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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周琳 程迪 姜辰蓉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修缮和新馆
建设工地，100多名工人选择就地过节；
四行仓库成为春节前几日上海十分红火
的景点；不少游客来到“共和国摇篮”瑞
金过新年，2021年1月这里实现旅游总
收入23560万元，同比增长20.8%。

2021 年的春节，在上海、在井冈
山、在延安⋯⋯众多红色地标迎来一
批批初心寻访者。新年伊始，让我们
一起去探访这些地标“红火”背后的
历史密码。

迎新打卡：一样的“红色”，不一
样的“红火”

“那时候（中共一大召开时）上海
人说话南腔北调，户籍管理非常松散，
有匿名性和流动性，安全系数全国最
高。如果过年不回家的话，建议大家
都去渔阳里看看，体会一下当时干事
业的不容易！”提起上海的红色地标，
上海市民黄阿姨如数家珍。她专门定
制了大年初一的“新、老渔阳里+长乐
路”红色微游线路。“我是党员，两个孩
子都是团员，大年初一我们一家想去
渔阳里重温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筹备
历程，过一个特别的春节。”

“和家里人说好了，今年过年留
在一大会址修缮工地上。”来自江西
上饶的徐正堂做了 40 年油漆工，这是
他头一回留在工地过年。“工程时间
紧，能为建党百年做贡献，这是多难
得的机会！家人也特别支持我。”

专门推出的多种新春红色旅游
定制业务，让选择留在“第二故乡”的
人们，都能感受这座红色城市曾经的
惊雷之举，进而重温初心、传承历史。

五百里井冈，一条崎岖小路徐徐
伸展。神山村里，远处青山如黛；近
处，主干道两旁的树上，村民家的房前
屋后，早早挂好了大大小小的红灯笼。

每家每户舂糍粑是村里的春节
习俗，来自南昌的游客朱雨萌在一旁
跃跃欲试，和村里人沟通以后，也有
模有样地打起了糍粑，让同行朋友拍
照留念。“井冈山是红色圣地，我们想
来这里感受红色文化，体验打糍粑、
品尝土特产的乐趣”。

宝塔山下，延河水边，在延安召开
的党的七大把“为人民服务”写入党
章。延安中国红色书店的《朗读者》活

动里，一位中学生把舒婷的《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献给这座红色城市。

“我们希望书店成为延安的文化地
标，把红色书籍传递到每个人的手中。”
延安市新华书店党委书记、总经理姚福
明说，希望打造出红色书店这个具有鲜
明红色文化特点，集阅读、朗读、休闲、
儿童娱乐、文创产品展示为一体的文化
综合体。“既能传递延安精神，又能引领
人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喧嚣的都
市建起清静的精神家园。”

数据显示，克服疫情影响，多个红
色地标参观预约迅速恢复，成为新晋

“网红”。延安中国红色书店 2020 年
取得销售收入 1500 万元，基本与疫情
前持平；在上海，2021 年元旦以来，龙
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入园超
11 万人次；2 月初，中共一大会址修缮
现场的脚手架拆除，百年石库门建筑
引来许多人驻足凝望、拍照留念。

创新表达：赓续信仰力量，奋进
新时代

如 今 ，红 色 故 事 的 表 达 手 段 正
“花式”翻新。

有主打实景式、沉浸感的——瑞
金市沙洲坝镇洁源村，200 多名演员
现场演绎实景演出《浴血瑞京》，在由
废弃矿山改造而成的演出场地上，生
动再现苏区时期战火纷飞的历史场
景，让现场观众仿佛“穿越”回到革命

年代的峥嵘岁月。
有创新青春化、二次元的——在

上海，红色历史元素在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文创团队开发下成为“又红又
潮”的产品：“望志路 106 号”冰箱贴、

“树德里”笔记本、放有“密函”的文创
套盒⋯⋯红色历史传播有了新载体。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90 后”讲
解员李欣曈说：“我要当好‘翻译者’，
把红色历史立体、有重点地呈现给观
众。如果能让参观者在听了讲解后，
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有自己
的感悟，这就是我无上的荣耀。”

有面向国际化、开放态的——在
延安，连续推出的实景演出《延安保卫
战》《黄河大合唱》、舞台剧《延安保育
院》《红秀延安》等游客体验类节目，吸
引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友人观看。

在红色地标中致敬历史，在精神
谱系里接受洗礼，红色基因的传承，
在当下迸发出更多精神的力量。

这些红色故事正在成为新时代
奋斗者的精神密码。2017 年 2 月，井
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神山村，昔日
最偏远的贫困村之一，已变身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全村开起了 20 多家农
家乐，80%的村民参与乡村旅游，人均
年 收 入 从 不 足 3000 元 到 超 过 2 万
元。”神山村村支书彭展阳说，过去仅
有 30 余名老弱妇孺留守的村庄，如今

在外打工村民已不足 30 人。
神山村的蜕变并非个案。在位

于延安城区以东 22 公里的康坪村，村
民闲置的窑洞被打造成民宿，变成了

“乡村致富宝”。“延安的红色旅游资
源独特，近几年越来越好，许多游客
来了就希望能体验陕北的窑洞生活，
我们就是瞄准这一商机，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延安德耀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国说，在疫情影响
下，2020 年收入还有 100 多万元，更
多村民能从中收益。

