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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活

海外见闻

海外华侨华人多彩过春节
□吴侃

疫情下海外华侨华人大多选

择就地过年，春节期间他们在线上

线下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这些“文化年货”留住了浓浓年味，

为华侨华人解了乡愁，也走出唐人

街，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

匈牙利“中国春”文化节
这个春节，匈牙利匈中文化交

流协会会长滕维杰一直奔波在匈

牙利各个城市之间，忙着在广场上

和文化馆里搭建展位，筹办“中国

春”文化节系列活动。

滕维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匈牙利‘中国春’文化节已经连续

办了 5年，今年我们原本对举办线

下活动没抱希望”，但是当地政府

听说要办春节活动非常欢迎，鼓励

举办一些小型户外活动。

滕维杰说，因为疫情的原因，

当地很多的大型文化节都取消了，

民众的业余生活也很枯燥乏味，政

府希望有非聚集的文化活动，来帮

助民众缓解紧张的情绪。

匈中文化交流协会在布达佩

斯市、韦切什市、波马兹市等地策

划了一系列线下活动，包括桃花坞

木版年画展，剪纸、皮影、沙画等技

艺展示，中匈少儿绘画比赛等，在

线上也组织了侨界云端文艺演出

等活动。

滕维杰说，我们把皮影戏《哪

吒闹海》等短片翻译成匈牙利语，

在展览现场的 LED 屏播放，吸引

了很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还有人

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活动。“原本

只有四场线下活动，后来决定在布

达佩斯和赫维什加了两场，活动将

一直持续到 3月 7日。”

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

春节庆典
在英国伦敦，伦敦华埠商会主

办的特拉法加广场春节庆典已连

续举办 19 年，每年都吸引约 70 多

万民众观看，已成为伦敦首屈一指

的多元文化盛事。

因疫情原因今年的庆典改为

线上举行，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云

端庆典通过中英两国十余家网络

平台和媒体播出，两个小时的活动

汇集了舞龙舞狮、长穗花鼓和中国

民族民间舞等节目。

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柱廷在

连线受访时告诉媒体：“暂停筹备

线下春节庆典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我们希望以最安全的方式来庆祝

春节”。

瑞士苏黎世“云上过春节”
刚柔相济的太极拳、轻盈灵动

的太极剑、强劲有力的小洪拳……

农历正月初一，瑞士苏黎世有一场

“云上过春节”活动，来自当地武术

学校的 9 名华裔青少年身穿中国

传统武术服，表演了一段中国功

夫。

活动主办方、苏黎世中国传统

文化协会会长陆金莲介绍说，共有

160 个当地华人家庭参加活动，他

们朗诵古诗词、演奏古典乐器、唱

春节民谣。“我们每年春节都举办

大型活动，今年只能线上举办，但

丝毫没影响大家过春节的热情，参

与人数比往年更多。”

美国“网络迎春嘉年华”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

雁南飞……”2 月 13 日，一场春节

戏曲晚会在线上举行，来自美国、

加拿大和英国的华人票友们云端

相聚，演唱了《西厢记》选段“碧云

天黄花地”、《牡丹亭》选段“游园”

等经典曲目。

“每一个节目都经过精心准备，

在正式直播前进行了多次联排，有

近千名观众线上观看直播。”活动主

办方、休斯敦华星艺术团团长鲍玲

表示，虽然没有华丽的灯光、高大上

的舞台，但晚会对于海外华人戏迷

们来说是难得的切磋交流。

由休斯敦华星艺术团和美国

亚洲协会得克萨斯州中心联合举

办的“网络迎春嘉年华”活动也在

火热进行中。鲍玲说，艺术团的华

裔青少年们制作了包饺子、写“福”

字、做红包、转手绢花等教学视频

在亚洲协会的网络平台上发布，很

多当地民众在线学习并参与互动。

“往年的线下春节活动，每场

最多一两千人参与，今年活动刚刚

上线时参与人数就超过往年。”鲍

玲表示，希望这些“文化年货”在唤

起华人文化记忆的同时也能为受

疫情影响的当地民众们带来一些

温暖和欢乐。 （中国新闻网）

海外留学生：

□刘立琨

“今年的年三十碰巧和日

本的建国纪念日是同一天，

所以放了假，我就找了个有

隔断的餐馆，和朋友去吃了

火锅。”在日留学生赵向学这

样告诉媒体。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春节是一家人团聚的节

日，但由于海外疫情形势严

峻，许多留学生无法回家过

年。

然而，他们合理安排生

活，与家人“隔空”传递思念，

虽然“留守”异国，这个年也

过得并不冷清。

为防疫“宅家过年”

为防控疫情，多国下达

“居家令”“限聚令”。在德留

学生黄豪取消了聚会，选择

“宅家过年”。

“往年大家聚起来容易，

今年有疫情，不允许聚集，就

自己过年了。”春节期间，他

正为即将到来的“考试月”做

准备。

“如果没有疫情，我希望

能和更多朋友坐一起聊天、

玩游戏。”在荷兰代尔夫特理

工大学读书的成一天说，“但

现在娱乐活动很少，我这几

天课程也比较忙，所以只和

室友一起吃了顿中餐，也当

作是庆祝了。”

“防疫更多的是靠自觉，”

