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7

日，市民在长沙市芙蓉区德政园社区参加猜灯谜活动。当日，该社区

举行闹花灯、猜灯谜、品汤圆、二人转表演等活动，欢庆元宵节。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2

月

17

日， 长沙市

天心区金盆

岭街道天剑

社 区 的 居

民， 在展示

自己绘画的

神态各异的

兔宝宝。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2

月

17

日，长沙市的

一些小朋友

来到省博物

馆参加“元宵

乐融融”家庭

日活动，和父

母一起猜灯

谜、 玩游戏、

做灯笼，欢度

元宵节。本报

记者赵持 通

讯员秦璐 摄

2

月

17

日，吉首市乾州民间剧团在表演蚌壳舞。 当天，该市举行彩龙船、蚌壳舞、花灯、烧龙等形式多样的闹元宵活动，将

浓郁的民俗融入喜庆的节日氛围中，让人赏心悦目，目不暇接。 姚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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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3

２０11

年

2

月

18

日 星期五

本报记者 陈永刚 陶小爱

通讯员 张纪鋆 夏亮

“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闹花

灯， 花灯花， 花灯红， 雪打花灯好年

景。 ”据民俗专家考证，在我国各大民

俗节日中， 元宵节是唯一万众欢聚且

以“闹”为核心的传统节日，堪称中国

的 “狂欢节”。 元宵节的省会长沙，处

处流光溢彩，欢声笑语，伴随着晴好天

气，数十万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赏灯、

看戏、猜谜、祈福、吃汤圆，度过了一个

不眠狂欢夜。

开福古寺：赏灯舞龙看大戏

上午

9

时

48

分， 随着省委常委、长

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兴致勃勃地为醒狮

点上红睛， 台下的观众爆发出了阵阵

叫好声。 今天，在古老的开福寺旁，一

场别开生面的元宵民俗活动 “

2011

开

福元宵喜乐会”精彩上演。

本次元宵喜乐会活动主题为 “欢

乐元宵，畅享开福”，将持续到

18

日，包

括龙腾狮舞、传统演艺、畅享汤圆、趣

味运动、特色小吃和赏灯祈福

6

大类主

题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

2

条大摆龙、

18

条舞龙、

4

只狮子和腰鼓、军鼓、木兰

扇、威风锣鼓等群众文艺团队，组成了

一支声势浩大的龙狮队， 以精彩的表

演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和长沙市

民。舞台上，一出出具有浓郁湖南特色

的地方戏正在上演， 传统折子戏 《踏

青》、《郎在外面打山歌》， 花鼓戏 《补

锅》、《刘海砍樵》等经典剧目让众多游

人乐在其中。

在“畅享汤圆”活动环节，陈润儿

和数百名城市建设者、城市维护者、白

衣天使、教师、学生、社区困难群体等

社会各界群众共同制作汤圆， 并进行

了现场派送，共品佳节美食。开福寺周

边上万只灯笼组成了

60

余座富有民间

传统特色的灯组， 与沿线高楼的霓虹

灯交相辉映， 让人在灯的海洋中流连

忘返。 灯墙上 “迎新岁和谐社会情系

民，祈万福温馨长沙暖如春”的对联，

让人感受到了本届喜乐会万民同乐的

初衷。

芙蓉区：现场派送“温暖礼包”