焕新亮相：积淀红色气质，迎接
高光时刻

2021 年，红色地标将以全新的面
貌，迎接建党百年的特殊时刻——

在上海，“建筑可阅读”将进一步
升级，进入到全新的“数字转型”3.0 版
时代，对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云平台等数字化方式，长三角的

“红色风景线”也将连点成线。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世

忠说，2021 年将通过深入挖掘、利用
好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努力推出更
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化和
旅游精品，生动讲好红色故事，着力
加强建党百年重大主题创作生产，做
优红色文化和旅游项目。

行走在井冈山，“红色最红、绿色
最绿、脱贫最好”的标语随处可见。
200 多家红色培训机构在十余个乡镇
找到合作伙伴，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
红色培训的产业链“快车”，一堂课带
富一个村，让更多群众分享红色培训
带来的旅游红利⋯⋯

让红色气质成为指导城市转型
发展的“风向标”，为开拓未来提供丰
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在上海，与中共
一大会址一路之隔，就是上海黄浦区
党建服务中心，丰厚的红色资源引流
扩散；在延安，当地坚持资源保护与
开发并重，先后投资 1000 多亿元，实
施了新区建设、旧城改造、居民下山、
延河治理等 17 项重大城市建设工程，
为红色旅游发展“腾挪”空间，为产业
转型升级打好坚实基础。

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马东坡
说，延安将坚持以红色教育为核心，强
化红色基因传承效果，以一座城市的
名义向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致敬。

（参与采写 郭敬丹 范帆）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这些红色地标这些红色地标，，新年缘何如此新年缘何如此““红火红火””？？

新华社日内瓦 2 月 12 日电 （记
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2 日表示，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已
完成全球病毒溯源中国部分的工作，目
前正在撰写总结报告并希望能于下周
发表，报告的最终详细版本将于未来几
周内公布。

谭德塞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专家
们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科学工作，使人们
离了解病毒起源更近了一步。同时他
表示，目前所有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假
设都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专家组的工作让我们更好地了解
了新冠疫情大流行早期情况，并确定了
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的领域。我们
将继续努力获取所需的信息，以回答仍
需回答的问题，”谭德塞说。

专家组组长彼得·安巴雷克也在记
者会上说：“要真正了解新冠病毒起源，
找出最初是何种动物以何种途径将病
毒引入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

世卫组织派出的国际专家组 1 月
14 日抵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
家组，共同开展新冠病毒全球溯源中国
部分工作。2 月 9 日，联合专家组在武
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专家组对新
冠病毒从自然宿主直接传播和通过冷
链食品、中间宿主、实验室等四种引入
人类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评估，认
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是经中间宿主
引入人类，也“可能”是直接传播或者通
过冷链食品引入人类，“极不可能”是通
过实验室引入人类。

世卫组织专家组将发布
赴华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报告

新华社洛杉矶 2 月 12 日电 （记
者 黄恒）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到
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从科罗拉多州
的丹佛到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12
日美国西部多地民众和商家以别开生
面的方式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洛杉矶附近的大型商场南海岸购
物中心有举行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的传统。今年，购物中心一面严格防
疫，一面将全店以春节元素装饰一新，
金牛、鞭炮、红包等造型随处可见。入
驻购物中心的很多全球顶级时尚品牌
相继推出自己的牛年限量产品，各家餐
厅则纷纷向食客提供春节特色菜。

购物中心还把以往在店内举办春
节庆祝活动的表演舞台搬到互联网上，
邀请来自本地和全球的艺术家一起为
观众奉献别具特色的演出。购物中心
总经理戴维·格兰特说，庆祝春节已逐
渐成为南加州的一项文化传统，它让生
活在这里的各族裔民众加深了对彼此
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中国周”
也是一项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传统文化、
教育和社交活动，去年吸引了 3 万人参
与。今年全部活动都搬到互联网上，组
织者预计参与者会更多。除传统艺术

表演，活动官网上有专门为孩子们设计
的互动游戏，诸如用筷子比赛、折纸和
学写汉字；还有专门的视频链接，教观
众制作饺子、粤式茶点、馄饨、麻球等食
品。

拉斯维加斯近年已被多家美国媒
体评为庆祝中国春节最热闹的美国城
市之一。今年第十届“沙漠中国年”活
动也改在线上，除了中国功夫和歌舞表
演，组织者特别发出倡议，呼吁当地消
费者在春节期间去亚洲风味餐馆订餐，
帮助它们抗击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
这一号召在菲尼克斯和丹佛等大城市
也得到响应。

这些春节庆祝活动表达了人们对
牛年的美好期望。“菲尼克斯中国周”的
组织者之一安斯莉·孟对记者说，活动
努力传递一个信息，即新的一年大家要
勤奋、有力量和信心，“我们要踏实工
作，共同努力，实现从疫情中恢复和丰
收的目标”。

