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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园

拉共体第七届峰会聚焦区域一体化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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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5 日电 1 月 24
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
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
行。应拉共体轮值主席国阿根廷总统
费尔南德斯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峰会作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
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
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拉共体已
经成为全球南南合作不可或缺的推动
力量，为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推进区域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支持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一体化进程，高度重视发展
同拉共体关系，将拉共体视为巩固发展
中国家团结、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伙
伴。正是本着这样的初心，中方同拉方
一道，不断加强中拉论坛建设，推动中拉
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
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同中国合
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并
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同
中方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
变革期，只有加强团结合作才能共迎挑战、
共克时艰。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继
续守望相助、携手共进，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共同体第七届峰会作视频致辞

1 月 24 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应拉共体轮值主席国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峰会作视频致辞。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春节期
间，斗门莲洲镇莲江村热闹非常：由
美丽庭院打造而成的“一家一品”

“农夫集市”等共计60个新业态，让
慕名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村民自
娱自乐的文艺演出，展示了咸水歌
等当地原生态民俗文化。“农房有价
值、村民有收入、集体有积累”的乡
村产业振兴之路，正随着兔年的到
来宏“兔”大展。

1月25日下午，虽然天气寒冷，
莲江村依然游人如织。亲子骑行、
漫步绿道、品尝美食……大家玩得
不亦乐乎。“一家一品”“农夫集市”
内聚集了不少游客，备受孩子们喜
爱的棉花糖摊位前排起长龙；莲江
有饮、柴火小笼包依然是那股熟悉
的乡土味道，吸引了一众回头客。

一阵饭香飘来，这是地道莲洲
煲仔饭的味道，也是游客必尝的网
红美食。“大年初二开始营业，每天
10点开始准备，到下午2点多就卖
完了，这些酱料、手信产品也很受欢
迎，每天都要补三轮货才行。”店铺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巷子面馆、莲江古酱、柴火小笼
包、玉盘蒸糕、莲江有饮……莲江村
目前共有20个“一家一品”、40个“农
夫集市”。“周边环境好、空气清新，像
是天然氧吧，有得吃也有得玩。”来自
中山古镇的邓先生开心说道。

春节期间，莲江村还举办了“新
莲开市·乐兔迎春贺新岁”文艺活
动。“除了文艺表演、曲艺展示，还推
出了咸水歌等本土民俗文化节目，
每天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玩，从初

二至今，共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
莲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邓
昔强介绍，这些节目形式生动活泼，
是村民自娱自乐自办，体现出新农
村文明之风日渐浓厚。

“一家一品”“农夫集市”来之不
易。斗门区在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中，莲江村大力推进星级家

庭建设，创建了一个个环境整洁、内
外兼修的美丽庭院。“一家一品”“农
夫集市”正是这些美丽庭院经济的
延伸和探索。

“珠海汇华博雅旗下的珠海市
乡创乡村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目前与
莲江村委会共同成立村企合作公
司，运营‘一家一品’‘农夫集市’项

目。”珠海汇华博雅乡村振兴事业部
经理杨欣怡表示，通过这种合作方
式形成“村企农”利益共同体，将美
丽庭院经济与人居环境整治相结
合，推出村民参与的农村致富创业
项目，尝试走出一条“农房有价值、
村民有收入、集体有积累”的乡村产
业振兴新路子。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亲子游是假
期出行的主要方式，许多家长带着孩子走
进农业公园，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也少
不了和萌宠小动物来一次亲密互动。

作为珠海市级农业公园，大年初四
的岭南大地百草园里，兔子园成为游客
打卡的热门地。兔年撸兔很应景，兔子
园里有30只可爱的小兔子，小朋友们可
以在这里与萌兔亲密互动。

“孩子与动物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他们都非常喜欢小兔子，还有小朋友的
新年愿望就是饲养一只。”园区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为了满足游客需求，公园还准
备了一批可购买的兔子。

走进新升级的千鸟园，3000多只虎
皮鹦鹉叫声清脆软萌，可爱值爆表。它
们非常友好乖巧，一点都不怕人，只需在
手中放上一点饲料，便争先恐后飞过来，
落在游客身上雀跃欢唱。

优雅的梅花鹿有了自己的新家，数
量也增加至 40 头。在宽阔的“心花鹿
放”鹿岛公园，温顺的小鹿懒洋洋地晒着

日光浴，长长的睫毛下，又大又圆的眼睛
乖巧灵动。它们喜欢与人互动，只要你
手上有它们爱吃的玉米棒，就会摇头晃
脑地乖乖跟着你。

萌宠乐园里还有 6 只可爱的小香
猪，毛色黑白相间，身高约30厘米，一看
到游客，胖乎乎的身体就聚拢过来，憨态
可掬。

山羊、孔雀、黑天鹅、矮马、小鸭……
这些小动物都是孩子们的好朋友。孩子
们与小动物互动拍照，园区还准备了胡
萝卜、番薯等食物，供游客喂食。

“平时生活中很难近距离看到兔子、
香猪、梅花鹿这些动物，来这里一次性看
个够，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一名家长
表示，农业公园好玩又长知识，特别适合
亲子游，是假期遛娃的好去处。

除了岭南大地百草园外，在珠海台
创园的开心牧场展示区，春节假期也可
以看到羊驼等动物。呆萌的羊驼瞪着大
眼睛在半开放式草坪上散步，游客可近
距离与它们互动、喂食。

新华社澳门1月25日电 24日农
历大年初三晚，澳门成为欢乐的海
洋。两场贺岁重头戏——花车巡游、
烟花汇演你方唱罢我登场，将澳门的
新春气氛烘托得红红火火、喜庆热烈。