正月十五上午

10

时起， 芙蓉区东

屯渡街道德政园社区内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精彩的群众文艺表演、花车巡

游和大型元宵节灯会交相辉映， 整个

社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作为长沙“千支群众文艺团队闹元

宵”的主会场，数十支群众文艺团队在

这里上演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京

剧、花鼓戏、二人转以及现代舞，不同风

味的表演轮番上场， 让市民大饱眼福、

大呼过瘾。 德政街沿线张灯结彩，树上

挂满了民俗灯谜，众多居民兴致勃勃地

猜起了灯谜，领到了小奖品。 大润发、杨

裕兴、玉楼东等企业，现场摆开大锅，将

一碗碗热气腾腾、象征着团圆的元宵送

到居民手中。 除了猜灯谜、品汤圆、闹花

灯等传统活动外，当日，芙蓉区还在德

政园内派送 “温暖大礼包”———由区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组织了

25

家大

型企业，现场送出

150

个招聘岗位。

雨花区：红包纷飞乐翻全场

今天上午， 在雨花区雨花亭嘉兴

茂广场上， 由数十名年轻小伙把玩的

两条祥龙时而一字排开， 成飞龙升天

状；时而交叉造型，合而成字；一旁

4

头

狮子左突又跳，一派龙腾吉祥、狮舞和

谐的喜庆图景。威风的锣鼓队、优美的

花扇队舞出了雨花区群众文艺团队的

昂扬面貌，儿童版的“刘海砍樵”更是

获得掌声阵阵。最受喜爱的莫过于《招

财送宝》 节目中到处发红包的 “财神

爷”，这纷飞的大红包，是雨花区委、区

政府对市民们的节日问候， 现场获得

红包的市民个个喜笑颜开。

烈士公园：中国宫灯王璀璨亮相

湖南烈士公园赏灯闹元宵活动持

续近

10

年，积累了高昂的人气。 今年，烈

士公园元宵灯会主题为“玉兔迎春”，成

为了市民观灯的最集中处，园方粗略统

计，超过

10

万市民来此观灯赏月。

从烈士公园南大门到烈士纪念

塔，灯会总投入

100

万元，制作了

10

组巧

夺天工的主题彩灯，有展示中国传统文

化的 “大型宫灯王”“开门红”、“孔雀开

屏”， 也有为兔年精心打造的 “兔年大

吉”，“玉兔迎春门”， 更有与时俱进，展

现绿色生态环境的“生态家园”，祝福新

年祖国繁荣昌盛的“万象更新”。 其中，

由四川自贡

16

名专业人士花了整整

10

天精心制作的“大型宫灯王”今夜璀璨

亮灯， 这盏灯长

10

米高

10

米宽

10

米，为

中国目前展出的最大宫灯王，方圆几公

里内的高层建筑上都能看到，围观的市

民纷纷合影留念，啧啧称奇。

橘子洲：《春满湘江》醉游人

晚上

8

时，一朵朵绚丽的焰火在橘

子洲上空绽放， 一场主题为 《春满湘

江》的音乐焰火晚会，为兔年元宵节画

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本次焰火晚会分为“福兔送春迎元

宵、 雨润湘江柳新绿”，“万盏宫灯庆元

宵、 百花争艳秀潇湘”，“火树银花贺元

宵、月满橘洲映星城”以及“百龙腾飞闹

元宵、芙蓉国里尽朝晖”共

4

个篇章。 随

着一朵朵姹紫嫣红、灿烂夺目的烟花映

衬着璀璨的灯光尽情绽放，市民仿佛可

以看到橘子洲上空，春姑娘踏着轻快的

步伐姗姗来到，她所到之处，百花盛开，

绿意盎然，白帆点点，金龙狂舞……整

个焰火晚会持续

20

分钟，勾勒出一幅锦

绣星城的磅礴画卷，带给湘江两岸数十

万市民无与伦比的视听享受。

本报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张金波 赵风华 张友凡

“鼓乐齐鸣庆丰年 ，欢乐莲乡

春光溢。 ”

2

月

17

日，湘潭县城易俗

河镇

10

万群众以耍龙灯、 打腰鼓、

扭秧歌等传统表演形式闹元宵。 整

整一天，这座

14

平方公里的新城一

直沉浸在浓浓的喜庆气氛之中。

上午

9

时 ，彩车 、唢呐队 、大头

娃队 、龙队 、腰鼓队集聚到县政府

所在地， 进行一番即兴表演之后，

沿着大鹏路 、 银杏路等路狂舞欢

歌。 每到一处，沿途群众或燃响鞭

炮 、或唱响赞歌 、或扭起舞蹈加油

助兴。 真可谓歌舞升平、其乐融融。

下午

2

时

30

分，健身秧歌表演大

赛、武术表演、民俗体育竞赛在白石

广场启幕，牛头岭社区、吴家巷社区

等

8

支队伍现场表演。表演者们头系

彩条、手执红绸，表演的“湘潭秧歌”

