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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陈薇）2018年湖
南新春音乐会将于2月9日在湖南大剧院精彩上
演， 这是狗年春节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缩影。为
迎接春节到来，省、长沙市宣传文化部门正紧锣

密鼓，策划推出各类文化活动100余场。
据了解，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演

艺集团将在这波文化活动中唱主角， 重点
组织“雅韵三湘·多彩节日”系列高雅艺术

演出活动， 为群众提供内容丰富、 形式多
样、健康向上、品质上乘的文化产品，让群
众过一个“有文化味”的新春佳节。省图书
馆、省博物馆、省文化馆等将推出系列大型

展览、教育讲座、趣味竞赛等活动；长沙市
及各区县（市）还将组织新春书香送福、喜
乐灯谜会及民间艺术展演等系列活动，把
“文化福利”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春节临近
省会一大波文化活动来袭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2月9日 湖南大剧院 2018年湖南新春音乐会

2月9日 长沙图书馆 长沙市“文化进万家”系列活动

2月9日至3月2日 坡子街、太平街等 2018年火宫殿大庙会

2月9日至28日 湖南省博物馆 “我的假日在湘博”寒假系列教育活动

2月18日 湘京苑剧场 迎新春综艺晚会

2月19日 湘京苑剧场 迎新春综艺晚会

2月20日 芙蓉国剧场 儿童剧《森林大冒险》

2月21日 芙蓉国剧场 儿童剧《森林大冒险》

2月22日 省杂技院亲子剧场 杂技《青春如画》

2月23日 省杂技院亲子剧场 杂技《幸福的秘密》

2月24日 湖南音乐厅 迎新春民族音乐会

2月24日至3月2日 雷锋影视文化中心、望城区各街道 望城区2018年民俗文化艺术节

2月25日 省木偶皮影剧院非遗展演剧场 皮影戏《飞天》《两朋友》等

2月26日 省木偶皮影剧院非遗展演剧场 皮影戏《飞天》《两朋友》等

2月27日 湘江剧场 湘剧《徐九经升官》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2月28日 湘江剧场 湘剧《拜月记》

3月1日 湖南音乐厅 中外名曲交响音乐会

3月1日 湖南戏曲演出中心 花鼓戏《青春草堂》

3月2日 湖南戏曲演出中心 花鼓戏《五女拜寿》

3月2日 湖南大剧院 音乐剧《袁隆平》

3月2日 长沙音乐厅 庆元宵交响音乐会

3月2日 湖南图书馆 庆元宵之赏灯猜谜、3D打印送祝福

3月2日 浏阳市体育中心 全省舞龙舞狮大赛

3月2日 雨花非遗馆东广场 非遗展示庆元宵

3月2日 星沙文化中心广场 欢庆元宵主题活动

3月3日 湖南图书馆 庆元宵之开心故事绘、“小谜王”争霸赛

2月至6月 湖南图书馆 中华传统佳节图片展

2月至3月 长沙图书馆 年俗文化展

即日起（每周一闭馆）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

即日起（每周一闭馆） 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

�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龙文泱 ） 想要过一个纯正的

“湘”味年，要去哪里？今天，湖
南省文化厅推荐了274项精品
非遗活动，14个市州全覆盖，
让你的新年好看、 好吃又好
玩。

传统庙会、灯会、舞狮舞
龙等民俗活动还原原汁原味
的新年。长沙市坡子街火宫殿
庙会、南岳“火舞龙狮 万寿中
华” 首届中国南岳龙狮争霸
赛、 攸县第五届民俗文化节、
汨罗长乐抬阁故事会展演以
及郴州市苏仙区、桂东县的多
场龙狮、 香火龙、 板凳龙、秧
歌、腰鼓表演等，送你一个“热
闹喜庆年”。

自治州、永州市、娄底市、
张家界市、怀化市的新年活动
民族特色浓郁。花垣十八洞村
苗年暨苗族婚嫁、 永顺土家
年、吉首苗年，江华千年瑶寨
瑶歌会、码市火烧龙狮、江华
瑶族炮节，新化山歌、梅山武
术、新化饮食展演，武陵源溪

