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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湖南文化和旅游行业上下一心，
在困难与挑战中不断开创新局面，推进复工复产复业，文旅
业呈现恢复态势，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月至11月，全省接待国
内外游客59354.61万人次，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79.77％；实现旅游总收入6668.63亿元，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79.18%。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第
一年。

喜迎建党100周年，欢度元旦春节。12月30日，湖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2021年元旦春节湖南文旅惠民活动新
闻发布会，为大众送上超过2000件湖湘味浓郁的文旅“年
货”，包括近千场公共文化场馆惠民活动、100余份“新春文博
大餐”、近300场非遗展示展演活动、近600场舞台艺术
展演，以及各类优惠政策和特色文旅活动。

超2000件文旅年货请查收
——2021年湖南元旦春节文化旅游惠民活动来啦

全省“送戏下乡”“幸福节日”活动（部分）

时 间

1月1日

1月1日、2月21日—22日

1月1日—3日、2月15日—16日

2月17日—18日

2月19日—20日

2月23日—24日

2月25日—26日

1月8日

1月、2月

2020年12月26日—2021年1月4日

1月4日—5日、
11日—12日

1月26日—2月6日

2月16日

1月4日—7日、11日、13日、15日、19日

2月19—26日

2月4日—9日

2月21日—3月11日

1月4日—23日

1月4日—15日、18日—23日、25日—29日，
2月1日—6日

1月18日—2月26日

地 点

湖南音乐厅

长沙市芙蓉国剧场

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

湖南戏曲演出中心

湘江剧场

衡阳市衡东县杨林镇

株洲市醴陵市泗汾镇花茂村、王仙镇香水村等

湘潭市韶山市文化馆展厅

邵阳市邵阳大剧院

岳阳市湘阴县各乡镇、社区

常德市老西门、德国小镇

张家界市西溪坪关门岩村、官黎坪仙人溪村等

益阳市南县剧院、南县德昌公园戏楼

郴州市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剧场

永州市江华小圩壮族乡

怀化市鹤城区罗家溪、枫木潭、贺家田等20个村

娄底市涟源市各个乡村、湘剧院剧场

湘西州龙山县各乡镇街道

内 容

省歌舞剧院新春民族音乐会

话剧《睡美人》《巨人计划之勇气》

《木偶嘉年华》《皮影荟萃》

京剧折子戏《打焦赞》《岳母刺字》等

跨界融合舞台剧《加油吧，少年！》

湖南花鼓戏青春版《喜脉案》

湘剧折子戏《天官赐福》《碰媒逼婚》、湘剧《拜月记》

惠民演出

花鼓戏《家和万事兴》《打猎回书》等

毛体书法展（纪念毛主席诞辰127周年暨喜迎新年）

非遗展演活动，小戏专场邵阳花鼓戏《豆腐西施》

送书画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

2021年元宵节文化惠民演出

阳戏《墙头记》《挑女婿》《六尺巷》等

演艺惠民活动

“文化惠民 欢乐过年”

