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北区春节期间文艺演出
活动时间

2018年2月12日
2018年2月13日
2018年1月30日
—2月13日
2018年2月14日
2018年3月2日
2018年2月12日

活动名称

2018年渝北区迎春文艺演出
2018年渝北区迎春文艺演出
我们的节日·春节“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弘扬时代新风
文明共进万家系列文艺演出（5场）

“渝州大舞台”重庆歌剧院走进渝北（2场）
“我们的节日·元宵”文艺演出
渝北区2018年新春文艺演出

活动地点

空港新城广场
碧津公园
两路街道、双凤桥街道、仙桃街道、回兴街道、龙山街道

宝圣湖街道、回兴街道
空港新城广场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欣悦厅

活动名称

“经典传情·书福迎春”电子有声贺卡
“九州圆梦·美好生活”在线摄影征集
“书香博闻·畅享阅读”在线闯关答题

活动地点

数字推广工程微信公众号
数字推广工程微信公众号
数字推广工程微信公众号

活动时间

春节期间
2018年1月24日—2018年3月4日
春节期间

渝北区春节期间线上活动

活动名称

民间寻宝·古玩赶场
风华绝代——传统旗袍艺术展

“闹元宵 猜灯谜——我们的节日·元宵”灯谜有奖竞猜活动
“渝北非遗·带爱回家”非遗展销活动
巴渝民俗（非遗）展演
渝北区首届教职工书画作品展
2018年渝北区迎春书法美术摄影展
2018年渝北区“迎新春”书法美术摄影联展
2018年新春送春联活动

“福随春至·戌狗迎新”虚拟现实VR体验
中国民俗文化图片展

“梨园贺岁·百戏昇平”戏曲文化主题展览
【欢欢喜喜过小年】“相约图书馆，接万福，品非遗”活动
“元宵乐”游艺活动

活动地点

巴渝民俗博物馆
巴渝古床博物馆（临时展厅）
巴渝民俗博物馆
渝北区空港新城广场
巴渝古床博物馆
文化馆二楼展厅
文化馆二楼展厅
龙头寺公园
碧津公园
图书馆数字体验区
文化馆二楼展厅
渝北区图书馆
渝北区图书馆
空港新城广场、图文新馆

活动时间

2018年1月—2月
2018年2月—4月
2018年2月15日—3月2日
2018年2月11日—2月12日
2018年2月10日上午
2018年1月25日—2月8日
2018年2月13日—3月2日
2018年2月12日—2月23日
2018年2月13日
同数字体验区开放时间
2018年2月13日—3月2日
春节期间
2018年2月8日
2018年3月2日

渝北区春节期间展演竞猜

忙碌了一年，是时候好好放松一下了。春节假期，不必走远，在渝北就能找到众多好玩、休闲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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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文化大餐文化大餐】】

让年味儿更有文化味儿渝北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农历戊戌狗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巴渝大地的

年味也越来越浓。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渝北区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

动，进一步满足城乡群众逐步提升的

文化生活需求，让年味更有文化味。

一道道丰富、营养的文化大餐在

渝北区营造出繁荣稳定、欢乐祥和、健康

向上的节日氛围，让群众过一个幸福年、

快乐年、文化年！

◎渝北老窖
渝北老窖始建于1919年，至今已有近

百年历史；见证了抗战胜利和重庆谈判，蜚
声海内外。渝北老窖因独特酿制技艺入选
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土沱麻饼
土沱麻饼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在渝

北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对于渝北人来
说，它不单单是一道美食，更是对历史的记
忆。2014年，土沱麻饼入选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龙兴龙筋豆干
龙筋豆干始于清朝康熙年间，为龙兴古

