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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庆提升国家认同:澳门叙事与组织策略

张　涛

摘要:国家认同不仅是个人的支配性认知要素,而且对国家的命运也至关重要.文化节庆通过生动形象地

展示国民生活、推广民族文化和塑造国家品牌,对构建、恢复和提升国家认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澳

门在回归祖国之后,连续举办大型文化节庆活动———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重建、巩固和提升了这个前殖

民地的居民对祖国的国家认同.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经历了欢乐气氛庆回归、剧情式节庆促国家认同、节

庆品牌化促国家认同三个阶段.其不仅多途径展示中外文化,提升国家认同,而且紧扣祖国时代主题,配

合国家发展战略.新冠疫情之后,采取节庆的内向型和外向型国际化相结合、文化遗产与时代主题相结

合,以及政府搭台与全民同乐相结合的策略,不仅有利于文化节庆的成功举办,推动新冠疫情之后的经济

和旅游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有利于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有力增强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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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认同是世界各国经常面对的难题

在２０１９年国庆７０周年前夕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五个认同”,
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① .
国家认同对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在当今世界,不论团体还是个人,国家认同都是占据支配性认知要

素的核心内容② .当代个人认同的社会维度之中,最重要的成分莫过于对一个国家及其独特文化的

归属感和认同.
自古以来,文化节庆就是世界各国建立和提升国家认同的重要策略.例如,霍去病大胜匈奴之后

举办的庆典———“封狼居胥”,激励着国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又如福建省的“中国湄州妈祖文化旅游

节”“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郑成功文化节”等,增强了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从世界

范围来看,很多国家不仅在本土举办文化节庆,还在海外连续举办文化节庆来提升其国民的国家认

同.例如印度每年在英国伦敦举办雨伞舞蹈节,成为伦敦一大盛事,成功提升了印度国民和侨民的国

家认同③ .国家归属感的建立,首先需要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基本的认识,通过举办文化节庆

鲜活展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形成国民的群体记忆和认同的心智地图,进而形成国家

认同并引导相应的群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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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节庆借助音乐、舞蹈、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及充满文化历史内涵的仪式等内容,具体形象

地展示国家和民族形象.这种构建和提升国家认同感的方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今复杂多变的

国际环境、多元文化发展以及高度流动的资本、信息和人员,都不可避免地对国家认同产生积极或消

极的影响①.建立、维系和提升国家认同,是世界各国经常需要面对的难题,对我国来讲则更加迫切

而重要.回归祖国的前殖民地城市和地区,包括香港和澳门,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迫切需要持续开展

国家认同的构建、维持和提升工程.本文以庆祝澳门回归的大型创新性文化节庆———澳门国际幻彩

大巡游为例,剖析文化节庆在国家认同构建、维持和提升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如何从文化节庆

角度来提升国家认同.
在１９９９年回归祖国之前,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同胞不一定都认为自己是社会文化意义

上的中国人②.在这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特区政府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举办了为数众多的文化节庆

活动,对国家认同提升的作用显著,其中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创新性文化节庆———澳门国际幻彩

大巡游③.这一文化节庆活动始于２０１１年,随后每年在１２月２０日的澳门回归纪念日当天或回归纪

念日的前一个星期日举行,最初的名称是“澳门拉丁城区幻彩大巡游”,２０１７年改名为“澳门国际幻彩

大巡游”.这种以文化节庆塑造国家认同的方式,在当前我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更具参照

价值.

二、文化节庆对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

认同源于人们认识到不同,它是在个人明确到某种差异之后才产生的.从心理学角度看,认同是

个人在心理上的同化、内化和认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逐渐接受某个团体和其他人的观念,然
后将其融入自己的思想之中.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家认同可以视为一种广义上的“群体性文化现

象”④.正如艾登塞(Edensor)所说,“我们分别从集体和个人层次方面,将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

来,进而对国家认同加以表达、感受和体现”⑤.国家认同提供了“借助集体的人格特质和独特文化的

影响,来定义和定位个人的自我形象的一种有力的途径”⑥.显然,国家认同借助共享、共有的独特文

化让个人清楚明确地找到“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解答往往是个人的自我定义和定位的过程.这个过程强调“国家认同”

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显然,作为国家认同的外在表达方式,文化节庆在国家认同的构建、恢复和提升

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⑦⑧.事实上,对当代众多国家而言,文化节庆不仅是打造国家品