民族歌舞表演

阳戏《五女拜寿》20场

送戏曲进万村

送戏、送图书、送电影三下乡活动

全省“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送戏曲进万村、送书画进万家”群众文化活动（部分）

时 间

春节前夕

1月31日

1月—2月

1月20日—28日

1月1日—2月5日

1月8日

1月1日

1月—2月

1月2日—12日

2月3日—5日

2月1日—8日

1月1日—15日

1月1日—2月26日

地 点

郴州汝城沙洲瑶族村民俗广场

益阳市大剧院

长沙市长沙县、望城区、浏阳市、宁乡市

衡阳市祁东县6个乡镇集市

株洲市炎陵县行政村、敬老院、社区

常德市文化馆剧场

怀化市沅陵县教师新村小区

永州市各县区文化馆、乡镇

娄底市冷水江市青山公园、滨江公园、
红日岭、矿务局三医院广场等

邵阳市新宁县各乡镇

岳阳市平江县各乡镇敬老院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各乡街道

湘西州古丈县全县各乡镇村及各景区

内 容

“沙洲村晚”（2021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点之一）

湖南第十届农民工春节联欢晚会

优秀群众文艺进农村惠民演出

送文艺送春联送温暖活动

进社区、敬老院、园区春节慰问演出

新年音乐会

“庆元旦合家欢”进社区

迎新春“文旅惠民·送戏下乡”文艺演出进校园、
乡村、园区、工厂、社区

71支广场舞队分5个分会场进行表演

“迎新春·送春联”活动

平江皮影戏、花灯戏慰问演出

春节系列文体活动

惠民送戏进乡村、进景区、进土家苗寨“三下乡”
活动

演出单位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主办

湖南省文旅厅、益阳市人民政府主办

长沙市群众艺术馆

县文化馆、县祁剧演艺公司

炎帝文化保护传承中心

常德市群星合唱团、常德市交响乐团

沅陵县民间音乐戏剧传承中心

县区文化馆

冷水江市舞蹈家协会

新宁县文化馆

县文化馆，平江皮影戏协会、花灯戏
协会

武陵源辖区文艺爱好者

县文化馆

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展览及惠民活动（部分）

单 位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博物馆长沙博物馆

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

衡阳市博物馆衡阳市博物馆

株洲博物馆株洲博物馆

湘潭市博物馆

邵阳市博物馆

岳阳市博物馆

常德博物馆

张家界市博物馆

益阳市博物馆

郴州市博物馆

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市博
物馆）

娄底市博物馆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

展览及活动

秘鲁古代文明展秘鲁古代文明展、、宋朝人慢生活镜像展宋朝人慢生活镜像展

元明清御用瓷器特展元明清御用瓷器特展、、吉林省博物院藏张大千溥心畬早期书画特展吉林省博物院藏张大千溥心畬早期书画特展

黄河流域汉唐宋元乐舞戏曲文物精品展黄河流域汉唐宋元乐舞戏曲文物精品展

““鸦片战争鸦片战争””馆藏史料图片暨禁毒宣传教育展馆藏史料图片暨禁毒宣传教育展

湖湘书画院第二届书画展湖湘书画院第二届书画展、、株洲市第二届文化创意大赛成果展株洲市第二届文化创意大赛成果展

中国龙泉青瓷·宝剑传承与创新展及配套活动

“牛”转乾坤——辛丑（牛年）新春生肖文物联展

雷锋的故事——手绘连环画原稿作品展（暂定名）

牛岁福临门——辛丑新春牛生肖文物联展

“牛”转乾坤——辛丑（牛年）新春生肖文物联展

新春古代运动会、文博讲坛、元宵节游乐会

春节牛年生肖图片展

“味到非遗 国潮来袭”——“非遗陪你过大年”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博览会

翰墨丹青——娄底馆藏书画名家作品展、“雷锋精神 永恒芳华”大型主题展

基本陈列、生肖展、春节游园活动

全省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活动（部分）

单 位

长沙图书馆

衡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湘潭市图书馆、少儿馆

株洲市图书馆

常德市图书馆

郴州市图书馆

怀化市文旅广体局、市艺术馆

娄底美术馆

邵阳市文化馆

益阳市图书馆

永州市群艺馆

岳阳市图书馆

张家界市桑植县文化馆、图书馆

吉首市文化馆

活动内容

“书香长沙”长沙图书馆馆庆60周年系列活动

《十二生肖的故事》阅读分享会、元宵灯谜会

每周六周日“书影共读”，“喜迎元旦”中华诗词大比拼

2021春节大型游园会

小小考古家、绘本分享、快板说唱迎新年

“小白鹿”亲子悦读会—向世界诉说中国故事“年”