镇黄氏祖传，现已注册商标10余年，在渝北
享有盛誉，既是老少皆宜、“高蛋低脂”的天
然绿色食品，又是迎宾待客，馈赠亲友的上
佳礼品。

◎龙兴巴国阴米
巴国阴米的传承历史已有170多年，主

要采用优质糯米经浸泡、沥米、蒸米、阴干等
工艺流程制作而成，为温补强壮减肥食品，
具有暖脾、补中益气等效用。

◎白岩山老腊肉
白岩山老腊肉产自渝北区大盛镇，由当

地土猪肉经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在重庆周边
享有盛誉。

◎谭氏面塑
谭氏面塑由面塑艺人时振山传入，谭氏家

族继承发扬光大，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谭氏面塑以糯米面为主料，调成不同色彩，用
手和简单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形象。

日前，渝北区在双凤桥街道空
港广场举行2018年“三下乡”“四进
社区”集中活动启动仪式。在接下
来的半个月时间里，渝北区20多个
单位将为该区 6个街道、乡镇的居
民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等内容。
同时，当天还拉开了重庆“红色文艺
轻骑兵”渝北送欢乐小分队进万家
的序幕，该区 8 支“红色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计划在春节期间开展
100场文艺演出。

据介绍，“三下乡”“四进社区”集
中活动是由渝北区委宣传部、区文化
委、区文联牵头，联合渝北区文化馆、
区旅游局、区人力社保局等20多个单
位，为居民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
送法律等内容。

同时，渝北区亦同期开展重庆
“红色文艺轻骑兵”渝北送欢乐小分队
进万家活动，组织了凌淋、曾令第、袁

国虎、何国胜等一大批文艺名家、文艺
志愿者共计120余人。他们将深入山
区农村、田间地头、车间工厂等地送演
出、送宣传、送辅导、送服务，用多种文
艺形式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表演方式，把优秀的文艺
作品送到人民群众家门口。

据悉，渝北区“红色文艺轻骑兵”
共有8支小分队，计划在春节期间将
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活动100场。

“红色文艺轻骑兵”进基层现场活动

“红色文艺轻骑兵”百场演出进基层

亮点 4

2月6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梨园贺岁·百
戏昇平”戏曲文化主题展览在黄泥磅紫荆广
场举行。此次活动由渝北区图书馆和龙塔街
道共同主办。现场，一个个经典的戏曲形象
让前来观展的小朋友倍感新奇，不少小朋友
还获赠了科普知识年画。

今年春节期间，渝北区图书馆以“书香陪
你过大年”为主题，围绕书香渝北建设，通过线
上与线下结合，组织了一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寒假期间每周二，渝北区图书馆精心挑
选了《赛车总动员3》、《星游记之风暴法米拉》
等多部优秀少儿动画电影免费播放，丰富孩
子们的假期生活。

2月11日-12日，渝北区图书馆还将邀请
本区书法名家，开展“迎新春、送万福”活动，现场
为群众写春联，为市民送上新春的美好祝福。

2月11-12日，在区图文两馆大楼前的空
港新城广场，区文化委还组织有关图书企业
开展迎春惠民售书活动，选5000余册图书，价
格低至7折，欢迎市民购买。 渝北区图书馆2018寒假电影季

送春联

渝北区图书馆 书香陪你过大年

亮点 1

渝北区文化馆则在春节期间为市民准
备了多台精彩的文艺演出节目：

节日期间，渝北区文化馆将在两路、
双凤桥、仙桃、回兴、龙山等街道举办5场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弘扬时代新
风，文明共进万家”系列文艺演出；2月14
日，“渝州大舞台”重庆歌剧院走进渝北活
动将走进宝圣湖街道、回兴街道；3月2日，

“我们的节日·元宵”文艺演出将在空港新
城广场举办，届时市民可前去一饱眼福。

春节期间渝北区文化馆还将举办具
有中国传统文化年俗风味的图片展览、
2018 年渝北区迎春书法美术摄影展、
2018年渝北区“迎新春”书法美术摄影联
展等丰富群众节日气氛的展览。值得一
提的是，在春节前夕，渝北区文化馆针对
5—15岁青少年文艺爱好中举办了寒假少
儿免费培训班，开设了小主持人、机器人、
硬笔书法等8门课程，从而提升他们的文
艺素养。

