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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居民社会生活的“共同体”，
如何唤醒社区居民的群体意识、确立

“主人翁”价值，成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
需要思考的问题。为此，淮安生态文旅
区富城路办事处滨河社区党委作了不
一样的探索和实践。

滨河社区面积1.23平方公里，安置
了 4个村 3500 户 1.1 万人，是典型的

“村改居”社区。村民成了居民，思想
观念、文化风俗、生活习惯“水土不
服”。开始大家对社区认同感低，有事
也不找党组织。对此，社区党委在调
研基础上通过加强社区文化建设，铸
魂聚力，加快村民角色改变，缩短融入

城市进程，打响“文润滨河、情暖人和”
品牌。

文化+项目，增强居民归属感。社
区党委听民声、问民生，找准切入点，提
升归属感。建历史记忆馆。社区在党
群服务中心专门建立了乡愁记忆馆，陈
列着粮票、藤编筐、黑白电视机、缝纫机
等数百件物品。时常有年龄大的居民
带着孙辈们到馆里参观回忆、讲述过
往、感叹变迁。建百姓大舞台。社区搭
建百姓舞台，成立多个淮剧说唱团体。
现在，每周四都有一场居民喜闻乐见的
演出。建居民文化广场。赋予广场不
同文化主题，先后打造用身边典型身边

事引导身边人的“正能量”广场；甄选好
家风、好家训倡导家庭和谐的“家风家
规”广场；展现过往与现在强烈对比的

“追昔抚今”广场等。
文化+活动，增强居民认同感。心

聚在一起，还要有共同价值追求。社区
党委通过三个文化平台，形成认同感。
办好文化节。每年举办一次文化节，编
排自己的节目，展示表彰一年来文明志
愿服务成果，激发居民荣誉感、自豪
感。目前，已成立志愿服务队18支，登
记注册志愿者近2000人，开展养老助
弱、心理疏导等志愿服务700余场，服
务居民逾3万人次，先后有3个志愿组

织、5名志愿者获得市级表彰。有事好
商量。构建以社区党委为核心，政协委
员、社会组织、居民代表等多方参与的
有事好商量居民自治新格局，不定期针
对社区里矛盾较为突出的问题进行协
商议事。去年6个议题全部完成成果转
化。普法进社区。针对过去违法现象
较多问题，社区党委把法治文化建设作
为重点，在社区建设多个法治文化长
廊，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宣传民法典、信
访条例、非法借贷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
法律知识，让居民们出门晓法、心中思
法、行为守法。

文化+理念，增强居民获得感。社

区党委坚持将城市发展新文化、新理
念、新生活传递给安置居民，让他们共
享发展成果，提升获得感。践行绿色生
活。建设全市唯一的低碳体验馆，实物
展示节能马桶、灯具、门窗等产品，配备
科技化的人机交互设备，用看得见摸得
着的方式科普低碳环保知识。还与周
边中小学、幼儿园结成共建，组织学生
到馆参观，用绿色生活理念教育引导孩
子健康成长。打造书香滨河。每周日
定期举行亲子阅读营活动，在豆豆妈妈
等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与父母一起
看图书、听故事，增进亲子感情，形成书
香氛围。如今线上线下有300余家庭

参与，活动还得到中国儿童基金会的认
可和支持，并向社区捐赠了15万元物
资。发行社区月报。为彰显新时期新
风尚，社区党委每月出版一期《文润滨
河，情暖人和》，专门推出“文明家庭”

“红黑榜”等板块，定期评选文明家庭，
曝光不文明行为，用自己的方式传递正
能量。

文化润物无声，改变循序渐进，力
量坚定磅礴。滨河社区党委引领党
建+文化融合，推动文化项目、平台、理
念等建设，用良性文化感召居民，变文
化之治为幸福之至，不断提升群众的
幸福指数。 张政

党建引领文化+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云过年”，世界新风尚

中国音乐家奏响欢快的《春节序
曲》，万里之遥的埃及音乐家唱起《最
美的期待》……中埃音乐家10日上演
了一场盛大的云歌会，音乐穿越时空，
连接山海。

春节是亲情、友情、家国情的重要
载体，凝聚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精
华和精神命脉。春节也已成为一张中
华文化的闪亮名片。受新冠疫情影
响，今年世界各地欢庆春节的方式变
化不小：云寄相思，云送祝福，云端团
聚，云赏展演，云上K歌……当新技术
遇上传统内核，特殊的春节打开方式
成为新年俗。