赵向学平时喜欢旅行，但今

年春节也取消了旅行计划。

“今年没有什么聚会，做到自

己别乱跑就好。”日本 2月末

就要开始疫苗接种，他已经

报了名。

与家人“云端”相聚

山海不可平，祝福传千里。

许多留学生与亲人、朋友在

“云端”相聚，传递思念之情。

年三十晚上，在英留学生

叶宇彤和室友一起做了年夜

饭，通过视频与在国内的父

母拜年；在乌克兰的中国留

学生举行了“云春晚”，在线

上向大家传递了新春祝福；

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林奕辰

观看了家乡瑞安举办的新春

活动直播，并向身边的同学

们介绍了家乡。

“本来我每年都会回国

的，今年春节虽然回不了国、

回不了家，但能和家乡的亲

人一起过年‘云’团圆，感觉

也很温馨。”林奕辰说。

领“春节包”收获温暖

前有“健康包”，后有“春

节包”。千里之外，来自祖国

的关爱让留学生们十分温

暖。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硕士研究生李鸿宇表示，虽

然今年独自在海外过春节，

但在中国人最珍视的团圆时

刻，“春节包”让离家万里的

游子们感受到了“亲人就在

身边”。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

校的留学生周晓圆说，“春节

包”让她感受到了“浓浓的暖

意”。她表示，有祖国的关爱，

海外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一

定会越来越好。

（《中新社》）

关闭原本拥有的大型仓库，

转而开起酒吧？

结束火锅店生意，转而经营

起菜市场？

这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跨

界”，逐渐成为一些华商的“日

常”。疫情下，面对各行各业都“太

难了”的局面，一些华商大胆自我

革新，化危机为转机。

审时度势“跨”入全新行业
疫情影响下，西班牙巴利阿

里旅游业持续受重创，许多华商

关闭了纪念品店批发仓库。海岸

上还有一些出售衣服和纪念品的

华商，但这属于季节性生意，他们

也打算关门。

这时，有些华商将目光转向

其它投资目标。

帕尔马市中心多家酒吧、咖

啡馆和餐厅在疫情重压下，急需

转手，华商们利用这一情况，重新

定向投资。

一家中介的经理表示，由于

需转手店面增加，店面价格一度

下跌 50%，引起签订新合同热潮。

还有很多沿海地区华商在城

市内寻找店面开百元店，他们预

计城市旅游业比沿海旅游业更早

恢复，且此类商铺租金降低许多。

Kim 就是积极转型华商中的

一员，他选择开一家酒吧，这是他

第一次经营酒吧，店里不仅提供

西班牙传统小吃，还提供中餐和

日本料理。

面对疫情及时转行的，还有

在马来西亚经营火锅店多年的彭

添财。他表示，2020 年 3 月当地

执行行管令后第三天，他毅然结

束火锅店生意，将店铺改为出售

新鲜菜的市场。当时政府宣布火

锅店不能开业，他不知道疫情会

存在多久。

火锅店开销每月大约 3 万林

吉特，包括员工薪水、租金及水电

等。若长时间不开门做生意，不可

能维持。“我就跟股东说，我们必

须转行，不宜推迟。”

收拾了店面，他做起蔬菜供

应。如今，菜市场不但给附近居民

供应新鲜蔬菜，连附近餐馆及咖

啡厅也都向他拿货。行管令期间，

他也接受客户致电向他订货，他

或工人会送货上门。

在欧洲也有更多类似事例，

有些华商在国际贸易上敏锐察觉

行业动向。疫情之初，他们转向做

医疗物资贸易，逆势而上，取得很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些过去从事医疗器械行业

的华商，抓住时机拓展业务，打出

自己的抗疫品牌。

满足顾客需求“跨”向新的

“自我”
为挺过疫情，美国有些中餐

馆根据事态变化调整经营方向和

重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求生和

谋变。

华人孔陟佳在美经营一家主

打上海菜的餐馆，疫情期间，他不

仅开发适合外卖的小吃、物美价

廉的时令菜品，还整合三家店的

人力物力、推出中央厨房，零售、

批发、配送多管齐下。

当地政府要求关闭堂食时，

孔陟佳很确定不能把心力花在户

外用餐上。“我带入自己的感觉，

天这么冷，在户外根本无法享受

用餐的过程。”

结合居家避疫生活模式，他

发现民众需购买冷冻产品，于是

新增了上海口味鲜肉粽子等多种

小吃，方便存放和二次加工，不会

因为没能现做现吃而影响味道或

口感。

他眼看疫情改变了民众的消

费行为和观念，于是按少而精的

原则调整菜单。“不求多，但求好，

保持新鲜和干净，更符合后疫情

时代大家对食物卫生健康的要

求。”

考虑到客人的实际消费能

力，他的餐馆在菜价上做到可负

担，让大家都有机会享用，而非因

外形或包装花俏就提高价钱。

近年来，在马来西亚，有些民

众不想到餐馆就餐，加上准备菜

品耗时又费功夫，越来越多家庭

选择外带团圆饭，不少酒楼餐厅

都推出团圆饭外带服务。

今年，砂拉越等地推行防疫

措施，春节期间民众不被允许外

出到餐馆享用团圆饭，促使部分

在外预订餐席的顾客改为打包菜

品。

说起团圆饭外带，为适应顾

客需要，这项服务在不断发展着。

从过去的单点鱼生与盆菜外带，

到准备专属的 5至 6 道年菜外带

配套，团圆饭包含的菜色不断演

变，甚至有业者经过巧思推出“年

菜自由餐”服务。

勇于改变，锐意进取，不断前

行。相信凭着这股劲头，华商的未

来一直可期。

（西班牙《欧华报》、马来西亚《星

洲日报》、美国《世界日报》、欧洲

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

化危机为转机：
□梁异

伦敦华埠新春线上庆典

采用中英双语主持

匈牙利“中国春”线下活动中

布置的大红灯笼和春节景观装饰

休斯敦华星艺术团的华裔青少年

在网络上教学转手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