“我们的节日春节”——弘扬时代
新风 文明共进万家

2018瑞狗迎春书画展

渝北区文化馆 精彩节目好戏连台

亮点 2

在孩子们的眼里，过年是吃美味、穿新
衣、拿压岁钱；在上班族的眼里，过年是一年
到头难得的放松和休闲；在老人们的眼里，
过年是尽享天伦之乐儿孙膝下承欢……今
年春节，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将推出系列传
统民俗文化活动，让市民在欢度佳节的同
时，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韵味。

赏旗袍风华，过优雅年。旗袍是男人眼
里的风情万种，是女人悬悬而望的庄生晓
梦。2月—4月，“风华绝代——传统旗袍艺
术展”在巴渝古床博物馆临时展厅华丽开
展。在这里，游客可以看到数十种年代风格
不同的旗袍，以及具有渝北特色的旗袍手工
制作技艺。

品渝北非遗，过丰盛年。今年春节拒绝
单调！2月11日和12日“渝北非遗·带爱回
家”非遗展销活动，将聚集各路非遗传承人
齐聚空港新城广场。渝北老窖、土沱麻饼、
龙兴龙筋豆干、龙兴李氏糖画、白岩山老腊
肉……众多渝北好味汇集，诚信展销，邀您

有滋有味过丰盛年！
猜趣味灯谜，过民俗年。大年三十至正

月十五，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还将大摆“谜
阵”，推出“闹元宵、猜灯谜——我们的节日·
元宵”灯谜有奖竞猜活动。

此外，巴渝民俗博物馆还将联合渝北区
诗词楹联家协会等举办巴渝文化讲堂——
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发
展专题讲座，以及民间寻宝·古玩赶场等特
色活动。

风华绝代——传统旗袍艺术展

巴渝民俗博物馆 众多民俗文化活动等你来

亮点 3

统景温泉
位于渝北区统景镇、美丽的御临河畔，

统揽山、水、林、泉、峡、洞、瀑、天池、小岛、
古寨、鹰群诸景，享受25处天然泉眼的滋
润。因其温泉资源丰富，特别是流量大、水
温高、水质优、医疗科普价值高，堪称天然
温泉博物馆。春节期间，在每天的冲浪时
间还有乐队和川剧变脸表演。

两江国际影视城
内复原兴建了抗战胜利记功碑、群林

市场、亨达利钟表行、国泰戏院、朝天门码
头等200多栋反映重庆开埠以来，尤其是
陪都时期的著名建筑和历史街区，成为享
誉全国的近代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

龙兴古镇
历经千年沧桑，传承了丰富的人文迹

遗和佛寺、道宫、祠堂、大院、老街、城楼、戏
台、牌坊、古寨、石桥等风物胜景，积淀了深
厚的宗教文化、宗氏文化、祠堂文化、民俗
文化。

圣名世贸环球城
环球城以“商贸+旅游”为主题，规划打

造了中国西部第三大开放式商贸旅游综合
体。综合体集主题游乐园、餐饮美食、休闲
娱乐、旅游购物、相亲会友于一体，初步形
成重庆旅游新地标。园内价格亲民，项目
高端新奇，十分值得前去体验！

春节渝北耍事多 不必远足就玩够

【【年味代表年味代表】】

【【游玩胜地游玩胜地】】

吴黎 王彩艳 盛志信
图片由渝北区文化委提供

土沱麻饼土沱麻饼

龙筋豆干龙筋豆干

巴国阴米巴国阴米

白岩山老腊肉白岩山老腊肉

面塑面塑

渝北“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大湾慰问演出

统景温泉 两江国际影视城

龙兴古镇 圣名世贸环球城
巴渝民俗巴渝民俗（（非遗非遗））展演展演

渝北老窖渝北老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