在澳大利亚，观众可以在线欣
赏《寰宇同春》“欢乐春节”主题虚拟
展、《多彩中国年》交互体验展等多
个展览；在西班牙，往年深受当地民
众喜爱的“中华美食节”等活动于线
上展开，大厨在线教授春节特色菜
肴制作和线上厨艺大赛广受欢迎；
在巴拿马，《中国故事·十二生肖》云
展演带观众走入中国四时风貌的时
空之旅……春节带着鲜明的中国文
化符号，借助新技术更广更深入地
走进世界各地。

春节到来，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
织负责人扎堆“云”拜年：法国总统马
克龙在社交媒体上以法语、中文等四
种语言拜年，英国首相约翰逊秀起中
文“恭喜发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还献诗一首……随着“拜年”风靡流
行，这一春节传统习俗中蕴含的和睦
相处、和顺致祥的中国“和”文化也润
泽世界。

海内外大量就地过节的人们让
这个春节格外思乡情深。无论相隔
多远，连上故乡的“云”，心在，情在，
年就在。中国春晚在德国多家主流
媒体平台直播，两国人民线上同步跨
年；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建筑工人、
维和人员通过互联网与祖国人民共

庆新春；留在中国过年的国际友人则
用Vlog、短视频等记录他们在第二
家乡的节日……

随着数字经济深入生产生活，疫
情下的春节激发出旺盛的消费新需求
以及各大电商平台年货节的“云赶
集”。足不出户看“数字故宫”，云游敦
煌、丽江……“云旅游”让人们在家中
拥有了“诗与远方”。

环球同此时，万物皆可“云”。“云
过年”，变的是庆祝与分享的形式，不
变的是中国带给世界的年味和文化
魅力。

厚礼包，全球享红利

“实用！特别喜庆！……我们心
里热乎乎的。”巴西帕拉伊巴州的华人
在领到中国驻累西腓总领馆发放的

“春节包”后难掩喜悦。
中国各使领馆发放的“春节包”不

仅有口罩、酒精、药品等防疫物资，还
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定制的礼物。小
小“春节包”，装着祖国满满的爱与关
心，在全球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中走红。

而在全球新冠疫苗短缺背景下，
中国疫苗如同“及时雨”，在海外收获
众多“信任票”，为全球抗疫提供重要
助力，成为这个新春佳节的特殊厚礼。

“这是来自中国的礼物。”巴基斯
坦外长库雷希日前在迎接中国疫苗时
激动地说。

同样火热的，还有中国经济给世
界发展送去的红利礼包。

作为疫情下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引擎作用越发
凸显。联合国1月25日发布《2021年
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中国
经济今年预计将增长7.2%，并带动东
亚地区整体增长6.4%。

春节前夕，成都中欧班列装卸货
区不远处的进口商品展馆里，市民热
闹采购着来自欧洲国家的红酒、牛奶
等商品。今年1月，单是通过中欧班
列运输到成都国际铁路港的进口食品

就有956.7吨。
疫情期间，中欧班列不停歇。到

了春节，车轮更加忙碌。中国繁荣的
跨境电商和升级的物流配送，让更多
海外商品乘着班列走上中国人的春节
餐桌。抓住中国的春节经济，成为世
界不少国家在2021年伊始提振经济
的希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助理主
任、中国事务主管黑尔格·贝格尔预
言，数字经济和绿色投资将助力中国
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实现更平衡复苏，
并为全球经济带来积极溢出效应。

“牛”愿景，开启新希望

在中国的文化符号中，牛是勤劳、
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也承载了人
们对辛勤耕耘后收获红火、兴旺生活
的追求。经历了极不平凡的2020年
后，世界各地的人们热盼在新一年里

“牛”转乾坤。
2月11日，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

举行在线敲钟仪式，庆祝中国农历新
年到来。华尔街铜牛借助“牛势如虹”
的吉祥寓意，表达对“大牛市”的迫切
期待。

每到中国农历新年，发行生肖纪
念邮票成为许多国家分享中国文化的
固定“仪式”。今年，不少国家和国际
组织发行牛年特别版邮票，不仅呈现
出丰富的艺术设计和蕴含意义的元
素，还融入各自的独特文化：蓝色联合
国会徽搭配金色小牛剪纸形象的“联
合国牛”，印着汉字“牛”、前额戴花的

