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卢西亚娜（Luciana） 和安米（Anmi）
一起表演莎莎舞蹈。
15:00h. 中国文化表演节目。 由乌塞拉区华人
社团组织表演。
17:00 – 19:00H. 中国流行摇滚歌曲的下午
17:00h神秘音乐会
18:00h音乐会：GAS乐团
欢迎所有市民参加

2020

年春节活动安排
国家音乐厅
维尔加拉王子大街(c/ Príncipe de
Vergara)146号
2020年中国新年音乐会（江苏省演艺集团民
族乐团）
1月23日19:30*
*免费入场，需提前在www.ccchinamadrid.
org上预订门票
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
帕尔迪尼亚斯将军大街(c/ General Pardiñas)
73号
金鼠报吉——十二生肖文创展
1月22日至2月22日 **
2020年中国新年音乐会
1月24日19:30 ****
“走进中心过大年”中心开放日
2月1日12:00至14:00，17:00至20:00 **
春节电影周
2月1日，2月8日，2月15日和2月22日18:30
***
“阅读中国”俱乐部读书会
2月6日18: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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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塞拉区主广场
在这个小帐篷区里您将可以身着古代传统服
饰穿越古今。
欢迎所有市民参与。
19:00 – 21:00h. 鱼缸美容院**
乌塞拉区主广场
您可以在造型美妆艺术家安东尼奥·马胡戈 的
帮助之下梳妆设计造型
欢迎所有市民参与。
19:00 – 22:00h. 鼠年节庆派对夜晚**
鼠年派对舞台
19:00-20:40h: DJ 杨; 20:40-21:00h: 城
市艺术家陷阱和说唱（trap y rap） 洛韦尔
托（Lowelto） & 怪兽（Kaiks） ，以及洋
井（Yowai）; 21:00-22-00h: DJ 蔡承达
Chenta Tsai Tseng (PCM). 在节目举行过程
将会有发光二极管(LED) 和激光秀

小老鼠的故事**
何塞·耶罗图书馆-儿童空间
12:00h一只老鼠漫步在故事里
16:00h中国星座与迭戈·德·潘托亚 5岁才能
参加
从上午12:00到14:00，以及从16:00至18:30
汉服时间
乌塞拉区主广场
小亭子穿着中国传统服饰
所有观众都可以报名参加
从12:00到13:30h和从15:00到16:30h。 巨型
书法表演
乌塞拉区主广场 欢迎所有市民参加
从12:00到14:00h和从16:00到19:00h。 卡拉
OK包厢 **
乌塞拉区主广场 欢迎所有市民参加

Cultural Conde Duque）展出。
乌塞拉区政府展览大厅
中国十二生肖。艺术家： 哈维尔·比德玛
（Javier Biedma）
生生不息。 丹楠
Espacio Oculto
尼克拉斯 乌塞拉街 (Nicolás Usera), 27号
迎接金属老鼠。 丹妮·塔里尼奥（Dani
Tarriño）
中国书展
从1月24日到2月12日
马德里所有市立图书馆都会精选书籍和电影展
出，以加深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1月28日，星期二，19:00欧亨尼奥 德特里雅
斯（Eugenio Trías）图书馆，**
演讲主题：由阿格达·帕拉（Águeda Parra）
主讲“中国，权力之路。亚洲巨人的新维度”
。 欢迎超过18岁的市民参加
拼音练习。 声音墙
玛塔德罗文化中心10号展览厅
星期五下午17:00至晚上20:00。 星期六和星
期日从12:00到20:00。 1月24日，星期五：
展厅关闭。 展览直到2020年3月。欢迎所有
市民前来参加