“兔跃盛世 欢乐春节2023年农历
新年花车汇演”于初三晚8时至9时45
分举行，现场18辆充满新春气息的花
车从西湾湖广场出发，游经孙逸仙大
马路，最后在澳门科学馆落幕。花车
上，多支载歌载舞的表演队伍为澳门
居民及旅客送上祝福，倾情互动。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李
伟农致辞表示，贺岁花车汇演已成为
澳门一个亮丽的节庆盛事品牌，今年
18辆各具特色的花车与表演者，为大
家送上最真挚的节日祝福。期待在这
美好的庆典中，让澳门居民、访澳旅客
感受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多
元魅力，澳门旅游业迎来复苏，欢欣迈
向丰盛新一年。

今年澳门农历新年花车汇演以
“兔年”为主题，通过兔子敏捷、聪明、
活跃、幸运和热爱挑战的形象，传达促
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及提振经济活
力、百业兴旺的寓意。

来自湖南的小朋友晃晃骑在父亲
肩头，与花车上的玉兔人偶完成了“击
掌”。“听说今晚有花车巡游，我们很早
就过来占位了，不虚此行，非常有过年
的气氛。”晃晃的父亲说。

晚上9时 45分，花车的喧天锣鼓
声还未散去，朵朵绚烂的烟花已经绽
放在海面上空。兔年首场“岁岁平
安—绚丽澳门烟花汇演”接续送上，在
旅游塔对出海面上演历时15分钟的璀
璨烟花，将活动气氛推上高峰。

据介绍，第二及第三场的烟花汇
演将分别安排于农历年初七“人日”（1
月 28 日）晚 9时 45分，以及在元宵佳
节（2 月 5 日）晚9时在旅游塔对出海面
绽放，延伸喜庆节日气氛。农历年初
七（1 月 28 日）晚8时，第二场花车汇演
将走入北区。

24日晚，一连三天的“新马路任我
行——步行区试行计划”也告一段落，将
于农历年十四、十五续办。原本新春期
间暂停营业的商户表示，见到活动引来
大量人流，故特意提前复市，生意增加近
一成，旅客消费力度普遍较以往更大。

“机会千载难逢”“人生至少去一
次”，不少澳门居民和旅客24日晚赶来
打卡新马路步行街。沿途多个文创摊
位、美食摊位、音乐现场表演，将往日
车流不息的新马路装点成信步闲庭的
嘉年华现场。

精彩纷呈的各类活动助推，澳门
新春客似云来。大三巴是澳门旅游经
济的晴雨表。记者看到，这里出现了
久违的人头攒动场面，带旺了沿街各
店家的生意。因应旅客过多，甚至一
度启动了人潮管控系统。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表示，农
历年三十至年初三（1 月 21 日至 24 日）
入境访澳旅客24.5万人次，日均约6.1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3倍，其中
内地旅客占5成多，香港旅客占3成多。

日日有活动，天天有精彩。澳门
特区政府旅游局表示，新春期间还有
单车行大运、康体嘉年华、贺岁足球
赛，以及多场星光熠熠的演唱会等。
节庆盛事连连，让居民及旅客“感受澳
门乐无限”，吸引更多旅客来澳度岁，
振兴经济。

盛事连连贺新岁
——澳门迎兔年集锦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月24日
电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
体）第七届峰会24日在阿根廷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与会的33国领导
人和政府代表重点讨论了区域一体
化、食品安全、环保合作等议题。

拉共体轮值主席国阿根廷总统费
尔南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发展最不平等
的地区之一。他呼吁与会国家推进
区域一体化，建立一个能保护人民共
同利益、尊重多样性的区域一体化机
制。他对巴西本月初重返拉共体机制

表示欢迎，认为巴西的参与让拉共体
更完整。

阿根廷外长卡菲耶罗代表拉共体
轮值主席国阿根廷做工作报告时表
示，2022年阿根廷作为轮值主席国主
要推动了拉共体内部经济社会复苏、
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文化教育、性
别平等等五方面工作。拉共体将发展
与中国、东盟、印度等域外伙伴的关系
作为优先事项。

巴西、智利等多国领导人在发言
中表示，拉共体成员国应加强协调
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团结起来应

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弘扬多边
主义，为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共同
努力。

会议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宣
言》，内容包括区域一体化、食品安全、
性别平等、环保合作等。宣言说，拉共
体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南
乔治亚岛与南桑威奇群岛及周围海域
的合法权利，希望阿根廷和英国根据
联合国相关决议，尽快重启谈判以期
和平解决争端。

会议决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接任拉共体轮值主席国。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春节
期间，珠海博物馆推出多项“文化套
餐”，吸引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大年
初三，8名小志愿者讲解员经博物馆
老师的专业培训，正式亮相为观众提

供义务讲解服务。
在珠海博物馆“大展宏兔——石

湾贺年生肖陶艺巡回展”区域，小讲
解员身穿红马甲，往返于展区之间，
积极主动为观众提供讲解服务。孩

子们用通俗、流畅的语言，将展览
的内容讲得生动、有趣，得到现场
观众一致赞赏。有家长反复带孩
子过来观摩学习，并询问如何报名
参加活动。

据悉，珠海博物馆常年举办青
少年志愿讲解活动，自 2020 年 10
月新馆建成以来，共开展志愿讲解
服务 150 余场，接待团体、游客
5000余人次。

边吃地道美食边听咸水歌
斗门莲江村“一家一品”“农夫集市”红红火火

和萌宠们来一场亲密互动
农业公园亲子游为假期添趣味

游客与梅花鹿亲密互动。岭南大地百草园供图

兔年看生肖陶艺巡回展
8名小志愿者走进博物馆当讲解员

游客打卡斗门莲江村。 本报记者 张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