牌和实施国家营销的手段,而且是各国政府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和威信的有力方法,尤其是建立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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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的着力点所在①.美国在其国家遇到困难、国民的国家认同度下降的时候,比如１９３０年代经

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通过民俗音乐节来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感,特别是一曲名为

“IHearAmericaSinging”的歌曲,对大幅提升美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功不可没②.又如,１９６５年,马
来西亚国会将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被迫建立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新国家,新加坡亟须

国民的国家认同.为此新加坡政府连续多年举办国庆日大巡游、国内各民族的文化节等活动,成功塑

造了新加坡国民的国家认同感③.１９９０年建国的爱沙尼亚将“国家民歌节”视为保护国家认同的关键

要素④.以上事例表明,作为大众性庆典活动,文化节庆对国家认同的构建和维系功不可没.
自古以来,文化节庆就是国家和民族凝聚集体精神、实现族群认同、共享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策略.

从表现形式上看,文化节庆是某个国家或者地方的人们为了庆祝、颂扬或者感谢,以音乐、舞蹈、戏剧

等艺术表达方式,遵循国家、民族或宗教等传统而集合在一起举办的仪式和庆典等活动,用来表达和

沟通共同的价值观、理念或者神话传说⑤⑥.«左传成公十三年»提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国

家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这里的“祀”,就是文化节庆活动的重要体现形式,其本质是道德教化和文化

传承,以实现文化价值观共享和民族团结.
如今的文化节庆还用于表达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成为有主题的大众性庆祝活动⑦.例如,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是南美加勒比海小国,人口仅１３０余万,但其狂欢节远赴欧美,在伦敦、纽约、鹿特丹、多
伦多等地常年举办,甚至成为这些举办地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活动之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狂欢

节不仅将其本国居民和在外侨民联系起来,而且塑造和维持了强有力的国家和民族认同⑧.这种庆

祝方式以愉悦和欢乐为特征,大众参与性强,生动活泼地展示了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因而

成为塑造国家品牌、推广民族叙事、增强国家认同和吸引游客的重要方式.
文化节庆活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展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特文化遗产和历史,生动活泼地塑造

出国家 品 牌 和 国 家 认 同.在 国 家 品 牌 和 国 家 营 销 的 视 角 下,商 业 性 民 族 主 义 (commercial
nationalism)兴起,当代国家常被比喻为一种“准企业协会”(quasiＧ‘enterpriseＧassociation’)⑨.国家

形象和品牌推广愈发重要,而文化节庆则成为国家品牌和国家认同的表现工具.文化节庆已经成为

生动展示国家和民族形象的方式,用于讲述和销售国家和民族故事,不仅实现了商业化目的,也达到

了打造国家品牌和提升国家认同的多重效果.例如,匈牙利的赛马节生动展示了国家历史和民族

的“轻骑兵”文化,成功推广了匈牙利的国家形象,提升了国家认同感.同样,闻名于世的爱丁堡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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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也营造了积极的国家认同感.日本樱花节在日本和世界各地举办,成为本国居民和海外侨民提升

国家认同感的重要方式.又如,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中华民族文化展演生动形象地展示了

古老的中华文明.这次展演借助民族的集体回忆和故事的讲述,成功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和

外国人对中国的国家品牌认同①.显然,文化节庆活动创造性地展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并将其

展示给国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经成为国家营销推广战略的重要成分.
文化节庆将民族主义商业化,既是打造国家品牌的重要方式,也是国家形象的展示平台.随着世

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激烈竞争,国家品牌化成为重要的手段②.很多国家都开

始着眼于从内外两个方面推进国家认同和国家品牌.例如,新加坡常年举办文化节庆,不仅成功塑造

了新加坡人民的国家认同,还增强了新加坡的全球知名度和世界影响力③.基于文化节庆的国家品

牌化发展趋势将民族文化和国家营销紧密联系起来,并以此推进国家认同.在国际旅游推广上,国家

形象宣传成为重要目标,而文化节庆则是推广国家品牌和形象的最佳路径.文化节庆吸引了城市居

民、海外艺术团体和国内外游客的共同参与,让政府和民众共同创造出国家和城市品牌,实现了民族

文化的商业化表达,并提高了国家认同.塑造和推广国家品牌意味着国民的参与,塑造国家的品牌认

同,对外国人塑造的是国家品牌的认同,对国民塑造的则是国家认同.