赢得围观群众的阵阵掌声。 武术爱

好者们腰扎彩带， 裸露的上身腱子

肉乱窜。 与此同时，谜语竞猜、春联

制作、书画比赛在金桂中路上演，书

画爱好者们挥毫泼墨， 将精心制作

的书画作品送给前来助兴的居民，

得到的是一次次掌声。

玩累了，乐疯了。 表演者们和助

兴群众，不约而同聚集到金桂中路美

食一条街，品尝颇具湘潭县地方风味

的莲子羹、汤圆、珍珠奶茶、甜酒等小

吃。 喝一杯醇香的米酒，喝三吆四声

骤起， 整个金桂中路成了欢乐的海

洋。 云湖桥镇女子舞龙队的万芬菲，

今年

80

岁，是参加这次闹元宵活动年

龄最大的长者。 我们问她：年龄这么

大了，怎么还有这个狂欢劲。 她喜滋

滋答道：腰包鼓了，有酒有肉的日子

多惬意，叫我怎能不返老还童呀！

长沙万民同乐

本报记者 李文峰

水面焰火疾速延展铺就一块

了望无垠的红地毯；五彩缤纷的焰

火在开阔的江面舞台跳起了芭蕾

舞……元宵节晚

20

时

38

分，在湘江

风光带株洲段株洲大桥至芦淞大

桥之间，持续上演了一场为时半个

钟头的元宵节焰火晚会，使节日里

的株洲更加溢彩流光，吸引了

40

余

万株洲市民驻足览胜。

株洲湘江风光带是该市去年实

施“城市提质战”的精品工程。按照“把

湘江溶入城市，让城市拥抱湘江”的理

念设计和建设，将悠久的“神龙文化”、

“工业文明”融入“湘江文化”之中，建

设“一江两岸十景”。 主要景观有石峰

远眺、时尚生活、红动湘江、芳洲鹭影、

古刹诗情、临江大桥、滨江广场等，主

要景观区自去年国庆节竣工开园以

来，已接纳游人

100

多万人次。

改造一新的神农城广场正在

举行“欢度元宵佳节文艺晚会”，当

晚

19

时

30

分 ，舞龙大赛以彩龙 “点

睛 ”拉开晚会帷幕 ，不但有歌舞节

目助兴 ，还有广场舞展演 ，一直到

21

时

45

分才结束。

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说，神农

城是贯彻 “四化两型 ”战略的一个

公益项目 ，是提升城市品位 、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之作。 项目建成后，

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

税收 、带动劳动就业 ，对增强株洲

发展后劲、提升长远竞争力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当天 ，天元 、芦淞 、石峰 、荷塘

