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國 新 聞A13 ●責任編輯：裴軍運

20212021年年22月月1616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1年2月16日（星期二）

2021年2月16日（星期二）

熱過文化年 牛年精氣神
逛故宮看國博「唐宮夜宴」爆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到故宮、國博看大展；上網欣賞

國寶文物、聆聽傳統文化故事、參與博物館線上遊戲；為「唐宮夜宴」等精

緻古風節目點讚……這個春節假期，把新年過得更有文化味道，成為不少人

的選擇。觀眾紛紛表示，今年春節多間博物館的展覽和一些受熱捧的文藝節

目因東方氣韻而打動人心，讓人自覺熱愛傳統文化。有專家表示，節假日博

物館「打卡熱」折射出的是民眾對文物、史料的求知慾望和對中華文化的越

發自信。

春節期間，全國各大博物館紛紛舉辦新春系列特展
和主題展覽，推出豐富多彩的活動，觀眾也是十

分「買賬」，故宮、國博春節期間的門票早早被「搶
光」。
紫禁城裏過大年，吉祥如意兩相歡。為迎接春節，

故宮博物院在神武門展廳舉辦「吉祥如意——故宮博
物院典藏如意展」，期待觀眾通過觀賞富有吉祥含義
的如意（「握君」「談柄」，由古代搔杖演變而來，
取材骨、角、竹、木等，因最初被做成長柄指爪狀，
用於搔撓解痒，盡如人意，故稱「如意」），深入了
解中國傳統的節慶文化。故宮還在永和宮推出常設展
「誠慎仁術——清宮醫藥文物展」，觀眾可以一探神
秘的清宮太醫院、御藥房。「為了如意展而來，預約
故宮門票時要加約展覽。一把癢癢撓，能昇華為如
意，文化內涵太深厚了，需要認真品。」大年初三去
參觀故宮的陳小姐說。

國博25個展覽瀏覽古代文明
在國博，春節期間有25個展覽帶觀眾瀏覽古代文
明的輝煌燦爛。「牛事如意——辛丑牛年迎春文化
展」呈現160餘件（套）與牛有關的文物和藝術品，
為觀眾講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牛」精神。在中國古
代服飾展上觀眾可以領略從先秦到清代的各種華服
美飾魅力。另外，還有古代樂器展、古代錢幣展、
古代陶瓷海上貿易展、紅山文化考古成就展、明清

肖像畫展等一系列展覽開放。北京某藝術院校的老
師張先生說，「大年初二帶孩子去國博逛了一天，
這裏是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最佳去處之一。在古代
服飾展上，我們被古人精緻的頭髮造型、髮飾、妝
容、服裝吸引，也學到了不少知識，可以給一些
『奇葩』古裝劇挑『刺』了。」

「故宮紅」文化專題線上展示
線上活動同樣精彩，春節假期，配合疫情防控，各

文博機構推出諸多線上文化活動，讓網友們幸福地患
上「選擇困難症」。其中，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
庫」欄目發布1.5萬件文物影像，並推出「牛主題文物
專題」。正月初一至初七，「故宮紅」系列文化專題

以故宮建築、藏品中的紅色為切入點，用圖文、遊
戲、線上展覽等形式，串聯建築歷史、非遺傳承、文
創產品等文化資源。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單霽翔表

示，博物館裏過大年、慶節日已成為一種新風尚。文
化自信在一次次參觀遊覽中不斷堅定，文化認同通過
一件件文物及其背後故事不斷增強。

《唐宮夜宴》彩繪陶俑活現
另外，一些優質的傳統文化節目也受到了觀眾熱

捧。今年河南衛視春晚舞蹈節目《唐宮夜宴》被網友
讚為「唐朝少女的博物館奇妙夜」。節目中，一群彩
繪陶俑逐漸從博物館中「走出來」，幻化成了唐宮少

女，如同在古畫中穿梭行走，將大唐盛世的繁華景象
展現得淋漓盡致。在這個節目中，觀眾還能看到「婦
好鴞尊」（一件商代後期的青銅器，婦好為商王武丁
的配偶）、春秋時期的「蓮鶴方壺」、中國最早的樂
器實物「賈湖骨笛」、《簪花仕女圖》、《搗練圖》
等中國古代名畫。
河南博物院院長馬蕭林表示，這個節目真正做到了