“斯洛文尼亚牛”，尖角和头颅向上扬
起的“法国大公牛”，萌牛萌娃组合的

“新西兰年画牛”……方寸之间，寄寓
美好心愿和祝福。

“今年是牛年，我也属牛。”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10日给中国人民送
上新春祝福。他说，牛象征着能量、力
量和勇气，这些品质正是当今世界所
需要的。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特殊特殊““云春节云春节””
世界拥抱中国世界拥抱中国““牛牛””活力活力

“2021河南省春晚的《唐宫夜宴》
是我心中的最佳节目”“甩出王炸”

“支棱起来了”“青铜变王者”……
2021年的春晚大餐，一向低调的

河南春晚凭借着硬核的节目内容，竟
然“C位出圈”。微博等新媒体平台
上，网民纷纷留言，对河南春晚赞誉
有加。

“王炸”背后，亦有“好牌”。2021
河南省春晚缘何被赞“出圈”？新华
社记者带你一探究竟。

互联网思维突破流量“怪圈”

互联网时代，春晚舞台是否必须
请来一线大牌，才能带来流量加持？
河南春晚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

没有浮夸的宣传，整台晚会制作
成本不足千万，略显朴素的河南春晚
却在网络上赢得了百万网民在线“打
call”。节目视频播放量超 20亿，微
博主话题阅读量4.9 亿次，多次登上
各平台热搜榜单……一时间，河南春
晚刷屏了不少人的朋友圈。

2021河南省春晚总导演陈雷认
为，从节目编排到后期宣发，主动拥
抱互联网思维是河南春晚取得成功
的关键。“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用户
思维。大家会不会来看？为什么要
看？看点在哪？在整台晚会的制作
上，我们始终带着这些问题去实践和
思考。”

陈雷说，河南春晚是让表演者去
服务节目内容，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
都能在节目观赏中取得情感共鸣。

以节目《我们能》为例，以小见大
式的故事化表达和精美的歌舞编排，
再现了各行各业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
奉献与付出。小女孩与年轻母亲的隔
空拥抱，把人们再次拉回到抗疫记忆
的同时，也触发了不少人的泪点。

“把每个人共同的生活经历融入
作品之中，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感，我们
的节目才能打动人心，才能被认可。”
2021河南省春晚艺术总监李暄说。

创新表达唤醒文化自信

今年的河南春晚，爆款节目非
《唐宫夜宴》莫属。

这支5分钟的舞蹈，将大唐风华
融于少女的嬉笑怒骂，时而严肃，时
而活泼。背景配以“妇好鸮尊”“莲鹤
方壶”“贾湖骨笛”“捣练图”“簪花仕
女图”等诸多“宝物”，为观众呈现了
一个活起来的博物馆奇妙夜。

“如果只是单纯的舞蹈表演，《唐
宫夜宴》的影响力肯定没有这么大。
我们运用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时间、
地点的变化，把整段舞蹈分段切换，
并结合了中国山水等一系列耳熟能
详的文化符号。”李暄认为，正是表达

方式的创新，才重新唤醒了传统文化
原本就具有的巨大魅力。

“舞蹈里有国宝，有国风，还有国
潮。国宝带国风，国风造国潮，用传
统文化引领潮流之风，是传统文化重
焕生命力的重要手段。”李暄说。

网民评价《唐宫夜宴》让自己看
到了熟悉的陌生感，“那些小女孩的
身影，不就是这个时代正在赶上班早
高峰的我们吗？”古今时间线上的关
联，也是陈雷认为《唐宫夜宴》的成功
之处。

“把趣味性的古代场景还原成今
天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让古玩和
每个现代人的心灵发生碰撞。我觉
得这是让传统文化、古代文物活起来
的好办法。”陈雷说。

“出圈”背后彰显民众文化
审美提升

一系列创新之举，让曾经并未受
广泛关注的河南春晚成功“出圈”。
对此，2021河南省春晚执行策划徐娜
认为，“出圈”背后反映了民众对文化
类产品审美水平的提升。

“文化不是一味地迎合，而是在
视野、格局、深度上的引领。河南春
晚能打出‘王炸’，依托的是河南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副‘好牌’。‘出圈’
的表面是我们在坚持做文化，背后却
是寻找文化的观众找到了我们。”徐
娜说。

陈雷也坦言，最开心的不是听到
别人对节目质量的夸赞，而是听到有
人看完节目后，确实想去博物馆转一
转。“这恰恰体现了每个人身上的文
化自信。这种自信根植在每个中国
人的内心，只是需要我们通过创新手
段去唤醒。”

