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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灯会在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金螺湾生态公园举行开灯仪式。

据了解，本届灯会以“瑞兔送

福·奋进德阳”为主题，分别在德

阳市旌阳区金螺湾生态公园和中

国和海景区同时举办。其中金螺

湾生态公园的亮灯时间为 1月 18

日至 2 月 19 日，中国和海景区的

亮灯时间为 1 月 16 日至 2 月 18

日。

金螺湾生态公园会场内以传

统灯会、灯光秀、水幕投影、裸眼

3D特效等方式呈现，占地 20 万

平方米，共设灯展 44 组。入园处，

大门以祥龙大鼓立柱及生肖兔为

主，两条金龙盘旋而上，一颗龙珠

点缀在中间的鼓上，鼓上德阳市

花月季绽放，让人感受到红红火

火、欢欢喜喜的春节氛围。

走进第一片区“瑞兔迎春”，

整体片区的设计将“大国重器”与

兔年新春紧密结合，用“灯彩”祝

福德阳大鹏展翅，乘势而上。

进入第二片区“腾飞德阳”，

瞬间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德阳本土

气息。该片区以“酒香画境”“古蜀

文明”“幸福罗江”“英雄故里”等

县域文化、名优产品为创意点打

造，突出德阳特色，展现出德阳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德阳人民奋发

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德阳的丰

富物产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就是第三

片区“童梦童趣”，该片区从小朋

友的视角出发，用卡通可爱又充

满趣味性的灯组向游客展示出孩

子们眼中奇妙的童梦世界。宇航

员兔兔乘坐胡萝卜号带领游客一

起遨游童真的世界；巨大的网红

兔坐在建筑上仰望星空，让孩子

们一起望向那神秘的宇宙。

绚丽多彩的第四片区为“魅

力网红”，主题灯组以礼物盒为原

型，游客按下爱心按钮感受灯组

的变幻，灯组四周鲜花开放、蝴蝶

振翅、流光溢彩，时尚的设计加上

绚丽的灯光，让游客体验到温馨、

浪漫的灯会氛围。

同时，中国和海景区采取“灯

会 + 新年庙会”形式，打造 30 余

组主题灯展，并同步开展小相狮

舞、舞龙灯、西游主题巡游、水上

光影、锅庄篝火晚会、阿坝藏族风

情集市等 40 余个项目，让游客体

验德阳独特的文化魅力时，也感

受到浓郁的春节假日氛围。

据悉，2023 年新年，德阳市特

别推出以“安逸春节·好耍德阳”

