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十五闹元宵 金沙太阳节今日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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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武侯祠成都大庙会，人山人海

外国朋友拍照骑在爸爸肩上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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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华灯十里、美食飘香”，是“2019成都金沙太阳节”为游客准备的元宵大礼。作为春节以
来吸引了超过43万人次游览的文化惠民活动，太阳节现场人头攒动，节日气氛十分浓厚。传统民俗和现代风情、古蜀文明
和玛雅文明，为大家奉上了一道别开生面的元宵文化盛宴。

●●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

200碗汤圆
分发到游客手中

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园区，料峭的
春寒还未褪去，但靓丽的红梅却早已绽
放枝头。金沙美食街里飘香的羊肉串、肥
肠粉、肉夹馍早已吸引得游客食指大动。
一旁的近20米高的“金猪赐福”灯组是今
年规模最大的灯组，欢乐祥瑞的金猪与
美食的诱人香味，一起扮靓了热热闹闹
的元宵佳节。更不用说还有正紧张举行
的“包汤圆”大赛了，金猪赐福灯组下，10
位报名参赛的市民各施“绝技”，在现场
游客的见证下以最快的速度包好一个个
团团圆圆的汤圆；再看美食街这头，200
碗热气腾腾的汤圆迅速出锅，被陆续分
发到游客手中，甜香的馅儿、软糯的皮
儿，最甜蜜最喜庆的元宵记忆也留在了
这里。

●●武侯祠博物馆武侯祠博物馆

大庙会上闹元宵
传统民俗游园会

元宵佳节，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办的“2019武侯祠成都大
庙会”推出“灯火游园会”活动，观灯、赏花、看戏、猜谜、画扇，让观
众体验传统游园活动的文化乐趣，唤醒人们的传统节日情怀。

2019武侯祠成都大庙会，花海报春、花灯锦绣。数万余盆
精品花卉，遍布园区各处，让人目不暇接；上万盏氛围灯，璀璨
庙会上空，花海、花灯、花香……20名活泼可爱的小喜神，提着
小灯笼巡园送福，成为大庙会上可爱欢乐的幸福风景。昨天下
午，特别邀请的青林口高抬戏民俗巡游也亮相2019武侯祠成
都大庙会荐馨殿广场。40多人的巡游队伍，声势浩大，演员们
均是当地村民，为此次庙会元宵巡游还特别定制了三国人物
造型，充满戏剧张力。

元宵节逛庙会，到西区湖边长廊的谜语区与家人一起体
验猜谜的乐趣，是很多游客喜欢的一种元宵游园方式。今年的
谜语区，在昨天下午还增设了新春画扇活动，由画师现场手绘
填色的团扇，让猜谜的观众获得更多文化体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2019过节耍成都·邀约全球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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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元宵佳节，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商务局、成
都市文广旅局联合承办的“2019过节耍成都·邀约全球启动仪式”在
成都温江区举行。

在现场，22个区（市）县政府相关负责人，成都市餐饮、烹饪、零售、楼
宇等行业协会负责人，银联、中国移动、支付宝、京东、携程旅行、今日头
条等互联网平台及商家平台相关负责人以及各级媒体记者200多人见
证此次启动仪式，宣告新一年过节耍成都活动正式开启。

同时，“10大最具人气年味活动”“10大最具创意年味活动”“10
大最具年味区域”等2019“过节耍成都·寻找最年味（第二季）”系列
颁奖授牌活动相继举行。

1892.3万游客选择在成都过春节

2019过节耍成都·邀约全球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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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台上嘉宾触发启动
装置，“耍成都 新出发”5个装
置字体在烟雾效果中缓缓升
起，这也标志着“2019过节耍
成都·邀约全球”系列活动正
式启动，而由京东集团、中国
银联四川分公司、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今日头
条、美团点评、支付宝、口碑&
饿了么、携程旅行网、小猪短
租、同程艺龙、哈啰出行等11
家互联网服务平台组成的
2019“过节耍成都”互联网推
广及大数据服务联盟也在现
场正式成立，将和成都·易想
丨Google出海体验中心等机
构持续为“过节耍成都”提供
更有力的互联网推广与大数
据监测统计服务。

活动现场，多个“过节耍
成都”曾到访的国内外大中
城市各界代表，也纷纷以视
频寄语形式与此次启动仪式
进行互动，包括国际慢食协
会大中华区、意中文化发展
协会意大利OKTO电视台以
及太原、哈尔滨、郑州、香港、
广州、武汉和北京等各个城

