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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PLUS版的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

东莞各大森林公园也是人从众的热闹

景象。 记者从东莞市林业局获悉，2019

年五一假期

（

5

月

1

日

-4

日）

全市十大森

林公园共接待游客114.35万人次。 其

中，大岭山森林公园26.3万人次，大屏

嶂森林公园18.24万人次， 银瓶山森林

公园18.16万人次， 黄旗山城市公园

10.3万人次， 同沙生态公园14.4万人

次，水濂山森林公园11.4万人次，碧湖

森林公园1.85万人次，南门山森林公园

4.2万人次， 黄牛埔森林公园3.4万人

次，山水天地森林公园6.1万人次 。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邓梓滢

2019茶山茶园游会圆满落幕

六日吸引游客近30万人次

□

文、图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罗舒

“美丽湾区 幸福游会”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系列活动暨2019茶山

茶园游会于5月4日圆满落下帷幕。一连

六日，传统文化大巡游、非遗展演展销

体验活动、乡村游、乡村趣味运动会等

20余项、近200场次活动轮番精彩上演，

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走进群众，展

现人民幸福生活，并以此向祖国70华诞

献礼。 据统计，本届东莞茶山镇茶园游

会共吸引市民游客近30万人次。

搭建传统文化交流平台

据悉， 今年茶园游会突出湾区元

素，邀请来自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

群，以及湛江、潮州、北京、天津、陕西安

塞等16个城市的120多项传统项目，开

展传统巡游、展演、展销、技艺展示和体

验活动，其中非遗类近70项

（国家级

12

项，省级

27

项）

。

在传统文化大巡游上，粤港澳三地

的传统舞龙、舞狮、舞麒麟队伍竞相斗

艳，珠海三灶鹤舞、佛山蔡李佛拳、江门

台山浮石飘色、肇庆德庆蝴蝶舞等展示

出珠三角各地非遗特色， 东莞木鱼歌、

石排明德醒狮、大朗木偶戏、茶山龙狮、

太极协会秀出东莞本土传统文化魅力，

还有陕西安塞腰鼓为大巡游增添了别

样的风采。

围绕非遗主题，茶山镇还举办了第

二届东莞·中国泥塑艺术联展暨“茶花

杯”精品泥塑邀请赛、非遗汇演、粤剧精

品专场晚会等等非遗文化体验活动。其

中，在为期四天的非遗美食、技艺展示

展销会场，人流量累计多达5万人次，销

售量达3万件次。

打造“家门口”文化活动盛宴

作为一项全民参与的传统民俗活

动，今年游会期间，茶山个体私营协会

等民间力量自发举办传统“三月赛会”

庙会、摆会仪式、烧猪会、乡村游等民俗

活动，共吸引超3万人次参与。

此外，茶山群众在大巡游上也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由茶山镇文化管理员队

伍、茶山各曲艺协会、旗袍协会、太极协

会组成的文艺表演方阵等等， 共900多

人参与其中。

本届游会还把茶园杯第十六届“劳

动者之歌”歌唱大赛、中国传统文化“二

十四节气”展、“光影里的传承”茶园游

会影像展、“粤韵飞扬”粤曲专场晚会等

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设在各分会

场， 把优秀文化活动输送到农村基层，

真正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公共文化活

动品牌。

据统计，游会期间南社古村落、圣心糕

点博物馆等茶山镇内景区共接待游客约4.5

万人，旅游销售、景区门票收入共约41.3

万元，与往年同比均有上升。

东莞（大岭山）流行音乐节吸引20余万人次关注

5月2日晚，为期3天的2019东莞

（大

岭山）

流行音乐节在大岭山湿地公园落

幕。音乐节期间，先后推出了27场演出、

280个节目，有100多位省内外优秀音乐

人参与其中。 在闭幕当晚，音乐节向现

场及观看网上直播的观众奉献了一场

中国流行音乐40周年经典之夜的精彩

演出。 据悉，音乐节3天，超过20万人次

通过网络关注本次音乐节， 超过1万人

次到现场进行观看。

“让绿色流行起来”———2019东莞

（大岭山）

流行音乐节由东莞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东莞市大岭山镇人民政

府、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主办，由东莞

市文化馆、大岭山镇宣传文体局、大岭

山镇文广中心承办。 活动从4月30日正

式启动，共持续3天。

此次流行音乐节以绿色为主题，选

在了有“国家级生态乡镇”、“中国绿色

名镇”、“国家卫生镇”、“全国文明村镇”