布老街“溪布腔调”系列民俗活动、会同乡镇村寨
《唱土地》民俗活动等，为你打造一个“民族风情
年”。

非遗展演推陈出新。宁乡首届“年味宁乡”喜
乐会非遗项目展示、非遗知识展，桃源传统非遗
大展演、汉寿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灯光展，邵阳
第二届“与蓝有染”蓝印花布创意设计大赛作品
展等，通过创新比赛、现场演绎的形式，让非遗文
化“活”起来。

传统戏曲唱出新春喜悦。益阳市城区、南县、
沅江市、澧县、宁乡市、零陵区、资兴市等都有花
鼓戏展演，衡阳各大广场有新春戏剧演出，临武
特色祁剧、嘉禾花灯戏、澧县传统荆河戏、辰河高
腔、辰溪阳戏、平江花灯戏、双峰杖头木偶戏、邵
阳布袋戏……古老的戏曲，演绎出新的活力。

据悉，所有活动都免费向公众开放，具体活
动内容、时间和地点，可关注省文化厅官方微信
公众号“文化湖南”查询。

�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易禹琳）
今、 明两天分别是北方和南方传统的小
年。今天，以“欢呼中国年”为主题的湖南
卫视春节联欢晚会19时30分开始直播，给
观众带来浓浓年味。

本台晩会由汪涵、何炅等主持，在歌
舞《欢呼中国年》中欢快开幕。华菱湘钢等
奋战在一线的企业职工通过电视向全国
人民拜年，小品《一路惊喜》《干杯吧爸爸》
让人笑声不断，刘谦的魔术《魔壶》一如既

往有悬念。令观众惊喜的是，今晚主打的
歌舞节目群星璀璨，那英的《一眼千年》和
腾格尔的《桃源梦》唱得荡气回肠；罗大佑
把经典老歌《恋曲1990》《光阴的故事》和
2017年推出的《家III》进行串烧，组合成一
首令人耳目一新的《恋曲2018》；黄晓明一
首温暖的《年夜饭》，将中华八大菜系“唱
出来”，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在
综艺节目《歌手》上一唱成名的外国歌手
Jessie� J、“魔幻高音” 迪玛希和“钢琴圣

手”马克西姆的表演送来了丝路狂想和对
中国观众的新春祝福。深受年轻人喜爱的
周笔畅、华晨宇、李玉刚、凤凰传奇、张碧
晨、 关晓彤等艺人在舞台上活力四射，从
湖南走出的歌手雷佳、王丽达、易秒英、刘
一祯回“娘家”，分别为父老乡亲奉上了充
满思乡情怀和正能量的《放风筝》《思情鬼
歌》《回家的路》《我们的贴心人》等歌曲。

整台晚会欢乐祥和，在王丽达高亢的
歌曲《领航新时代》中激情落幕。

四大院团端出
春节戏曲盛宴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龙文泱）

2月16日至3月5日， 省京剧保护传承中
心、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省湘
剧院、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4大院团将
演出多场经典戏曲， 为长沙市民的春节
生活增添乐趣。

根据计划，具体的演出剧目、时间和
地点分别是：2月16日至21日，京剧《财
神赐福》 在火宫殿总店演出；2月25日至
26日， 皮影戏《飞天》《两朋友》《三只老
鼠》《龟与鹤》《狐狸与乌鸦》 在省木偶皮
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非遗展演剧场演
出；2月27日至28日，湘剧青春版《拜月
记》《徐九经升官记》 在湘江剧场演出；3
月1日，花鼓戏《春草闯堂》在湖南戏曲演
出中心演出，湘剧《回府祭台》《访东京》
在湘江剧场演出；3月2日，花鼓戏《五女
拜寿》 在湖南戏曲演出中心演出， 湘剧
《赠剑》《杀四门》《打猎》《范进中举》在湘
江剧场演出；3月3日至5日，湘剧《思凡》
《描容》《武松之踵》《哑女告状》在湘江剧
场演出。

�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
讯员 邵楠）2月7日下午，由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主办的“书香惠农村 欢乐过大年”系列活
动在宁乡市历经铺街道紫云村举行。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现场向宁乡市捐赠价值约15万
元的图书杂志5000多册。

当天下午,宁乡市图书馆楚沩公益讲坛
开讲，向村民们传授如何提高孩子的阅读能
力，让他们“做一只快乐阅读的猫”。随后，村
民们踊跃参与读书知识有奖问答、新春成语
接龙小游戏、新春猜灯谜等活动，20多名孩
子拿起画笔，描绘新春景象。宁乡市书法家

协会会员挥毫泼墨，为村民们书写春联。
据悉，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已下发《关于

春节期间充分发挥农家书屋作用 丰富农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 要求春节期间
全省所有农家书屋正常运转，每周开放时间
不少于5天，每天不少于4小时，并依托农家
书屋开展系列宣传、 阅读、 文化等活动。同
时，要求各地开展优秀畅销图书进农村优惠
销售、新春送书下乡等活动。

临澧中医院
迎春送“廉礼”

湖南日报2月8日讯（通讯员 王明义
辛怡林 记者 肖洋桂）2月6日晚，临澧中
医院举办迎春“廉”会，编排丰富的党风
廉政建设节目， 引导党员干部职工向善
向上、廉洁修身，为职工献上一份春节廉
礼。

情景剧《好医生李清秀廉洁行医一
路香》，道出了县政协委员、共产党员、主
任医师李清秀行医20余年， 坚持15年自
掏腰包救治农村贫困患者的动人故事；
小品《12年医患情缘》，讲述了市人大代
表、 医院院长乔玉山一心为民、 廉洁自
律，照顾农村残疾母子的典型故事。

节目取材于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精
心制作， 歌颂临澧中医人的梦想及奉献
精神。

湖南卫视春晚“欢呼中国年”

书香飘到家门口 文化惠民过大年

雨花大地年味浓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涂

孟龙 李江波）春节临近，连日来，长沙市雨花区各
街道、社区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迎新年活动，将过
年的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在营造浓浓过年
氛围的同时， 该区把关爱带给需要关心的每个社
区居民。

2月7日下午， 左家塘街道牛角塘社区东塘火
宫殿前坪，一台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展
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 的优秀传统文化进万家
活动，精彩上演。远远眺望，上千只火红的灯笼，将
现场装扮得异常喜庆。走进场内，多种非遗文化呈
现其中，有吃的、有看的、有玩的，令人流连忘返。

东塘火宫殿准备了1000片臭豆腐， 行政总
厨、厨师长、副厨师长等纷纷出马，为居民当场烹
制。 只要耐心排队，一定不会令你失望。 上千条灯
谜，激发众人思考。省歌舞剧院上演的《刘海砍樵》
和《补锅》等民族歌舞，湘味十足，让人大饱耳福。

社区居民、齐白石后裔画家齐石坚，将自己的
画作“醉虾”赠送给雨花区赤岗冲小学和东塘火宫
殿等单位。

健康最重要。2月7日上午，井湾子街道湘莲社
区，“崇德向善迎新春，红红火火过大年”暨流动人
口卫生计生关怀关爱专项行动举行。 社区居民纷
纷走进新建成的社区服务中心， 领取春联和健康
礼包，开展健康体检。

作为新成立不久的社区，这里有3000多名农
民“洗脚上岸”，成为新时代的城市居民。如何引导
他们尽快转型，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关心的大事。

现场，数百副春联，将活动烘托得异常喜庆。 小
朋友纷纷给家长们送上新年寄语：“廉如莲， 出污泥
而不染”“古今百善孝为先，德勤孝义传家宝”……

活动现场， 卫计部门还为流动人口现场赠
送健康礼包、免费健康体检卡；医护人员为居民
和流动人口，开展健康咨询、义务诊疗、妇幼保
健等服务。

� � � � 2月8日，湖
南卫视春晚上
演出的小品节
目———《干杯吧
爸爸》。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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