等城市各区都组织了秧歌队、腰鼓

队 、高跷队 、彩莲队 、唢呐队 、龙狮

队等前往助兴，广大市民还在河西

沿江风光带、石峰公园牌楼至动物

园路段参加套圈、钓鱼、猜谜、盲人

打锣等有奖游艺活动，在初春的阳

光里，个个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被誉为“城市森林公园”的栗雨

休闲谷，是在当日下午正式开园的。

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 市长王群与

慕名前来游园的市民共度元宵佳

节。 他们径直行至一位八十高龄老

人的桌前坐下， 和她一起品尝甜蜜

的汤圆。 这位老奶奶甚是幸福自豪

地说：“在这里生活了

40

多年，看到了

今天的变化这么大，我心里很高兴！”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黎小湘

正月十五， 张家界市城区条

条街道张灯结彩，流光溢彩，街上

人山人海，逛街的、购物的 、赏灯

的、猜谜的，各得其乐。

走进各大超市， 只见各种品

牌的汤圆琳琅满目， 吸引了不少

市民驻足选购。 “这几天元宵的销

售非常火爆，常常打开一箱，没多

久便销售一空。 ”一位超市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花灯受欢迎的程度也毫不逊

色。在人民广场、紫舞公园等地的

彩灯已经全部挂满。在人民广场，

许多摊位上出售各式花灯， 兔年

大吉灯、 月儿弯弯灯、 卡通人物

灯， 这些五颜六色的花灯造型各

异，惹人喜爱，惹来众多市民和游

客争先购买。

本报

2

月

17

日讯（记者 李宁）“爸

爸妈妈，我好想你们！ ”长沙监狱服刑

人员欧阳征辉“咚”的一声跪在了前

来看望他的父母面前。 今天下午，长

沙监狱与湖南琴岛文化娱乐传播有

限公司联手，在监狱篮球场举行“爱

心无限，情洒狱园”元宵联欢会。

欧阳征辉是邵阳市隆回县人，

2

年前因触犯刑法到长沙监狱服

刑，妻子与其离婚，父母和

2

岁多的

儿子成了他惟一的精神支柱 。 今

天 ， 长沙监狱请来他的父母和孩

子，让全家人元宵团聚。 当欧阳征

辉看到父母和未曾谋面的儿子时，

喜出望外 ，不禁失声痛哭 ，与他们

紧紧拥抱在一起。 此情此景深深地

打动了在场观看节目的服刑人员。

近几年来， 长沙监狱坚持以人

为本，广泛开展监区文化建设，有效

地稳定了服刑人员思想， 激发了他

们积极改造、重新做人的勇气。这次

举办融社会帮教和监区文化建设于

一体的联欢活动， 就是借助社会资

源创新监狱教育改造方法的一种尝

试。在节目安排中，既有“琴岛演艺”

专职演员的时尚节目， 也有服刑人

员自编自创自演的歌舞节目， 内容

丰富， 洋溢真情实感， 演员同台献

艺，观众热情鼓掌。 记者看到，当摇

滚歌手尹力高歌《青藏高原》时，服

刑人员在主持人带领下， 或摆手或

齐唱，与演员热情互动。

活动中，“琴岛演艺”和长沙监

狱还签订了监区文化共建协议。 长

沙监狱爱心基金为生活困难的服

刑人员家属捐赠了爱心资助款。

省肿瘤医院：

医患同乐

本报

2

月

17

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彭萍） 元宵佳节， 平

时身着白大褂略显严肃的医生也

放下了听诊器， 和住院的病人及

家属一起泼墨挥毫， 共同祈祷健

康幸福。 今天， 省肿瘤医院为住

院的病友们精心准备了热闹的医

患同乐庆元宵活动， 送上了热腾

腾的元宵， 还特别邀请了省书法

家协会主席何满宗等著名书法家

亲临现场， 同医院爱好书法的医

务人员、 住院的病人、 家属等一

起进行书法比赛。

炎陵：

陪孤老过节

本报

2

月

17

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黄春平 李海燕 ） 献

鲜花、 包饺子 、 煮汤圆……

2

月

17

日， 炎陵县龙溪乡敬老院的

12

位孤寡老人在刘朝华志愿者服务

队员陪伴下， 过了一个欢乐的元

宵节。

汤圆热卖灯笼俏

2

月

17

日晚， 长沙市举行元宵焰火晚会。 绚烂的烟花伴随着美妙的

音乐在夜空绽放， 给喜庆的节日更添一份精彩。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株洲：

佳节赏和章

湘潭：

鼓乐庆丰年

劲歌热舞情动高墙

长沙监狱与“琴岛演艺”共建监区文化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孟日清 易朗朗 徐佳

“诗家清景在新春 ，绿柳才黄

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

是看花人。 ”

