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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琼

当地时间1月18日晚， 在剑桥大学访
学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向左甫一家，
应邀参加了剑桥威斯利卫理公会派教堂
举办的“马年春节庆祝会”。 这是他们在剑
桥参加的第一个春节庆祝活动，比小年夜
还要早几天。

向教授说， 当欢快的锣鼓声响起，象
征着吉祥如意的中国狮子跃上舞台，憨态
可掬、妙趣横生的狮舞让浓浓的中国年味
儿顿时溢满这座古老的英式教堂。而接下
来的太极拳、魔术秀、凤阳花鼓、古筝演奏
等极具中华传统特色的表演则将晚会一
次次推向高潮。主办方还特别向与会嘉宾
介绍了中国春节的传统习俗、舞狮、太极、
凤阳花鼓、中国民乐等文化背景。最后，晚
会在喜庆的中国歌曲“恭喜恭喜”中落下
帷幕，一个个素不相识的中外嘉宾不约而
同地哼唱着“恭喜恭喜”互致问候。餐会就
在这欢乐中国年的气氛中开始了。有趣的
是， 餐前还有例行的唱赞美诗和祈祷仪
式。“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聚会！ ”向教授
感慨道。

餐会上虽然有西式甜点提供，很多外
国朋友的食盘里却堆满了饺子、 面条、春
卷和包子等。 在排队取餐的人群中，一位
身着大红唐装的英国女士特别引人注目，
向教授忍不住赞美她的衣服和装扮，女士
开心地笑道：“我知道红色是中国春节的
主打色，所以特意选了这套服装！ ”交谈

中，向教授了解到，春节期间，剑桥很多教
会都会举办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活动，邀
请中国学者、学生和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
各国友人参加。 这次聚会就有200多名嘉
宾参加，其中中国学者、学生约占一半。

“我在欧洲多国访问和旅行过，接触
到的外国朋友大多对中国比较了解，对中
国传统文化深感兴趣。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
和中外交流的加深，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也
越来越被西方了解和尊重。 ”身为70后的

向教授对记者说，临近春节，不少超市都
有平安结、“福”字、喜庆鞭炮等中国春节
装饰品出售，中国城、中国街也都增添不
少节日装扮。

由剑桥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策
划和主办的“剑桥春晚”迄今已有10年历
史，今年的“剑桥春晚”，将以“中国梦”为
主题，在2月2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三晚上
拉开帷幕，让古老的剑桥再沐浓郁的“中
国风”。

剑桥里的“中国年”
本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杨颖

还只是腊月十五，已移居加拿大
7年多的申朝霞就带着儿子从加拿大
回国了，老公也会在年三十之前赶回
来。“今年在老家过年的滋味肯定不
一样，要知道，在海外，华人最怕的就
是过年。 因为那是一种没有多少年味
的年。 ”

但申朝霞也告诉记者，虽然在国
外没有过年的氛围，大人孩子也都没
有假期，可是，随着日历上的那个大
红日子一天天临近，大家的心里还是
有期盼。 华人超市里热闹无比，锣鼓
音乐声喧闹不已，那些喜庆的歌儿唱
得人心里是又酸又甜，中国特色的拜
年礼盒堆成了山，朋友之间早早就在
打电话预约了，看在谁家聚，是包饺
子还是吃火锅？

“在加拿大过了七个年，最有趣
最难忘的一年是2008年在蒙特利尔。
当时我在一个学校参加培训，学校为
了照顾华人学生的感受，决定在中国
的年三十晚上，也就是蒙特利尔的中
午时分，在学校举办一个华人学生春
节联欢会。 ”申朝霞记得学校的负责
人说，他们会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结
果，等华人学生来到老外学生们布置
好的礼堂时，傻眼了，他们居然用白
色的纸来装饰舞台！ 他们认为这象征
纯洁，是天使的颜色。 大家哭笑不得，