三、澳门如何用文化节庆提升国家认同

“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是为庆祝澳门回归而创立的艺术大巡游,主题为“爱、和平、文化共融”,是
目前澳门规模最大的文化节庆活动.从２０１１年举办第一届开始,每年都会在澳门回归纪念日或回归

纪念日的前一个周末的下午１５时开始,持续巡游约３小时.近千名表演人员从大三巴牌坊出发,带
领居民和游客进行“探秘历险”活动.表演队伍载歌载舞,走遍大街小巷,打造了一个展示本土和异域

文化的流动舞台,也体现澳门“东西交融”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共融的气氛.
从举办地点和巡游路线方面来看,２０１１年的第一届到２０１６年的第六届,大巡游都被定位为“拉丁

城区幻彩大巡游”.路线安排在澳门的历史文化城区,从大三巴牌坊出发,经过高园街、炮兵街、美珊

枝街、疯堂斜巷、圣禄杞街、疯堂新街、望德圣母堂前地、和隆街、塔石街、亚丰素亚布基街,最后到达巡

游终点塔石广场,随后在塔石广场举办大汇演.从第七届开始,澳门拉丁城区幻彩大巡游更名为“澳
门国际幻彩大巡游”,删去了“拉丁城区”这一带有前殖民地风味的名称,并对路线和行程终点加以更

改.起点还是从地标建筑大三巴牌坊开始,经过大三巴街、板樟堂前地、议事亭前地、罗结地巷、大堂

前地、南湾大马路、南湾湖景大马路、何鸿燊博士大马路,最后到达巡游终点,即澳门旅游塔附近的西

湾湖广场.
(一)第一阶段:营造气氛欢庆回归(２０１１年)
第一届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的目的是吸引居民和游客“感受回归喜悦”,达到“欢呼声与欢笑声将

成为澳门回归的美妙旋律”的效果④,以幻彩、奇丽、缤纷的艺术派对,营造澳门回归喜庆气氛.受邀

的境外文化艺术团体为回归纪念日带来拉丁异域风情.这一阶段是将文化节庆作为旅游与欢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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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将大巡游设计成各类舞蹈、音乐等方面的巡游式表演.参与演出的人员为海内外表演队伍及数以

百计的本地演艺人员,包括１０多个拉丁风情表演团队、内地西南省区的土风巡展团和澳门本地的２０
多个艺术表演团体,展示了各富特色的互动式地区文化演艺节目.例如,来自法国的飞行异人团为大

巡游度身订制了“飞天彩龙”,在大巡游过程中让其在人群之中穿梭.此外,海外拉丁巡游表演、中国

原生态歌舞,协同本地艺团一起带领现场观众欢快地沿着巡游路线前进.除了艺术表演之外,还有画

家现场创作先锋水墨作品,用艺术汇演达到全民同庆回归的效果.第一届大巡游成功营造了澳门回

归日的欢庆气氛,调动了澳门同胞对回归日的关注,增加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直观感受,提高了

居民和游客对澳门回归祖国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因而第一届澳门幻彩大巡游基本实现了文化节庆建

立澳门居民对祖国的国家认同的基本功能.
(二)第二阶段:剧情式庆典强化国家认同(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
第二届到第六届是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文化节庆的剧情化设计阶段,主角和

吉祥物是 VIVA仔,即一个名叫 VIVA的小孩.每届大巡游都安排 VIVA 仔完成与古老神话和传奇

故事相联系的神秘任务.这种以故事和游戏为主导叙事方式,生动活泼地展示出本土和异域文化的

形式,让居民和游客在观赏和参与过程中体验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与众不同,激发

民族自豪感,成功塑造和提升了国家认同.

１．中西节目展演促国家认同(２０１２年).第二届大巡游的故事情节是 VIVA仔开启中西文化交流

之门.由“百人共舞庆回归”开场,接着是木偶游乐园、幻彩拉丁魔术秀、音乐发廊、印度宝莱坞舞蹈、
高跷达人、葡萄牙击鼓、巴西桑巴乐、中国敦煌舞①.最后是塔石广场的意大利巨型木偶表演.巡游