讓靜靜地陳列在博物館展櫃中的文物「活」起來，把
文物背後的文化魅力、人文情懷和藝術神韻真真切切
地傳播到了社會公眾心中，並滋養着人們的精神世
界。河南春晚總導演陳雷表示，希望類似《唐宮夜
宴》的作品越來越多，讓年輕人感受到一種自豪感，
一種文化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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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衛視春晚舞蹈節目《唐宮夜宴》被網友
讚為「唐朝少女的博物館奇妙夜」。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
京報道）「往年我都會回香港過春
節，但今年受疫情影響，不得不投
靠福建的親戚留在內地過年。」山
東大學大一港生白梓涵1月12日放
假後便買了去福建的車票。他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初次在大陸過春
節最大的感受是年味更濃，這一點
從春運上就能體會到。「內地春運
規模震撼到了我，國家的交通運輸
能力震撼到了我。大批大批的返鄉
人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臉上掛着
回家的欣喜。」
白梓涵在內地的第一個春節可謂
忙碌而充實。1月 27日和 2月 2
日，福建安溪縣共青團舉辦了兩場
大學生寒假宣講活動，邀請高校學
生為40餘所縣重點高中高三學生
講述大學生活。在放假之前，白梓
涵就開始了宣講活動的籌備工作，
前期推廣、現場直播、後期宣傳等
皆由他負責完成。「我們歡迎大學

生返鄉後宣傳自己的大學，分享自
己的大學生活，尤其是給學弟學妹
們分享學習經驗，交流學習方法，
高三末衝刺辦法等內容。」
活動上，白梓涵也為學弟學妹們

分享了一些大學生活及學習經驗。
活動後還收到了不少聽講學生的反
饋，他們稱，從中學到了高三總複
習的方法，進一步明確了目標大學
和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令白梓涵十
分欣慰，「雖然今年春節沒有回香
港，但對我來說，在內地宣講，十
分有意義。」
北京大學碩士二年級學生陳小健

完成期末考試後，於1月27日來到
廣東親戚家中，隨即向社區報備並
且進行了7天居家健康檢測。此後
一段時間，他與親戚們一起大掃
除、採購年貨、貼春聯，為春節做
準備工作。
每年春節最令他期待的家庭活動就

是一起欣賞「春晚」。「『春晚』之

於我不僅僅是一台藝術作品，更是一
場載有家國情懷的體驗之旅：小品
《陽台》重現武漢解封那一幕，特別
節目《向祖國報告》中見識了全國脫

貧攻堅獎獲得者的成果，這些抗疫史
詩的書寫、脫貧奇跡的創造，作為一
名香港青年，我有着至深的感悟。」
陳小健表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從中國國家航天局獲
悉，北京時間2月15日17時，天問一號探測器成功實施捕獲
軌道遠火點平面機動。3000N發動機點火工作，將軌道調整為
經過火星兩極的環火軌道，並將近火點高度調整至約265千
米。
此前，天問一號探測器於2月10日晚實施近火捕獲制動，環繞
器3000N軌控發動機點火工作約15分鐘，探測器順利進入近火
點高度約400千米，周期約10個地球日，傾角約10。的大橢圓環
火軌道，成為中國第一顆人造火星衛星，實現「繞、着、巡」第
一步「繞」的目標，環繞火星獲得成功。
後續天問一號探測器還將經過多次軌道調整，進入火星停泊軌

道，開展預選着陸區探測，計劃於2021年5月至6月擇機實施火
星着陸，開展巡視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方俊明 西安、廣州
連線報道）從2021年農曆大年初一零時開始，中歐班
列（西安）以平均每天4列的頻次，在春節期間源源不
斷地將中國優質商品運往眾多歐亞國家和地區。據悉，
隨着13日上午，滿載着日用品、建材、兒童玩具等貨
物的X8256次中歐班列從西安啟程開往白俄羅斯科利亞
季奇，標誌着中歐班列（西安）累計開行突破8,000
列，這也是全國率先突破8,000列的中歐班列。
據了解，今年春節期間，中歐班列（西安）「不打
烊」，堅持正常運營。2月12日零時，農曆新年鐘聲剛
剛敲響，中歐班列（西安）首趟「新春班列」便發往
9,783公里以外的比利時根特。而在2月11日至17日期
間，中歐班列（西安）計劃開行29列，主要開往波
蘭、俄羅斯、立陶宛等國家。與此同時，中歐班列（西
安）每周還將開行跨境電商專列2至3列，為節日期間
出口貨物運輸提供充足的運力保障。
自2013年11月28日首列中歐班列（西安）開行以來，