2020年快乐！中国历法的自然历史
2020年1月21号至2月23号在马德里国家自
然科学博物馆(MNCN-CSIC)，地址：Calle
17:00 – 21:00h 春节市集
José Gutiérrez Abascal, 2，营业时间为：周
乌塞拉区政府建筑后面的停车场
二至周五上午10点至下午5点/周一闭馆/周六
和周日上午10点至晚上8点，在permanente
de Biodiversidad室通过讲述12生肖的方式来
1月25日 星期六
15:00至18:00 中国成语故事
阐述中国历法的自然史，并以中文和西班牙
乌塞拉区主广场
语双语进行讲解。“中国历法和12生肖”研讨
10:30 - 19:00h. STORYWALKER行走的故
将由不同领域的说故事志愿者带领我们沉浸在 会在：1月25日，2月1日，8日和15日的中午
事。 乌塞拉边走边聊属于乌塞拉区的移民故
丰富多彩的中国想象世界中。 这是由马德里
12:00举办
事*
市政府在“老人也会说故事”的志愿者小组帮
从主广场的信息询问中心出发
中华美食节：品鉴中国美食
助与合作之下所规划的项目。
有机环保推广中心
这个活动需要提前在 MADRIDCHINO.COM
提供春节套餐的马德里中餐馆
欢迎所有市民参加。
马德里市政府的有机废物收集新系统基础的教
网站报名
1月17日至2月16日。套餐价格从20至40欧元
育与信息推广中心
并且需要自备有4G上网功能的手机和耳机。
不等。
18:00 - 20:30 h. 中国灯节
（每售出一份套餐，餐馆将会向A LA PAR基 可参加时段：10:30h; 12:00h; 13:30h;
普拉多隆戈（Pradolongo）公园
地址：乌塞拉区主广场（Plaza Junta Distrito
16:00h; 17:30h; 19:00h
金会捐赠1欧元）更多信息请查询网页www.
“为行动不便人士预留的空间”
Usera): 拉斐尔伊瓦拉街41号（Av Rafaela
欢迎所有市民参与
chinataste.es，Instagram或Twitter账号
湖泊将被成千上万的水花灯笼照亮，之后这些 Ybarra 41）
chinataste
水花灯笼将分发给儿童和大人
与中国新年一起学习成长*
2020年国际旅游展上的中华美食节
。***
如何前往：EMT公车：6，60，81号 /地
1月22日至1月26日，IFEMA会展中心，6C04 乌塞拉区 文化中心-木屋
18:00 DJ杨
铁：6号循环地铁乌塞拉（Usera）站和椭圆
所有的工作坊都需要提前在 MADRIDCHINO. 20:00h烟花表演
，“中国旅游”摊位*****
广场 （Plaza Elíptica）都可抵达。
***** 在IFEMA会展中心售票处或其官网上可 COM 网站报名参加
欢迎所有市民参加
本节目单信息可能会有些临时更动，更多信息
11:00h. 中国京剧脸谱绘画。参加年龄： 4-16
购买2020年国际旅游展门票
请访问网站 madridchino.com 查询
1月26日，星期日
岁。
12:30h. 剪纸艺术。 参加年龄： 6-16岁
阿拉卡拉门春节主题灯光
*工作坊，乌塞拉区街区边走边聊导览路线，
11:00 - 13:00。 大型多元文化中国春节游行
16:00h. 中国结工作坊。 参加年龄：10岁以
1月24日至1月25日
以及足球大师班等节目都需要在网络上预先
C /马塞洛 乌塞拉（Marcelo Usera）街，拉 报名。
上。
春节庙会（活动地点待定）
斐尔 依瓦拉（Av. Rafael Ybarra）街，C /
17:30h. 中国象棋 。 参加年龄：8岁以上。
2月1日至2月2日11:00
**免费进场，直到根据进场先后次序坐满为
多洛雷斯 巴兰科（Dolores Barranco）街
届时将有手工艺品展示、音乐表演、书法展示
止。
“为行动不便人士预留的空间”