加入互动体验元素,观众可随时参与.故事情节伴随各类现场表演节目展开:大三巴街的化身木偶游

乐园让大人小孩一同快乐参与;花王堂前地的“幻彩拉丁魔术秀”让观众近距离一睹神奇魔法;老人院

前地的“音乐发廊”以千奇百变的发型卷起幻彩旋风;高园街的“活力四射宝莱坞”让观众在印度宝莱

坞舞蹈中感受异国风情;美珊枝街的“高跷达人”大跳凌空舞步让人叹为观止;望德堂区的“疯SHOW
望德堂”活动中展示敦煌舞蹈和葡萄牙“咚叭啦”击乐,以及古琴演奏及艺术家现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最后是在巡游终点的塔石广场,来自意大利的超级巨型木偶 VIVA腾空而动.大巡游使居民和

游客能够近距离观赏和亲身体验中西文化,既能感受多元文化,又能找到自身文化归属,为国家认同

的塑造和提升作好铺垫.

２．魔幻故事展演促国家认同(２０１３年).第三届大巡游以“生命的律动”为主题,用神话故事揭开

序幕.VIVA梦见掌控“生命的律动”的魔幻时钟几乎停止转动,于是带领大巡游团队从大三巴牌坊

出发,沿着澳门历史街区,来到塔石广场,寻找四位正在沉睡的巨大守护神,之后是联合全球所有人的

力量唤醒他们,使魔幻时钟重新转动,最后是四个巨型木偶在大巡游的舞台上表演探索生命的奇妙旅

程②.中西合璧的表演者队伍打造了内容新颖的文化节庆.开放互动的故事型大巡游让观众既能观

赏也能参与.观众可在多个旅游景点进入现场,感受大巡游的欢庆气氛,例如大三巴街的默剧大师舞

台和花王堂前地的魅力大舞台.中西音乐舞蹈相互辉映构建和强化国家认同.澳门本土化文艺节目

也同场竞技,如美珊枝街的葡韵风情画、土风舞服饰、仁慈堂婆仔屋的疯堂仙境,以及疯堂新街的创意

大木偶和塔石广场高跷达人SHOW.这一届的大巡游整合了神话故事、歌舞表演、杂技和互动节目,
给观众带来感官盛宴,也实现了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增进居民和游客对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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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科幻神话故事促国家认同(２０１４年).第四届大巡游以 VIVA仔的天际派对为主题.开幕式是

在大三巴牌坊举行“天际启航”开幕式,现场将造型奇幻的风筝与声音悠扬的手铃相结合,为居民和游

客开启了一段奇幻文化之旅①.在神话故事主角 VIVA 仔的引领下,极具文化特色的海内外艺术团

体联同本地艺团,沿着巡游路线载歌载舞穿梭在澳门历史文化城区的大街小巷,现场活动寓意为传递

正能量到宇宙彼端.
从这届大巡游开始,澳门本土艺术团体逐渐挑大梁:参加大巡游的艺术团体中,来自澳门本地的

有４４个,来自内地、台湾和香港的有４个,还有１２个来自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法国、西班牙、意大利、
巴西、古巴、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海外参与团体的异域风情增添了表演的观赏性,也
为参与活动的游客和居民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提供了对比和参照.国内非遗表演也参与了巡演,如
湖南省永顺县的毛古斯舞,以狂野服装及舞蹈述说远古农耕的故事.中外文艺节目的移动汇演,让居

民和游客轻松感受中外文化,体会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相辉映,触动澳门同胞的国家认同.

４．全城联动促国家认同(２０１５年).第五届澳门回归大巡游在回归纪念日前两周举办.巡游以寻

宝为主题,设计了“年度庆典,全城 VIVA”的口号.剧情是 VIVA 仔带领演员和观众,由大三巴牌坊

出发,来到澳门的历史文化城区巡游,收集“爱、和平和文化”三大力量.故事情节是巡游中解开藏宝

图秘密,然后是回归庆典②.澳门本地有４４个艺术团体参加,河南省、香港和台湾各有１个,法国、葡
萄牙、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法国各有一个,此外还有侨居中国的拉丁裔人士参与巡游.为了促进澳门

同胞的广泛参与,本地的老中青三代以及中小学的学生都参与巡游.大巡游和澳门国际马拉松同日

举办,配合晚上澳门光影节开幕式,共同打造特色节庆活动.文化、体育、旅游跨部门合作,发挥协同

效应,使回归大巡游营造和强化的国家认同感延伸到全城同期其他大型活动,甚至融入社区小型庆典

活动,让国家认同感深入澳门同胞的日常生活.