拉斯维加斯代理市长斯塔夫罗斯·
安东尼说，2020 年是艰难的一年，期待
在新的一年中一切会变得好起来。人
们需要有牛的品质，即冷静而有耐心。

“牛是一种强壮而结实的动物，埋下头，
勤奋工作。”

美国西部多地举办庆祝活动
喜迎中国农历新年

游客在陕西延安宝塔山上重温入党誓词（2019 年 4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青少年代表参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2019 年 5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刘雄马

看着视频里穿着花裙子的女儿在欢
快的音乐中翩翩起舞，中国第 19 批赴黎
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政工干事喻名扬
开心地笑了。作为分队政工干事，春节
期间她负责为分队准备晚会、安排活动，
让身处黎巴嫩南部地中海畔的维和官兵
们，也能一起享受中国“年味儿”。

今年是喻名扬 3 岁半的女儿第一次
没有妈妈陪在身边过年。为弥补这一
遗憾，从一个多月前，喻名扬就早早列
出了网购清单——连衣裙、运动鞋、零
食、玩具⋯⋯不过，由于工作繁忙，她最
近同女儿视频通话的时间一减再减。
她说，为了让战友们在海外也能过一个
欢乐喜庆的春节，“付出再多都值得”。

对战士蔡理杰来说，这是没能回家
陪父母吃年夜饭的第五个春节了。母
亲年前刚住院做完手术，他无法亲自陪

同照顾，感到很是愧疚。在分队的春节
晚会上，蔡理杰主动请缨担任晚会主持
人。背台词、练台风、纠正口音，蔡理杰
跟自己较上了劲。“我想让妈妈知道，她
的儿子很优秀！”

家是永远的港湾。“糖醋排骨、水煮
鱼片、辣子鸡、肉丸子，爸妈说要准备的
年夜饭里有一半是我喜欢吃的菜，每次
视频都流口水！”女兵李昆霖边布置场
地边告诉记者。

女兵白应飞说，过年前家里有“扫
尘”习俗。爸爸告诉她，妈妈打扫了好
几次她的房间，还看着她的照片流下了
思念的泪水。

“平安”“凯旋”是维和官兵与家人
视频交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
虽然身在遥远的地中海畔，无法陪伴家
中亲人，但维和官兵懂得，军人需要坚
守岗位、履行职责。有了万里连线的温
暖，地中海畔的中国“年味儿”越来越
浓。 （新华社贝鲁特 2 月 12 日电）

“年味儿”在地中海畔的
中国维和营地飘起

□新华社记者 郭丹 郭威

“这是我买的红包、窗花、灯笼，还
有给孩子买的小旗袍和龙马褂⋯⋯”
在日本奈良生活的赵卉收到转运公司
寄来的包裹后，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
跟新华社记者如数家珍地介绍在网上
选购的年货。

赵卉说，这是她第一次通过转运
公司收发快递，“非常专业、放心、快
捷。托他们的福，今年可以热热闹闹
在日本过个红红火火的中国年”。每
逢春节，在海外生活多年的赵卉都会

带上孩子回国过年，但新冠疫情挡住
了一家人的归乡脚步。虽然通过视频
电话可以向父母拜年，但家乡浓浓的
年味儿让她最难忘怀。

“过年就要张灯结彩！”赵卉表示，
虽然人在国外，仍希望孩子能够通过
各种春节文化习俗和地道年货体会传
统的中国年味儿，不忘中国文化。

与 第 一 次 体 验 转 运 公 司 服 务 的
“新手”赵卉不同，住在东京的张旌几
乎 每 个 月 都 从 国 内 网 购 商 品 寄 往 日
本。她说，通过网购转运，在日本少见
的国内各类特色美食、方便食品都可
以便捷地送到她手中。“用家乡的味

道，解思乡的愁怀。”
便捷的背后，是不断发展的物流

体系，它连接中国与海外市场，不仅便
利中国消费者“海淘”，也让身处海外
的消费者更方便在线购买中国货。

东焱国际快递集运公司物流网络
覆盖全球 30 多个国家，其中日本是发
货最多的国家，占总发货量的 80%。
企业负责人郭文斌告诉记者，去年疫
情期间，个人转运业务大幅提高。

近期，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物
流平台菜鸟国际整合国际物流体系，
纳入了东焱国际的快递业务。从用户
下单起，包裹的流向、动态都在菜鸟国

际物流单上显示，不需要根据单号一
次次检索、查找货物行踪。菜鸟国际
数据显示，主要得益于跨境服务和国
际零售业务订单迅速增加，去年第四
季度平台业绩增长迅猛。

中国跨境电商与物流行业的“组合
拳”为跨国采购提供多元化、高性价比的
解决方案，极大提高外贸出口订单履约
效率，缩短中国外贸出口订单交付时间。

得益于中国不断发展的跨境电商
和物流业务，“原汁原味”的中国年货正
源源不断地送到海外，让海外游子一解
思乡之情，也让各国人民一睹中国传统
文化之风韵。（新华社东京2月13日电）

跨境电商与国际物流“组合拳”
助力中国年货出海

2 月 13 日晚，新春主题焰火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海滨上空绽放，庆祝中国农历
春节。 新华社发

焰火贺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