“神韵雪峰·能歌善舞”抖音大赛颁奖晚会及全年展演

“春之邀”— 2021娄底水彩画迎春跨年展

廉洁主题文化书法展

春节图片展、益图讲坛

“非遗过大年”摄影展、画展

“童趣新年·岳读乐嗨”绘本音乐会、迎春送福活动

“正月十五闹元宵”系列活动

乾州古城庙会，新年游春、新春祭孔

特色文旅小镇文旅惠民活动（部分）

时 间

2020年12月30日—
2021年2月6日

1月27日—2月26日

2月12日—16日

2月4日—26日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 1 日、
2月12日—17日

2月8日—26日

2月8日—17日

2月12日—26日

2020年12月26日—2021年1月

2020年12月28日—
2021年2月27日

2月4日—26日

2月

2月7日

2月8日—3月4日

1月1日—2月17日

2月22日

1月1日—31日

地 点

文家市镇

芙蓉镇景区

洪江古商城小镇

新华联铜官窑古镇

皇都侗文化村

张谷英景区

里耶镇、八面山民宿

桃花源景区

田汉艺术小镇

紫鹊界梯田景区

惹巴拉宫

北斗溪镇人民政府文
化广场

洪家关白族乡

崀山景区

炎帝陵景区

黄草镇金牛岛

水口镇瑶都水街景区

内 容

湖南省农民工春晚长沙分会场活动、打糍粑民俗体验活动

神秘湘西过大年

“又见小城故事”沉浸式演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活动

新华联庙会及春节活动

过侗年、侗民俗系列活动、“春节七天乐”系列民俗活动

张谷英家孝廉文化传承，家训族戒诵读；相关人员门票优惠

神秘湘西过大年系列活动

国潮百艺盛宴、福禄寿喜财Cosplay、欢乐打年粑等年俗活动

“伴我童行”亲子主题派对、“迎新春·送春联”活动

全国医务工作者持有效证件全部免费；持“传奇娄底全域旅游卡”免票

神秘湘西·最有乡情乡味的土家年

欢乐乡村总动员

洪家关文旅特色小镇白族文化暨年货节

地方小戏展演、民俗展演

元旦灯谜大会元旦灯谜大会、、非遗文化展非遗文化展（（炎帝陵祭典炎帝陵祭典、、炎陵三人龙炎陵三人龙、、炎陵客家山歌炎陵客家山歌
等等））

香火龙香火龙、、布龙表演布龙表演

瑶韵秀瑶韵秀、、瑶族长鼓舞瑶族长鼓舞、、高山流水高山流水、、瑶草药展瑶草药展，，门票优惠活动门票优惠活动

全省“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活动(部分)

时 间

1月1日—3日、
1月21日—2月28日

2月12日—17日

1月25日—2月5日

1月1日—春节

2月16日—26日

2月5日—26日

正月期间

2月2日—6日

1月—2月8日

1月底—2月初

1月—2月

2月9日—10日

2月14日—24日

1月20日

1月27日—2月26日

地 点

湖南省文化馆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火宫殿总店

衡阳市南岳牌坊-古戏台-南岳大庙

株洲市酒仙湖景区

湘潭市湘乡市壶天镇

邵阳市邵阳县五峰铺镇新田村

岳阳市经开区各乡镇

常德市桃源县各乡镇

张家界市桑植县下坪、林溪源等10个深度贫困村

益阳市南县各乡镇、南县剧院、德昌公园戏楼

郴州市部分乡镇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湘江乡田冲村

怀化市溆浦县阳雀坡、龙潭辖区各村

娄底市湄江镇湄峰湖村

湘西州芙蓉镇、红石林、老司城、不二门、坐龙峡景区

内 容

“非遗过大年”第四届湖南非遗新春博览会、“我来学手艺”湖南非
遗体验展及寒假中小学生社会实践系列活动

火宫殿春节大庙会

非遗踏春-春节庙会排街展演

年味酒仙湖（抬年猪、年货DIY、湘东民俗展演等）

壶天火龙灯民俗活动

邵阳县2021年首届金江湖庙会

非遗过大年·巴陵戏传统剧目巡演15场

桃源大鼓下乡巡演

送戏下乡

送戏下乡

惠民演出季

串春珠

龙潭花灯戏、灯会、传统木偶戏展演、龙潭葛面制作体验

文化惠民送戏曲进万家、送百福进万家

神秘湘西土家年

注：本版所列活动为主要活动，完整信息请见当地官方发布；如有变动，以当地官方发布为准。（本版文字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喜迎建党100周年

经临澧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临澧县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二期）一标段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
招标人为临澧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额约:
￥6000.00 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
投标监管网（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临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12月30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鼎城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鼎城德善陵园公
益性墓地建设项目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
为常德市鼎城江南新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总
投资额 5968.17 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
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
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鼎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站
2020年12月30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智慧住建云平台项目已批准实施采用公开招标，
采购人为常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预算金额 5507800.00
元，现予以公告。具体详情请关注常德市政府采购网Http:
//changd.ccgp-hunan.gov.cn 或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0年12月31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公交优先智慧信号灯管控平台建设项目已具备公开招

标条件。采购人为常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采购项目预

算 733.06万元，保证金 8万元。具体详情请前往常德市政府

采购网（Http://changd.ccgp-hunan.gov.cn）或常德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查看相关招标信

息，以官网信息为准。

湖南国方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