等荣誉称号的大岭山镇。在策划音乐节

内容时，通过音乐人创作、标识设计等

手段充分地把流行音乐元素与绿色元

素结合起来，创作并展示出了一批代表

绿色大岭山的音乐作品。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利民

莞城展出珍贵民国美术期刊

5月6日，由东莞莞城图书馆主办的第

八届“书籍之美”大型阅读推广活动在莞

城图书馆拉开帷幕。 本届“书籍之美”举办

了“故纸美艺———民国美术期刊精品展”，

展出一批珍贵的民国美术期刊。 开幕当

天，还邀请了本次活动的策展人蔡仕伟来

文化周末大讲坛作客，在市民广场西正厅

举办一场专题讲座，为大家讲解民国美术

期刊的发展概况与美育观念在中国的发

展历程。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是来自汕头大学

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副教授蔡仕伟先

生。 蔡仕伟从业设计二十余年，并在高校

内授课多年，致力设计教育的推广工作。

本次展览精选了近百种民国美术类

期刊，包括清末的《点石斋画报》、中国第

一本美育期刊《美育》、第一届全国美展会

刊《美展》等珍贵刊物，还有《上海漫画》、

《时代漫画》、《漫画界》、《独立漫画》 等精

彩漫画刊物也在展品当中。 据悉，展览将

持续到6月30日。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石碣图书馆7000册新书上架

经过近一个月半闭馆式整

理清点和排布，东莞石碣镇图书

馆已于“五一”前恢复向公众开

放。 据悉，为了发挥图书馆阅读

引领作用， 打造阅读的浓厚氛

围，该馆在10万册馆藏图书的基

础上， 优选了7000多册新书上

架，包括编程、绘本、作文、养生、

旅游、PS、AI、MS Office等各种

热门类别的书籍，新增大量儿童

文学。 另外还首次新增盲文书

籍，更好地为特殊群体提供优质

阅读服务。

广大市民可到石碣镇图书

馆免费阅读，也可凭读者证办理

借阅手续。 值得点赞的是，从今

年2月1日起，凡持有东莞图书馆

（总馆）

及市内各分馆的读者证，

借阅权限将提升到10-20册/证。

数据显示，2018年， 石碣图

书馆累计外借书刊文献10万多

册次，在全市图书馆总分馆排名

第九；到馆量35万人次，在全市

图书馆总分馆排名第十。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碣宣

假日信息

“五一”十大森林公园

接待游客逾114万人次

记者从银屏山景区管理处了解

到，“五一”4天小长假， 银瓶山谢岗景

区共接待游客11万人次， 成附近城市

游客五一假期“打卡”热地。

银瓶山森林公园谢岗景区因其得

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自然资

源，素有“小九寨沟”之美誉，长期以来

都备受四方游客青睐。近年来，谢岗银

瓶山不断完善景区配套设施建设，同

时还全力推进绿化升级、 景观改造工

作，为游客提供舒适的旅游环境。除了

东莞本地游客外，不少深圳、惠州、广

州等周边城市游客慕名而来。

据统计，从5月1日—4日，银瓶山

谢岗景区共迎客约11万人次， 其中，5

月1日，入园游客量达最高峰，当天约

有45500人次。 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确保游客假期登山游玩安全，景

区采取“一车进一车出”的交通管制，

确保车流顺畅； 同时谢岗镇公安、交

警、消防、医院等相关职能部门也坚守

银瓶山， 为游客们的生命安全保驾护

航。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谢岗宣

银瓶山谢岗景区

接待游客11万人次

记者获悉，五一小长假，有超6万

人次游客前来东莞香市动物园。 记者

观察发现，明星动物大熊猫“珍大”和

“双儿”的热度依然不减，国宝的一举

一动都备受小朋友们关注。

据介绍，近年来，前来游玩的游客

群主要是东莞及周边惠州、深圳、中山

等地的市民。 该动物园不仅丰富了动

物的种群，还规划了专门的科普长廊，

同时还允许游客喂食鹦鹉、长颈鹿、黑

熊、黑天鹅等野生动物，拉近了人与动

物的距离。

香市动物园总经理助理王婷表

示，五一期间园区日均接待游客达1万

多人次，整个小长假，香市动物园接待

游客超过6万人次。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香市动物园

接待游客逾6万人次

一 连 六

日 ，传统文化

大巡游 、非遗

展 演 展 销 体

验活动 、乡村

游 、乡村趣味

运 动 会 等

20

余项 、 近

200

场 次 活 动 轮

番精彩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