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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有望建立首条唐人街！

据《欧洲时报》西班牙版报道，

在未来几个月内，西班牙瓦伦西亚

市将建立西班牙第一个唐人街，这

让西班牙的侨胞都兴奋不已。

目前，有超过两万名华侨华

人在瓦伦西亚生活。早在十几年

前，就有华侨向当地政府提出修

建唐人街的建议，但是一直没有

得到批准。

这次之所以能成功，要归功于

瓦伦西亚市当地的一位热心市民，

他通过瓦伦西亚市 2020-2021 年

“我们决定”的参与性预算筹集到

一笔 1.4 万欧元的初始运作费用，

这笔钱将用于初步撰写研究报告

和项目启动。

他在提案中表示，在世界所有

大都市中，几乎都至少有一个唐人

街，在那里民众可以识别具有中国

传统的商家，而在瓦伦西亚的华人

聚集区具备建设唐人街的基础，修

建中国式牌坊是可行的。

瓦伦西亚市政府也批准了在

该市建造两座唐人街牌坊的计划，

牌坊所在两条大街都是中国侨民

经营商铺的集中点，牌坊将成为地

标性建筑，对该市今后的旅游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会吸引更多

的中国游客来访。当地旅游部门非

常看好牌坊的广告效益。

对华侨华人而言，唐人街是

在异国他乡的落脚点，也凝结着

浓浓的乡愁。这些唐人街各有特

色，是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生活

的缩影，也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

现。今天，小侨带你打卡海外几个

最不能错过的唐人街！

旧金山唐人街
旧金山唐人街是美国西部最

大的唐人街。19 世纪中叶，大批

华人淘金者漂洋过海来到旧金

山，并就此定居下来，数经风雨、

历尽艰辛，建成了如今的旧金山

唐人街。

1906 年，旧金山湾区发生约

7.8 级地震，震后引发蔓延全城的

大火，使得唐人街变成一片废墟。

然而灾难过后，华人纷纷回到原

址，以比旧金山市重建提前一年

的速度重建唐人街。

如今，旧金山唐人街已经成

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唐人街之一。

这里所写的所听的都是汉语，所

见的都十分有中国传统风格。唐

人街不仅具有从生活杂货至珍贵

珠宝等所有中国货，还保有传统

餐饮及建筑穿着，游客尽可享受

多彩多姿的中国文化。

伦敦唐人街
伦敦唐人街坐落于威斯敏斯

特市，是中国传统味道最足的唐

人街之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不

少华侨华人在当地从事着与餐饮

相关的行业，之后他们又带着亲

属在伦敦落地生根，伦敦华埠从

“餐饮一条街”发展成了一个多元

的生活社区，不仅有华人理发师、

美容院、图书馆，还有华人超市、

旅行社等，形成一个完整的华人

小经济产业链。

随着伦敦华埠发展迅速，到

了 1980 年代，凉亭、牌楼等具有

中国传统色彩的建筑一个接一个

出现，使得伦敦华埠的中国味越

来越浓。

除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建筑

外，伦敦唐人街每逢除夕夜，都会

举办倒计时活动迎接新年到来，华

侨华人也会在唐人街举办隆重的

庆祝活动，燃放烟花爆竹，舞龙舞

狮，杂技表演；华人商店家家张灯

结彩、贴春联、迎财神，年味十足。

墨尔本唐人街
澳大利墨尔本唐人街始建于

19 世纪中期，伴随着“淘金热”而

起，它不仅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

唐人街，而且还是世界上最长的

唐人街之一。

墨尔本唐人街是依照唐朝的

长安建筑风格而建。这条古老的

街道上，零零散散分布着数个有

百年历史的华人会馆，其中有些

会馆的牌匾刻于清咸丰年间，历

史价值颇高。

墨尔本唐人街心脏地带的中

央空地上，有一座仿江苏南京市

朝天棂星门的牌坊，它是通向澳

华历史博物馆的标志。

澳华历史博物馆里保留了唐

人街建立之初以及华人移民澳大

利亚时的历史印记，在那里可以看

到早期华人服饰、劳动工具、餐具、

家具等家庭用品，还有历史照片、

新闻报纸、日记、信札、书籍、账簿

和各类工艺品，展现着当年华人的

生活情景和沉淀其中的历史文化。

日本横滨中华街
日本横滨中华街，历史超过

140 年，是日本乃至亚洲最大的

唐人街。

横滨中华街的西口有一座高

达 15 米的中国式牌楼，上写“中

华街”3 个大字。餐馆、商店均为

中国式建筑，街中心还有一座关

帝庙。

中华街是横滨市著名的饮食

区，仅中国餐馆就有 200 多家。每

天，有大量游客光顾中华街，品尝

中国美食。

每到春节时，横滨的中华街

都要举行舞狮、拜关帝庙等活动。

很多在日华人都在此聚集，欢庆

华人传统节日，甚至还有从外地

赶来的游客，让中华街异常热闹。

新加坡牛车水
新加坡唐人街，有一个特别

的名字叫“牛车水”。当年没有自

来水时，牛车运水在唐人街非常

普遍，因此得名。

如今的牛车水，不仅保留了传

统的中华文化，还是一个现代购物

中心，各国特色餐馆、店铺、庙宇鳞

次栉比，各色小贩和百年老店毗邻

而居，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

在牛车水一条主要的商业街

口两端，各立着一尊建筑工人的

塑像，一男一女，以纪念牛车水最

早期的居民———为新加坡开埠贡

献卓著的华人劳工。女工戴着红

头巾，象征着在新加坡发展史上

赫赫有名的广东三水女工。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一批来

自广东省三水县（现佛山市三水

区）的中国年轻妇女迫于生计，背

井离乡南下新加坡投亲靠友。正

值新加坡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

大批工程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

这些三水女人没有文化，因此

很多人到建筑工地，做些粗活挣

钱。为了方便工作，三水的姐妹们

独出心裁，提议用红布做头巾作为

