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音乐厅
贝德加拉王子街146号
2019年春节音乐会（中国国家音乐团）
1月31日 19:30

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
赫雷拉·帕尔丁拿斯街73号
中国十二生肖文创展
2月1日至2月23日*
2019年春节音乐会
2月1日 19:30***
2019年春节文化活动
2月9日 12:00至14:00，17:00至20:00*
中国电影欣赏
2月2日，2月9日，2月16日和2月23日18:00**
“悦读中国”读书俱乐部
2月21日 18:00***
*免费入场，详情请查阅www.ccchinamadrid.org
**免费入场，满座为止
***免费入场，请提前在www.ccchinamadrid.org上
报名登记

中国味道：品尝中国美食
节日套餐：“品尝长江以南的美味佳肴”
1月25日至2月1日。主厨：唐伟成（中国无锡）。格兰
梅里亚宫大酒店。

马德里中餐馆均提供节日套餐
1月23日至2月24日。套餐价格从20欧元至65欧元不
等。
（每售出一份套餐，餐馆将会向何塞·玛利亚·德·亚诺
斯基金会捐出2欧元）
更多信息请查询网页www.chinataste.es或关注
Instagram和Twitter账号chinataste。

唐伟成“大师班”
1月30日 18:00 
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
免费入场，请提前于www.ccchinamadrid.org上报名
登记。

2019年国际旅游展上的中国味道
1月26日至1月27日
IFEMA会展中心6号馆，6D05“中国旅游”摊位
*在IFEMA会展中心售票处或其官网上可购买2019年国
际旅游展门票

希贝莱斯宫春节灯光
2月5日

春节庙会（马约尔广场）
2月23日和2月24日 11:00起
届时将有手工艺品展示、音乐表演、书法展示以及美
食摊位等。

盖耀尔广场
2月5日（星期二）
中国传统书法和音乐表演
17:00 在琵琶声中欣赏中国传统书法表演
适合所有年龄人群参加

在乌塞拉区的春
节活动
2月6日（星期三）

加布里埃·加西亚·马尔克斯图书馆
人民广场2号（即奥卡苏尔文化中心） 

中国的儿童故事**
18:00 《从前，有个西班牙人在中国》。
适合4岁以上人群参加。

2月7日（星期四）

加布里埃·加西亚·马尔克斯图书馆
人民广场2号（即奥卡苏尔文化中心） 

中国的儿童故事**
18:00 《猪年行好运》。
适合4岁以上人群参加。

马德里秘密空间
尼古拉斯·乌塞拉街27号

影片连播及对话访谈*
19:00 纪录片《乌塞拉辟谣之中国居民篇》。导演：乌
塞拉区跨文化调解服务
电影《鱼缸》。导演：巴科·尼古拉斯。
参加者可与导演们对话。
适合18岁以上人群参加。

2月8日（星期五） 

乌塞拉政府广场
拉斐尔·伊巴拉街41号

春节庙会 
17:30至19:30 中国文化的26个方面
猪年新年联欢会 
17:30 开幕式 

18:15 无国界弗拉门戈表演，表演者: Karina Yao和“北
京的吉普赛人”Cao Wang

19:10 少林僧人武术表演 
趣味照
17:30至19:30 成为春节的“名猪”
游览乌塞拉*
通过游览乌塞拉，发现最传统和最现代的中国。
出发时间：17:30（老人亦可参加），18:30 （视障人
士或盲人亦可参加）
出发地点：乌塞拉政府广场信息问询处
以上所有活动均适合所有年龄人群参加。

马德里秘密空间
尼古拉斯·乌塞拉街27号

影片连播和对话访谈*
19:00 短片《晚霞》。导演：西维利亚·雷伊。纪录片
《红线》。导演：晓梅·埃斯皮罗·罗赛洛。
参加者可与导演们对话。
适合18岁以上人群参加。

