于在就业、教育、住房、交通等方面

综合治理法拉盛。

尹导表示，二十多年前初到美国，他第一时间

来到法拉盛并在法拉盛图书馆办理了图书卡，因

此，他选择在对他意义非凡的法拉盛地标建筑法

拉盛图书馆前宣布正式参选第 20 选区市议员。他

常年对纽约市的治理和宜居程度有所涉猎，在

2019 年底参加皇后区区长特殊选举的期间内，

也对皇后区各个族裔选民和居民的需求更加了

解。他意在团结各族裔，于就业、教育、住房、交

通等方面综合治理法拉盛社区，增加法拉盛的

多语言服务。

尹导表示，他一直以来支持保留特殊高中考

试制度和资优班。资优班和单一的考试制度并不

完美，但是，单一的考试制度能以成绩做标准，提

供学生较为公平的竞争平台。如按市府所述依照

族裔比例录取标准，美国也从未出现好莱坞和三

大球球队给予亚裔 7%的录取率，因此，竞争也是

必须，勤劳和努力依然应该被提倡。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1 月 20 日，

中国驻南非使馆举行“春

节包”发放仪式，中国驻南

非大使陈晓东出席并讲

话。使馆领区姆普马兰加

省、林波波省、西北省、玛

菲肯市警民合作中心及比

陀福建同乡会等侨团负责

人、留学生代表等出席仪

式。

陈晓东向侨胞们致以

节日的问候和祝福。他说，

中国驻南非大使充分肯定

侨胞们积极响应使馆“非必

要、非紧急、不旅行”的倡

议，主动留在南非过年、坚

守抗疫，并对各地警民中心

及侨团在疫情期间所做大

量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陈晓东表示，党和政府

时刻牵挂着海外侨胞和留

学生的健康和安全，疫情

发生以来，多次指示使领

馆向侨胞和留学生发放抗

疫用品和药品，助力大家

抗击疫情。值此农历春节

即将来临之际，使馆专门

为领区内侨胞和留学生准

备了“春节包”，目的是把

祖国的关心关爱和节日的

祝福传递到在南同胞。礼

轻情意重，祝愿大家度过

一个平安、祥和、健康的春

节。使馆将永远做侨胞和

留学生们的坚强后盾，继

续为大家提供一切可能的

协助。

陈晓东的讲话赢得侨

团负责人和留学生代表的

热烈掌声，大家表示深受鼓

舞，更加坚定了立足南非抗

疫的信心和决心。他们纷纷

感谢使馆精心准备的“春节

包”，表示将及时把祖国的

关心关爱转达到在南侨胞

和留学生，共同努力早日战

胜疫情。

（据中国侨网报道）

英国华侨华人社团 1月

16 日举办线上新年晚会，通

过云端向世界人民送上新

春祝福，希望经历疫情磨难

的地球村在新的一年祥和

美好。

“2021 国际华人春之声

晚会”由英国七大华侨华人

社团发起，共有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

名演员参加了云端演出。

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

以一曲高昂嘹亮的《我爱你

中国》拉开晚会序幕。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李

胜素为观众带来了交响京

剧《神州礼赞》。张也和吕继

宏演唱《看山看水看中国》，

使海外华侨华人隔空感受

祖国的壮美河山。

晚会还邀请了一些国际

人士参加演出。英国著名大

提琴演奏家朱利安·劳埃德·

韦伯带来了独奏曲《G弦上

的咏叹调》，荷兰好声音冠军

马丁·赫肯斯演唱了《你鼓舞

了我》。此外，中西合璧的演

出令观众大饱耳福。南非女

高音歌唱家西邦吉莱·门格

马和廖昌永联手演唱歌剧

《茶花女》，英国青年歌唱演员

菲比和中国青年歌唱演员刘

鹏演唱了《我和你》。

晚会主办方表示，2020

年世界经历了疫情磨难，希

望通过演出团结世界的华

侨华人和国际友人，向世界

各族人民送上和平、友好、

温馨的新年祝福。

（据新华网报道）

当晚 点，主宾唐振辉部长及洪小勇大使，

与受邀嘉宾们一起鸣锣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