市旅行社、地方商会、媒体机
构等。

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过节耍成
都”将按照坚持城市品牌“走
出去”、发力消费力量“引进
来”及落实配套服务“提上
来”三大目标原则，创新城市
营销方式，在世界舞台讲好
成都故事，传播天府文化，进
一步扩大城市邀约范围、规
模和品质，并探索以“过节耍
成都”为纽带，立体呈现天府
绿道人文生态魅力和全新消
费体验，深度融入整合成都
熊猫国际美食节-亚洲美食
嘉年华、2019世界警察和消
防员运动会、2019熊猫国际
旅游节、成都火锅文化月、新
春欢乐购、国际时尚周等国
际性大型活动，塑造文商旅
体融合消费场景，健全完善

“吃住行游购娱文”假日消费
链条，提供“一站式”体验消
费服务，持续引进消费力量，
引领消费升级，优化营商环
境，持续打响休闲、服务、创
造、消费四大品牌。

为了吸引更多中外宾朋
能在春节期间“过节耍成都”，
体验纯正浓厚的成都年味，

“过节耍成都”在春节前走进
哈尔滨、厦门、柏林、雅典等多
个国内外城市开展落地推广，
广邀全球游客过个“成都年”。

“过节耍成都”同步联动全市
区（市）县主要及相关负责人，
均通过视频录制为所在区域
年味活动代言打call，向全球
推介成都年味。

春节前后，全城80余家肯
德基门店、10家盒马鲜生门
店、10余家中华老字号系列

“成都年味”主题店热情迎客，
各大热门商超卖场、餐饮门店
全面上线主题宣传画面并且

“春节不打烊”。“过节耍成都·
寻找最年味（第二季）”评选活
动历经1月时间，全市22个区
（市）县累计推荐近百个精品
年味活动参选，网络投票数累
计超过234.6万，最终综合网
络投票+专家评审，评选出

“10大最具人气年味活动”“10
大最具创意年味活动”“10大
最具年味区域”系列奖项。在1
月19日举行的颁奖仪式上，系
列“过节耍成都”合作奖项同
步揭晓，包括成都零售商协
会、盒马鲜生、百胜餐饮等8家
合作单位获得“最佳组织奖”，
美团点评、支付宝、携程旅行
等5家互联网平台获得“最佳
合作平台奖”。

整个春节期间成都哪里
年味最浓？人气最旺？消费最
盛？在2019过节耍成都·邀约
全球启动仪式上，2019“成都
年”大数据报告也同步发布。

报告数据显示：来自成都
市文广旅局统计，春节黄金周
期 间 成 都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1892.3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0.1%，实现旅游总收入达
206.9亿元，同比增长47.5%。
通过携程旅游提供的大数据
报告发现，春节期间游客在成
都停留4-6天是主流选择，占
比达到了72%，来蓉群体中80
后、90后占比最高，分别达
26%和23%，上海、北京、南京、
天津、西安、广州、杭州、青岛、
郑州和济南成为春节假期成
都旅游十大客源城市，值得一
提的是东北游客在2019年春
节期间前往成都人数同比增
加49%，这与“过节耍成都”自
2018年以来相继前往北京、天
津、哈尔滨等北方城市开展大
规模邀约推广密不可分。

如此大规模的客流“涌
入”成都，自然少不了“买买

买”、“吃吃吃”。据成都市商
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春节七
天全市重点监测的80家商贸
流通企业实现销售额21.8亿
元，同比增长13.4%；据银联
大数据，成都市域外地游客
刷卡交易笔数56.66万笔，同
比增长57.2%，交易金额15.38
亿元，同比增长65.77%。银联
商务、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
发布《2019春节旅游消费大
数据报告》显示，在“2019年
春 节 居 民 旅 游 消 费 热 度
top10目的地城市”榜单排名
中，成都超过广州、上海等一
线城市荣登榜单第二名。

此外，春节期间全市餐
饮 行 业 营 业 额 同 比 增 长
11.2%，多家“中华老字号”营
业额均增长25%以上。据阿里
口碑大数据，来蓉游客每餐
消费价格较去年春节同期上
涨20%以上，棒棒鸡、红糖糍
粑、蛋烘糕、担担面、麻辣兔
头等特色小吃成为外地游客
餐桌上的常客，且90后扛起
了来蓉旅游整体餐饮消费的
大旗，消费占比超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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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成都游客增长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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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再向全球发邀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学志 颜雪 图片由活动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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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出“成都最具年味活动”