为主题的新春文旅活动，举办 20

项特色文旅活动、推出 10 条年味

精品旅游线路，政企联合投入资

金 5亿元以上促消费、面向全网

投放 32 万余张消费券，为广大群

众和游客营造喜庆祥和的新春佳

节。

金虎辞旧，玉兔迎新。近

日，成都高新区芳草街街道沙

子堰中巷张灯结彩，一场主题

为“icon 国潮 show 喜迎中国

年”的新春活动热闹上演，人

们看耍龙舞狮、观长嘴壶功夫

茶艺、赏金钱板、品汉服秀

……浓浓年味撒满现场。

锣鼓响，舞狮闹。一黄一

红两只狮子从舞台两侧“踏

云而出”，跃至舞台中央，时

而互相嬉戏，时而缠斗不止，

最后腾空而起，口吐对联“一

帆风顺，岁岁高升”送给大

家。掌声还未结束，长衫茶艺

师提壶而上，只见他一翻转、

一提壶、一倒水，轻、连、圆、

绵，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可

谓人壶合一。点花钿、描青

黛，一袭襦裙霓裳，曲裾轻

舞。台上身着汉服的女子舞

姿优雅、飘逸灵动，举手投足

间尽显古典、含蓄、轻盈之

美，仿若让大家跨越时空，梦

回千年。金钱板、川剧变脸、

国潮走秀……精彩的表演轮

番登场，现场的气氛一次次

被推向高潮。

欢乐不止于此。舞台前

方有一条不长不短的市集热

闹非凡，各式各样的美食与

饰品供人们挑选，大家在这

里品红酒、喝奶茶、吃烧烤、

赏饰品……来来往往的人

群，谈话声与吆喝声并存，热

闹的氛围应有尽有。“好喜欢

这种新年氛围，日饮茶，夜饮

酒，沙子堰漫步走。”居民王

女士开心地说道。

沙子堰社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弘扬中

国传统文华，增进居民“邻里

情”，为辖区居民朋友营造年

味十足的氛围。新的一年，社

区将乘势而上，一如既往做

好各项工作，为创造更美好

的生活奋发向上。

（图片由芳草街街道办提供）

“拜春节之源，到阆中过年”，

伴随着“春节老人”的赐福，2023

年落下闳春节文化博览会近日在

四川省阆中市落下闳大剧院举

行。

在落下闳大剧院广场上，由

阆中市文旅部门组织的舞龙舞

狮、王皮影、亮花鞋、赶年、送丝

蚕、张飞巡城、巴象鼓舞等 10 多

支非遗民俗展演队伍“你方唱罢，

我登场”。现场，喜庆的氛围，欢乐

的节奏，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

前来观看拍照。随后，杂技舞蹈

《东方丝源》，精彩演绎了南充丝

绸的悠久历史。跌宕起伏的剧情，

如梦似幻的舞台效果，让现场观

众爆发出阵阵掌声。

据了解，此次博览会是阆中

市精心谋划的一场大型博览会

（包括“春·味、春·习、春·艺、春·

展”四大主题和 20 多项子活

动）。博览会从腊月初八一直持

续到 2 月 6 日（农历正月十六），

活动内容丰富，既有张飞巡城、

舞狮舞龙等传统民俗表演，又有

《客来阆中》《东方丝源》《蜀道盛

世》等大型精品文艺演出，还有

品腊八粥、牛羊肉美食节等互动

性强的体验活动，既再现了传统

春节的原滋原味，又与时尚国风

潮流接轨。着力打造“年味最浓、

舞台最大、传承最广”的春节文

化盛宴。

阆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小冬表示，春节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佳节，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守

望。阆中将持续用好中国春节文

化之乡这张金字招牌，大力弘扬

春节文化，更好地将春节文化传

承下去，春节文化一定会走出中

国，走向世界。

新年的氛围，在成都玉林不

断增强。伴随着和煦的阳光，在玉

林街道倪家桥社区，“我们的节

日·春节”市集活动，近日在欢天

喜地的气氛里拉开帷幕。红火吉

祥的灯笼高挂枝头，热情洋溢的

笑脸充盈在街巷，这里是居民共

同奔赴新年美好的第一站，喜庆、

热闹的年味儿成为新年里最亮眼

的一抹底色。

音乐响起，喜庆欢乐的《舞狮》

表演开始，醒狮用活灵活现的演绎

为社区居民送上了第一份新春祝

福。捏泥人、画糖人、写春联、剪纸等

民俗活动，成为玉林独特的幸福年

味儿；三大炮、冰糖葫芦、棉花糖等

美食，也吸引着附近居民，大家在广

场里吃着逛着，好不惬意。

市集上，身着金色元宝装的“财

神爷”，为居民们送上福袋，给小孩

子派送糖果巧克力，温暖的笑容洋

溢在大家的脸上。另一旁，小丑魔术

表演让大家连连叫好，泡泡秀表演

为孩子们带来了最纯粹的欢乐。“这

个春节好玩，好热闹，好温暖！”陈俊

俊今年刚满 5 岁，正被妈妈带出来

玩。

“我们期待通过这次活动丰富

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弘扬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营造喜庆祥和的节

日氛围。”玉林街道倪家桥社区有关

负责人表示，更为重要的是，新春活

动不仅增进了“邻里情”，增强了社

区的凝聚力、向心力，“还让老百姓

的归属感、幸福感更强！”

锣鼓点点，金龙飞舞而上；财神

迎兔，喜糖纷至而下。走进玉林街道

玉林东路社区，第十一届慈善大庙

会如约而至，让玉林充满了迎接新

年的喜悦与蓬勃生机。

和睦玉林舞蹈队的《格桑拉》热

情奔放，为大家献上吉祥与安康；玉

林仔童声合唱团的《灯火里的中

国》，让大家看尽祖国的烟火缭缭和

繁荣昌盛。

是每个中国人对于团圆最大的期待
春节
是植根于中国人血液中的喜庆节日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从壬寅到癸卯
我们一起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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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溢彩迎新春 灯火璀璨中国年
第十四届德阳灯会璀璨亮灯

大年初一
时间：1月 22日

地点：绣川广场

舞韵天府，花重锦官 喜迎新春主题的

舞韵天府剧目演出，将天府文化精髓与城

厢元素相融合，美轮美奂的歌舞表演，点燃

居民游客的热情，拉开 2023 年新春系列活

动的大幕。

大年初二
时间：1月 23日

地点：绣川广场

玉兔降福，龙狮闹春 中国传统新春民

俗，焕新传统的舞灯龙、梅花桩醒狮秀，吉

祥如意、求吉纳福。

大年初三
时间：1月 24日

地点：绣川广场

笙歌鼓乐，盎然迎春 以民乐乐器演奏

为主，对民国时期经典的歌曲进行演绎。在

一场视听享受中，感受经典夜生活。

大年初四
时间：1月 25日

地点：绣川广场

摇摆舞会，国际新潮 民国主题国际摇

摆舞 Swing 演艺，以最直接、最有参与感、

最具互动性的方式，感受中西文化，邀你共

赴一场新年暖冬里的摇摆舞会，感受多元

文化场域里的灵感交互。

大年初五
时间：1月 26日

地点：城厢会客馆、家珍公园、大东街、绣川

秀里、绣川广场

拾梦民国，百年华服 百年时装摩登

SHOW，在喜庆的新春氛围中，感受民国

服装魅力。

大年初六
时间：1月 27日

地点：城厢会客馆、家珍公园、大东街、绣川

秀里、绣川广场

熊猫主题派对 城厢首席体验官“厢都

都”强势出街，一场熊猫主题大巡游，在春

节这个喜庆的日子里，让你和厢都都撞个

满怀。

（城厢供稿）

寻年俗、赏年景、享年趣……

中国春节文化之乡年味浓

看庙会 逛市集
春节活动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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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肖朝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