春季杯赛事
以及美食摊位等。
***直到所有的票都发完为止。
本次活动将在USERA华人协会，Manuel
奥里卡西达市政体育中心-足球场7-1号
Muñoz学校，马德里志愿者协会以及华文
由欧足联阿尔贝托涅托 - 桑多瓦尔（UEFA
为行动不便人士（PMR）提供的无障碍
Alberto Nieto-Sandoval）资深足球教练担任 学校和马德里大学的志愿者，马戏团公司
通道
Circódromo的参与和配合下完美演绎！
课程导师的足球大师班。
欢迎所有市民参加
需要提前在 MADRIDCHINO.COM 报名参加
配合西班牙语手语翻译服务
1月24日星期五
第一组: 11:00 到 12:30h; 参加年龄: 7 到 10
11:00-19:00h。 小唐人街
岁
为听障者设计的振动背包技术
中国鼠年春节活动简介
乌塞拉区主广场
第二组: 12:45 到 14:15h; 参加年龄: 11 到
乌塞拉区主广场
愿望墙 | 趣味摆拍 | 发光雕塑 | 美食小摊
14 岁
“由亲民的剧院提供图示”
17:00正式开幕时将会有马德里各级领导，以 乌塞拉区主广场
及由乌塞拉区各社团负责筹备演出的中国文
11:00 – 19:00h 春节市集
化节目
乌塞拉区政府后面的停车场
11:00h - 18:00h. 来玩乒乓球。
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参加
欢迎所有市民报名参加。
13:30h 杂技马戏团
17:00-22:00h 小唐人街
从 11:00 到 14:00h 以及 从 15:30 到 18:30h. 奥洛夫·帕尔默（Olof Palme）公园
乌塞拉区主广场
“为行动不便人士预留的空间”
中国皮影戏**
为行动不便人士预留的空间
马戏团公司Circódromo
何塞·耶罗（José Hierro） 图书馆演讲厅
愿望墙 | 趣味摆拍 | 发光雕塑 | 巨型熊猫 | 美 在这个节目里将邀请大家借由玩皮影戏说故
欢迎所有市民参与
食小摊
文化信息咨询推广中心
事。
乌塞拉区主广场
欢迎4岁以上的市民参加。
许鸿飞雕塑作品世界巡回展
从1月24日到26日。
11:00 – 21:00h. 小唐人街
乌塞拉区主广场
马德里市政府新的有机废物收集系统运行环境
乌塞拉区主广场
两座由著名艺术家许鸿飞创作的‘肥女’系列雕 愿望墙 | 趣味摆拍 | 发光雕塑 | 巨型熊猫 | 美 基础教育与信息推广中心。
塑将会在主广场展出整个周末， 其他6座系列 食小摊
雕塑将会在西贝莱斯广场以及杜克伯爵文化中
还有...
心展出至2月12日。
11:00 – 21:00h 春节市集
乌塞拉区政府建筑楼后面的停车场
展览
17:00 – 19:00h. 卡拉Ok 包厢飙歌**
从1月24日到2月12日 欢迎所有市民参加
乌塞拉区主广场
11:30 – 19:00h. 鼠年节庆演出
将精选中西不同风格的经典流行名曲供民众
乌塞拉区主广场
许鸿飞雕塑作品世界巡回展
一起点歌飙唱。
11:30h 我是老鼠演唱会（观众：小朋友）
展览由中国著名画家许鸿飞创作的‘肥女’系列
欢迎所有市民参与
12:30h. 中国文化表演。 由乌塞拉区华人协
雕塑中的八件作品，将 西贝莱斯（Cibeles）
会主办。
17:00 – 19:00h. 汉服体验
13:45h 由参加过选秀节目“达人秀”的华裔小 广场和文化中心 杜克伯爵文化中心 （Centro
图书馆的书呆子**
乌塞拉区政府展览厅
13:00h 我最喜欢的关于中国的书
17:00h 由阿格达·帕拉（Águeda Parra）主
讲“中国的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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