实际上，全国多地博物院正在通
过各种创新手段，激活传统文化活
力，满足更多游客“转一转”的文化消
费需求。

河南博物院将馆内珍宝打造为
“考古盲盒”，还附赠考古钻探工具
“洛阳铲”；北京故宫博物院打造了
“故宫生活”等系列文创产品；三星堆
博物馆将收藏的青铜大立人、铜戴冠
纵目面具、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
物设计成玩偶模型，深受游客喜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除去受疫情
影响的2020年，“十三五”时期，全国居
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年消费支出持续
上 涨 ，2019 年 达 到 2513 元 ，增 长
12.9%，占人均年消费支出的11.7%。

陈雷认为，河南春晚的“出圈”现
象，在给予文艺工作者信心的同时，也
对当前文艺创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选好题材、用好形式、讲好故事，
是文化类节目和产品创新的关键。

（新华社郑州2月17日电）

“王炸”背后，亦有“好牌”
——2021河南省春晚被赞“出圈”

今年春节，响应“就地过年”号召的
国人置办年货热情不减。从食品到服
饰、化妆品，来自全球各地的优质商品都
被列入中国人的购物清单。春节消费拉
动多国对华出口增长，“春节经济”红利
再次让全球感受到中国温度。

菲律宾南部城市达沃华商蔡天保的
水果生意最近颇为红火。蔡天保从
2003年起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经营热
带水果种植园，去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水
果销量一度降至往年一半。近期，中国
春节为他的果园带来新气象。春节前夕
每周发往中国的热带水果有30多个集
装箱，其中香蕉和菠萝最受欢迎。他说，
中国的需求持续旺盛，相信今年的生意
会更加好做。

四喜丸子、红烧肉、酱肘子……这些

中国人春节餐桌上的经典美食都离不开
主要食材猪肉。芬兰最大的食品厂商之
一Atria集团表示，对华猪肉出口增加
是其2020年销售和利润增长强劲的原
因之一，并预计对华猪肉出口今年会继
续增加。该集团负责肉类出口事务的副
总裁海基·蒂涅尔对新华社记者说，受消
费量增加拉动，今年春节期间该集团对
中国的猪肉供货量同比增加。

作为食用酒精原料，木薯的市场需
求也大增。根据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
数据，今年1月，越南对中国出口木薯及
木薯制品超45万吨，价值约1.66亿美
元，占其1月木薯出口总额的近96%，同
比分别增长127.7%和146.5%。

火龙果和奶制品也颇受欢迎。据越
通社报道，正月初一上午，190吨越南火
龙果经由连接中国云南省和越南老街省
的口岸通关，销往云南、四川、广西等
地。越南乳制品股份公司生产的杏仁
奶、红豆奶等奶制品也在春节前夕运抵
中国，并特意进行了产品包装设计，以便
让消费者作为春节礼品购买。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中国问题专
家克里斯蒂娜·奥特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中国春节消费令活跃于中国市场的德国
品牌受益，汽车、食品和化妆品等“德国
制造”产品都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中
国是德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国，德国联
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对中国的
出口额为959亿欧元。

为应对中国春节市场需求，新西兰
航空公司2月初开通了新西兰南岛最大
城市克赖斯特彻奇与中国广州间的货运
直航。新西兰航空货运部主管安娜·帕
勒里特对新华社记者说，去程航班直接
将海鲜和水果从新西兰南岛运往中国广
州，回程航班带回新西兰急需的中国生
产的医疗防护用品和电子产品。

（据新华社电）

中国春节消费
拉动多国对华出口

庚子鼠去，辛丑牛至。挥别过往，开启新春。

这个农历牛年春节，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特殊意义。百年未遇的新冠疫情依旧在全

球多地肆虐，持续给世界带来挑战。疫情改变了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也更新了中国与世

界的过年姿势。

人们身在四海，聚在“云端”，以新潮、特殊的方式共庆春节；载着收获，怀着期许，借

中国“牛”吉利、红火、活力的美好寓意，祈愿新一年经济“牛”起来，生活犇起来，家国更

美好。

链 接 >>>

上图：一名儿童在加拿大里士满观
察一处牛年装饰物。

左图：为庆祝中国春节，基辅第一东
方语言学校举办了汉字书法课、中国绘
画展、汉语作文比赛、茶道表演、春节主
题手工课等活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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