木头工坊
拉斐尔·伊巴拉街49号

在春节了解中国文化
18:00 中国棋艺。介绍中国传统棋艺的相关知识，欢迎
男女老少前来下棋。
适合8岁以上人群参加。

何塞·伊艾罗图书馆
拉斐尔·伊巴拉街43号

18:00 和爷爷奶奶一起做中国发明。
适合5岁以上人群及其（外）祖父母一起参加。

乌塞拉政府展览厅
中西诗歌演绎** 
18:00 在中西音乐中欣赏诗歌和视觉艺术。适合所有年
龄人群参加。

乌塞拉政府礼堂
拉斐尔·伊巴拉街41号4楼

中国电影欣赏**
16:00 《唐人街探案》。导演：陈思诚。动作片。
该片为讲述两名侦探如何在曼谷侦破杀人案的喜剧悬
疑片。
19:00 《港囧》。导演：徐峥。喜剧片。
导演徐峥亲自上阵饰演主角。《人在囧途》系列的最
新一部作品讲述了徐来（徐峥 饰）被卷入一起谋杀案
中的故事。该片包含了更多我们熟知的动作元素，讲
述了主角的历险故事。

适合12岁以上人群参加。
电影为中文原声，配有西班牙语字幕。

 
2月9日（星期六）

乌塞拉政府广场
拉斐尔·伊巴拉街41号

春节庙会
11:30至19:30 中国文化的26个方面

猪年新年联欢会
11:30至13:00 春节联欢会
13:30 GAS乐队表演 

15:00至17:30 春节联欢会
18:00 Tigers’n Flies乐队表演

图像记忆
自12:00起 平面设计师、《酸甜西班牙冷汤：一位安达
卢西亚华人的自传》的作者Quan Zhou作客春节联欢
会。作为一名来自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年轻女性华人艺
术家，她以独特视角向我们介绍其作品中关于移民、
身份、青少年、性别的内容。

趣味照
11:30至19:30 成为春节的“名猪”

春节乒乓球赛
11:30 乒乓球比赛开幕展览
12:00至14:00, 16:00至18:00 一起来打乒乓球吧！

游览乌塞拉*
通过在乌塞拉穿街过巷，发现最传统和最现代的中国。
出发时间: 12:00，13:00，17:00，18:00
出发地点：乌塞拉政府广场信息问询处
以上所有活动均适合所有年龄人群参加。

木头工坊
拉斐尔·伊巴拉街49号

在春节了解中国文化*
11:30 家庭武术工作坊。一家人一起学习中国传统武术
的基本动作和套路。
适合6岁以上人群及其家庭参加。
12:00 窗花工作坊。学习中国传统窗花的制作方法。
适合5岁以上人群参加。
12:30 围棋棋盘介绍。学习世界上最古老的棋类游戏
的规则。
适合8岁以上人群参加。
13:00 七巧板。通过中国传统游戏来训练逻辑思维能
力。
适合8岁以上人群参加。
16:15 爷爷奶奶的游戏——麻将。麻将是老一辈常玩的
策略和计算游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适合10岁以上人群参加。
17:00 笔墨及中国传统绘画。了解中国传统绘画工具，
画一幅莲花图。
适合10岁以上人群参加。
17:30 给青少年讲述中国文化的秘密。通过学习中国生
肖、数字、颜色、习俗和传统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适合12至15岁人群参加。
18:00 中国书法。学习用毛笔在宣纸上写汉字。
适合8岁以上人群参加。

