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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到东莞桥头看油菜花海
300亩花田已激情绽放，春节期间将进入盛花期

玩 得嗨
□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莺歌燕舞春添喜， 豕去鼠来景焕
新。 1 月 11 日上午，由东莞市桥头镇人
民政府精心策划的“幸福中国年·欢乐
桥头人”2020 年桥头镇新春赏花行启动
仪式在桥头莲湖畔举行。 桥头镇将以花
之名，以花为媒，打造一场融合地域特
色+商贸旅游的盛大节庆活动， 展示桥
头乡村振兴成果，彰显桥头美丽宜居品
质形象，提升
“
一湖两花”文化品牌。
启动仪式上，首先由具有桥头文化
符号的
“莫家拳”武术展演作为暖场，老
师傅带着徒弟们在舞台上表演“莫家

拳”，一拳一腿，舞刀挥剑，无不展示出
作为广东五大名拳之一的莫家拳魅力，
也充分体现出桥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最后，以
“
击鼓
迎春” 的喜庆形式启动 2020 年桥头镇
新春赏花行。 据悉，桥头镇莲湖 300 亩
油菜花将于春节期间进入盛花期。

花海荡漾充满童话梦幻
今年，桥头 300 亩莲湖里种植的油
菜花品种依然是云南的优良品种“云油
双 2 号”， 该品种具有花期长、 适应性
强、易于生长的特点。 目前，满湖油菜花
激情绽放，花香四溢，令人心旷神怡。 主
办方介绍，待春节期间，将呈现出花海
荡漾、蝶舞蜂忙的景象，条条亲芳路线
通向片片金黄花海，让游客融入到阡陌
田间，体验金浪翻滚的超凡感受。

今年桥头还在满湖的油菜花田里
错落有致地安放了“品质·美丽·宜居”6
个大字，以及南瓜车、月牙湾、秋千、幸
福自行车、大水车、白天鹅等一些既美
观又有趣的摆件，巧妙地点缀在金黄花
海之中，把莲湖打造成了集优雅和趣味
于一体的“网红打卡热点”，一幅充满童
话梦幻的画面呈现在眼前，让人流连忘
返。

文艺精品献礼欢乐桥头
新春赏花行的灵魂是文化，为精心
打造一个文化味道更浓、文化品位更高
的节庆，桥头推陈出新地推出了一系列
精品文化活动。
据介绍，为充分落实“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的工作部署，丰富群众节
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满足群众体

验传统年味的需求，2020 年桥头镇新春
赏花行除了以“见人，见物，见生活”的
非遗元素为主线的非遗墟市和非遗展
演外，还精心策划了
“少年宫杯”2019 年
桥头镇第十五届中小学、幼儿园现场书
“献礼祖国”岭南名家张福铭花
画大赛；
鸟画作品展， 高规格精品力作亮相莲
城，作者张福铭曾获得第十八届中国世
纪大采风“中国当代德艺双馨艺术家”，
广东省政府“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化建
设功勋人物”荣誉称号，他的书画作品
清新明快、笔墨酣畅、风格独特、意境深
远，是一位实力派书画家。
同时还推出“品胜贺岁”2020 年桥
头镇幸福春联送万家活动、2020 年桥头
镇春节粤剧专场、
“舞出新精彩”2020 年
桥头镇元宵舞会，还有东莞市曲艺家协
会桥头分会授牌仪式暨小荷花艺术团
精品节目展演等多项文化活动。

目前，桥头镇莲湖油菜花激情绽放，花香四溢。

长安：五大系列活动献上文化大餐
今年春节期间， 长安策划开展乐享长
安——
—
“鼠岁送吉祥 欢乐贺新春”2020 年
长安镇春节系列活动， 将在镇内五大文化
阵地（长安广场、长安体育公园、长安公园、
长安如园、 长安郊野公园） 及各社区开展
“鼠岁送吉祥 欢乐贺新春”春节系列活动，
包括欢乐“鼠”于你、文化“鼠”于你、精彩
“
鼠”于你、活力
“
鼠”于你、幸福“鼠”于你五
个系列活动，涵盖文艺展演、文化游园、体
育竞技、讲座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群
众献上精彩的文化大餐。
此外，长安还根据活动主题 ，在五大
文化阵地统一布置具有鼠年特色的“短视
频拍摄打卡区”、“拍照区”、“主题背景墙”
等活动场景。

五大系列活动简介
● 欢 乐 “鼠”于 你
突出活动的参与性， 内容主要为龙狮
献艺、文化游园、民间文化（杂技）展演等系
列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 并随活
动送上百份“文化长安”春节系列文创品。
活动期间，计划开展 23 场次欢乐
“鼠”于你
活动。
● 文 化 “鼠”于 你
突出文化的多元性， 内容主要为艺术
培训、 文化讲座、 文艺赛事等公益文化活
动。 活动期间，计划开展 50 场次文化
“鼠”