經過7年多的快速發展，中歐班列（西安）已經成為陝西
聯通歐亞大陸橋的黃金通道。班列從最初日均1至2列發
展到如今5至7列，共面向中亞、南亞、西亞及歐洲開通
運行了15條幹線通道，輻射範圍實現了由「線」到「面」，
覆蓋歐亞大陸全境。
在剛剛過去的2020年，中歐班列（西安）共開行

3,720列，開行量、重箱率、貨運量全國第一，成為運
輸時效最快、線路輻射最廣、服務效率最高、綜合成本
最低、帶動作用最大的「五最班列」。特別是西安至歐
洲往返的公共班列，每天2去2回，回程班列開行列數
穩步上升，2020年達1,311列，其中重箱率始終保持
100%。

灣區「中歐班列」開行量激增4.7倍
「今年粵港澳大灣區『中歐班列』春節期間『不停
運』。」廣鐵有關負責人15日受訪表示，1月中旬起廣州
大朗、東莞石龍中歐班列增至每周3列、深圳平湖南中歐
班列保持每周2列的開行頻次，開行數量再創歷史新高，
成為「中國製造」走出國門的首選運輸方式。而今年以來，
粵港澳大灣區發出的中歐班列超40趟，同比激增4.7倍。

天問一號環繞火星成功

今年春節提倡
就地過年，在中
（中國）老（老
撾）鐵路的建設
線上，一共有1.7

萬名建設者選擇就地過年，晝夜施
工，全力保障中老鐵路年底開通運
營。

春節期間，位於雲南省西雙版納
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境內的曼勒一號

隧道口，隱約還能聽見隧道內的機
械轟鳴聲。沒有回家過年的喻有彪
從隧道裏出來說：「隧道通了，將
全面進入水溝電纜槽施工，這個春
節我們還得加把勁，保障年底全線
開通運營。」

喻有彪在中老鐵路上負責建設的
線路有240多公里，把所有工點跑
完，需要三四天時間，喻有彪每月
至少有20天在工地，其餘時間不

是在駐地整理資料，就
是前往玉溪、昆明開會
的途中，雖然從昆明至
曲靖家裏坐火車只需1
小時，但他與家人總是
聚少離多。

「今年鋪軌任務比較
重，工期壓力比較大，
春節回不去了，與親朋
好友相聚只能待到鐵路
開通以後。」喻有彪
說，我們鼓勵建設者盡
量選擇就地過節、工地

過節，減少不必要的往返出行和人
員流動，從而降低疫情給鐵路建設
帶來的不利影響。

來自四川宜賓的鍾亞，是中交二
航局玉磨鐵路項目部隧道工區的經
理，今年他也留在工地過年。他工
作的西雙版納隧道全長10.7公里，
穿越高風險圍岩段，隧道集軟弱圍
岩、高地應力、高地熱、突泥湧水
等不良地質於一體，過年前順利實
現貫通。不過鍾亞說，「隧道雖然
貫通了，但後續的電纜槽、無砟軌
道施工等任務還比較重，所以這個
春節我就不回老家了，繼續堅守在
崗位上。」年三十晚上，鍾亞和工
友們一同收看了春節聯歡晚會，和
大家一起「雲慶祝」了牛年的到
來。他說，「春節期間我們組織力
量抓緊幹，就是要確保中老鐵路按
期實現開通。」

年底通車 昆明當日可達萬象
據了解，大多數建設者在中老鐵

路工作超過5個年頭了，今年他們
雖然沒能回家過年，但他們說，一
想到這條鐵路通車後，會有很多人
乘坐火車旅行或者探親，心裏還是
很寬慰的。

春節期間，像喻有彪、鍾亞一
樣，共有 1.7 萬名建設者分布於
數百個工點晝夜施工，持續奮
戰。

中老鐵路昆明至萬象是在「一帶
一路」倡議提出後，首條以中方為
主投資建設、全線採用中國技術標
準、使用中國設備並與中國鐵路網
直接聯通的國際鐵路，線路全長
1,000餘公里。鐵路設計時速160公
里。目前，93座隧道已經貫通91
座，剩餘兩座隧道工期處於可控範
圍內，預計將於今年底建成通車，
屆時，雲南省昆明市至西雙版納州
景洪市僅需3個多小時，至老撾萬
象有望當日通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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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內地跨年 為高三學生講述大學生活

●留在內地過年的白梓涵（後排左二）與港人朋友逛故宮。 受訪者供圖

就地過年 1.7萬人奮戰中老鐵路
��

●春節期間1.7萬名中（國）老（撾）鐵路建設者奮
戰在一線。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