18日，正月十四。宜宾市南溪区、长宁
县、兴文县分别举行了龙狮表演和舞龙比
赛，珙县则举行了民俗巡游活动。

2月19日，正月十五元宵节，宜宾市翠
屏区第十四届迎春舞龙大赛在城区地标广
场热闹举行。长龙翻滚，鼓乐喧天，翠屏区
16个乡镇极具地域特色的舞龙队在三江交
汇的长江零公里处，为宜宾市民献上了一
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两年一届的翠屏区迎春舞龙大赛从初
创至今已经走过28个年头，早已是宜宾市
民元宵节里的“心头好”。作为翠屏区独特
的旅游文化品牌，舞龙大赛已经成为翠屏
区秉承传统文化、发扬民俗文化、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的有效载体。

正月十五晚，古蔺县护家镇闹元宵的格
外热闹。滚烫的铁水在夜空中绽放，伴随着鞭
炮与人群的欢呼声。打铁花、舞龙灯，是护家
镇流传数百年的传统，今年春节，当地从正月
初二一直到正月十五，每天晚上都有表演。

53岁的侯富义25岁时从父亲那里学会
了打铁花的技术，他说打铁花有驱邪祈福
的传说，一般在过春节的时候表演，同时表
演的还有舞龙灯的“龙穿花”。

打铁花场面恢弘壮观、气势磅礴，打花
技艺性很强，传承困难，急需保护。侯富义
介绍，打铁花需要用炉子把铁烧成铁水，这
个过程需要一个半小时。烧的过程很讲究，
要一层煤炭一层铁，当温度达到1600度到
1700度时，铁水才会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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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赶马井，热热闹闹过元宵。”
上午9时许，什邡市马井镇马井大桥上人流
涌动，鸭子河坝上的赶会群众开始多了起
来，四面八方的人们不断涌入会场，元宵会
现场的摊位也开始热闹了起来。

热闹的集市一般都在平坝里，然而每年
的什邡市马井元宵会却将集市摆在了河道
里，在当地人看来很是平常，但在外地人看来
颇是一道奇观。据了解，马井元宵会，从清乾
隆年间至今从未中断，到目前已有200多年的
历史。每年元宵这一天，马井附近州县的手工
工匠都会不请自来，自发地将各种手工制品
拿来马井河滩“赛一赛”。元宵会现场会搭建
高台，聘请地方长老耆宿进行品评，优者为
胜，夺标者称为“大师傅”，即刻扬名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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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杨灵 王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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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秀的璀璨让人难忘，殊不知这场烟花秀的背
后，有交警、交通劝导员、环卫工等人的默默奉献。当然，
这个城市的美丽，还包括每一位到现场的成都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交警在现场指挥，疏导人流，
文明交通劝导师很显眼，“我们刚刚就是问他地铁入口
怎么走，他讲得很详细。”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所告诉
记者的，她们口中这位文明交通全导师今年刚刚满60
岁，对周边街道的情况很熟悉。

“有需要扔的垃圾请往这里扔。”身穿橙色马褂的环
卫工人王阿姨一遍一遍耐心地提醒着现场观众，“大家
都很配合，都多理解和支持我们的环卫工作。有了大家
的理解，辛苦也值得。这么漂亮的烟花，看完了，地面也
干干净净的，多安逸。”在桥头钟水饺门口，市民李女士
带着小孩占到了一个观看烟花的好位置。她刚在店里买
了一个口蘑大包，小孩把包子吃完了，但口袋一直捏在
手上。“我也想扔垃圾啊，但人太多，找不到垃圾桶啊。”
李女士笑着说，而且烟花这么漂亮，总不能因为一个垃
圾袋伤了风景，“再说，小孩现在有样学样，从小养成好
习惯，大人是榜样啊。”

因为加班，市民肖先生没有去到烟花秀现场，通过朋
友圈，他看到了天府熊猫塔附近人山人海。不过，当晚上
11点他骑车回家经过这里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垃圾遍
地，而是干干净净。有所感触地他忍不住停下车，拍了照，
发了朋友圈。肖先生告诉记者，朋友圈发了后，很多人都
在留言点赞。“我一个朋友留言，烟花秀还没有开始时，她
四岁的儿子就说要尿尿，因为人太多，但那么多人，要找
厕所很难，好得书包里有个奶茶口袋，用口袋给娃娃接到
解决。”肖先生说，成都人就是这么可爱，也正是可爱的成
都人，才让这个城市显得更加可爱和有人情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肖刚

感谢你
带走烟花的绚烂
留下干净的街道

▲众多市民观看电子烟花秀 图据网友（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电子烟花秀过后的街道很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