何塞·伊艾罗图书馆
拉斐尔·伊巴拉街43号

中国儿童故事**
12:00 和孩子们讲中国传统故事

16:30 美猴王和芭蕉扇
适合4岁以上人群参加

图书馆礼堂
11:30至14:00，16:00至18:30 文学工坊：活故事**
通过文字、声音、游戏和想象力来享受中国文学。
适合5岁以上人群及其家人参加。

政府展览厅
对话空间*
12:00 近观中国的女性。与三位嘉宾（卡尔拉·弗洛雷
斯，玛利亚·安赫雷斯·艾斯克巴尔，特蕾莎·摩亚）对
话，她们的事业均与中国文化相关。
17:00 中西网红。嘉宾: Yong Li，安达卢西亚华人
Quan Zhou， Simbo，流行艺术家Chenta Tsai。嘉宾
均为“零零后”华人。
适合16岁以上人群参加。

乌塞拉政府礼堂
拉斐尔·伊巴拉街41号4楼

中国电影欣赏**
17:00 《西游记之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导演：郑保
瑞。年份：2016年。片场：120分钟。儿童片。
该片改编自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

适合所有年龄人群参加。
电影为中文原声，配有西班牙语字幕。

布拉多隆戈公园亭子旁 
拉斐尔·伊巴拉街85号

18:00 灯光表演

通过放水灯和欣赏中西音乐来庆祝春节。
20:00 烟火表演

适合所有年龄人群参加。

2月10日（星期天） 

中国春节大游行
11:00 中国春节大游行，游行中将有Animathor公司和
马拉博剧团的表演。

游行路线: 马尔塞罗·乌塞拉街与奥尔维多街交界处 – 
拉斐尔·伊巴拉街 – 斗罗类似·巴兰科街。
适合所有年龄人群参加。

奥洛夫·帕尔梅公园
拉斐尔·伊巴拉街4号

闭幕表演
13:30 Animathor公司呈献精彩的闭幕表演，表演内容
包括魔术、体操、杀耍和柔术。

适合所有年龄人群参加。

2月11至2月19日

何塞·伊艾罗图书馆 
拉斐尔·伊巴拉街43号

中国儿童书籍的插画。马德里孔子学院举办的展示使
用中国传统技术绘制的儿童书籍插画。

更多活动

中国图书和电影
2月5日至2月19日
通过展示一系列的图书和电影，马德里的所有公共图
书馆邀请大家一起来庆祝春节，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
化。

中国传统美食餐车。
乌塞拉政府广场。
2月8日（星期五）17:30至19:30
2月9日（星期六）11:30至19:30

春节活动信息问询处和反性别暴力信息问询处。

志愿者将在在乌塞拉政府广场上派发中西双语的反性
别暴力的资料。
开放时间: 2月8日（星期五）17:30至20:00，2月9日
（星期六）11:00至20:00。
提供西班牙语手语服务时间: 2月8日（星期五）19:00
至20:00，2月9日（星期六）11:00至12:00及15:00至
16:00。
派发地图和面具**

交通方式 公交车：6路，60路，81路
地铁：乌塞拉或爱利普提卡广场站（6号线）

本活动安排仅供参考之用，具体活动以现场安排为
准。更多信息请查阅2019chino.madrid.es。

*工作坊、游览乌塞拉、对话空间、电影欣赏、影片连
播和对话访谈活动均要求参加者提前在网上报名登记。
**免费入场，满座为止。
***派完即止。

专为听障人士服务的技术

助听器服务

手语服务

轮椅使用人士或残疾人可进入区域

*以上标志均由Teatro Accesible提供

2019年春节活动安排
猪年春节已经来到马德里啦！马德里市政府已连续三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
牙大使馆合作，在马德里组织一系列庆祝春节的活动。今年仍如往年一样，我们
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猪年春节庆祝活动。
快来和我们一起来享受春节、参加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吧！
活动内容包括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美食和文学欣赏。通过这些活动，我们
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中国邻居，了解在马德里的华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一起
欢度春节！

主办单位

D
ep

ós
it

o
 L

eg
a

l: 
M

-3
0

28
-2

0
19

协办单位

赞助单位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en España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CHINA
NATIONAL
OPERA
HOUSE Fundación José María de Llanos

振动书包

振动书包

振动书包

振动书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