三水女工的标志。她们吃苦耐劳、

团结互助，干活儿效率高，凭着自

己的努力赢得了新加坡人民的尊

重。如今，“红头巾”的故事已经被

写进新加坡小学课本中，博物馆设

有他们的纪念塑像，甚至还有专门

讲述这段历史的电视剧。

全球各地还有很多各具特色

的唐人街，如泰国曼谷唐人街，马

来西亚吉隆坡的茨厂街、马六甲

的鸡场街、槟榔屿乔治城的唐人

街，美国纽约唐人街，法国巴黎唐

人街等等。每一个唐人街，都发生

过无数故事，默默见证着华侨华

人在海外的奋斗历史。

（中新网、新华网、人民日报

海外版、《欧洲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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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你》入围奥斯卡
这部讲述校园欺凌的电影自

上映以来就获得了诸多关注，最

终票房 15.58 亿元，豆瓣评分 8.3

分。

近两年，该电影在专业奖项

上收获颇丰，在第 39 届香港电影

金像奖上，《少年的你》斩获了最

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

佳女主角、最佳新演员等 8 项大

奖。此外，该片还获得了大众电影

百花奖、亚洲电影大奖、中国电影

导演协会 2019 年度表彰大会等

多个奖项。

在本届奥斯卡提名名单中，

共同入围最佳国际影片的还有

《集体》《酒精计划》《贩皮之人》

《艾达怎么了》。其中，《集体》是

罗马尼亚的一部纪录片，讲述了

2015 年的一场大火，这场大火造

成 27 人死亡和 180 人受伤，同时

引爆了罗马尼亚社会的方方面

面。除了最佳国际影片奖外，该片

还入围了本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

片，此前曾获得多个国际奖项提

名，还获得了第 92 届美国国家评

论协会奖年度五佳外语片。

《酒精计划》是丹麦的一部剧

情片，电影中，四个高中老师为了

摆脱日常的循规蹈矩，开始了一

项持续醉酒的实验，由此制造出

一大堆麻烦。该电影还入围了本

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此前还曾

获得第 68 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

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 33 届欧

洲电影奖、第 46 届法国电影凯撒

奖等多个奖项，颇具竞争力。

此外，《贩皮之人》讲述了叙

利亚难民萨姆·阿里的人生变迁，

曾获第 26 届法国电影卢米埃尔

奖最佳国际联合制作影片。《艾达

怎么了》讲述了联合国翻译艾达

和家人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在

联合国营地寻求保护的故事，该

片曾入围第 77 届威尼斯国际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

还有哪些华语电影入围过？
对于电影人来讲，奥斯卡最

佳国际影片奖 (最佳外语片)一

直具有特别的意义。该奖项的

设立起始于 1947 年，起初以奥

斯卡荣誉奖的形式颁发给一些

优异的外国电影，1956 年起，最

佳外语片成为竞赛单元，正式制

订评审办法。从影片所属国家

来看，意大利、法国是获得该奖

项最多的国家。2019 年，奥斯卡

主办方对奥斯卡规则作出修改，

最佳外语片更改为最佳国际影

片，去年该奖项由韩国电影《寄

生虫》获得。

除了《少年的你》外，此前曾

有 7 部华语电影入围该奖项，分

别是 1991 年的《菊豆》、1992 年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1994 年的

《霸王别姬》、1994 年的《喜宴》、

1995 年的《饮食男女》、2001 年的

《卧虎藏龙》和 2003 年的《英

雄》。

其中，除了《卧虎藏龙》外，华

语电影在该奖项上并无收获，而

距离上一部提名已经时隔 18 年。

近些年来，多部华语优秀电

影冲击奥斯卡，题材和类型也更

加多样化。大导演作品仍是重要

的选择，比如张艺谋的《十面埋

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十三

钗》，陈凯歌的《无极》《梅兰芳》

《搜索》，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

《一九四二》等。

最近几年，《战狼 2》《哪吒之

魔童降世》等票房大丰收的商业

片也开始被选中。此外，还有浪漫

爱情喜剧《滚蛋吧！肿瘤君》、剧情

片《大唐玄奘》等。2021 年，代表

中国内地角逐该奖项的是陈可辛

导演的体育电影《夺冠》。

从故事内容来看，近年来“申

奥”电影逐渐走出武侠题材、农村

题材等特定类型，呈现更多元化

的中国故事，而商业片的入选也

与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紧密相

关。更重要的是，国内观众对于

“冲奥”的心态逐渐放松，“奥斯卡

情结”开始变淡。

《少年的你》获得奥斯卡提名

不失为一种肯定，不过每个电影

奖项都有其特定的评价标准，也

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提

升国产电影水平，拍出更多的好

电影。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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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世界著名唐人街，你去过几个？

日前，第 93 届奥斯卡提名名单公布，由曾国祥执导，周冬雨、易烊

千玺主演的电影《少年的你》入围最佳国际影片，这也是第 8 部提名

该奖项的华语电影，这次《少年的你》能“冲奥”成功吗？

《少年的你》海报 《少年的你》提名奥斯卡

西班牙瓦伦西亚市的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