５．中国古老神话促国家认同(２０１６年).第六届大巡游以«山海经»为故事背景,设计了多个稀奇

异兽和神灵造型,展示中华文化③.VIVA 仔从大三巴牌坊起步,走进在沿途路线上设计的“时光之

门”,引领观众进入“异想天开的国度”.巡游现场呈现绚丽欢腾的灯光表演效果,激发了观众的热情

参与.巨大的山海经神兽造型气球在塔石广场上空随风飘荡.这次巡游也以本地艺术团体为主,参
演人数接近１２００人.本地艺术团体来源广泛,涵盖粤剧、戏剧、音乐、武术、民族舞及东方舞等范畴.
外地艺术团体主要是拉丁语系国家地区及海内外的众多表演队伍,包括法国飞行异人、意大利步操

队、葡萄牙敲击乐团、西班牙高跷团、乌拉圭蒙得维多嘉年华队、西班牙巴达霍斯舞蹈团,以及来自内

地的吴桥杂技团、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广东省连南瑶族长鼓舞、广州番禺沙涌

村的鳌鱼舞等.全城居民广泛群体参与以中国古老神话为主题的巡游,既展示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

化,也为澳门同胞强化国家认同感、建立国家和民族自豪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第三阶段:打造品牌化庆典促国家认同(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第三阶段的大巡游开始打造文化节庆品牌,不仅像其他国际知名文化节那样用多种方式展示中

外文化,而且紧扣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和时代主题,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这样就将国家认同提升与

国家发展战略相融合,不仅塑造和强化澳门同胞的国家认同,而且也形成了澳门同胞对国家战略方针

的了解、认同和支持.

１．节庆本地化发展促国家认同(２０１７年).本届将大巡游更名为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打造国际

７８

文化节庆提升国家认同:澳门叙事与组织策略

①

②

③

澳门文化局:«第四届澳门拉丁城区大巡游»,http://http://www．icm．gov．mo/macaoparade/４/cn/,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４日.
澳门文化局:«第五届澳门拉丁城区大巡游»,http://http://www．icm．gov．mo/macaoparade/５/cn/,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４日.
澳门文化局:«第六届澳门拉丁城区大巡游»,http://http://www．icm．gov．mo/macaoparade/６/cn/,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４日.



化和打造文化节庆品牌①.大巡游主题是叙述澳门城区及特色名胜古迹的故事,巡游路线也有改变,
终点不再是面积相对较小的塔石广场,而是改为濒临海边、风景秀丽的西湾湖广场.起点依旧是大三

巴牌坊,巡游队伍沿着世界文化遗产城区向澳门旅游塔前进,沿着南湾大马路、南湾湖景大马路和何

鸿燊博士大马路开展巡游表演,宽敞的南湾湖景大马路成为大巡游的主要演区.下午１８时３０分,巡
游队伍汇聚在澳门旅游塔下的西湾湖广场,上演充满嘉年华狂欢气氛的回归庆典.总计１３００多人参

与巡游,包括４９个澳门本地及１５个外地艺团.为了提升巡游节目的质量,澳门特区政府还特别加设

了“主题队”项目,角逐最凸显主题大奖、最佳造型设计大奖、最具创意大奖、最热力四射大奖,以及巡

游之王等奖项,团体亦可选择按照自身艺术文化特色,参加自由发挥的艺术巡游队,展示无限创意.
这种优胜者评选互动,让澳门特区全城居民都参与或者关心回归巡游,选出自己喜欢的本地团体,则
为文化节庆的本地化发展打下基础,促进了节庆品牌化和国家认同的发展.

２．民间传说塑节庆品牌和促国家认同(２０１８年).第八届大巡游以民间传说的艺术化展示为主

题,依然以吉祥物 VIVA仔为主角.VIVA仔的任务是接到天边传来的神秘密令,收集中国和葡语系

国家的民间传说.剧情是 VIVA仔在收集各国传说的过程中,渐渐获得神奇力量,并遇到巡游的其他

角色,包括公鸡、太阳神、鳄鱼、白鼻猴等②.开幕式地点依然是大三巴牌坊,主题更新为“VIVA 仔开

启密令”.多个神话角色以大气球形式现身天际,象征神奇力量,包括爱情、传承、珍惜、尊重、守护、永
恒、正义、感恩、慈悲及奉献等聚集澳门.VIVA 仔接到神秘密令,进行搜集民间传说的任务,遇上象

征中国大陆、澳门特区及八个葡语系国家文化起源及精粹的民俗图腾和吉祥物,从源远流长的经典神

话故事获得神奇力量,共庆回归和营造国家认同.这种源自民间传说的剧情化展示,提炼民间传说的

主旨并加以升华,不仅赋予回归大巡游丰厚的精神内涵,提升了节庆品牌力量,而且将国家认同感具

体化,不是说教,却深入到澳门同胞的内心之中,无疑增强了澳门同胞对祖国的国家认同感.