17

日

15

时，岳阳南湖广场鲜花

似锦，民间艺术之花芬芳夺目。 岳

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新启宣布

该市

2011

年 “社区万家乐 ”广场文

化活动暨文化志愿者启动， 随后，

市、 县

10

余支文艺队伍、

1000

余文

化志愿者轮番上台，激情演绎了一

台精彩的文艺盛会。 南湖广场成了

万民共庆元宵的欢乐海洋。

锣鼓阵阵，唢呐声声。

8

个展示

区内，长炼“百米长龙”豪迈起舞；君

山区许市八龙八狮矫健翻腾； 岳阳

楼区红日社区红绿二龙，相映成趣。

“全国群众文化之乡”汨罗市长乐镇

的“高人”们脚踩

4

米高的“高跷”，大

步流星演绎着流传千年的故事……

中心舞台上，舞蹈《欢天喜地过大年》

让现场陡然升温；大鼓说唱《五创全

国文明城》展示了古城“五创”的丰硕

成果；方言小品《家乡美》让观众忍俊

不禁。

15

名演员平均年龄

59

岁，曾受

邀参加上海世博会表演， 也舞进了

维也纳金色大厅……

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市文化局

干部在派发文化志愿者倡议书，倡

议市民为弘扬先进文化、丰富广大

群众文化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 市

文化局长龚卫国称，“今年的‘社区

万家乐 ’充分展示了岳阳城区 ‘百

姓闹元宵’的欢乐盛景和岳阳人民

‘团结求索’的精神风貌。

1000

余演

职人员都是志愿者！ ”

岳阳：

出门俱是看“花”人

张家界：

不夜的灯火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迷人花灯惹人醉， 流光溢彩闹元

宵。

2

月

17

日晚， 元宵之夜， 以 “激情

张家界， 欢乐元宵夜” 为主题的元宵

灯会激情上演。 从

16

时开始， 张家界

市城区张灯结彩、 万人空巷， 上万名

中外游客和

20

多万市民从四面八方来

涌来， 共同享受一年一度的文化美餐。

是夜， 张家界城市就像一个闹元

宵的大舞台 。 在解放路和回龙路上 ，

数万盏璀璨亮丽的花灯将城区映照得

亮如白昼， 市民比肩接踵， 有的赏花

灯、 有的看表演， 有的猜灯谜， 歌声、

笑声、 欢呼声， 响彻街街巷巷。

在张家界，已经约定俗成，元宵佳

节比春节办得更热闹。 现场，永定区区

委副书记、区长陈竟告诉记者，多年来，

区委区政府将旅游和文化深度融合，把

元宵节作为旅游文化品牌来培育，作为

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作为独特

的群众文化活动来传承。

“与往年相比， 今年的元宵灯会

更精彩、 更热闹。” 永定区文化馆馆长

覃大军介绍。 此次元宵节共投入大型

灯组

11

件 ， 铺设满天星灯

10

万余米 ，

搭建演出台点

30

多个， 主干道悬挂大

红灯笼逾

1

万只 ， 数量和规模均创新

高。

20

时， 闹元宵渐入高潮 。

30

个演

出台前， 各种节目精彩亮相， 你方唱

罢我登场， 舞动的龙狮、 欢快的秧歌、

苗族锣鼓 、 土家打溜子 、 桑植民歌 、

大庸阳戏……

100

多支文艺队伍、

2000

名演员， 让前来观灯的市民和游客忍

不住参与其中， 共同享受这些传统文

化遗产给我们留下的美好记忆。

20

时

30

分， 在人民广场的主会场

演出台上， 永定区文化馆花灯队的摆

手舞 《土家欢歌 》 将气氛带入高潮 ，

随着清脆明快的节奏， 台下许多市民

上台舞动起来， 其中还有几位来自韩

国的游客押着节奏跳起民族舞蹈阿里

郎， “在张家界旅游， 能遇见如此壮

观的灯会， 不虚此行啊！” 一名游客感

触颇深。

在文昌阁路口， 由

5

位美籍外教组

成的草龙灯队， 更是引起众多市民围

观， 给传统元宵灯会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快乐 “洋” 气

!

只见他们舞起龙灯，

在鼓乐、 唢呐声中或上下翻飞， 或摇

头摆尾， 或蜿蜒游走， 活灵活现， 形

态逼真。

这里是灯的海洋 、 人的海洋 、 欢

乐的海洋……今年元宵灯会将持续一

整夜， 龙灯狮子灯不断舞下去 ， 民歌

小调不断唱下去， 锣鼓腰鼓不断敲下

去。

今夜， 张家界是不夜的灯火。

张家界的元宵灯会现场人山

人海。 本报记者 向国生 摄

赏灯看戏闹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