于你活动。
● 精 彩 “鼠 ”于你
突出节目的观赏性， 内容主要为文艺
演出、粤剧表演、专题晚会等。 文艺演出将
设置观众互动环节，并送上“文化长安”春
节系列文创品。 活动期间，计划开展 20 场
精彩
“
鼠”于你活动。
● 活 力 “鼠 ”于你
突出体育赛事的竞技性，开展“相约海
螺馆”、球类赛事、体育竞技等活动。 活动期
“
鼠”于你活动。
间，计划开展 45 场次活力
● 幸 福 “鼠 ”于你
突出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性， 以长安
广场、长安体育公园、长安公园、长安如园、
长安郊野公园为阵地，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 设置有
“我在长安过新年”
朋友圈小视频线上活动、“我在长安 过 新
年” 朋友圈小视频线上活动打卡领奖品等
两个活动。 市民可在春节期间前往五大阵地
春节景观布置现场，拍摄 15 秒内小视频，视频
要以
“
我在长安过新年”的字样为背景，大声说
出
“
我在长安过新年”口号，加上任意祝福语，
也可配上简短文字描述， 分享在长安生活
的幸福感等，在微信朋友圈定位发布，现场
有机会领取春节小福袋一个 （送 完 即 止 ）。
集齐五大阵地拍摄视频发布打卡， 可获得
“文化长安” 春节系列文创品大礼包一套
（春 节后 公 布 领取 时 间 地点 ）。
信息时报 记者 段 亚 雄 通 讯 员 长安 宣

塘厦：年初一举办六场精彩活动
记者从塘厦获悉， 塘厦在新年初一就
安排了六场精彩活动，包括舞龙舞狮、麒麟
拜年、传统麒麟、龙形拳表演等。
塘厦有关负责人表示， 以传统舞龙舞
狮等迎接新年，营造新年气氛，活动分为醒
狮舞龙点睛，宗祠拜会，围村拜会以及龙狮
文艺汇演等，街道 （村 ） 相关活动会集中持
续到大年初八左右。

记者了解到，从鼠年正月初一到初八，
塘厦各街道 （村）安排有10多场活动。 1月25
日，将在横塘社区罗氏宗祠举行麒麟拜年；
在莲湖社区居居民社区将上演传统麒麟、
龙形拳等精彩贺岁节目。 2月8日，在塘厦综
合文化服务活动中心， 将以街展形式在老
人活动中心门口派发汤圆。
信息时报 记者 刘 桂 平

厚街：春节文化活动精彩连连
春节粤剧专场晚会、庆元宵文
艺晚会、春节美术书法展览……为
喜迎春节，东莞厚街将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 为群众送上一份丰盛的
传统文化大餐和视觉盛宴。 记者获
悉，2月2~3日（年初九、初十）晚7:30，厚
街镇将特邀江门市知名粤剧团，为市
民献上多个精彩的粤剧唱段。 2月8
日 （年 十 五 ），厚街镇庆元宵文艺晚
会将于当晚7:30在厚街广场举行，
届时歌舞、小品、杂技、魔术等形式
多样的表演将轮番上演。
此外，1月25日~2月15日，2020
厚街镇春节美术书法展览将在该
镇文广中心二楼展厅举办，预计将
展出近百幅优秀作品。
除此之外，春节期间，厚街图
书馆将推出“悦读快乐”迎新春惠

民读书活动、
“
新年新书缘，相约图
书馆”新书阅读推荐活动和“文化
共享新春乐” 优秀资源展播活动。
为迎接春节，厚街图书馆将在春节
前购置、上架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
新书，并在阅览室设立新书推荐阅
读专柜。同时，精心挑选民俗礼仪、
百家讲坛、科普教育、家庭教育、旅
游地理、 饮食保健等系列精品资
源，预计春节期间播放优秀资源10
场次。
厚街图书馆还为喜爱阅读的
市民准备了新春礼物，年初一至初
十，办理厚街图书馆读者证的前60
名读者，将获得由厚街图书馆赠送
的惠民读书卡一张。
信息时报记者 段 亚 雄
通讯 员 陈 燕君

中堂：81项文化活动陪你过大年
送春联、看晚会、赏粤剧、体验
民俗活动、参加趣味游戏……在东
莞中堂过年，你能想到的文化生活
方式都能一一体验。记者从中堂镇
获悉，中堂镇在元旦春节期间安排
了81项文化活动，其中包括“送春
联”、“迎新春文艺晚会”、“春节醒
狮表演”、“春节捉鸭活动”、“春节
粤剧演出”等等，既有传统节日的
喜庆，又有地方民俗的韵味。
活动从2019年12月底持 续 到
2020年2月下旬，涵盖春节、元宵两
大传统节日。 其中，作为一项既具
备浓浓年味又充满地方风味的活

动，东泊社区新年“捉鸭”活动已经
持续了十多年，逢大年初一，该社
区的池塘边人头涌动，场面非常虚
撼。 主办方把鸭子放进池塘，然后
村民可自由下水捉，每只鸭子脚绑
绳子代表不同的奖励金额，捉到就
可以去兑奖，还能把鸭子带回家。
此外，在大年初一当天，春节
象棋比赛、春节投篮比赛、凤冲村抛
圈活动等都将如期上演，丰富和活跃
市民的体育文化生活，让市民在欢声
笑语中感受到节日的氛围，也让留莞
过年的他乡市民体验到不一样 的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 顺
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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