３．配合国家重大战略促国家认同(２０１９年).第九届大巡游以庆祝澳门回归和“一带一路”倡议为

主题.故事主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展示,参加巡游的队伍从“主题队”及“艺术巡游

队”两个类别中选择③.参与“主题队”的巡游队伍,从澳门文化局提供的“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名单

中选取地点,搜集该地富有特色的文化故事,编创不多于２分钟的演出,表现方式可以是任何艺术形

式;而“艺术巡游队”则不设主题规限,参与队伍可根据本身的艺术文化特色自由发挥.参加巡游的艺

术表演者近１８００人,包括来自五大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１９支表演团队以及６１支澳门本地表演

团队,尽情享受文化交流盛宴,展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特色.除了以上特色节

目表演之外,国内非遗文艺节目也是重点展示对象.例如,列入了广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湛江人龙舞.该节目由小孩与大人组队连接成龙,气势非凡.这样既彰显“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文

化和谐与经济发展,又彰显喜庆气氛,营造民族自豪感,达到了促进国家认同的良好效果.

四、新冠疫情之后文化节庆提升国家认同的组织策略

在２０１９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地说道:“我们伟大的祖

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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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文化局:«２０１９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http://edocs．icm．gov．mo/macaoparade/９/１９０７０２C．pdf,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４日.



势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①以文化节庆活动营造国民共

有的精神家园,塑造文化认同,为建立、提升和强化国家认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本研究以澳

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为例,探讨了文化节庆活动如何构建、提升和强化澳门同胞对祖国的国家认同,得
出以下三点结论和建议.

(一)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协同

文化节庆的国际化表现为内向型和外向型两个层面.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从第一届开始就沿着

内向型国际化和外向型国际化相结合的协同发展模式,不仅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凸显了中华文

化特色,营销了国家形象,提升了国家认同.此发展策略不仅成功吸引了游客和居民的快乐参与,而
且为节庆拓展了无限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以文化节庆为代表的体验式产品国际化,已成为全球化的

重要表现②.来自“他者(others)”的节庆,发挥“民众外交官”的角色,让国民在节庆体验中感受民族

文化的共性和区别,对自身的文化也有更深感受和认同.这不仅有利于构建自己的国家认同,也成功

地推动了旅游,发展了经济,推广了文化.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组委会广泛邀请澳门特区以外的表演

团体参加巡游,实现“引进来”的内向型国际化,同时派出自己的巡游表演团体,例如“舞醉龙”表演团,
参加法国尼斯大巡游等,推广自己的大巡游品牌文化节庆,实现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走出去”的外向

型国际化.内向型国际化需要着重丰富节事元素及拓展本土创意,外向型国际化则需要着重市场开

拓和文化推广.这表明如果借助文化节庆来维系、提升和强化国家认同,其国际化发展策略尤其重

要,这不仅表现为节目、表演者、赞助者、主办者和广告商的国际化,还包括节目、展台、服饰、物流、技
术等多方面的国际化.

(二)文化遗产和当代主题结合

很多节庆活动都是利用其自身的文化遗产符号来强化历史事件③.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既有古

老神话传说作为主题,又有“一带一路”、开启中西交流之门等当代主题,不是用说教,而是用艺术、文
学、美术、音乐、舞蹈以及现代科技来展示中外文化特色,再加以细致的编排导演,用充满想象力的艺

术方式,来构建、维系和提升特区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感.由导演统一整合所有团队,以故事为主线,将
节目的先后顺序、表演方式和演出剧务都统一安排和设计,而不是单个节目的堆积和整合,最终强化

了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的整体性和故事性,实现富有国家认同内涵的移动剧场式的表演.大巡游以

