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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陈川

通讯员 穗文广旅宣）

逛花街、赏美景、

品美食，在温暖的艳阳天里，在姹紫嫣

红的鲜花中，与家人一起感受广州的粤

式风味，感受花城的别样精彩，过一个

吉祥花样的幸福年。 记者昨日获悉，春

节期间，广州推出了系列精彩纷呈的文

化旅游产品和亮眼吸睛的文化旅游惠

民措施。

景区酒店优惠多多

据了解，广州各旅游企业出台多项

惠民措施，推出众多优惠和活动吸引游

客来穗过年。

春节期间，云台花园将举办郁金香

主题花卉展览， 以花为媒向游客诉说

“一花一世界”，让游客能更亲密地接触

花卉。 正佳广场将举办正佳花市行大

运、百花舞台闹新春、正佳花海锦绣年

等活动，自正佳极地海洋世界、正佳自

然科学博物馆、正佳生态雨林植物园的

卡通人偶们还将与游客开心互动，并随

机派发精美礼品。 南沙湿地的木偶戏、

粤剧脸谱、剪纸、广绣等活动也将在春

节期间推出，紧扣岭南年味主题。 在沙

湾古镇，除了有新春醒狮表演之外，还

将展销沙湾传统美食、传统工艺、老字

号产品等。

新春期间，游客在广州游玩，还可

享受优惠门票。 白云山、岭南印象园、

广州塔E区观光票、宝墨园、沙湾古镇、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等景区

（点）

将推出

门票8折优惠。 广州酒店也有众多优惠

措施，如广州保利洲际酒店、广州星河

湾酒店、 广州十甫假日酒店等推出团

年饭、新春餐饮优惠。 南方大厦酒店、

广州晨悦酒店、 广轩大厦酒店等也将

通过OTA、网络预订等方式进行促销，

优惠幅度达到8.5~9折。

文化惠民活动丰富

同时，广州各市属文艺院团、各大

艺术剧院、 群众文化组织在春节期间精

心组织开展系列新春惠民演出活动。 据

不完全统计，新春期间

（

1

月

20

日

~2

月

20

日）

，市级文艺惠民演出14场、公共文化

场所惠民重点活动164场次、“非遗过大

年·文化进万家” 系列文化活动42场，博

物馆展览活动80场次，共计300场次的惠

民活动，其中，春节7天假期约91场。例如

广州图书馆于1月18日~2月9日举办“不

一样的书画———王和平手指书画作品

展&中国手指书画绚丽岭南图版展”，广

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于1月1日~2月20日举

办“稚童绘漆迎2020新禧———穗深沪三

地青少年漆画交流展”等活动，通过展览

普及艺术教育， 提高全民艺术素质，传

承、发展、弘扬中华文化传统。

广东省及广州市、区文化馆将联袂

送上非遗盛宴———“非遗过大年·文化

进万家”。1月20日~2月8日期间，广东省

文化馆将举办“节庆叹非遗———2020春

节元宵活动”。 其中，1月20日举办以传

统美食为主的非遗年货售卖活动，1月

25日~1月30日期间举办榄雕、 广式家

具、红木宫灯、广彩等多场非遗体验课，

1月30日举办非遗文创集市。

广州过年，活动花样多优惠多

春节期间，广州不少景区酒店推出惠民措施吸引游客来穗过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骆 通讯员

於婷婷）

春节假期怎么过？ 来宝墨园

看水上舞狮和“灵猴献寿”吧。 昨日记

者获悉，今年春节期间，“醒狮贺岁，福

鼠迎春”———2020年新春岭南醒狮民

俗文化活动将在宝墨园荔景湖水上舞

台震撼上演，1月25日-30日

（年初一

至年初六 ）

每天两场，分别为上午11:

00-11:45和下午14:30-15:15， 市民可

大饱眼福。

据悉， 今年春节宝墨园联合享誉

海内外的冠军狮队———汀根龙狮艺术

团， 以国际竞赛级狮艺选手的高超技

艺融合宝墨园高难度水上舞台， 呈现

出一台惊险刺激、 精彩万分的水上狮

王争霸赛。此外，宝墨园新景点———中

国大型铜雕工艺精品“灵猴献寿”取材

于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将铜

雕艺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岭南山

水园林艺术、水雾光影科技相结合，全

塑高8.5米、长7.2米、宽6.5米，由形态

各异的238只灵猴以及山体、 祥云、蟠

桃等1000多件独立配件组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记者

昨日获悉， 一年一度的文化公园迎春

花会将于1月24日

（除夕）

正式展出，春

节期间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据了解， 本届迎春花会共展出主

题园林景组8座，元宵灯组16座，各类

时花、桔果3万多盆，开展园林花卉游

园、棋艺书画展览、歌舞曲艺表演、张

灯结彩闹元宵等活动， 与广大市民游

客一起欢度佳节。 其中最受瞩目的当

属正门会标———“欢乐颂”， 作品长25

米，宽6米，高8米，由两件传统的中国

乐器———琵琶、 大鼓巧妙组成。 景组

中， 飘逸舞动的彩带将两者连接成一

组大气的迎春门楼， 文化公园吉祥物

“文文”矗立在彩带上面，牡丹造型的

立体花坛环绕其中， 营造出欢快热闹

的气氛。

此外，1月25日~26日

（大年初一、

初二）

，文化公园将邀请全国最顶尖的

龙狮表演团队———广州工人醒狮协会

在中心台进行龙狮表演。 大年初一至

初七晚上， 文化公园中心台也将好戏

连场，连续上演歌舞表演、粤曲折子戏

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公新文）

广州过年，花城看花。 新春将

至，广州各区花市也陆续开张。 1 月 19

日，广州警方发布迎春花市安全注意事

项。

一、自觉维护花市秩序，听从工作

人员的指挥，按指定的路线进出花市，

不得逆行，不得追逐打闹。

二、严格遵守《广州市销售燃放烟

花爆竹管理规定》，严禁携带烟花爆竹

和氢气球等违禁物品进入花市。 不得

在花市范围摆卖氢气球、 仿真玩具枪

及易燃易爆物品。

三、严禁携带枪支、弹药以及各种

管制刀具进入花市， 发现携带违禁物

品进入花市的，请立即报告执勤民警。

四、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照顾

好自己的老人和小孩，以免发生意外。

五、讲文明、懂礼貌、守纪律，不要

随地吐痰、乱丢烟头、果皮、纸屑和其它

杂物，共同维护花市的环境卫生。

六、要注意防火安全，严禁在花市

内乱拉乱架电线。

七、提高警惕，严防各种破坏和捣

乱事件的发生。 发现企图破坏捣乱或

进行其它违法行为的，请立即向执勤民

警报告， 或将其扭送给执勤民警处理。

发生意外事件，勿惊慌失措，听从工作

人员的指挥， 有序疏散到安全地带，并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维护现场秩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

员 穗林园宣 ）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林

业和园林局获悉， 第27届广州园林博

览会将于1月20日在海心沙和花城广

场正式揭幕，一直延续至2月8日

（元宵

节）

。 本届园博会以“绽放”为主题，突

破往年以小园圃绿雕作品为主的布

展形式，增设6个综合展览，布展面积

达到10万平方米。

据介绍， 本届园博会最值得“打

卡” 的景观有位于花城广场中心位置

的“大花篮”、中轴线星光大道上的6个

月季生态花园，和各区园林部门、市林

业园林系统各单位及园林企业搭建

的28个主题园圃、8组大型立体花坛。

其中“大花篮”以陈家祠展出王龙才瓷

艺大师的“春色瓷雕大花篮”为原型，

呈六角宫灯式，高16米，宽26米，承托

50余种花，寓意花开盛世、幸福吉祥；6

个月季生态花园共展示超过100多个

品种1.5万株月季

（全园应用月季约

3

万株）

，搭配景观构筑、艺术小品、时花

等，营造美丽缤纷的自然生态花园，展

示月季科研成果。

据了解， 月季品种来自中国、法

国、美国、日本等地，涵盖藤本月季、大

花月季、丰花月季、微型月季、树状月

季、地被月季等。 首次展出的有“波莱

罗”、“红色达芬奇”、“米兰达”、“桃

香”、“瑞典女王”、“魔力光辉” 等新品

种。

同时， 现场推出的六大综合展览

也是精彩纷呈、亮点突出。六大综合展

览为园博会大学生设计竞赛展、 盆景

展、 最美阳台展、“鸟瞰中国”“花城魅

影”摄影展和植物画展。

广州各区花市陆续开张，警方发布安全注意事项

逛花市请勿带烟花爆竹和氢气球

第27届广州园林博览会今日开幕，将持续至元宵节

今起来花城广场打卡“大花篮”

广州园林博览会开放时间：

1 月 20 日 10:00~17:00；

1 月 21 至 2 月 8 日 9:00~17:00。

注：

16:30

停止入园 ，请合理

安排时间参观游览。

宝墨园

水上醒狮贺新春

文化公园

“迎春花会”除夕开锣

广州园林博览会展出作品。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文化公园迎春花会“欢乐颂”景组。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