赶紧向老外们解释，中国人过年过节
图喜庆，要用大红色或者金色，白色
和黑色是万万不可的。

经过重新布置，大红的舞台终于
搭起来了，喜庆的氛围立刻弥漫了整
个学校，华人学生都自告奋勇表演了
很多节目。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可是
到了正午12点，也就是国内的年三十
零点报时的时候， 整个会场沸腾起
来，会场里播放着一首首经典的中国
歌曲，《故乡的云》、《再回首》、《常回
家看看》……申朝霞说她也记不清是
哪一首触动了乡愁，想起一个人在异
国他乡打拼， 老公和儿子都还在国
内，思念的泪水突然哗哗地流，“同学
们纷纷来安慰我，可是，还没有安慰
几句，他们也开始掉眼泪，那一刻，大
家都沉浸在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的
无比思念中，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个
时刻像那天一样，如此深刻地印在了
我的脑海中。 ”如今回忆起来，她不禁
又红了眼圈。

申朝霞说， 最开心的年， 要数
2010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
聚了， 而且从蒙特利尔搬到了多伦
多。 ”她说，那一年，她们一家人去超
市买来中国结，挂上福字，自制了小
肥羊羊肉火锅， 准备了满桌的配菜，
准备了年糕和鱼。“虽然只有我们一
家三口，却依然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儿，那一年，我明白了，过年要的就是
这种团团圆圆。 ”

异乡的年味儿

剑桥街头张贴的中国福字和剑桥春晚宣传海报。 向一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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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明总是那么热情爽朗， 尽管已年过
六十， 熟悉她的年轻人都叫她“佩姐”。 佩
姐退休前是长沙一家汽车配件厂的副厂长，
现已在美国孟菲斯市定居10余年。 佩姐最近
有点忙， 她和老公在排练一个联唱表演节
目， 要上美国大孟菲斯华人联合会 （简称大
孟联） 举办的华人春晚， “我们这个春晚办
了10来年了， 现在节目多得要导演审批， 我
们的节目被选上了， 得加紧练， 不能筐瓢。”
微信里， 佩姐用了句最经典的长沙话。

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也许不是一
个很有名的城市 ， 但说起孟菲斯的华人春
晚， 在全美华人圈里就小有名气了。 一是办
得早， 2002年就开始了； 二是规模大， 每年
大年三十安排两场， 每场都有近2000人参
加， 歌舞、 乐器、 武术表演加小品相声， 非
常喜庆热闹。

“第一年的华人春晚就是两个半湖南人
在我家里商定的， 当时我儿子刚好买了靠湖
边的大房子。” 两个半湖南人， 佩姐的儿子
陈玮算一个， 来自衡阳的莫加大算一个， 还
有就是杨守礼。 杨守礼不是湖南人， 但他的
太太是长沙人， 所以算半个。 莫加大是大孟
联首届会长， 杨守礼则是大孟联首届董事会
轮执董事长。 而陈玮， 湖南人对他就更不陌
生了， 这个长沙伢子不仅白手起家创建了美
国商翔实业公司， 还是首次驾驶单引擎飞机
环球飞行的中国公民。

佩姐告诉记者， 为了召集首届孟菲斯华
人春晚， “两个半湖南人” 在她家里讨论了
近两个小时。 大伙觉得， 当时孟菲斯虽然有
很多华人， 但到了春节都没有活动， 也没有
春节气氛， 很有必要在异国他乡办一台像春
晚一样的节目， 把华人们凝聚起来。 “那一
年的春晚是陈玮赞助的， 他先开了张3000美
元的支票给晚会， 然后说如果不够再由他补
足。”

“陈玮从第一年开始赞助，十几年了，年
年赞助。 他的公司的副总裁陈江，是现在的大
孟联会长，不仅出钱，还要出力。 春晚后还有
晚餐招待，有饺子，有中餐馆赞助的中式点心
和饭菜，让大家在过年时有一种家的感觉。 ”
佩姐说，“在孟菲斯， 华人人数约
有六七千， 其中湖南人大约有三
四百人， 我们湖南同乡会出的节
目， 就会更多
地考虑到湖南

元素。 有一年春晚，我们邀请到了著名歌唱家
成方圆和陈思思来表演， 我们家陈玮还和湘
妹子陈思思一起上台对唱了一曲 《刘海砍
樵》，你说这算不算地道的湖南口味啊？ ”说及
此，佩姐开心地笑了。

两个半湖南人
与孟菲斯的华人春晚

旅美华侨段燕文。 通讯员 摄

泰国湖南商会会长刘纯鹰。
通讯员 摄

阿联酋湖南商会会长常琪。
通讯员 摄

� 小美女们在认真排练“茉莉花四重奏”，迎接2014年孟菲斯华人春晚。 李佩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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