舞蹈作为主要元素,与文化遗产相关的舞蹈被放到了突出位置,这些舞蹈是展示国民性格和日常生活

最生动活泼的形式.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的舞蹈节目之中,有不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舞醉龙、秘
鲁铰剪舞、土家族毛古斯舞蹈等.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当地人的生活传统,是展示文化多样性

的重要方式,能够对青少年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国家和民族荣誉感,塑造国

家认同.
(三)政府搭台与全民参与同乐

大巡游在正式举办前,会广泛征集巡游队伍、推广巡游节目以及各类工作坊,积极鼓励特区居民

的全民参与和全城同乐.主办方澳门文化局还举办摄影比赛、艺术推广小巡游、社区专题演出,以及

祈福仪式、灯光秀、优胜者颁奖仪式,并通过电视台实况直播,还在广场等公共场所设置大屏幕实时直

播,大力鼓励观众参与,扩大了文化节庆的影响力.巡游过程中,表演队伍穿插澳门拉丁城区大街小

巷与群众互动,营造全民同乐气氛.此外,政府各部门和行业协会还在巡游现场设立服务站,派发帽

子、围巾、彩旗、徽章等大巡游纪念品,全城一片欢欣.为了让巡游顺利举办,鼓励全民参与,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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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１９Ｇ０９/２７/content_５４３４１１３．htm,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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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多名居民担任“VIVA大使”.他们在大巡游当日参与不同岗位的工作,包括控制人流、维持秩序

及派发纪念品等,并协助观众与表演队伍交流互动等.此外,巡游还举行慈善义卖活动.巡游活动由

政府搭台规划、全民参与同乐,在全民参与的欢乐气氛中,感受文化展示带来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培养

国家认同感.
国家认同的缺失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各个城市和居民来说,都会带来难以预计和不可忽视的损

失.对那些缺乏国家认同感的个人来说,也因为身份认同的焦虑,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的失控行为.正

因如此,在当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世界各国都极其重视国家认同的塑造、维系和提升.虽然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地的文化节庆活动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很多文化节庆停办或者推迟,包括澳门

国际幻彩大巡游也在２０２０年停办一届,但随着疫情好转和疫苗普及,世界各国为了发展经济和旅游,
都将大力筹办文化节庆活动.面对这一趋势,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应对:一是文化节庆的组织,政府

各部门密切配合,将文化节庆的举办提升到塑造国家认同的高度来筹办;二是文化节庆现场的管理,
组办者营造生动活泼的场景,以故事、神话等艺术形式,潜移默化的传达国家认同的诉求;三是文化节

庆的内容,以文化搭台,挖掘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喜闻乐见的多样化节目、培养居民和游客的

爱国意识和国家认同感.

PromotingNationalIdentityThroughCulturalFestivals:
MacauNarrativeandOrganizationalStrategy

ZhangTao
(FacultyofInternationalTourismandManagement,CityUniversityofMacau,Macau９９９０７８,P．R．China)

Abstract:Nationalidentityhasnotonlybeenadominantfactorofpersonalperceptions,butalsopivＧ
otaltothefortunesofmodernstates．Culturalfestivalsvividlydisplaynationallife,promotenational
cultureandmoldthenationalbrand,whichplayanirreplaceableroleinbuilding,restoringorproＧ
motingthenationalidentity,especiallythenationalidentityofformercolonies．Thispaper,taking
theMacauInternationalParadeasanexample,analyseshowculturalfestivalspromotethenational
identityofresidentsofformercoloniestotheirmothercountryfromtheperspectiveoftimeand
spaceevolution．TheresearchshowsthattheMacauInternationalParadehasexperiencedthreestaＧ
ges:creatingatmospheretocelebrateitsreturntoChina,usingdramacelebrationtostrengthennaＧ
tionalidentity,andpromotingnationalidentitybyfestivalbranding．ItnotonlydisplaystheChinese
andforeigncultureinmanyways,promotesthenationalidentity,butalsocloselyfollowsthedevelＧ
opingthemeofChina,whichmatchesthenationaldevelopmentstrategy．AsculturalfestivalsresurＧ
gingafterCovidＧ１９,therearethreestrategiesforsuccessfulholdingofculturalfestivalsandincreasＧ
ingnationalidentity．ThefirstistocombineinwardＧorientedandoutwardＧorientedinternationalizaＧ
tionoffestival．Thesecondistocombineculturalheritagewithcontemporarydevelopingthemeof
China．ThethirdistocombinegovernmentplatformＧbuildingandparticipantsfunＧ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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